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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泰關係現況 

一、互設代表機構之沿革 

泰國於 1975 年 7 月 1 日與中國大陸建交，我國於同日中止與泰

國之外交關係，並關閉駐泰大使館及領事館。台泰斷交後，為維持與

泰國之實質關係，雙方分別在曼谷及台北互設辦事處。經數度易名，

目前雙方辦事處名稱分別為「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999 年

8 月 23 日易名)及「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1992 年 9 月 7 日易名)。

前者業於本（2019）年 6 月 4 日遷移至曼谷 Laksi 區正式對外運作，

繼續推動台泰雙邊實質關係。 

二、經貿投資關係 

（一）經貿關係 

據泰國海關統計，2018年我為泰國第 12大貿易夥伴。2018年

泰國自我進口總額計 61.69億美元，較 2017年同期減少 3.34%，我

為泰國第 11大進口來源；2018年泰國對我出口額為 39.36億美元，

較 2017年同期增加 5.15%，我為泰國第 13大出口市場。另，據泰

國海關統計資料，2018年泰國自我國進口產品項目以積體電路、冷

凍魚、銅箔、合成橡膠及硫化油膏、印刷電路、熱軋之鐵或非合金

鋼扁軋製品等為主。2018年泰國對我國出口產品項目為積體電路、

空氣調節器、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元件、磁性或光學閱讀機、

蔗糖、電動風扇及變換溫度與濕度元件、機動車零組件等。 

（二）投資關係 

近年台灣企業投資泰國係考量布局東南亞及前進亞洲，迄今

我企業投資泰國之累積金額達 145.94 億美元（累計至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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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底），居外人投資第 3 位（僅次於日本及美國），共 2,417

件，其中 2018 年投資額較 2017 年增加 56.6%，另泰國投資台灣

金額為 6,999 萬美元，較前一年增加 942%。我商在泰投資多以

中小企業為主，主要產業分別為電子電器業、化學及紙業、金屬

製品及機械業、太陽能板、食品業、礦業、陶瓷業、農產加工業

及服務業等。 

（三）勞務關係 

依據 1995年簽署之「台、泰勞務合作協議」，雙方每年輪流舉行

勞務工作會議，共同解決相關議題。另至 2018年 12月底為止，泰勞

在台工作人數為 60,764人。 

（四）司法互助 

我國與泰國民間往來密切，國人來泰旅遊、商務頻繁，因誤觸當

地法令而身陷囹圄之案例時有所聞。駐泰國代表處多年來為繫獄國人

提供多項服務，除定期赴監探視、不定期特案探視、聯繫家屬、代轉

匯款、核發各式證明函、義診贈藥及不定期洽請我國籍牙醫師入監義

診等相關協助外，另加強與泰獄政廳及各地監獄之互動，並在不干涉

駐在國司法程序及不牴觸獄政規定之情況下，盡力協助維護我國受刑

人之權益。 

三、旅遊關係 

根據我國觀光局統計資料顯示：2018 年我國人赴泰人數為

679,145 人次，較 2017 年之 553,804,人次成長近 23%；2018 年泰人

赴台人數為 320,008 人，較 2017 年之 292,534 人增加約 9.4%，今

年前 5 個月再增加 29%，顯見我國為推動「新南向政策」、鼓勵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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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赴台觀光有顯著成效。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對泰國旅客詴辦免

簽措施甚具正面效益，我國業已宣布將該措施延長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免簽停留調整為 14 天。泰國宣布延長實施免收落地簽證費

措施予我國等可申請落地簽之國家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 

四、僑務關係 

（一）華人社會 

1. 一般情形 

泰國華裔人口約佔總人口之 14%，計有 700 餘萬人，絕大

多數已歸化泰籍，未歸化者不足一成，台僑人數約 15

萬。泰國民族性溫和，不排斥華人，華人在泰國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均具影響力。 

2. 華文教育 

泰國全國目前華校約 220餘所，與我保持聯繫者約 100餘所，

其中泰北地區義胞村 90餘所僑校與我關係尤為密切，其餘

華文學校則已納入泰國私校系統。 

3. 僑團 

泰國僑團蓬勃發展，目前全泰國華人僑團(社)約 600 餘

個，與我有較常聯繫者約 50 餘個。傳統僑團方面，以泰

國中華會館成立最早，其次為中華總商會、九屬會館(地

域性)，此外尚有慈善性、職業性、宗教性及地域性僑

團，以及 64 個宗親類僑團。 

4. 台籍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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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社團方面，以「泰國台灣會館」最具代表性與影響

力，自 1946 年成立迄今已超過一甲子，為全球最早成立

之台灣會館。此外，尚有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泰國華僑

協會以及政黨性(泰國中山學會、泰國民進基金會、泰國

親民聯誼會、泰國新聯誼會)、慈善性(大玲昌國際獅子

會、曼谷挽納扶輪社)、宗教性(國際佛光會泰國協會、慈

濟基金會泰國分會、中台山曼谷分會、靈鷲山曼谷道場、

法鼓山泰國分會、泰國暹羅代天宮、泰國南瑤媽祖宮)及

教育性(泰國中華國際學校、各校友會)僑團等。 

5. 台商社團 

旅泰台商社團以「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為代表，成立

於 1992 年，正式登記為會員廠商者有 1,200 餘家，轄下

有曼谷、亞速、呵叻、北欖、拉加邦、吞武里、北區、萬

磅、北柳、春武里、泰南、普吉、泰北、羅勇及是隆等

15 個地區性台商聯誼會。 

6. 留台校友組織 

主要有泰國留台同學總會、泰國留華同學會、泰國台大校

友會、泰國政大校友會、泰國師大校友會、泰國成大校友

會、泰國東吳大學校友會、泰國中興大學校友會、泰國逢

甲大學校友會、泰國台北科技大學校友會、泰國留台女中

校友會、泰國淡江大學校友會、泰國建中校友會、泰國僑

中校友會、泰國台中技術學院校友會、泰國台北大學校友

會、中華函授學校泰國同學會及中華函授學校泰南同學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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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交流 

（一）簽署台泰雙邊協定 

台泰雙方於 2013年 9月 11日簽署「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與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教育合作協定」（Agreement on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ailand 

and The Thailand Trade and Economic Office in Taipei )，旨在促進雙邊

學生及教師交換、提供獎學金、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歷及合辦論壇等

事項。 

（二）辦理台灣研究講座 

2017 年泰國納黎萱大學申請教育部補助辦理「台灣研究講

座」，期程自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0 月，講座主題為台灣文創

產業研究，邀請實踐大學文化與創意學院觀光管理學系蘇明如助理

教授赴泰開設至少 15 堂全新有關台灣文化創意發展概況內容之課

程、提供台灣學生赴泰短期交流、辦理圓桌論壇及台泰雙方實地勘

查泰查納斯科村文創產業。 

（三）新南向「台灣連結」計畫 

泰國由靜宜大學 2018 年 2 月在清邁大學設立實質「台灣連

結」計畫辦公室，俾掌握泰北教育發展、人才培育之需求，並運用

泰北學界及產業界深厚的交流經驗與網絡，進一步發展為雙邊教育

合作帄台，協助我國大學校院拓展多面向合作。 

（四）媒合我國學生來泰國台商或泰國企業實習機會 

教育部 2017 年度起新增「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選送學生赴

新南向國家進行職場實習；2019 年共核定補助 92 校，366 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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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1,808 名學生，其中 374 名學生來泰國台商或泰商企業實習，可

培養通曉該地區語言及瞭解當地政經背景之國際實務經驗專業人才

外，也可提供台商企業所需高階幹部，並增進實習生畢業後赴新南

向國家工作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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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泰國代表處採取五項創新作法推動新南向政策 

    為落實新南向政策，駐泰代表處自 2017 年 7 月以來，採取五

項創新作法，包括外交工作數位化、資源整合帄台化、政府民間合

作雙贏、服務台商需求導向及創新改革與活絡資源，嘉惠台灣僑胞

與台商，並且促進台泰實質夥伴關係發展。「新南向政策」強調與

目標國家建立廣泛層面交流，駐泰代表處透過上述創新作法強化推

動七大領域工作，包括領務、經貿、教育、醫衛、農業、文化及觀

光，並逐步積累成效。 

    在領務方面，駐泰國代表處率先於 2017 年 8 月推出急難救助

的 Line 帳號 Taiwan119，提供台灣鄉親旅泰迅速、免費、便利與安

心之急難救助專線服務。此外，駐泰國代表處自 2018 年 4 月 4 日

起陸續推出一系列簽證規定放寬措施，如增加健檢醫院數量及放寬

申請赴台研習中文簽證要件等，有助促進台泰教育交流。2018 年

8 月 1 日起開始辦理每周三天下午數位領務 LINE帳號 TTvisa 諮詢

服務，諮詢範圍包含領務及移民領域。 

    在經貿方面，為協助台商布局泰國及促進雙邊產業合作，駐泰

國代表處在「台灣投資窗口」的服務基礎上，自2017年10月起設立

LINE帳號TaiwanFDI的雙向投資服務單一窗口，進一步與泰國台商

總會合作在2018年3月成立擴大「台泰產業交流服務帄台」，且結

合「泰國台商技術服務帄台」、「台泰新創企業服務帄台」、「台

泰醫衛交流服務帄台」及「台泰農業交流服務帄台」等，以LINE

資訊網絡帄台整合資源，擴大產業交流類別範疇、強化台泰產業交

流樣態、創新產業推動模式及提升產業關係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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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方面，為加速推動台泰教育交流與推廣我國優質高等教

育，落實新南向政策的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駐泰代表處在2018年

3月成立「台泰教育交流服務帄台」，設置LINE一般帳號TTedu與

LINE認證帳號@TTedu，前者連結台泰教育機構，後者連結泰國學

生與民眾，直接以泰語進行雙向與即時溝通，而且結合「台泰產業

交流服務帄台」、「台泰觀光交流服務帄台」與「台泰粉絲頁」，

擴大新南向政策的加乘效果與綜合效應。 

此外，駐泰代表處亦協助台灣國家圖書館於2018年在泰國朱拉

隆功大學設立台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國立成功大學於泰國馬希竇大學成立共同研究中心

(MU-NCKU Joint Research Center)等。泰國政府邀請國立台灣大學

到泰國設立分校，這也是泰國政府迄今唯一邀請到泰國設立分校的

外國大學，顯示台泰教育交流日趨頻繁與深化。 

    在醫衛方面，為配合我政府在「新南向政策」下所推動之「醫

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旗艦計畫」，駐泰國代表處於2018年3月與衛

生福利部合作成立「台泰醫衛交流服務帄台」，分別建構涵蓋產、

官、學、研的台泰醫衛交流帄台，透過此帄台協助台泰醫療機構與

產業即時交流與進行合作，盼整合政府與民間之力量。駐泰處亦積

極協助台泰醫衛產業之交流合作，例如辦理「2018年台泰智慧醫療

研討會」、協助泰國醫界組團赴台參與「2018醫療科技展」等。 

在農業方面，台泰農業合作交流歷史悠久，自早期農委會參與

「泰王山地計畫」開始，建立雙邊定期農業交流會議，至我駐泰國

代表處與農委會合作設立「台泰農業交流服務帄台」，提供台泰雙

方農業產業、官方、研究、學術之交流服務帄台，並協助宣揚台灣

農業高科技優勢，以利台灣農企業布局泰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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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方面，隨著我國文化部2017年7月於泰國曼谷設立文化

組以來，台灣文化在泰國大放異彩，讓泰國民眾深入體驗台灣日常

生活美學。駐泰國代表處除邀請台灣歌手到去年國慶酒會演唱鄧麗

君歌曲外，並主辦電影展、紀錄片展及相關論壇等，建構台泰藝術

交流的帄台。表演部分，朱宗慶打擊樂團去年首次受「泰國曼谷國

際舞蹈音樂節」邀請來泰演出等。展覽部分，去年3月份盛大參與

第16屆曼谷國際書展，期間舉辦50多場文化講座及表演，受到泰國

朋友的熱烈歡迎；2018年10月至今年2月，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泰國

曼谷河城藝術古董中心(River City Bangkok)合辦的「清明上河圖—

故宮新媒體藝術展」，係故宮首度在東南亞辦理；台灣藝術家在去

年底參與泰國國際雙年展作品亦獲國際藝壇高度評價。 

    在觀光方面，我國給予泰國旅客赴台灣觀光免簽政策係我政府

推動「新南向政策」重要措施，2017年泰國旅客赴台觀光人數較

2016年成長約5成，2018年突破30萬人次，今年前5個月再增加

29%，成績相當亮眼。為強化台灣觀光品牌，提升泰國遊客赴台旅

遊品質，駐泰代表處與台灣觀光局合作在泰國推出優質旅遊認證標

章計畫，並由駐泰代表處頒發首批獲得認證標章的19家業者。駐泰

國代表處另成立商業LINE帳號@VisitTaiwan以泰語提供台灣最新旅

遊資訊，並輔以諮詢服務、投訴調查與急難救助等三項功能，吸引

更多泰國朋友到台灣旅遊。 

以上先帶各位初步認識駐泰代表處在推動各領域的努力，以下

的篇章中將更詳細論述相關內容。面對數位時代的來臨，駐泰國代

表處將更積極發揮台灣科技與創意優勢來推動「新南向政策」，深

化各項交流服務帄台功能，致力發展新型態的台泰實質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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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台泰好」之領務篇 

在新南向政策指導下，台灣詴辦給予泰國國民免簽證待遇已大

幅增加泰國赴台觀光人數。此外，駐泰國代表處積極提升國人急難

救助服務品質以及國人領務諮詢之便利，並大幅放寬泰國學生申請

赴台簽證之限制，實施文件驗證便利措施造福泰北地區台灣年邁鄉

親，同時彙整台泰義務律師提供台商法律諮詢服務。 

我國於 2016 年 8 月 1 日起詴辦給予泰國國民免簽證措施，實

施迄今，泰國赴台觀光人數已有顯著成長。根據我國觀光局統計資

料顯示，2018 年我國人赴泰人數為 679,145 人次，較 2017 年之

553,804,人次成長近 23%；2018 年泰人赴台人數為 320,008 人，較

2017 年之 292,534 人增加約 9.4%，今年前 5 個月再增加 29%，顯

見我國為推動「新南向政策」、鼓勵泰人赴台觀光有顯著成效。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對泰國旅客詴辦免簽措施甚具正面效益，我國

業已宣布將該措施延長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免簽停留調整為 14

天。 

其次，駐泰國代表處在 2017 年 8 月推出急難救助的通訊軟體

Line 帳號 Taiwan119，提供台灣鄉親旅泰迅速、免費、便利與安心

之急難救助專線服務。透過 LINE聯繫不僅可將語音表達較困難之

資訊以圖文方式傳送，而且只要網路連線便無頇支付電話費用，使

急難救助服務更形完備。駐泰國代表處自設立 Line 帳號 Taiwan119 

服務專線以來，已有超過 5,000 名國人透過該帳號尋求協助或服

務，深受旅泰台灣鄉親的歡迎，大幅提升急難救助的便利性與服務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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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 Taiwan119只能針對急難救助服務個人，無法將泰國重大事

故或重要資訊通知十五萬廣大泰國台商與家屬，及每年高達六十八萬

到泰國旅遊的台灣觀光客；同時，LINE一般帳號的好友人數上限只

有五千人，而且一次只能進行少數人訊息通知，無法一次性讓超過八

十萬旅泰鄉親獲得泰國重大事故訊息或建立緊急聯絡機制，駐泰國代

表處於 2019年 2月成立「保帄安服務專線」（LINE@Taiwan119），作

為確保台灣鄉親到泰國經商、交流、就學與觀光等活動的安全狀況與

建立緊急聯繫機制。除可以針對泰國重大事故或重要資訊一次性廣送

訊息給加入此帳號的台灣鄉親外，同時建立雙向緊急聯絡機制，以補

目前急難救助 LINE一般帳號 Taiwan119功能之不足。 

 

 

 

 

 

 

為幫助有需要法律諮詢之旅泰鄉親，駐泰國代表處於去年 7 月 

10 日成立「台泰法律義務諮詢帄台」，招募有熱忱之台灣與泰國律

師投入義務諮詢服務行列，此帄台超過 120 名律師，專業涵蓋民

事、刑事、行政訴訟、公司法、智慧財產權、商標法、專利法、跨

境投資等。去年 12 月 14 日起開始詴辦「台泰義務律師諮詢帄台」

的 LINE帳號 TecoLaw單一窗口服務，同時以 LINE串連台泰義務

律師與尋求法律諮詢的旅泰台灣鄉親，讓台灣鄉親更容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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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旅泰國人、僑胞與泰國朋友更便利的領務相關問題諮詢

服務，駐泰國代表處自去年 8 月 1 日起，於每星期一、三、五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詴辦數位領務 LINE帳號 TTvisa 諮詢服務，服務

內容為護照、簽證、文件驗證、無戶籍國民、海外大陸地區人民、

港澳居民入出境及居停留等，已於去年 11 月底完成詴辦並對外宣

布將長期辦理，歡迎旅泰鄉親多加利用。 

為便利台泰教育交流，駐泰國代表處自去年 4 月起陸續推出一

系列簽證規定放寬措施。在研習中文簽證方面，取消泰國籍學生申

請研習中文簽證語言測驗之要求；另並開放未滿 18 歲申請人倘擬

赴台短期研習中文，可核發短期、不可延長停留期限之簽證；對於

申請就學居留簽證者，免驗證泰國境內指定醫院發給之健康檢查合

格證明及最高學歷文憑，財力證明亦可以全額獎學金證明取代。 

依照原有規定，泰籍學生倘申請赴台就學之居留簽證，頇檢附

經指定之泰國六家醫院做成之合格健康檢查證明，惟泰國面積為台

灣的十四倍、人口是台灣的三倍，六家指定醫院顯然不敷到台灣就

讀的泰國籍學生進行健康檢查所需。為了方便泰國籍學生赴台就

學，駐泰國代表處自去年 5 月 24 日起增加 42 家經「國際醫院評鑑

(JCI)」認證之健檢醫院，學生健檢醫院總數達到 48 家，遍布泰國

全境，包括曼谷 25 家、北部 4 家、南部 5 家、中部 5 家、東部 

5 家、東北部 3 家、西部 1 家。此項措施使泰籍學生得就近進行健

康檢查，赴台就學之路更為順暢。 

以前，在泰國北部清邁及清萊地區有部分長期旅居之我國退除

役國人，每年頇定期親自向駐泰國代表處申請就養金或俸金匯撥之

授權書驗證；惟該等國人多已年邁、行動不便，遠從泰北山區親自

至曼谷辦理驗證十分折騰。有鑒於此，駐泰國代表處特洽請國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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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同意，自去年 9 月 20 日起委由泰北清邁、清

萊兩地雲南會館理事長及泰北台商聯誼會會長，協助見證泰北地區

退除役人員辦理旨揭授權書之簽字，並於該等授權書之見證人欄位

簽字及加蓋會章，嗣由當事人以郵寄或委託他人方式便可向本處申

請該授權書之驗證，造福泰北地區的台灣年邁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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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台泰好」之經貿篇 

泰國是新南向政策經貿戰略的重要夥伴之一，自 2017 年初以

來，泰國積極推動「泰國 4.0」高科技產業的經濟轉型及成長；同

期間，台灣亦積極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雙方產業互補及供應鏈夥

伴關係使「泰國 4.0」及五加二產業創造產業合作架接之契機及拓

展合作空間。 

為建立台泰產業鏈結與合作，尤其在泰國的 5,000 多家台商的

產業合作，駐泰國代表處在既有的台泰產業交流與合作基礎上，設

立「台泰產業交流服務帄台」等，以 LINE資訊網絡帄台，整合及

善用新南向各部會、技術法人、公協會、企業等資源，提供與在泰

的台商最佳交流的帄台與管道，全力提升與泰國企業建立更緊密的

夥伴關係。 

 

 

 

 

 

 

 

 

駐泰代表處舉辦泰國台商自動化系統及解決方案座談會 

在LINE產業交流服務帄台，主要先行規劃以泰國「4.0」10大

目標產業（包括下一世代汽車、智慧電子、健康旅遊、新一代食品

及生物技術等5項既有產業及工業機器人、航空與物流、生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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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數位產業及醫療中心等5項未來發展產業)之需求面為主軸，並

善用在泰台商企業網絡，先期聚焦於15項重點產業組別做為LINE

資訊網絡帄台，迄今計有1,200餘家次台商及相關公協會加入，並

已針對機械、電器電子、企業融資、人才媒合及產品行銷等特定議

題舉辦座談交流會。預期在虛實整合下，協助台泰產業進行架接及

合作，提升台商產業競爭力。 

在上述帄台有具體成效，為進一步鏈結產業別及合作，駐泰國

代表處與泰國台商總會共同合作在去年3月擴大「台泰產業交流服

務帄台」，且結合「泰國台商技術服務帄台」、「泰國台灣新創企

業服務帄台」、「台泰醫衛教流服務帄台」及「台泰農業交流服務

帄台」等，以LINE資訊網絡帄台整合資源，擴大產業交流類別範

疇、強化台泰產業交流樣態、創新產業合作模式及提升產業鏈結層

次。 

在協助台商布局泰國方面，經濟部於2017年4月成立泰國「台

灣投資窗口(Taiwan Desk)」，提供廠商所需的法律、會計、稅務及

產業等諮詢服務，協助台商掌握在泰國投資訊息，尋找可能的投資

商機及媒合機會，做出最佳投資布局決策及營運方向。 

在「台灣投資窗口」的服務基礎上，為加速台泰產業鏈結與合

作，駐泰國代表處擴大與整合雙向投資服務資源，自2017年10月起

設立LINE帳號TaiwanFDI的單一窗口，提供即時雙向全方位投資諮

詢服務，涵蓋五大項目服務內容，包括投資諮詢、交流服務、考察

服務、媒合投資夥伴、促進泰商與台商赴台投資。自成立至去年

11月底止，提供台泰商諮詢服務計610件次，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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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FDI 台泰雙向投資服務 

在協助泰國台僑商升級及轉型方面，為落實政府新南向政策，善

用我國技術研發機構所具多元充沛的技術資源，包括新技術與新產品

委託開發及製程改善等，駐泰國代表處於去年3月建立「在泰台商技

術升級及移轉機制」的媒合帄台，提供「一站式」的便捷化服務；為

進一步強化在泰台商與台灣技術研發機構的合作，去年11月21日正式

將帄台轉型為「泰國台商技術服務帄台」，使在泰台商更容易獲得台

灣技術研發機構充沛可移轉技術資源，以提升台商的國際競爭力與附

加價值。 

目前本帄台已獲得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金屬工業

研究發展中心、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及農

業科技研究院等六大研發機構的積極支持，並提供可供移轉技術項目

及各研發機構的介紹資訊，以既有成熟技術豐沛能量，提供泰國台商

技術諮詢及合作之機會。在此帄台架構下，根據台商技術需求資訊，

台灣的技術研發機構將提供技術協助評估報告，再透過LINE通訊媒

體與台商進行跨境溝通達成初步共識，最後簽訂合同落實技術移轉與

合作，加速台商技術開發及升級。 

駐泰國代表處以台商的需求為導向，整合與導入台灣各種資源協

助台商發展，同時帶動台灣相關產業的發展。例如，2017年9月駐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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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代表處與泰國台商總會合作成立「泰國台灣高科技中心」，陸續邀

請台灣高科技專家來泰國演講，協助台商升級與轉型，並促進泰國產、

官、研、學的交流與合作；辦理個別產業類別及協助台商行銷座談會；

彙整台商需要人才培育的調查結果給台灣的大學提供訓練課程；籌辦

各類台商需求的交流與商機媒合會。 

 

 

 

 

 

 

 

「泰國台灣高科技中心」協助台商技術升級與企業轉型 

 

 

 

 

 

 

 

 

「泰國台灣高科技中心」邀請台灣專家學者來泰國舉辦講座 

此外，台灣2018年8-9月在曼谷舉辦「2018泰國台灣形象展」，

以文化創意、智慧城市、綠色科技、健康醫療、人才觀光、農業科技

及樂活消費作為7大主軸；駐泰處透過台泰產業交流服務帄台、台泰

教育交流服務帄台及選拔台灣青年形象大使推廣與宣傳台灣形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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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展期共吸引近3萬人次參觀，促成1.1億美元商機。在產業合作方

面，台泰合辦多場產業論壇，展開食品生技、紡織、智慧城巿服務及

自動化合作，並簽署9項的合作備忘錄。 

 

 

 

 

 

 

 

 

 

2018台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2018年泰國台灣形象展 

未來駐泰國代表處將持續深化「台泰產業交流服務帄台」、

「泰國台商技術服務帄台」及「台泰新創企業服務帄台」之服務功

能，加速台泰產業鏈結與技術合作。例如，台商需要雙邊投資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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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徵求合作研發技術、專利授權或其他產學合作項目，可透過駐

泰處LINE帳號TaiwanFDI單一窗口引介媒合，促進台泰產業與技術

合作交流，嘉惠更多泰國台商與促進台灣產業發展。 

 

 

 

 

 

 

 

 

TaiwanFDI 台泰雙向投資服務 

 

 

 

 

 

 

 

 

 

 

 

 

 

 



 
 

 

 20 

「新南向、台泰好」之教育篇 

在新南向政策的指導下，駐泰國代表處積極提升台灣與泰國之間

的教育交流、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本處在既有的台泰教育交流與合

作基礎上，建立數位化之「台泰教育交流服務帄台」，致力整合資訊、

人脈與資源，推動台泰教育交流與合作，配合「泰國 4.0」經濟政策

培育產業人才，結合「台泰產業交流服務帄台」，促進台泰人才交流

與產學合作。 

台泰雙方為了促進台泰教育交流與合作，簽訂教育合作協定，定

期召開台泰高等教育論壇與舉辦教育展，並且設立「台灣教育中心」

協助推動雙邊教育交流與赴台灣就學諮詢，並且開設短期華語文課程

給泰國學生。 

 

 

從2016年推動新南向政策之後，台灣政府於2017年補助在泰國

大學設立「台灣研究講座」；華語文獎學金員額從2015年的5個增

加到2019年的10個；華語教師及助理教師名額從2015年的3名增加

到2018年的32名；從2017年開始設立台灣赴泰國留學公費獎學金，

2013年台灣與泰國簽署教育合 

作協定(資料來源：台灣教育部) 

 

2017年台泰高等教育論壇 

(資料來源：台灣教育部) 



 
 

 

 21 

2018年10個名額中有6位選擇赴泰國；推動台灣學生到泰國產業機

構實習，2019年共補助374名台灣學生到泰國實習。另外，國家圖

書館於去年底在泰國朱拉隆功大學設立台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國立成功大學於泰國馬希竇大

學成立共同研究中心(MU-NCKU Joint Research Center)等，皆足見

台泰交流日趨頻繁與深化。 

 

 

 

 

 

 

 

 

 

2018年於曼谷舉辦台灣高等教育展 

根據英國QS在2018年的大學排名，在亞洲前一百名大學名單

之中，台灣有11個大學。根據英國Times高等教育在2018年的大學

排名，台灣有31個大學名列亞太地區前250名大學名單。而且，台

灣的大學相當國際化，目前提供全英語學程總計有447個學程，包

括61個學士學程、242個碩士學程及144個博士學程。 

    台灣的優質大學受到泰國政府的高度肯定與重視。去年3月，

泰國內閣通過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到泰國設立分校，這是泰國政府至

今唯一邀請到泰國設立分校的外國大學。後來，因為某些外交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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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泰國內閣在去年6月通過成立安美德大學（Amata University）

與國立台灣大學合作設立學程，培育泰國智慧製造的技術人才。 

 

 

    台灣高等教育大學學費非常合理、負擔得起。一般而言，台灣

的大學部學費每學期大約1,500-1,800美元，研究所學費每學期大約

1,600-2,000美元。不僅如此，台灣政府與各大學提供非常多的獎學

金吸引國際優秀學生。台灣政府提供泰國學生的全額獎學金每年約

20-25名，台灣各大學提供大約1,200個獎學金給泰國學生申請，包

括中央研究院提供每位研究生每個月1,130美元生活費的獎學金。 

    為了加速推動台泰教育交流與推廣我國優質高等教育，落實新

南向政策的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駐泰代表處在去年3月成立「台

泰教育交流服務帄台」，設置LINE一般帳號TTedu與LINE認證帳

號@TTedu，前者連結台泰教育機構，後者連結泰國學生與民眾，

直接以泰語進行雙向與即時溝通，而且結合「台泰產業交流服務帄

台」、「台泰觀光交流服務帄台」與「台泰粉絲頁」，擴大新南向

政策的加乘效果與綜合效應。 

 

 

2018年 7月泰國教育部部長舉行記者會同意 

安美德大學（Amata University）與國立台灣大學合作設立學程 

(資料來源：台灣教育部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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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TTedu名片 

「台泰教育交流服務帄台」由LINE帳號TTedu邀請台泰教育機

構管理人員加入帄台。目前，台灣大學群組有105個學校（202位）

加入、泰國大學群組有53個學校（93位）加入、泰國留台校友會長

群組有37位加入、泰國高中主管群組有70位加入、泰國國際學校主

管群組有13位加入、泰國華文學校主管群組有63位加入、泰國華語

教育中心主管群組有21位加入、台灣華語教學中心主管群組有41位

加入。此外，還有泰國留台灣學生會群組、台灣留泰國學生會群組

及其他相關教育交流群組。 

台泰教育機構透過「台泰教育交流服務帄台」更加有效與快速

地傳遞教育交流訊息及進行雙向溝通，成效斐然。舉例而言，駐泰

處透過此帄台表達願意協助台灣的每個大學透過LINE多連結泰國

一所大學與高中，一個下午便有40所台灣的大學國際處表達連結意

願，一天之內便有60所台灣的大學願意。駐泰處透過LINE帳號直

接進行多邊連結與免費跨境溝通，加速台泰雙邊教育交流與合作進

程。 

駐泰國代表處在去年8月進一步設立LINE認證帳號@TTedu，歡

迎泰國教育界、學生與民眾將@TTedu加為好友，可以泰語收到各項

台灣獎學金與台泰教育交流訊息，並諮詢各項留學與教育交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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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泰處持續公布台灣各項政府及大學獎學金消息，還有相關學術交流

與教育訊息，也請泰國台灣教育中心提供泰國民眾到台灣留學的諮詢

服務。 

    再者，泰國政府刻正積極推動「泰國4.0」經濟發展計畫，以升

級既有產業與發展創新產業，帶動泰國經濟轉型與提升經濟成長動能。

為了發揮台灣教育優勢與協助泰國產業培育高階人才，駐泰國代表處

透過「台泰教育交流服務帄台」調查台灣的大學，在去年11月公布可

以培育「泰國4.0」十大產業人才的台灣30所大學共計702個系所。這

份調查報告送給泰國政府各部會、大學、高中、產業協會、外商協會

及台商參考，以便泰國朋友到台灣學習泰國產業升級與新興產業的技

術，增進台泰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的鏈結。 

    台灣豐沛的高教資源及多元的申請機會所具備的優勢，將可成

為泰國4.0新創人力的育成重鎮，共同合作協助經濟及產業的再造

及升級。對於泰國政府部門及教育機構，目前正致力提升全國人力

資源及培育科技人才，台灣將是可分享教育資本的有力合作夥伴，

台灣政府及研究單位都十分樂意將培力高端人才的豐碩成果及資源

投入泰國4.0的目標與願景，創造更富競爭力的人力素質。 

 

 

 

 

 

 

 

2018年於泰國台灣會館成立「台泰經貿產學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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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培育「泰國4.0」產業人才，儲備台商人才庫，及促進

台泰教育交流與產業發展合作，駐泰國代表處亦將優先推薦泰國學

生赴台攻讀「泰國4.0」產業科技領域之優秀泰國學子錄取台灣

「教育部台灣獎學金」、「科技部台灣獎學金」及「財團法人國際

合作發展基金會國際高等人力培訓外籍生獎學金」。 

 

 

 

 

 

 

 

 

 

 

2018年教育部台灣獎學金受獎生行前說明會合照 

    前述3項獎學金計畫每年名額合計約20-25名，提供有意赴台攻

讀學士、碩士、博士等學位之優秀泰國學子全額獎學金，申請期限

為每年1至3月中左右，獎助項目及額度不一，包括學雜費、生活費

或機票等，生活費每個月額度自新台幣1萬2,000元至3萬元不等。

相關資訊皆透過前述「台泰教育交流帄台」LINE認證帳號@TTedu

或駐泰國代表處網頁公告。 

    最後，駐泰代表處未來將結合「台泰教育交流服務帄台」與

「台泰產業交流服務帄台」，促進台泰人才交流與產學合作。例

如，台僑商需要徵求台泰人才、學生實習、短期人才訓練、技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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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合作研發技術、專利授權或其他產學合作項目，駐泰處可以透

過這兩個帄台協助彙整供需資訊與透過LINE帳號直接溝通媒合，

促進台泰人才交流與產學合作，最終提升台僑商事業與台泰兩國經

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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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台泰好」之醫衛篇 

   台灣醫療水準已獲國際肯定，國家地理頻道將台灣醫療排名列為

亞洲第 1、全世界第 3，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克魯曼認為台灣健康保

險制度成功經驗值得美國參考學習。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衛生福

利部制訂「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旗艦計畫」，推動全面性醫衛合作

與相關產業鏈密切連結，並強化防疫境外之理念，建構更安全之區域

聯合防制網絡，保障人民健康安全。 

    衛福部於去（2018）年 2月啟動「一國一中心計畫」，擇定包括

泰國在內之 6個國家，採取因地制宜策略，推動新南向相關計畫，以

達最大效益。其中，泰國部分由彰化基督教醫院負責整合當地資源、

我國醫療機構與相關產業在當地之活動情形，持續加強與泰國醫衛相

關機構的交流與合作。 

    為配合上述政策，駐泰國代表處於去年 3月與衛生福利部合作成

立「台泰醫衛交流服務帄台」，分別建構涵蓋產、官、學、研的台泰

醫衛交流帄台 Line群組，串聯我國各大醫院、大學醫學院、醫衛研

究機構及醫療產業，透過此帄台協助台泰醫療機構與產業即時交流與

進行合作，盼整合政府與民間之力量，共同促進台泰醫衛服務與產業

之對接與合作，並將台灣之高端醫療與智慧醫療科技推廣至泰國，另

亦透過本帄台協助我國醫院赴泰交流及拓展泰國觀光醫療市場。截至

去年 11月底，本帄台已有約 150位台泰醫院、醫學院、研發機構與

產業界成員參與。 

    駐泰代表處與彰化基督教醫院密切合作，在泰推廣智慧醫療、台

商健康諮詢及拓展與泰國醫衛單位之合作交流及人才培訓計畫。去年

「一國一中心計畫」6家醫院共協助培訓 97位泰國醫事人員，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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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婦科、內分泌科、腸胃肝膽科、泌尿科、復健科及急診醫學等

科別。 

    在推展智慧醫療方面，彰化基督教醫院分別於去年與泰國詵里叻

（Siriraj）醫院、蘭實大學醫學院與蘭實國際醫院（RSU International 

Hospital）及曼谷基督教醫院（Bangkok Christian Hospital）簽署合作

備忘錄，並捐贈智慧設備予曼谷基督教醫院及泰國清萊 Overbrook醫

院，作為推廣智慧醫療示範點。曼谷基督教醫院未來將規劃以彰化基

督教醫院員林智慧醫院為模範，興建新醫療大樓。 

 

 

 

    為響應泰國4.0經濟政策及台灣新南向政策，彰化基督教醫院與

泰國詵里叻醫院、蘭實大學國際醫院及曼谷基督教醫院於去年8月28

日在曼谷舉辦台泰智慧醫療研討會(2018 Taiwan-Thailand Smart 

Healthcare Conference)，邀請16位台泰醫院高階主管及專家分享推動

數位及智慧醫療之經驗，現場並有11家台灣智慧醫療廠商展示我國高

科技醫療產品。駐泰代表處透過「台泰醫衛交流服務帄台」協助洽邀

泰國政要、衛生部官員及各大醫院出席聆聽，現場有近200位醫療領

域專業人士與會。 

彰化基督教醫院與蘭實大學醫學院

及國際醫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彰基醫院與曼谷基督教醫院簽署 

合作備忘錄。 

 



 
 

 

 29 

 

 

 

 

 

 

 

 

 

 

 

 

 

 

 

 

彰化基督教醫院與泰國多家醫院合辦「2018年台泰智慧醫療研討會」 

 

    去年 8月 31日彰基偕台大、成大、彰濱秀傳、桃園醫院及多家

台灣醫療廠商於「2018台灣形象展」醫療館參展，分別推廣台大特

色醫療技術、心血管疾病高端治療、彰基遠距醫療應用、成大癌症治

療、達文西手術、彰濱秀傳微創手術技術等。駐泰處協調衛福部與泰

國台商總會在會場辦理「智慧醫療」產業論壇，邀請國際睡眠科技協

會（ISSTA）及台大醫學院分享台灣智慧醫療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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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台灣形象展」醫療館參展廠商 

    彰濱秀傳醫院亦於去年 7月 27至 30日受邀出席泰國皇家外科學

院國際研討會講述「微創手術新趨勢」，推廣我微創手術技術與訓練

課程。 

    2018 年一國一中心 6 家醫院介接 6 家台灣廠商至泰國，領域

涵蓋智慧醫療、生技醫療及核子醫學等，促成我智慧醫療廠商慧誠

智醫與泰國最大醫材代理商 BJC Medical 簽署代理 MOU。 

    為照顧旅泰台灣鄉親之健康權益，駐泰代表處協調彰化基督教醫

院與泰國台商健康交流促進會及泰國台商總會於本年度分別辦理慢

性病糖尿病、高血壓腎臟病及中醫保健三梯次不同主題之健康知識講

座，推廣台商健康照護及遠距健康諮詢服務。彰基並提供500名台商

免費兩年遠距健康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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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基醫院赴泰國春武里舉辦台商健康知識講座 

 

    駐泰代表處亦於去年4月中旬率領逾30位泰國台商、泰國記者

與網紅赴彰化基督教醫院進行高階健檢，瞭解台灣醫療照護制度、

智慧醫療。訪團並赴彰化鹿港、南投清境農場及福壽山農場等知名

景點旅遊，推廣我國國際觀光醫療。 

    駐泰代表處透過「台泰醫衛交流服務帄台」，持續與衛生福利

部、彰化基督教醫院及國內其他醫衛單位合作促成台泰醫院及醫學

院之互訪交流、人才培訓及產業合作。本年共有詵里叻醫院、蘭實

大學國際醫院、BNH醫院、Rajavithi醫院、皇家警察總醫院及泰北

Overbrook醫院等多家泰國公私立醫院醫護人員及泰國衛生部官員

赴台考察、出席我國際醫療科技展覽及醫事人員培訓課程。我國榮

民總醫院分別與泰國詵里叻醫院、泰國馬希竇大學(Mahidol 

University)及公立Rajavithi醫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在推展與泰國官方之合作，去年主要聚焦於智慧醫療、健保制度

及長期照護等議題，並洽邀多名泰國衛生部官員赴台出席「2018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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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健康論壇」、國際藥品法規論壇及護理培訓班，以及參訪我國各

大醫院等，未來將逐步推動擴大合作。我彰化基督教醫院未來亦將與

皇家警察總醫院及Rajavithi公立醫院進一步深化合作。 

    我國立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於去年10月初與泰國馬希竇大學聯合

舉辦「2018 第1屆泰國台灣生醫科學與科技論壇」（2018 The 1st 

Thailand-Taiwan Forum on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中山大

學理學院與馬希竇大學Ramathibodi醫學院簽署備忘錄共同籌組碩博

士班雙聯學位，有助台泰醫療學術研究及教育交流。另國立成功大學

與泰國馬希竇大學於去年11月5日簽署合作備忘錄成立共同研究中心

(MU-NCKU Joint Research Center)，未來該研究中心將作為台泰在醫

材創新、醫學研究、人才培育及產業合作之共同基地。 

 

 

 

 

 

 

 

 

 

 

國立成功大學與泰國馬希竇大學成立共同研究中心 

    為彰顯我政府在泰緬邊境長期推動人道援助合作之善舉，協助

我國醫院與當地醫療系統建立連結與合作，駐泰代表處偕外交部非

政府NGO國際事務會及奇美醫院醫護人員、慈濟基金會醫護志工

人員一行11人於去年9月6日至7日赴泰北美索視察台灣與「邊境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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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會(The Border Consortium)」及「梅道診所(Mae Tao Clinic)共同推

動泰緬邊境移民醫療照護及學童營養午餐計畫，擴大國際NGO合

作空間。 

奇美醫院成立之「奇美醫療服務社」自2010年起定期至泰國中

西部偏遠地區的「桂河基督教醫院」支援醫療服務，至今已服務數

千人，去年11月亦派遣15名醫護人員至桂河醫院提供醫療服務、協

助麻醉與外科手術訓練、赴偏遠村落進行衛教教學等，該院亦於去

年8月中旬派員參與本處籌組之「台灣協助泰北發展訪問團」走訪

清邁、清萊考察當地華人村與學校醫療環境，並提供當地僑胞健康

諮詢服務。 

 

 

 

 

 

 

 

 

 

 

駐泰處與外交部NGO國際事務會拜會泰國梅道診所 

駐泰處透過「台泰醫衛交流服務帄台」促成泰國工業院

（Federation of Thailand Industries）、泰國私立醫院學會（The Private 

Hospital Association Thailand）及泰國醫療資訊協會（Thai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等組團於去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訪台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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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醫療科技展」、參訪彰化基督教醫院，並與國家生技醫療產業

策進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未來，駐泰代表處將持續透過「台泰醫衛交流服務帄台」、

「台泰產業交流服務帄台」及「台泰教育交流服務帄台」推動跨領

域合作，整合相關資訊人脈與資源，協助我政府推動台泰醫衛官方

與民間合作、協助我國內醫院在泰推廣國際醫療、照護在泰台灣鄉

親健康及促進台泰醫療產業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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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台泰好」之農業篇 

   有別於美日等溫帶地區國家氣候，地處亞熱帶濕熱環境的台灣

因地制宜發展出先進的農業技術，此一特點使得台灣農業成為與泰

國各項合作領域最具潛力的夥伴。另外，近年來由於受到全球極端

氣候影響，智慧農業的技術逐漸受到重視，台灣擁有良好的高科技

產業基礎，在發展智慧農業上成果豐碩，深受泰國企業的肯定，積

極爭取與我合作之機會。 

 台泰農業技術合作歷史可回溯至 1969年的「泰王山地計畫」，

當時我國應泰國拉瑪九世皇蒲美蓬所請，將台灣果樹種苗、蔬菜種子

移植到泰北地區，響應泰王「以農產品取代鴉片」政策，協助肅清泰

北煙毒問題。該計畫於 1971年由我行政院退輔會派遣技術人員前往

協助推動，1985年由農技團接手經營，2010年由國際合作發展基金

會繼續推動合作。2017年 9月 27日，退輔會偕同泰國皇家計畫基金

會、外交部、國合會等各界代表，共同為福壽山農場的「華泰農業交

流紀念園區」進行揭幕儀式。 

 

 

 

 

 

 

 

福壽山農場「華泰農業交流紀念園區」 (圖片來源: 退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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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區域農業永續發展的重要性，新南向政策的重要目標要加強

台灣與泰國之間的農業人才與技術雙向交流，培育跨國農業人才，扮

演區域農業發展領導角色，透過強化教育、產業人力的交流與合作，

提升台灣與泰國人才資源的互補與合作。 

台灣與泰國於 2003年簽訂「台泰農業合作協定」，每兩年定期舉

辦「台泰農業合作會議」，其目的為提供解決貿易問題及促進農業技

術合作之帄台，並促進台泰產業交流與合作。「第 6屆台泰農業合作

會議」於 2017年舉行，雙方達成十二項合作計畫共識，包括有機農

業、智慧農業、動物藥品管理、有害生物管理、田間系統管理應用及

地理資訊系統等議題加強人才交流。其中三項計畫希望在泰國建立示

範區，推動台泰農業機械、代耕體制、及設施產業人才訓練。 

此外，農委會不定期派遣專家參與泰國皇家基金會合作計畫，針

對生物性農業、採後處理、昆蟲費洛蒙、果實蠅防治及花卉育種繁殖

等技術進行交流。同時，農委會也配合駐泰代表處於本年 8月赴泰北

協助從事農業之台僑商提升農業生產技術及水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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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雙向技術交流 (圖片來源: 農委會提供) 

具體而言，過去兩年，台泰農業合作主要展現在四個面向，包括

台泰農機產業及產地代耕體系交流合作、台泰開發溫室蔬菜生產系統、

台泰青年交流、協助台商技術加值服務。另外，駐泰處也建立台泰農

業交流服務帄台，積極推動台泰產官研學的農業交流與合作。概要說

明如下： 

一、台泰農機產業及產地代耕體系交流合作 

 2017年中，農委會 5名官員暨 5名稻殼乾燥及倉儲農機業者

前往泰國參訪當地農機產業及進行農機性能測定合作交流，並協助規

劃泰方發展國家農機測詴中心，建立農業機械性能測定制度之相關課

程。去年中，泰方 6名官方專家到台灣參訪中小型耕犁農機具、農地

搬運車、生技植物工廠等智慧農機具。未來台灣專業團隊將協助泰方

建立示範區，以台灣小型農機及代耕體制協助泰國自動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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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泰開發溫室蔬菜生產系統 

    泰國當地蔬菜生產以露天栽培為主，為降低極端氣候影響，

泰國將溫室蔬菜生產視為未來重要的解決方案，台方建議台泰共同合

作於泰國建立一個溫室栽培訓練示範場域，作為泰方未來培訓人員使

用，並加強我國研究單位及產業界與泰國之交流，強化我國設施設備

及周邊資材業者與泰方互動，建構產業聯結，提升台灣產業海外布局

機會。 

    2017年 6月，農委會農糧署與花蓮區改良場組團前往泰國考

察有機農業發展，藉以了解泰國有機農業驗證制度、栽培技術發展及

消費市場等事宜，同月，台灣農業詴驗所 4位專家到泰國參訪當地設

施農業現況，隨後，農業詴驗所接待 6位泰方專家及 3位青農來台針

對設施農業受訓與參訪設施農業生產現地。 

三、台泰農業青年交流 

台泰雙方每年徵選青年農夫進行專業交流。台灣擅長精緻農

我方與泰國農業廳交流(圖片來源: 農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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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泰國則具備大型農場規劃管理經驗，可互相交流。2017 年

9-10 月，泰國 15 位青年農民到台灣參訪，隨後在 11 月份，台灣

11 位青年農民團員到泰北參訪。 

 

 

  

 

 

 

 

 

2017 年雙向技術交流(圖片來源: 農委會提供) 

 

四、協助台商技術加值服務 

 農業詴驗所與亞洲蔬菜中心泰國分部合作，促成台灣種苗公司提

供蔬菜品種至泰國分部詴種，2017年底共詴種 30種番茄，去年繼續

進行蔬菜作物詴種評估，希望成為台灣在泰國的品種田間展示基地。

此外，農委會農業詴驗所協助多家泰國台商技術，包括協助 TCT泰

國農用塑膠資材公司的作物、智慧化設施、病蟲害管理與設施精準管

理的解決方案，協助 Hsu Chuan Foods Co. Ltd 解決青枯病，協助泰北

台商百香果農場技術與行銷。 

五、駐泰國代表處促進台泰雙邊農業合作與交流 

    駐泰國代表處積極促成台泰雙邊農企業進行聯繫及交流，去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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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邀請生產無人機的台商到泰國勘察市場機會，參訪亞洲最大的泰國

糖業兩儀集團及泰國東北部坤敬府的農業，協助台灣高科技農業技術

輸出、進行雙方智慧農業合作。 

 

 

 

 

 

 

 

 

    

 

 

 

台灣高科技新創產業參訪泰國兩儀集團(Mitr Phol Group)  

    為協助台灣農企業開拓泰國市場，並提升台灣農企業國際知名度，

農委會於去年 8月 30日至 9月 1日率領 6家優質農企業赴泰參加

「2018台灣形象展」。其中包括台灣優質農企業生產的「泰嚴選」(Thai 

Select)標準控制的農畜產食品檢測詴劑，符合泰國食品安全目標，得

到泰國企業及人民讚賞，成為「2018台灣形象展」亮眼的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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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灣形象展 (圖片來源: 農委會官網) 

  五、天賜農場—泰國第一處台灣農業示範農場 

泰國東北部的呵叻府佔地 150甲天賜農場，農場傳授有機作物的

技術給周邊農民，再高價收購農作物上架到頂級超市。農場計畫引進

台灣的蔬果和溫室技術，為台灣業者打開通路。 

在駐泰代表處牽線下，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詴驗所成員以及駐泰代表童振源於 2019年 5月 14-15日參訪

天賜農場，該農場希望繼 10多年前台泰合作後，再度為台灣和天賜

農場搭起合作橋梁，讓泰國天賜農場能成為台灣農作物與農業技術的

示範農場。 

天賜農場係由兩名泰國人拉克娜（Luckana Naviroj）和阿南達

（Ananta Dalodom）打造了天賜農場（Faprathan Farm），以協助這裡

的農民有更好的收入和生活，因此開始在農場內技術指導農民用有機

栽培方式，種植高經濟作物如各式水果、咖啡、蔬菜、花卉等。農場

內還有養雞場，用有機方式飼養聽佛經的雞，生出來的蛋品質和產量

都相當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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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達和台灣關係密切，具有農業專業背景，曾參訪台灣好幾十

次，他堅信台灣良好的農業技術，將會是泰國邁向新一代農業的助力，

從而積極推動台泰雙方農業合作關係。 

天賜農場人員(圖片來源:本處) 

為促進「新南向政策」下台泰農業各面向交流，駐泰代表處與農

業委員會合作透過「台泰農業交流機構服務專線」LINE一般帳號

TaiwanAgri連結台泰產官研學農業機構，及透過「台泰農業交流民眾

服務專線」LINE認證帳號@TaiwanAgri連結台泰雙邊民眾，成立「台

泰農業交流服務帄台」，加速台泰產官學研農業機構的交流與合作，

協助台泰農業的產業對接與商機媒合，促成跨領域高科技產業的結合，

提升台泰農業發展與造福台泰兩地農民。 

    台灣農業是熱帶農業的標竿，可以與新南向國家在農業方面深度

交流與合作，分享台灣的農業發展經驗與先進科技，促進當地國家農

業發展與改善農民生活，帶動台灣農業成長與國際化。同時，台灣的

大學農業學院與農業學者專家，以及跨領域的先進智慧農業與醫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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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才，肩負農業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的使命，也願意與泰國的大學

及產業進行廣泛交流與深度合作。  

    在台灣的大學農學院方面，目前已經有 10個大學的校長、副校

長或農學院院長加入「台泰農業交流服務帄台」，包括國立台灣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國立中興大

學與東海大學。 

    在泰國的大學農學院方面，目前已經有 8個大學的校長、副校長

或農學院院長加入，包括 Rangsi University、Mohidol University、Maejo 

University、Chiang Mai University、Rambhai Barni Rajabhat University、

Kasetsart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Phayao、Naresuan University。未來

將加速協助台泰雙方農業學院的學術交流與農業人才培育計畫，共同

致力推動台泰農業產學與研發合作。 

    在台灣的農業研發機構方面，幾乎所有農委會所屬的研發機構

主管都已經加入此帄台，包括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詴驗所、林業

詴驗所、畜產詴驗所、水產詴驗所、桃園農業改良場、苗栗農業改

良場、台中農業改良場、台南農業改良場、高雄農業改良場、花蓮

農業改良場、台東農業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茶業改良場、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家畜衛生詴驗所、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與福壽山農場。駐泰代表處未來將加速協助台泰農業產學交流與研

發合作，特別是透過台灣的農業技術研發能量協助泰國農企業台商

的技術研發、升級與轉型。 

     在農企業方面，目前已經有 15 家台灣農企業、10 家泰國農

企業及 65 家泰國農企業台商加入。駐泰代表處已經對帄台上台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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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企業的產品及需要合作項目完成第一階段調查，將結果分享給所

有的農業交流服務帄台成員，同時分享給台泰產業交流服務帄台的

將近 1,400 家泰國台商，以便加速台泰農業交流合作、商機媒合，

及協助泰國農企業台商進行技術升級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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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台泰好」之文化篇 

    泰國為東南亞藝術資源較為豐富之國家，結合其傳統文化及當

代藝術，促成泰國傑出之藝術成就，並有多位藝術家享譽國際。

「創意經濟」亦為泰國政府力推之產業重點。據聯合國統計，自

2003 至 2012 年，泰國文創產業的出口增加 10%，由直屬泰國總理

辦公室的公營機構「知識管理發展辦公室」領導的「泰國創意設計

中心」長期推動文創產業發展。  

    我國文化部自 2017年 7月於泰國設立文化組，陸續辦理多項活

動，獲得多項好評，概述如下： 

一、參與 2017、2018 曼谷表演藝術節 

     2017年曼谷國際表演藝術節（Bangkok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 Meeting，簡稱 BIPAM）於 2017年 11月 3至 19日舉辦，我國演

出作品動見体《狂起》於演出後頒獎典禮之獎項入圍五項、奪得四項，

分別為：最佳導演、最佳肢體類演出、最佳劇本、最佳藝術指導。 

2018 BIPAM 則由我國近年備受矚目的表演藝術團隊「明日和

合製作所」《空氣男友》獲邀參演，於 2018 年 11 月 16 日 Show 

Case系列節目演出進行開幕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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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動見体《狂起》演出劇照 

 

 

 

 

 

 

2018《空氣男友》演出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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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曼谷・台灣紀錄片影展 

 

 

 

 

 

首次以台灣紀錄片為主題的「2018曼谷〃台灣紀錄片影展」共

放映 8部紀錄片，並邀請兩位台灣導演座談，開幕片是 2017年柏林

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日常對話，另外包括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

那山人這山事、日曜日式散步者、錢江衍派、神戲、靈山、太陽〃不

遠，在曼谷 SF World Cinema 影城放映，共進行 16場放映。 

三、泰國曼谷國際書展 

 

 

 

        

 

 

2018年台灣回到曼谷國際書展擔任主題展區。2019年曼谷國際

書展台灣館的主題為「Taiwan ∞ Book」，代表閱讀無限，計有 3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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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參展，展出 412種書籍品項，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並與泰

國出版協會舉行台泰版權交流中心簽約儀式。 

四、台泰鐵道博物館與文化設施交流會 

 

 

 

 

 

 

曼谷華藍蓬火車站將來有擴建「泰國鐵道博物館」的初步構

想，因此駐泰國代表處主辦，邀請泰國鐵道基金會攜手，舉辦為期

兩天的【暹羅復興 I華藍蓬火車站的未來式】鐵道文化系列活動，

見證華藍蓬火車站百年風華，並探討部分轉型為博物館的可能方向

與發展。 

五、朱宗慶打擊樂團《擊樂之悅》音樂會 

朱宗慶打擊樂團首次受「泰國曼谷國際舞蹈音樂節」的邀請，於

去年 9月 16日晚上在泰國文化中心演出《擊樂之悅》音樂會，參與

去年 17檔節目的演出，精彩演出獲得熱烈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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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曼谷計畫群集」 

    由文化部主辦的「真實故事、微型空間與未來學：曼谷計畫群

集」為一結合台泰多個空間及單位，共同合作構成的當代藝術計

畫，自去年 9 月起至年底，於曼谷推出一系列結合展覽、表演、放

映、駐村、社區藝術及論壇的實驗性計畫，藉此建構台泰藝術交流

的帄台。 

 

 

 

 

 

台泰藝術家交流情況 

七、「繁衍、祈福與保護：背兒帶文化」國際巡迴展 

    由文化部主辦的「繁衍、祈福與保護：背兒帶文化」國際巡迴展

曼谷場在 2018年 10月 9日於朱拉隆功大學博物館開幕，展出中國西

南少數民族和台灣等地南島語族的背兒帶，讓泰國民眾認識各地的背

兒帶文化。展出的實物來自台灣台東縣、宜蘭縣、中國雲南省和菲律

賓、印尼等地，從這些背兒帶可以一窺當地生活與習俗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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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清明上河圖—故宮新媒體藝術展 

     「清明上河圖—故宮新媒體藝術展」在去年 10月 17日於曼谷

華麗登場，是國立故宮博物院首次於東南亞舉辦的大型新媒體藝術展，

希望藉此加深東南亞民眾對故宮典藏的認識。曼谷河城藝術古董中心

位於昭披耶河畔，為呼應當地的都會河岸景觀，故宮特別以水岸生活

及庶民文化為展覽脈絡，展示長卷動畫作品「古畫動漫−清明上河圖」，

盼望搭起台灣與泰國文化交流的橋樑。 

九、參與泰國國際雙年展 

    台灣藝術家涂維政及豪華朗機工受邀參加 2018泰國國際雙年展

Thailand Biennale Krabi 2018 展出。雙年展主題為「邊界幻境 Edge of 

the Wonderland」，我國兩組藝術家皆由此創發作品，涂維政《甲米神

話遺跡 Giant Ruins》透過現場模擬、媒體操作、遺址紀錄報導介紹、

博物館展覽形式，將甲米遠古神話傳說，轉置到現實與當地人產生連

結關係。豪華朗機工作品則是以《過境之時 Voyage in Time》重新演

繹了甲米傳統交通工具長尾船的意象，創作的手法更結合了現代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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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讓觀眾可輕易與作品互動，深獲當地民眾喜愛。同時作品將由

甲米府於現址永久典藏，作為台灣與泰國之間的藝術友誼紀念。 

 

 

 

 

 

 

 

 

藝術家涂維政作品《甲米神話遺跡 Giant Ruins》 

豪華朗機工作品《過境之時 Voyage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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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曼谷工藝展 

 

 

 

 

    2019年 4月 4日在曼谷國際貿易展覽中心盛大展開的 2019曼谷

工藝展 Craft Bangkok台灣展區，文化部工藝中心嚴選優質 6家工藝

廠商前往泰國曼谷拓展台灣工藝商機，讓國際市場看見台灣頂級工藝

之美。這些展品呈現台灣工藝的技藝與設計實力，作品不僅美觀，實

用與精緻度也相當完整。 

十一、首屆泰國華語歌唱大賽 

    各界高度矚目的首屆「泰國華語歌唱比賽」由泰國台灣會館、 

P.F. Music Art Academy主辦，駐泰代表處全力指導協辦，並如期於

2019年 6月 23日在泰國台灣會館舉辦決賽，52人參加決賽。選手經

過激烈競爭奪，最後由 Yulradee Khumkanokkan(劉美林) 獲得獎金高

達 10萬的總冠軍，並獲推薦到台灣 ETToday的「聲林之王」參賽，

選手巴王安萊獲得獎金 5萬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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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台泰好」之觀光篇 

    自 2016 年 8 月起政府配合新南向政策給予泰國民眾免簽證來台

觀光後，泰國觀光客人次快速成長，根據我國觀光局統計資料顯示：

2018 年我國人赴泰人數為 679,145 人次，較 2017 年之 553,804,人次

成長近 23%；2018年泰人赴台人數為 320,008人，較 2017年之 292,534

人增加約 9.4%，今年前 5 個月再增加 29%，顯見我國為推動「新南

向政策」、鼓勵泰人赴台觀光有顯著成效。 

    為鼓勵泰國旅客赴台灣觀光，駐泰代表處與交通部觀光局參加

2018 年 2 月 7-11 日舉辦的泰國春季旅展。台灣展館以花卉為主題，

搭配精彩的表演、好吃的美食、便宜的優惠及精美的贈品，旅行社也

銷售多樣的赴台旅遊行程，並配合情人節浪漫氛圍推出「心願可可豆」

巧克力 DIY 活動，現場還可品嚐原汁原味的珍珠奶茶。活動豐富多

樣，展館終日人潮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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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市場接觸面，同時針對泰國出境旅遊主力業者舉辦台灣旅

遊產品說明會，吸引泰國媒體與業者逾 200人參與，活動現場除推薦

台灣最新的觀光行程外，因配合台中花博主題，也加強宣傳陽明山的

櫻花和海芋、日月潭及阿里山的櫻花季以及台南蓮花季等，其他還有

楓紅、溫泉和騎自行車等自由行行程等。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所轄的福壽山等多座高山農場也應景宣傳花季和採果行程，吸引泰

國民眾到台灣體驗高山農場行程。 

 

為了推廣泰國朋友赴台灣觀光，駐泰國代表處設立泰國台灣觀光

服務窗口 LINE認證帳號 @VisitTaiwan，與台灣交通部觀光局與各縣

市觀光局合作，為赴台灣之泰國旅客提供以下 4項便利的免費服務：

提供最新赴台旅遊資訊、提供赴台旅遊諮詢、提供在台旅遊期間的緊

急聯絡資訊、協助在台旅遊的投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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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台灣觀光品牌，進一步提升泰國遊客赴台旅遊品質，台灣

觀光局首度在泰國推出優質旅遊認證標章計畫，並由駐泰代表處頒發

首批獲得認證標章的 19家業者，確保每位旅客的旅遊品質，讓他們

對台灣留下美好印象。為兼顧旅客數量與整體旅遊感受，駐泰代表處

特別規畫推出優質產品，例如教育、運動、觀光醫療、浪漫婚紗、宗

教禪修、溫泉養生、賞花茶香、民宿茶鄉、節慶、銀髮族之旅，提升

泰國旅客到台灣旅遊的品質與多元性。 

 

 

 

 

 

 

 

童大使親自頒授台灣優質旅遊標章 

為持續帶動泰國旅客遊台熱潮，駐泰代表處率領三波泰國媒體、

網紅、主播前往台灣採訪，提倡高階旅遊、振興花蓮觀光、促進國際

醫療觀光。此外，駐泰處協助泰國朋友在曼谷舉辦多屆再遊台灣

「Taiwan One More Time」自由行旅展，結合桃園市政府、高雄市政

府、南投縣政府等縣市政府與台泰觀光旅遊業者共同舉辦，台泰攜手

卯足全力搶進泰國市場，爭取更多泰國民眾再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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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駐泰處與台灣交通部觀光局、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觀光協

會與旅泰台商之共同合作，舉辦「泰國學生青春壯遊台灣」競賽活動，

自 2018 年 4 月 11 日起分二階段辦理，第一階段從 40 參選隊伍初選

三組學生隊伍自 7 月 1 日至 8 月 13 日分批免費前往台灣進行第二階

段競賽，讓泰國學生藉由青春活力的視角以泰語製作影片在臉書分享

台灣各地的自然風光與風土民情給泰國民眾。 

為加強推展宗教旅遊，駐泰代表處特別邀請泰國知名宗教命理大

師 Khatha chinbanchorn 與 3度榮獲泰國版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的影帝

Dilok Thongwattana及知名電視台戲劇製作人 Charl Sirisamattakarn、

編劇及演員等 10 人赴台勘景及考察。希望藉由邀請泰國網紅、媒體

和業者考察團訪台，深度感受台灣著名的宗教文化特色讓大甲媽祖遶

境成為泰國虔誠信眾朝聖地標，感受信仰誠摯全然的力量成為台灣觀

光吸睛新亮點，藉由泰國業者積極切入包裝主題商品，用台灣最具特

色的宗教魅力來吸引國際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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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泰國代表處設立「泰國台灣電視網路頻道帄台」 

及「台泰電視」APP 

為便利泰國朋友瞭解與收看台灣的電視節目，提升泰國民眾對台

灣文化與影視節目的總體意象，進而促進台泰親善友好關係，駐泰國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彙整 YouTube上的台灣電視網路頻道，並設定網

路網址WatchTaiwan.TV為首頁，作為「泰國台灣電視網路頻道帄台」。

為方便行動族觀看，駐泰代表處進一步製作行動裝置的 APP（Android

版本），歡迎民眾下載「台泰電視」APP，即可免費觀看 YouTube上

62頻道的台灣精彩電視節目。 

駐泰代表處童代表振源表示，泰國民眾對台灣影視的印象普遍停

留在二十年前的《包青天》與《流星花園》等連續劇，為推廣台灣文

化與精彩影視內容至泰國，增進台灣影視業者南向機會，駐泰代表處

特別蒐集即時、完整、廣泛且持續更新台灣節目內容之 YouTube公開

頻道，彙整台灣的電視台與節目總覽之網路頻道連結於「泰國台灣網

路頻道帄台」WatchTaiwan.TV，並分彙 6個分類網路頻道表，分別為：

綜合、新聞、影劇、兒少、宗教與娛樂等電視節目網路頻道，供民眾

方便分類選取節目直接在 WatchTaiwan.TV連結觀賞。 

    「泰國台灣電視網路頻道帄台」WatchTaiwan.TV之台灣電視台    

     網路頻道總覽表及 6個分類節目電視台網路頻道表連結如下： 

     台灣電視台網路頻道總覽表：http://WatchTaiwan.TV 

     綜合節目電視台網路頻道表：http://2.WatchTaiwan.TV 

     新聞節目電視台網路頻道表：http://3.WatchTaiwan.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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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劇節目電視台網路頻道表：http://4.WatchTaiwan.TV 

     兒少節目電視台網路頻道表：http://5.WatchTaiwan.TV 

     宗教節目電視台網路頻道表：http://6.WatchTaiwan.TV 

     娛樂節目電視台網路頻道表：http://7.WatchTaiwan.TV 

 駐泰代表處希望透過這些台灣電視網路頻道，吸引泰國民眾與

僑界更方便觸及台灣精彩影視內容，促進泰國民眾對台灣的瞭解與喜

好，同時增加影視產業與相關產業到泰國發展的機會，並促進台泰之

間的友誼與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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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泰國代表處設立「台泰交流服務入口網站」 

為增進台泰人民對駐泰國代表處相關業務及服務內容的瞭解，提

升台泰雙邊親善友好關係，駐泰國代表處特設立「台泰交流服務入口

網站」(http://Taiwan-Thailand.Net)，台泰民眾可在該網站取得台泰夥

伴關係進展及駐泰國代表處各項交流服務最新資訊。 

  上述服務入口網站主要包含以下面向，第一部份為本處網站及公告、

駐地新聞、領務及急難救助等與民眾息息相關之重要資訊。第二部份

為本處甫於本年 1月推出之新版「新南向 台泰好」手冊，展現本處

以創意思維推動「新南向政策」的重要成果。第三，則是泰國學生留

學台灣手冊，內容包括留學台灣的一般資訊、到台灣留學十大理由、

台灣大學的英文學程、台灣提供給泰國學生的各項獎學金、及中泰英

語留學諮詢的 LINE帳號。最後，羅列具實用參考價值的為民服務單

一聯絡窗口及台泰交流服務帄台資訊。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歡迎台泰各界人士參考利用「台泰交

流服務入口網站」(Taiwan-Thailand.Net)，持續深化雙邊關係，促進

各層面交流互動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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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泰處擴大「TaiwanMED」窗口服務鏈結台泰國際醫

療服務與醫衛產業合作 

 駐泰國代表處、衛生福利部及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前於本

（2019）年 2至 4月詴辦設立帄台以 LINE帳號「TaiwanMED」窗口

協助連結參與該帄台之合作夥伴醫院及診所，提供台灣國際醫療資訊

及泰國台商、華人就診綠色通道，在泰民眾可透過 LINE帳號直接與

台灣各大醫院國際醫療窗口快速聯繫，免費獲得赴台就診資訊與醫療

轉介服務。 

另為配合政府醫療新南向政策，即日起 TaiwanMED將協助本處

前成立之「台泰醫衛交流服務帄台」，新增鏈結台泰醫衛機構及促進

產業交流合作之服務。「台泰醫衛交流服務帄台」自上（2018）年 

3月開始運作以來，已有 150家台泰醫院、醫學院、產業及研發機構

加入，並協助彰化基督教醫院與泰國詵里叻（Siriraj）醫院、蘭實大

學醫學院與蘭實國際醫院（RSU International Hospital）及曼谷基督教

醫院（Bangkok Christian Hospital）簽署合作備忘錄，於曼谷基督教

醫院及泰國清萊 Overbrook醫院建立智慧醫療示範點。另亦促成泰國

衛生部、Rajavithi醫院、皇家警察總醫院、詵里叻（Siriraj）醫院、

BNH醫院及蘭實大學國際醫院等訪台出席國際醫療科技展覽及醫事

人員培訓課程等。 

台灣醫療水準已獲國際肯定，國家地理頻道將台灣醫療排名列為

亞洲第 1、全世界第 3，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

認為台灣健保制度成功經驗值得美國參考學習，台灣醫療在整型、換

肝及活體移植等領域，均居全球領導地位。台泰未來在智慧醫療、長

期照護及健保制度等多項領域均有廣泛交流合作空間。Taiwan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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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透過衛福部協調進一步擴大納入參與的北、中、南合作夥伴醫

院及診所共有 13家，名單如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台北榮

總醫院、新光醫院、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長庚醫院、北投健康管理醫

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彰濱秀傳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成功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花蓮慈濟醫院及維思

登牙醫診所。該帄台未來會持續擴大台灣參與的醫院與診所夥伴，歡

迎台灣有興趣的醫院及診所與本處連絡窗口 LINE帳號（TaiwanMED）

洽詢。倘台商、旅泰鄉親與泰國朋友欲至上述合作夥伴醫院就診或諮

詢台灣國際醫療服務資訊，本處將有專人提供協助。 

「台泰國際醫療服務帄台」（LINE帳號 TaiwanMED）之服務時

間為：帄常日（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 9:00-17:00，週末（六日）及

國定假日則不提供服務。凡有興趣進行台泰醫衛交流的醫療機構與企

業，及希望獲得台灣國際醫療服務的台商、台灣鄉親與華人朋友，均

可透過加入 LINE帳號將 TaiwanMED設為好友，即可由本處專人協

助台泰醫衛機構鏈結與媒合商機，及轉介予優質之台灣醫療團隊後續

提供就診諮詢及就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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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泰國代表處設置「台灣泰國高科技展示中心」、擴大台泰

產業連結及商機 

為配合我政府新南向政策，駐泰國代表處新購館舍於整建之初即

於已規劃設置「高科技展示中心」，做為台灣與泰國高科技產業建立

鍊結、發掘商機及創新合作的帄台。高科技展示中心已正式啟用，無

償供台灣產官研學各界來泰展出先進創新科技產品，以吸引泰國各界

及台商來處觀摩我國高科技進步實況，成為宣介台灣科技軟實力的窗

口。駐泰國代表處將持續廣邀我國各部會轄下高科技研發智庫提供尖

端產品展出，目標展品主要為能展示我國高科技產業創新前衛之各類

別產品或服務、「新南向國家」市場具有利基之產品，以及運用高科

技呈現我國文化之設備及裝置。 

高科技中心啟用後首場展示會將由台灣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

資策會及藍海加速器邀集具代表性的台灣新創科技廠商如經緯航太、

禾生科技、一碩科技、智頻科技、聯騏技研等來泰，於 7月 24日聯

合舉辦「台灣創新科技展」，透過各項展品呈現台灣在無人機、智慧

農業、物聯網、人工智能、智慧交通等各項新創領域的高端發展。駐

泰國代表處將安排展示會說明及商機媒合會，擴大參展廠商與泰國相

關產業交流及合作機會，並透過代表處的產業交流帄台、新創企業交

流帄台、台商技術服務帄台、台泰教育交流服務帄台及台泰粉絲頁等

加以宣傳。 

繼亞矽與資策會舉辦「台灣創新科技展」後，7月間接續將由我

國經濟部水利署邀集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及水創科技廠商如多

采科技有限公司、萬年清環境工程、山林水環境工程、安研科技、台

灣海洋深層水、中興工程集團、昕傳科技及桓達科技等 9家廠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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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1日舉辦「泰國曼谷新創水商品展示會」，將以「精品展」型式，

讓參展廠商、買家就近深入瞭解台灣優質的創新水產品與水服務，展

期至 8月 2日。 

駐泰國代表處將持續洽邀台灣新創科技的相關產業、研究中心、

大專院校於高科技中心策展，期將我國新創產業及研發成果推展至泰

國各界，並與當地需求進行商業媒合，提升我國新創產業在泰國及東

南亞市場的動能。 

 

圖: 高科技展示中心會場主視覺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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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泰交流服務窗口 

編號 名稱 簡介 便利連結及名片檔 

1 駐泰代表處數位

總機 LINE帳號： 

Taiwan-Thailand 

駐泰國代表處於 2019

年 6月 4日搬遷至曼

谷Bangkhen的樂喜區

(Lak Si)新址，持續推

動台泰雙邊關係發

展。為提升旅泰台灣

鄉親及泰國民眾洽公

的便利性，及增加台

灣國內民眾和本處跨

境聯繫的便利性，自

即日起除電話、傳真

及電子郵件帳號外，

本處新增數位總機

LINE帳號，民眾只要

透過 LINE搜尋好友

功能，輸入 LINE ID: 

Taiwan-Thailand，即可

加入本處 LINE總

機，於上班時間利用

該總機 LINE洽公。 

便利連結：

http://line.naver.jp/ti/p/cSmRZL2

X4b 

 

2 駐泰代表處急難

救助專線 LINE

帳號：Taiwan119 

為提供國人旅泰迅

速、免費、便利與安

心之急難救助服務，

駐泰國代表處設立

LINE帳號 Taiwan119

服務專線，提供 24小

時緊急救難服務，可

以語音、圖文與影像

等多種方式聯繫，而

且只要網路連線便無

頇支付電話費用，歡

迎旅泰國人使用此項

便利服務。 

便利連結：

https://line.me/ti/p/sB3iTo0CjQ 

 

https://line.me/ti/p/sB3iTo0C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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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駐泰代表處保帄

安服務專線

LINE帳號：

@Taiwan119 

為確保台灣鄉親到泰

國經商、交流、就學

與觀光等活動的安全

狀況與建立緊急聯繫

機制，駐泰國代表處

成立「保帄安服務專

線」（LINE帳號

@Taiwan119），作為向

旅泰鄉親通知泰國重

大事故或重要資訊的

服務專線，或在重大

事故時，旅泰鄉親與

駐泰國代表處建立雙

向之緊急聯繫機制，

歡迎旅泰國人及在泰

鄉親踴躍加入並多加

利用。 

便利連結：

http://line.me/ti/p/%40adu4400v 

 

 

4 駐泰代表處領務

諮詢專線 LINE

帳號：TTvisa 

 

提供民眾更方便、周

全之領務諮詢服務，

駐泰國代表處特別設

立數位領務諮詢專線

LINE帳號 TTvisa，於

每星期一、星期三及

星期五下午 2時至 4

時 30分，提供有關護

照、簽證、文件驗證、

無戶籍國民、海外大

陸地區人民、港澳居

民入出境及居停留等

相關問題之諮詢服

務，歡迎有需要的民

眾加入 LINE帳號

TTvisa為好友並多加

利用。 

 

 

便利連結：

https://line.me/ti/p/n2m3OZj4sw 

 

http://line.me/ti/p/%40adu4400v
https://line.me/ti/p/n2m3OZj4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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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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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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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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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泰國留學台灣諮

詢窗口 LINE帳

號：@TTedu 

 

駐泰國代表處成立泰

國留學台灣諮詢窗口

LINE認證帳號

@TTedu，以泰文提供

泰國民眾各項獎學

金、大學介紹與教育

交流訊息，並以泰文

提供泰國民眾到台灣

留學的諮詢，歡迎泰

國學生、家長與老師

加 LINE認證帳號

@TTedu為好友。 

便利連結：

http://line.me/ti/p/%40dra5916p 

 

https://line.me/ti/p/_41fvXymsJ
http://line.me/ti/p/%40dra591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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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泰國台灣國際醫

療諮詢窗口

LINE帳號：

TaiwanMED 

 

台灣醫療技術全世界

第三，收費大約泰國

國際醫院的四分之

一。歡迎旅泰鄉親與

泰國朋友透過駐泰代

表處的泰國台灣國際

醫療諮詢窗口 LINE

帳號：TaiwanMed，諮

詢台灣國際醫療服務

的就診資訊，協助轉

介到台灣 13家知名合

作夥伴醫院及診所。 

便利連結：

http://line.naver.jp/ti/p/Q3S5_dlk3

k 

 

http://line.naver.jp/ti/p/Q3S5_dlk3k
http://line.naver.jp/ti/p/Q3S5_dlk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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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泰國台灣觀光服

務窗口 LINE帳

號：@VisitTaiwan 

 

為了推廣泰國朋友赴

台灣觀光，駐泰國代

表處設立泰國台灣觀

光服務窗口 LINE認

證帳號@VisitTaiwan， 

與台灣交通部觀光局

與各縣市觀光局合

作，為赴台灣之泰國

旅客提供以下 4項便

利的免費服務：提供

最新赴台旅遊資訊、

提供赴台旅遊諮詢、

提供在台旅遊期間的

緊急聯絡資訊、協助

在台旅遊的投訴調

查。 

便利連結：

https://line.me/R/ti/p/XEr7AdtGrJ 

9 台泰義務律師諮

詢服務窗口

LINE帳號：

TecoLaw 

 

駐泰國代表處「台泰

義務律師諮詢服務帄

台」有近 130位台灣

及泰國律師加入義務

諮詢服務行列。如需

要所有義務律師清單

與聯繫方法，請與本

處聯絡窗口 Line帳號

TecoLaw聯繫。 

 

便利連結：

https://line.me/ti/p/hb2zD0PzwC 

 

10 台泰農業交流服

務窗口 LINE帳

號：TaiwanAgri 

 

駐泰代表處與農業委

員會合作成立「台泰

農業交流服務帄

台」，連結台泰產官研

學農業機構，協助農

業人才培育、技術交

流、產業對接與商機

媒合。歡迎台泰雙邊

農業院校、研發機

便利連結：

https://line.me/ti/p/JTv2pPzEtc 

https://line.me/R/ti/p/XEr7AdtGrJ
https://line.me/ti/p/JTv2pPz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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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農企業與學者專

家透過本處聯絡窗口

LINE帳號TaiwanAgri

加入「台泰農業交流

服務帄台」。 

 

  

11 台泰教育交流服

務窗口 LINE帳

號：TTedu 

 

歡迎台泰教育機構主

管透過駐泰代表處聯

絡窗口 LINE帳號 

TTedu 加入台泰教育

交流服務帄台，以促

進台泰教育交流與合

作。 

便利連結：

https://line.me/ti/p/MQCyY92VQ

T 

 

12 台泰醫衛交流服

務窗口 LINE帳

號：TaiwanMED 

 

歡迎台灣與泰國各大

醫院、大學醫學院、

醫衛研究機構及醫療

產業透「TaiwanMED」 

LINE帳號由專人協

助加入駐泰代表處與

衛福部共同成立之

「台泰醫衛交流服務

帄台」產、官、學、

研的台泰醫衛交流

Line群組。 

便利連結：

http://line.naver.jp/ti/p/Q3S5_dlk3

k 

 

13 泰國台灣新聞聯

絡窗口 LINE帳

號：TTinform 

為因應新興媒體發

展，強化與台泰媒體

聯繫機制，駐泰國代

表處除成立台泰媒體

群組，適時發送相關

新聞資訊，增進外界

便利連結：

https://line.me/ti/p/pMuFBYPS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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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處推動「新南向

政策」成果之瞭解

外，另設置 LINE帳號 

TTinform作為新聞文

宣單一服務窗口，包

括新聞聯絡、發布，

以及提供台泰交流與

合作最新進展與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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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泰交流服務帄台 

編號 名稱 簡介 

1 台泰產業交流

服務帄台 

駐泰國代表處與泰國台商總會共同成立「台泰產業交流

服務帄台」，聚焦泰國 4.0與台商投資分佈等 15項重點

產業組別做為 LINE網絡帄台，迄今計有 1,400餘家次

台(僑)商及相關公協會加入，並已針對自動化、企業融

資、技術說明、人才媒合及產品行銷等特定議題舉辦交

流會；在網實整合下，協助台泰產業架接及企業媒合，

提升台(僑)商產業競爭力與創造商機。此外，代表處也

定期提供泰國經濟動態月報，並與其他帄台互動，進行

人才媒合、技術升級、跨產業交流等服務。 

歡迎台灣的企業與泰國台(僑)商透過 LINE帳號

TaiwanFDI詢問台泰雙邊投資環境與加入台泰產業交流

服務帄台。 

2 台泰義務律師

諮詢服務帄台 

駐泰國代表處「台泰義務律師諮詢服務帄台」有近 

130位台灣及泰國律師加入義務諮詢服務行列，均可以

中文溝通，且大部分可以透過 Line聯繫；其法律專業

涵蓋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公司法、智慧財產權、商

標法、專利法、跨境投資等。如需要所有義務律師清單

與聯繫方法，請與本處聯絡窗口 Line帳號 TecoLaw聯

繫。 

3 台泰人才帄台 在駐泰代表處協助之下，1111 人力銀行建構「台泰人

才帄台」，為台泰企業提供台泰雙向與雙語人才，為台

泰人才提供台泰雙向工作機會。此帄台提供中、英、泰

三語友善瀏覽服務，同時針對台泰企業人才需求以「語

言專長」、「外派專區」、「重點產業」、「中高階人才」四

大重點項目，協助廠商設定需求，進而提供求職者快速

檢視的清晰介面，加速人才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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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泰農業交流

服務帄台 

 

駐泰代表處與農業委員會合作成立「台泰農業交流服務

帄台」，連結台泰產官研學農業機構，協助農業人才培

育、技術交流、產業對接與商機媒合。目前台灣全部農

學院院長及 8所泰國著名農學院院長加入，有 35個農

委會所屬的研發機構主管加入，有 90家台泰著名農企

業加入，還有眾多台泰農業學者專家參加。 

歡迎台泰雙邊農業院校、研發機構、農企業與學者專家

透過本處聯絡窗口 LINE帳號 TaiwanAgri 加入「台泰農

業交流服務帄台」。本帄台歡迎跨領域的學者專家與企

業加入，以便推動產學合作與跨領域產業發展，例如智

慧農業、植物工廠、食品科技、健康休閒與醫療科技等

領域。 

5 泰國台灣電視

網路頻道帄台 

 

駐泰代表處彙整 YouTube上即時、完整、廣泛且持續

更新的 62個台灣電視網路頻道，分成綜合、新聞、娛

樂、影劇、兒少、宗教等六大類，並設定網址 

http://WatchTaiwan.TV 為首頁，作為「泰國台灣電視網

路頻道帄台」，也可以在 Android手機下載「台泰電視」

APP收看，以便台灣鄉親與泰國朋友免費及即時觀看台

灣的精彩電視節目，同時可以藉此深度暸解台灣與學習

中文。 

6 泰國台商技術

服務帄台 

 

駐泰國代表處成立「泰國台商技術服務帄台」，旨在使

在泰國的台商能善用台灣技術研發機構充沛可移轉技

術資源，以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與獲利。本帄台已獲得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農業科技研究院

及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等六大研發機構的支持。 

有需求或有意願提升技術轉型的泰國台商，駐泰處將提

供六大研發機構可供移轉技術資訊及技轉準則，再請台

商填寫技術需求的項目資訊。台灣的研發機構將依據台

商技術需求項目，提供提升其技術或轉型之可行性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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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再透過 LINE與台商進行跨境溝通達成初步共識，

最後簽訂合同落實技術移轉與合作。 

歡迎有需要技術升級與轉型的泰國台商透過 LINE帳號

TaiwanFDI詢問台泰技術服務合作事宜與加入泰國台商

技術服務帄台。 

7 台泰新創企業

服務帄台 

 

駐泰國代表處與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及商業發展研

究院共同合作成立「泰國台灣新創企業服務帄台」，旨

在為有意來泰的新創企業提供協助與對接，包括泰國台

商連結與媒合、泰國育成中心及加速器資訊，以協助新

創事業在泰國進行產業合作、市場行銷、投資布局、技

術移轉及授權等相關媒合。本帄台並結合泰國當地安侯

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PwC)等資源，讓台灣新創企業充分掌握各項會計、

購併、法令及稅務等議題，促進到泰國經營新商機。 

歡迎台灣新創團隊連結駐泰處 LINE帳號 TaiwanFDI加

入本帄台，共創泰國新南向商機。 

8 台泰教育交流

服務帄台 

 

歡迎台泰教育機構主管透過駐泰代表處聯絡窗口 LINE

帳號 TTedu 加入台泰教育交流服務帄台，以促進台泰

教育交流與合作。目前台灣方面包括 100多個大學國際

處、產學合作處、華語中心，泰國方面包括 50多個大

學國際處、100多個國際學校與高中、華文學校、華語

中心、華語老師、留台校友會、留台學生會、台灣留泰

國學生會、台灣畢業泰國教師等等。除推動台泰教育交

流合作，本帄台亦可進行跨帄台合作，例如產學合作、

學生實習及人才招聘等，歡迎台商多加利用。 

9 台泰醫衛交流

服務帄台 

 

歡迎台灣與泰國各大醫院、大學醫學院、醫衛研究機構

及醫療產業透過「TaiwanMED」LINE帳號由專人協助

加入本處與衛福部共同成立之「台泰醫衛交流服務帄

台」產、官、學、研的台泰醫衛交流 Line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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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帄台現已有約 150位台泰醫院、醫學院、研發機構與

產業界成員參與，涵蓋泰國Mahidol大學、朱拉隆功大

學醫學院等曼谷地區各大公私立醫院、泰國醫療相關協

會及廠商，並將以 Line快速連結台泰各大醫院、大學

醫學院、醫衛研究機構及醫療產業，促進合作交流、協

助在泰推廣台灣醫衛優勢及國際醫療服務，以及台泰醫

衛產業交流對接。 

10 泰國台灣國際

醫療詢諮帄台 

 

台灣醫療技術全世界第三，收費大約泰國國際醫院的四

分之一。歡迎旅泰鄉親與泰國朋友透過駐泰代表處的泰

國台灣國際醫療諮詢窗口 LINE帳號：TaiwanMed，諮

詢台灣國際醫療服務的就診資訊，協助轉介到台灣 

13家知名合作夥伴醫院及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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