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中華民國代表團成果報告

壹、活動紀要
為持續拓展我國與泰國的經貿合作關係，本會泰國委員會施顏祥主任委員
於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率團赴泰國參訪並出席「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
議」，訪問團一行 31 人。代表團資深代表包括：
榮譽顧問：我駐泰國代表處陳銘政大使
顧
問：我駐泰國代表處邱柏青顧問兼經濟組長
副 團 長：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
業公會監事會召集人暨台揚科技公司董事長謝其嘉先生
大會主講人：好玩家股份有限公司 Thanit Thanakulmas 副總經理
工業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林福銘組長

貳、參訪活動
11 月 30 日 (星期日)
代表團於 11 月 30 日自台北啟程，於當天傍晚抵達泰國曼谷。
Amata 集團晚宴
經我駐泰國代表處安排，晚間由 Amata Corporation PCL 邱威功總裁 (Mr.
Vikrom Kromadit)假寓所宴請我代表團全體團員。
Amata 集團於 1989 年創立，為泰國最大經營民間工業區集團，邱總裁除為
成功企業家外，亦是著名慈善家、作家以及評論家。席間邱總裁為我團員詳
細介紹該集團的最新發展計畫包括緬甸及越南開發工業區、Food City 以及
Science City。我代表團施顏祥團長稱讚邱總裁具有宏觀視野，在東協計劃邁
入區域整合之際，及早於東協各國佈局；我駐泰國代表處陳銘政大使則表示
泰國的位於北東協樞紐位置，人民和善，考慮相關產業供應鍊，其投資環境
優於其他東協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及菲律賓。
12 月 1 日 (星期一)
1. 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於當天上午假 Dusit Thani Bangkok Hotel 舉
行，由本會泰國委員會施顏祥主任委員及泰國工業院泰台經濟合作委員會
Kriengkrai Thiennukul 主席共同主持，雙方共 67 人參加。大會致詞貴賓包括
泰國工業部 Pramode Vidtayasuk 次長及駐泰國代表處陳銘政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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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會議選定「資通訊產業」及「綠色能源產業」兩議題為會議討論重點。
「資通訊產業」議題雙方報告人為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暨台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謝其嘉博士、好玩家股份有限公司 Thanit Thanakulmas
副總經理及泰國資通訊工業技術研究所 Pakpoom Sukanjanasiri 秘書長。
「綠色能源產業」議題雙方報告人為工業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林福銘
組長及泰國工業院再生能源產業組 Phichai Tinsuntisook 主任委員。
雙方主講人於會中與出席來賓廣泛交換意見，為台泰兩國尋求實質合作的
機會。
2. 拜會泰國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局
下午由泰國主辦單位-泰國工業院 (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FTI) 安排
我 代 表 團 前 往 拜 會 泰 國 國 家 經 濟 暨 社 會 發 展 局 (Offi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 ， NESDB) ， 由 該 局 Pojanee
Artarotpinyo 資深顧問接待。
泰國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局於 1950 成立，該局為我代表團介紹該局現階段
積極推動之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SEZ)發展計畫。SEZ 第一階段
發展計畫為於泰國的 5 個府包括來興、沙繳、莫拉限、宋卡和噠叻府設立邊
境經濟特區。經濟特區的具體政策包括：對經濟特區相關投資項目加快審議
和批准、投資項目享有稅收優惠、減免投資項目的相關手續費、為在經濟特
區創建的企業提供優惠利率貸款以及給予物流企業特別優惠等。
3. 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晚宴
是晚由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 (Board of Investment of Thailand，BOI)作東假
Dusit Thani Bangkok Hotel 設宴款待我代表團，席開 4 桌，雙方連誼熱絡，賓
主盡歡。重要貴賓包括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 Duangjai Asawachintachit 副秘書
長、泰國工業院 Supant Mongkolsuthree 主席、泰國工業院泰台經濟合作委員
會 Kriengkrai Thiennukul 主席、駐泰國代表處邱柏青顧問兼經濟組長以及我
代表團謝其嘉副團長。
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 Duangjai Asawachintachit 副秘書長於致詞中表示歡迎
我代表團訪泰，台泰會議為雙方業者重要的交流平台，非常高興上午的會議
順利圓滿。駐泰國代表處邱柏青顧問兼經濟組長則表示非常高興在各方努力
之下，台泰會議在延宕兩年後於今年重新舉辦，對於會中雙方推動的 ICT 產
業合作，也是促進委員會目前推動的重點產業，樂見大家共同合作促進更多
合作契機。

2/4

12 月 2 日 (星期二)
1. 拜會泰國工業區管理局
上午由泰國主辦單位-泰國工業院 (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FTI) 安排
我 代 表 團 前 往 拜 會 泰 國 工 業 區 管 理 局 (Industrial Estate Authority of
Thailand，IEAT)，由該局 Assistant to Governor Ms. Suwatana Kmolwatananisa
接待。
泰國工業區管理局成立於 1972 年，負責開發及管理泰國各府工業區。目
前，在 16 個府的 56 個工業園區當中，有 11 個由工業區管理局直接經營，
45 個由工業區管理局與私營企業合作經營。泰國的工業園區主要分為兩種類
型：一般工業園區 (General Industrial Zone ，GIZ)及自由區 (IEAT Free
Zone)，工業區管理局根據泰國相關法律法規對工業區的設立履行審批；對
工業區的建設、配套設施的完善、土地分配等實施管理；對工業區土地使用、
園區經營、稅收優惠、工作許可和外籍勞工等提供相關服務。另外，該局注
重工業區之永續發展的同時，亦著重生態及環境保護以及提高產品價值。
2. 泰國工業區管理局午餐
中午由泰國工業區管理局作東假 Century Park Hotel 自助餐餐廳招待我代表
團，共 14 人出席。
代表團於午餐後自曼谷搭機返回台北。

參、檢討與建議
一、推動洽簽台泰經濟合作協定
繼台灣分別與紐西蘭及新加坡於去年 7 月及 11 月簽署經濟合作協定後，我
國持續積極推動與其他國家洽簽類似之經濟合作協定。本會泰國委員會施顏
祥主任委員及我駐泰國代表處陳銘政大使均分別於大會致詞中力促兩國政
府儘早洽簽經濟合作協定。
二、泰國政府高層參與，有力推動兩國高層交流及互動
「台泰經濟合作會議」因故延宕兩年，今年 4 月泰國工業院高層改選，我
駐泰國代表處暨經濟組積極進洽，大力促成「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恢復舉辦，並協助排定泰國官方參訪拜會行程，讓我團員於此次訪問行程中
得以直接會晤泰國經濟投資主管官員，了解最新經濟政策及投資優惠條例。
而泰方邀得泰國工業部 Pramode Vidtayasuk 次長於百忙之中撥冗蒞會致辭，
顯現泰國政府對兩會建構之民間經貿交流平台十分重視，Pramode Vidtaya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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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長亦於致詞中表示有意願於明年赴我國出席第 25 屆會議。另外，泰國商
務部、工業部、外交部、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均派員出席會議，足見泰國官
方對我雙邊會議之重視，明年度之民間雙邊會議如能配合兩國部長級會議共
同舉辦，成效益彰。
三、依據泰國工業部 Pramode Vidtayasuk 次長於致辭中提出兩國加強四項
產業合作，施主委全力配合推動
泰國工業部 Pramode Vidtayasuk 次長於開幕致辭中指出，希望兩國日後能
加強 ICT、汽車零組件（包含橡膠）、中小企業，以及紡織等產業的合作案。
施主任委員已指示明(104)年 1 月召集相關業界及公協會高層集會討論，提早
籌備「第 25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研商會中各項討論議題案。目前「第
25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暫定於明年 8 月在台北舉行，屆時除正式邀請泰國
工業部 P 次長來華與會，亦期望配合泰國官方招商活動，共同舉辦，期深化
各項合作產業，以收綜效。
四、施主委期待 Amata Corporation PCL 邱威功總裁 (Mr. Vikrom
Kromadit)提出之 Science City 計劃，吸引我相關業者進駐
Amata 集團在泰國開發之 Science City 案，計劃規劃設立包括汽車工業、生
技、醫療器材、製藥，以及軟體研發中心，引導泰國由製造基地轉變為研發
中心。園區內使用智慧電綱，潔淨能源，智慧工法，區內也將設立創新中心，
學術訓練單位，大型會議中心等。施主委認為該園區之設計對我國高科技產
業，拓展海外投資頗具吸引力，如台達電除在泰國設廠，將產品外銷至其他
國家，也在泰國設立研發中心，產品銷往印度等市場。日本豐田汽車除在泰
國生產汽車外，亦於 7 年前也在泰國設立研發中心。考慮不斷變動的世界製
造業路徑，台灣高科技產業在資通訊產業供應鍊上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
色，放眼全世界最大的經濟共同體－「東協經濟共同體」將於 2015 年誕生，
泰國又居於亞歐戰略地位，我相關業者實應早日在泰國設立據點，規劃東協
大戰略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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