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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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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泰國經濟動態月報 

壹、 泰國經濟概況分析 

(一) 亞洲開發銀行（ADB）表示，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

國內消費和投資損失，並打擊貨品和服務出口，預計泰

國經濟今年將衰退 6.5％，較之前預估下降 4.8更多。依

據亞行的預測，泰國經濟萎縮程度在東協國家之中是最

大。亞行預計明年經濟將反彈至 3.5％的成長，高於 4

月份預計的 2.5％。 

(二) 亞行對 2020年的最新預測比泰國銀行（Bank of 

Thailand）的 5.3％下降預測更為悲觀。亞行預計新加坡

將是今年東協第二大經濟體，下降 6％；其次是柬埔寨，

下降 5.5％，馬來西亞則下降 4％。另一方面，越南有望

在該地區表現最佳，今年增長 4.1％，其次是緬甸（1.8

％）和汶萊（1.4％）。亞行表示，預計東南亞的經濟活

動今年將衰退 2.7％，然後在 2021年成長 5.2％。泰國

開泰銀行研究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Somprawin Manprasert

表示，將維持今年對下降 5％的預測，但預計經濟要花

兩年半時間才能恢復到大流行前水平。而泰國將出現 U

型復甦。 

(三) Somprawin指出，泰國經濟很有可能將緩慢反彈，商業

部門將率先適應 2021年的新趨勢。由於近期的封鎖，

需求減弱，全球供應鏈中斷和消費者行為的轉變導致業

務關閉，這種流行病不僅會短期影響經濟活動，而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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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中長期績效。Somprawin認為，受封鎖影響的企

業反彈將快於應對消費者行為改變的企業。 

(四) 開泰銀行研究中心估計，泰國 60個商業領域中有 26個

受到病毒爆發的傷害。26個行業佔該國總產出的 46％；

此外對另 24個行業的影響中等，而其餘則受到輕微的

干擾。該研究機構預測，明年醫院和食品行業將能夠反

彈至病毒爆發前的水平，而零售和批發、電力和天然氣

則受到嚴重破壞，但恢復速度將比其他領域更快。 

(五) Somprawin表示，與公眾聚會相關的航空和部門將需要

更長的時間才能恢復，他並預測全球經濟將在第二季觸

底，但全球經濟衰退將持續到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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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泰國經濟動態 

一、 泰國工商團體表態支持泰國加入 CPTPP 

2020年 6月 10日曼谷郵報 

(一) 泰國三大工商團體（工業總會、商業總會及銀行產業

總會）聯合常務委員會（JSCCFIB）發表公開聲明支

持泰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俾在新冠肺炎後疫情時代能促進泰國國際貿易。 

(二) 泰國工業總會（FTI）於6月9日宣布該會的立場，FTI

與泰國商業總會大學（UTCC）針對CPTPP共同進行

為期一個月研究。FTI主席Supant Mongkolsuthree表

示，CPTPP將成為泰國在全球經濟中前進的新工具。 

(三) CPTPP為11個環太平洋國家（不包括美國和中國）組

成的集團，有望幫助提升GDP的表現。11個成員國是

澳大利亞、汶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

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該協定於2018

年12月生效。 

(四) 泰國的公民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對於加入CPTPP而可能

造成國家糧食安全和藥品取得的負面影響表示嚴重

關切。FTI與UTCC研究小組與這些持反對意見的團體

討論，但這些反對團體似乎無法對於泰國不應加入

CPTPP給出明確的理由。 

(五) FTI副主席Kriangkrai Tiannukul表示，泰國應該加入關

於CPTPP的談判，然後再做出最終決定，以避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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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緊迫的經濟環境中失去經濟利益。Kriangkrai副主席

補充全球購買力目前很疲弱，影響到出口和製造業的

表現。 

(六) FTI還對泰銖的升值感到擔憂，它擔心泰銖升值將進

一步打擊出口和旅遊業。 JSCCIB將在6月10日開會評

估泰國國內成功遏制冠狀病毒之後，政府放鬆商業限

制後的經濟前景預測，預估JSCCIB將維持今年稍早的

出口預測在-5％至-10％之間。 

(七) JSCCIB還預測，今年泰國GDP將萎縮3-5％，通貨膨

脹率在-1.5％至零之間，而此前的預期為0.8-1.2％，但

該委員會對經濟復甦越來越有信心。FTI主席Supant

表示隨著政府進一步解除封鎖措施，工商團體開始對

國內經濟抱持樂觀的看法。”委員會預計，由於經濟放

緩以及下游行業影響產能利用率的原因，國內鋼材消

費量今年將下降1,600萬噸，而產能利用率一直在下

降。包括汽車、家電和建築等下游產業持續減緩生

產，需求因疫情爆發而下降。K秘書長表示，國內鋼

鐵生產商不得不採取減產措施。今年年初，FTI曾預

測2020年鋼鐵消費量將比去年增加3-4％，消費量為

1890萬噸。K秘書長說明，泰國3月的鋼鐵利用率為36

％，但利用率繼續從2018年的43％下降到2019年的37

％。 

(八) FTI呼籲政府採取扶持措施，例如提供利率為1％，信

用額度為1億美元的營運資金之低息貸款，以支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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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鋼鐵行業；並認為藉著將生產成本和電力成本降低

20％，並採取措施幫助受收入損失影響的企業，可以

防止裁員。該委員會並要求政府根據東部經濟計劃，

為東部經濟走廊的國家建設項目及曼谷的電動火車

和高速火車的儲備鋼材需求。 

 

二、 「全民能源共享計畫（Energy for All）」於 2020年 6

月底開放申請參加 

                        2020年 6月 8日曼谷郵報 

(一) 泰國能源部規劃由地方社區自產再生資源的發電計

畫「全民能源共享（Energy for All」，因為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延宕幾個月後，將於6月底向有意參與的企

業單位開放共同投資。由於準備工作漫長，該計劃未

能按原定計劃於2019年年底啟動。而新冠肺炎疫情的

爆發造成了進一步的延誤。 

(二) 若泰國內閣能按預期於6月9日審核並批准「全民能源

共享」計畫的第一階段工作，則民間投資者可以申請

參與該計劃。能源部長Sontirat Sonthijirawong表示，

投資者可從能源監管委員會（ERC）取得申請書，該

委員會將向他們核發許可。 

(三) 「全民能源共享」計畫旨在通過社區型企業和投資者

的共同投資，建造促進生質能（biomass）、廢棄衍生

燃料和太陽能板發電等發電廠。地方社區將獲得30％

優先股權共同持有發電廠，並可以出售農場廢棄物作



~ 7 ~ 

 

為燃料，而投資者將經營該發電廠並向國家電網供

電。 

(四) 政府計劃從2020年到2023年，該計劃的總電載容量達

到1,000兆瓦。該計劃的第一階段稱「速贏（Quick 

Win）」階段，計劃發電100MW。「速贏（Quick Win）」

階段是指正在建造中或尚未開始商業運轉的電廠。多

年前，ERC授予許多業者營運再生能源發電廠的許可

證，但他們無法完成項目。 Sontirat部長表示，將選

擇這些已延遲運轉發電廠，特別是正在建造中的電

廠，以加入第一階段。他說，該計劃是政府用來緩解

新冠疫情後經濟受創的其中一項措施，他強調必須迅

速將政策轉化為行動，因為每個發電廠到成功商轉需

要3-4年。 

(五) 泰國最大的生質能發電公司Absolute Clean Energy Plc

的CEO Tanachai Bunditvorapoom表示，該公司已準備

好與其他夥伴合資，準備透過「全民能源共享」計畫

來拓展業務。 

 

三、 泰國內閣批准草案，擬向外國數位服務提供公司課徵增值

稅事 

                     2020年 6月 9日及 11日曼谷郵報 

(一) 綜合曼谷郵報6月9日及11日報導，泰國內閣已批准草

案，要求外國數位服務提供公司須繳納增值稅（VAT）

7%，使泰國成為東南亞最新一個向國際科技公司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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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家。 

(二) 上月印尼亦通過法律，要求大型網路公司從7月開始

就其數位產品和服務的銷售繳納增值稅；在菲律賓，

一位立法委員亦提出對數位服務徵稅之類似法案。 

(三) 泰國副政府發言人Ratchada表示，本草案仍需議會表

決，該法案要求在泰國提供數位服務年收入超過180

萬泰銖(約6萬美元)的非泰國公司或平台，需支付7％

的銷售增值稅。她補充說明，預計每年將可為國庫增

加約30億泰銖(約1億美元)稅收，而這將影響音樂和視

頻串流、遊戲和酒店預訂等服務，而非特定公司。R

發言人並說明，如果因這些企業非泰國籍而不需繳增

值稅，並不公平。 

(四) 泰國電子商務協會主席Thanawat Malabuppha對此舉

表示歡迎，認為將有助於為泰國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

境。分析人士指出，Covid-19大流行加劇世界各國政

府對網路公司徵稅推動力，隨著全球封鎖期間人們呆

在家裡，網路公司的收入可能會增加。 

(五) 電子數字媒體平台Ookbee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Natavudh Pungcharoenpong支持此舉，惟擔心政府如何

在該跨國公司沒有泰國辦事處的情況下對外國經營

者徵收稅款。例如，從Apple Store或Google Play下載

的來自中國的移動遊戲應用程序可能需要Apple或

Google的合作以幫助收稅。 

(六) 泰國數位技術協會副主席Pathom Indarodom說，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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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這一想法，但擔心外國平台的將稅費轉嫁給消費者

和企業。由於新的稅制，在網路預訂平台上註冊的酒

店可能面臨成本增加。面臨的挑戰，仍是法律將可如

何迫使外國營運商註冊增值稅並查明貨幣交易。

Pawoot先生指出，這可能需要泰國銀行和泰國銀行家

協會的合作來跟踪使用信用卡進行的付款。 

(七) P ＆ P 律 師 事 務 所 的 執 行 合 夥 人 Paiboon 

Amonpinyokeat也支持這一措施，表示即使服務運營商

在泰國沒有據點，收入也來自泰國，惟增值稅成本不

轉嫁給客戶至關重要，另外，稅務局將如何評估外國

運營商在該國創造的收入亦相當重要。在泰國設有代

表處的外國營運商可按照在其他國家/地區的做法繳

納固定稅率的稅款，也有可能要求中央銀行或當地廣

告公司在將錢匯給外國營運商之前扣除稅款，另一種

選擇是當局根據每個外國營運商消耗的數據量來估

算收入，此種做法可能需要行動網路營運商或網路服

務提供商的合作。 

(八)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近140個國家/地區

正就首次重大改寫稅收規則進行談判，以更加地考慮

到大型IT公司（如亞馬遜，Facebook，蘋果和Google）

的崛起。去年，東南亞監管機構就整個地區對科技龍

頭徵稅進行會談，惟相關行業組織警告，過度監管可

能會削弱該地區蓬勃發展的數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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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泰國擬修改國家策略計畫 

                       2020年 6月 2日曼谷郵報 

(一) 泰國政府正被民間部門要求調整該國的國家發展策

略，以因應由全球經濟放緩及COVID-19大流行所導

致不斷變化的社會及經濟趨勢。泰國總商會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TCC)主席Kalin Sarasin表示，

該會正協助制定該國在COVID-19大流行後時期的新

策略，並將儘速提交該策略供政府參考。 

(二) Kalin主席指出，在致命病毒的疫情爆發後，需要修改

20年國家策略計畫[2018-37]及第12個國家經濟及社

會發展計畫[2017-21]。新的國家策略應聚焦發展有前

景的產業，例如食品、旅遊、醫療保健、醫療器材及

可再生能源。此外，並敦促政府提出更有效的水資源

管理策略，以解決週期性的水資源短缺及洪水問題，

並須按計畫持續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另一個重點是擴

大農村地區的就業以增加人民的收入。 

(三) 泰國總理巴育於本年4月主持國家策略委員會議中，

指示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理事會(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uncil, NESDC)在20年國家

策略計畫架構下修訂前5年(2019-23)的主要規畫，

NESDC計劃於本年9月前提出修訂計畫。該國家策略

計畫於2018年10月13日生效，計有23項主要規畫。根

據該等規畫，必須在2019-23年間實施15個緊急旗艦項

目(urgent flagship projects)，類別涵蓋：調整社會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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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結構以提高競爭力、提升泰國人的技能、可在社會

與經濟成長間取得平衡、可推動長期經濟成長的基礎

設施，以及可創造收入以達成永續成長等。 

(四) 基於國家策略計畫中設定之前5年(2019-23)的發展目

標，人均國民所得毛額(Gross National Income)到2023

年平均增加70,000泰銖，即從2019年的290,000泰銖增

至360,000泰銖。在第12個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計畫

中，農業、工業及服務業的成長目標分別為3.8%、4.6%

及5.4%。 

 

五、 泰國擬加快調整對新 S曲線產業的投資優惠方案 

2020年 6月 2日曼谷郵報 

(一) 泰國投資委員會(BOI)及東部經濟走廊辦公室(EECO)

已受命加快調整對5個新S曲線產業的投資獎勵措

施，以增加對外國投資的吸引力。據EECO秘書長Kanit 

Sangsubhan表示，頃由巴育總理主持之東部經濟走廊

政策委員會決議，必須修改5個新S曲線產業的投資優

惠，以提高泰國與其他國家競爭吸引外資的能力。 

(二) 泰國政府設定的12個目標S曲線產業包括：汽車、智

慧電子、醫療及保健旅遊、農業及生物科技、食品、

工業機器人、航空及物流、生物燃料及生物化學、數

位經濟、醫療服務、國防、教育發展。BOI針對12個

目標產業提供5-8年公司所得稅豁免的優惠待遇。 

(三) 據BOI統計，今年前5個月申請對東部經濟走廊(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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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涵蓋的北柳府(Chachoengsao)、春武里府(Chon Buri)

及羅勇府(Rayong)的投資總額為742億泰銖(約707.6億

新臺幣)，較去年同期的825億泰銖(約786.8億新臺幣)

減少10%。 

(四) 今年1-5月針對10個目標產業(不包括國防及教育發

展，因尚無相關數據)的申請投資金額為271億泰銖(約

258.4億新臺幣)，占投資總額的37%。其中申請對5個

新S曲線產業的投資金額為8.34億泰銖(約7.95億新臺

幣)；對舊S曲線產業(包括電器及電子、汽車及其零配

件、石化及化學、旅遊、農業及食品加工)的申請投資

金額達262億泰銖(約249.9億新臺幣)。 

(五) 據Kanit秘書長表示，儘管今年前5個月申請對EEC投

資的金額申請有所減少，但該辦公室仍計畫每年促進

對EEC增加1,000億泰銖(約953.68億新臺幣)的投資規

模。另該辦公室持續與外國投資者保持聯繫，預計泰

國政府將在今年7月放鬆邊境管制措施，允許外國商

務旅客入境。 

(六) 據悉日本商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及韓國與

其他國家的外國公司已向EECO提交請願書，要求泰

國政府允許外國高階管理人員與技術人員入境泰

國，以支持在EEC的持續投資。目前EECO正與該國

公共衛生部及外交部討論應對措施以回應該等組織

與公司之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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