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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泰雙向投資服務窗口 LINE 帳號：TaiwanFDI 

駐泰國代表處設立台泰雙向投資單一服務窗口 LINE帳號

TaiwanFDI，同步服務台灣企業與泰國企業雙向投資諮

詢，服務範圍包括投資諮詢、交流考察、媒合商機與協助

台商技術升級等服務項目。LINE 帳號 TaiwanFDI 也是駐

泰代表處對外經貿服務與交流的單一窗口，協助台泰企業

連結各個產業交流平台。歡迎台灣企業與泰國企業搜尋

LINE 帳號 TaiwanFDI，會有專人免費提供諮詢服務與相

關協助。便利連結：https://line.me/ti/p/_41fvXym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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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泰國經濟動態月報 

壹、 泰國經濟概況分析 

(一) 泰國財政部長 Arkhom Termpittayapaisit 表示，繼最大的冠

狀病毒爆發後，泰國今年的經濟可能增長 3-4％，低於此

前的預期，而關鍵利率應維持在較低水準以支持國內活

動。 

(二) Arkhom Termpittayapaisith 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表示，政府

的刺激和出口將幫助東南亞第二大經濟體，而疫情應在 3

月受到控制，疫苗將從下個月開始實施施打。他表示，如

果控制疫情爆發，影響可能不會很大。他補充表示，3-4

％的成長應該令人滿意，而最壞的情況應該是 3%。世界

銀行在此前預測，泰國今年的 GDP 成長率為 4%。 

(三) Arkhom 說明，預計第一季出口和依賴旅遊業的經濟也將

比去年同期成長。自從上個月以來，冠狀病毒病例增加了

三倍，政府已批准額外 70 億美元刺激計劃，Arkhom 表示，

這可能會推動今年經濟成長 0.5-0.6 個百分點。Arkhom 指

出，旅遊業尚未恢復，但在去年下降之後，今年出口應成

長約 3％。該部 10 月預測，到 2021 年 GDP 成長 4.5％，

出口成長 6％。 

(四) Arkhom 稱，經濟可能在 2020 年下降 6％，為近二十年來

的最低水準。政府的 1 萬億泰銖（約 334 億美元）借款計

畫應足以緩解病毒影響，但仍有借貸空間，政府對外國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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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持開放態度。Arkhom 指出，該部正在考慮放寬對中央

銀行 5000 億泰銖軟貸款的規定，以幫助規模較小的公司，

併計劃將財產稅減免期限再延長一年。 

(五) Arkhom 另表示，自 4 月份以來泰銖已上漲近 11％，中央

銀行應確保該貨幣穩定，以便公司能計劃其業務，而目前

的政策利率為 0.5％的歷史最低水準是合適的。低利率將

保持一段時間以確保泰國的經濟完全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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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泰國經濟動態 

一、 世界銀行估計 2020 年泰國新增 150 萬人墜入貧窮線                                   

2021年 1 月 21 日曼谷郵報 

(一) 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2020年大約新增150萬泰國人

口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陷入貧窮。世界銀行泰國資深經

濟專家Kiatipong Ariyapruchya表示，2019年泰國的貧

窮人口總數為370萬，由於疫情的不利影響，預計2020

年將增加到520萬。 

(二) Kiatipong表示，由於就業情況的復甦，預計2021年貧

窮人口將下降到500萬，因為經濟最終有望反彈。根

據全球貸款機構的數據，泰國的貧窮人口比率預計將

從2019年的6.2％增至2020年的8.8％，然後於2021年

降至8.4％。世界銀行將貧窮線定義為每人每日收入

5.50美元（約等同165泰銖）（謹註：1美元約28臺幣；

1泰銖約0.93臺幣）。 

(三) Kiatipong表示疫情嚴重影響泰國的勞動力市場，尤其

是2020年上半年，導致失業率上升和勞動人口就業不

足，因此降低泰國人的所得。2020年上半年，泰國共

發生34萬個工作機會的減少，女性的平均工作時數減

少約3個小時，男性減少2個小時，民間部門的工資水

準下降1.6％，主要是在農業部門。情況從2020年第3

季開始有所改善，在此期間，雇主增加近850,000個工

作機會，並一直持續到11月。儘管勞動力市場逐漸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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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但2020年11月的工作時數仍低於2019年同期水

準，包括管理職、服務業以及製造業在內的多個商業

別的2020年就業機會均有流失。 

(四) 根據世界銀行泰國最新經濟監測報告，估計泰國經濟

表現2020年將下降6.5％，預計2021年將成長4％。報

告稱，就業的持續復甦對幫助該國在2021-22年的經濟

反彈至為關鍵。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假定泰國政

府能很好的抑制新一波疫情爆發，並不會實施全國性

範圍的封鎖，泰國2021年的GDP成長率估計為4％；

若無法控制新一波疫情爆發，且政府在全國範圍實施

封鎖，那麼2021年的成長率將為2.4％。 

(五) 預計2021年下半年將有50％的泰國人口接種疫苗，這

將逐步改善泰國的觀光業。在這種情況下，世界銀行

預計2022年的經濟成長率為4.7％。Kiatipong表示，雖

然仍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泰國經濟成長前景面臨的

風險已偏向減少。全球經濟活動仍然弱於預期，而研

發和發放疫苗的進展卻步履蹣跚，導致境內和國際封

鎖。另外長期的國內政治動盪是泰國的另一個風險因

素。 

(六) 疫情使泰國勞動力市場更加脆弱。世界銀行負責泰國

研究主管Birgit Hansl建議，提高就業、生產力和勞動

收入，特別是貧窮人口的就業，對於可持續的復甦將

是必要的。世界銀行建議短期內，政府應制定培訓計

畫，以提高勞工的技能並提供財務支持。從長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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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政府可以通過提供更多的幼托服務來增加就業，

並降低幼托成本以幫助推動女性勞動力的就業。 

 

二、 泰國交通部擬對 2022 年基礎設施計畫編列 3,250 億銖 

                       2021 年 1 月 14 日曼谷郵報 

(一) 泰國交通部部長Saksayam Chidchob表示，該部已要求

2022年預算編列3,250億銖(約3,027億新臺幣)，其中

3,240億銖(約3,018億新臺幣)將用於支應50個基礎設

施項目，剩餘的10億泰銖(約9.3億新臺幣)用於升級運

輸系統。 

(二) 在50個基建項目中，6個項目將由公路局開發，金額

達2,400億銖(約2,235億新臺幣)；2個項目由農村公路

局負責，預算為280億銖(約261億新臺幣)；高速公路

局將獲配9.55億銖(約8.9億新臺幣)；國家鐵路局將開

發16個項目，耗資180億銖(約168億新臺幣)；大眾捷

運局將開發13個項目，金額為200億銖 (約186億新臺

幣)；陸路運輸部將負責4個項目，預算為8.18億銖(約

7.6億新臺幣)；機場局則開發2個項目，金額達110億

銖(約102億新臺幣)。 

 

三、 泰國擬定 5 年 BCG 經濟發展戰略 

                         2021 年 1 月 14 日 The Nation 

(一) 泰國政府「生物、循環及綠色」(bio-, circular and green, 

BCG)委員會頃於本(1)月13日批准在BCG模式下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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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經濟、循環經濟及綠色經濟的國家發展戰略。 

(二) 該戰略將從今年啟動，為期5年。據主持委員會會議

的巴育總理表示，BCG模式將被納入「國家發展議程」

(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da)，該模式旨在善加利用泰

國豐富的農產品與廣闊的耕地，涵蓋農業、食品、衛

生、醫療、能源、生化及旅遊等行業，相關就業人口

占該國的五成。  

 

四、 泰國因應美國拜登總統上任之貿易推廣政策 

                  2020 年 1 月 22 日 TNN ONLINE 

(一) 泰國商業部貿易推廣局局長Mr.Somdet Suchomboon

表示，該局已追踪美國新總統拜登的貿易政策，並且

跟副總理兼商業部長Mr.Jurin Laksanawisit先生的政

策做比較，是否雙邊貿易政策互相協調。其中美國一

項新政策為加強國內產業以減少對外依賴，例如: 藥

品、高科技產品成立製造基地支持購買美國製產品政

策 (Buy America)及利用貿易法減緩貿易戰爭的緊

張，但未開啟貿易談判、建立盟友政策、專注於氣候

暖化，及減緩外來移工問題等。拜登不會馬上取消川

普時代對中國大陸禁令，但會採取漸進方式，嚴格限

制從中國大陸進口高科技產品。 

(二) 至於歐盟（EU），拜登總統專注恢復友誼，但須解決

農產品貿易不平衡問題。關於墨西哥及加拿大方面，

在 環 境 問 題 方 面 認 為 USMCA(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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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Mexico-Canada)比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的規範更佳。雖然尚未有加入亞洲

地區RCEP和CPTPP的參與評論，但盼加強與亞洲的關

係，並與世貿組織合作。 

(三) 關於對泰國的影響，拜登的政策將積極與亞洲國家建

立良好關係，增加貿易及投資機會，建立更多與在泰

的美商合作機會，及增加泰商到美國投資的機會，尤

其是貿易措施較高的產品或在泰國競爭力下降的產

品，將轉移到美國生產，並自美國取得收益。美國尚

未取消中國進口關稅，相對泰國可利用這個機會出口

產品至美國。 

(四) 無論如何，也必須關注美國依賴國內生產的影響，導

致將增加使用非關稅貿易障礙（NTM）措施。汽車及

零組件產品將受到環境和電動汽車及專注環保生產

政策的影響。泰國需謹慎注意貿易戰放緩後，生產地

遷至泰國的數量將下降。另外，還需要注意美國財政

貨幣政策影響到美元，將來可能會影響到泰銖的價

值。 

(五) Mr.Somdet Suchomboon另指出，該局計劃不斷地擴大

美國的出口市場，因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市場。旨在

2021年擴大4%潛力的產品，例如: 即食品、保健食

品，與家庭工作有關的產品，例如: 家具、家居裝飾、

園藝材料、寵物用品、電器、電子產品、健身器材、

遊戲及家庭娛樂。個人防護用品，例如PPE產品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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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COVID-19之前會有需求的產品。另關於美國市

場的出口促進活動，將專注於推動潛在的泰國產品和

服務，就是農產品和加工農產品，例如: 加工食品、

有機產品、大米、泰國水果、泰國草藥等。 

(六) 有關協助促銷活動和通過社交媒體進行促銷，娛樂和

創業公司將能夠參加線上展覽活動，家具和家庭裝飾

將在美國舉行展覽，食品、醫療設備（PPE）電器、

電子產品、寶石及珠寶等將舉行虛擬貿易展覽會

(Virtual Trade Show)，以為泰國企業家增加商機，並

且還為在美國市場上具有潛力和需求的泰國產品舉

行線上業務談判。 

(七) 此外，將通過國際線上平台加速發展及推動現代零售

業，包括透過在Amazon.com平台上建立線上購物中心

(TOPTHAI Store) 、透過各種Social Influencers來宣傳

以塑造泰國產品形象，以千禧時代為目標銷售者等。

同時，並透過各種Social Media宣傳泰國Thai Select品

牌，以支持和推廣那些已成為Thai Select會員的餐

廳。另外，將與主要進口商會面以監測情況，並展示

泰國新產品。包括參加2021年泰國的活動和貿易展

覽，及通過ThaiTradeUSA.com網站宣傳在美國進行貿

易和投資的訊息等。 

 

 

五、 香港與泰國證監會簽署基金互認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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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0 日 The Nation 

(一) 香港與泰國的股票市場監管機構於本(1)月20日簽署

「基金互認」(Mutual Recognition of Funds, MRF)諒解

備忘錄，允許通過簡化程序在彼此的市場分銷基金。

香港證券及期貨委員會(SFC)與泰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簽署之諒解備忘錄，為雙方建立資訊交換架

構、定期對話，以及為符合資格的香港及泰國基金提

供跨境銷售的監管合作。 

(二) 此外，雙方監管機構同意加快投資符合MRF資格的泰

國或香港「主基金」(master fund)之本地「連結基金」

(feeder fund)的審核程序，並釐清相關基金如何以簡化

的方式運作。香港監管機構首席執行長Ashley Alder

表示，新的合作架構將擴大MRF的亞洲網絡，為基金

管理公司開拓新商機，並增加跨境投資管道，使投資

者的選擇多樣化。 

(三) 泰國SEC秘書長Ruenvadee Suwanmongkol指出，此雙

邊協議是繼香港與泰國政府於2019年簽訂加強雙方

經濟關係的諒解備忘錄後，另一個標誌雙邊合作的重

要里程碑。尤為重要的是，該備忘錄將提高本地中介

機構在國際舞台上的競爭力，同時擴大提供投資者選

擇的基金產品種類。據雙方監管機構表示，除互認基

金計畫應在6至12個月內實施外，諒解備忘錄中規定

有關合作的安排自簽署日起生效。 

出 版 者：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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