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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越南，除了臺商朋友經商事業，更是許多國人的第二個故鄉。  

自1986年越南改革開放後，越南經濟快速成長，優良投資環境

吸引了大量臺資企業前來設廠，早期臺商朋友以文化相似及經濟發

展等因素考量，多選擇前往胡志明市、平陽省及同奈省等地經商。

而近年隨眾多電子大廠陸續前來越南北部設廠，周邊產業供應鏈隨

之快速進駐；另加上越南中部亦有台塑企業於河靜省投資，現越南

全境都可見到我臺商企業足跡，為臺越經貿關係創造重大貢獻。  

臺越經貿關係日趨緊密，自我政府近年提倡「新南向政策」後，

熱度更是持續增溫，去(2020)年在全球皆受新冠疫情衝擊下，全年臺

商在越南投資金額共計金額20億5,840萬美元，較2019年同期仍持續

成長12%；而臺越雙邊貿易總額為210億2,250萬美元，較2019年成長

7.3%，越南係為臺灣重要之貿易夥伴。 

我臺商在越投資產業多元，從早期多從事傳產、成衣及紡織加

工相關行業，近年大量電子業廠商持續進駐，復加服務業等多元型

態亦日漸增加，越南已成為臺商第二個故鄉毫無疑問，百花齊放又

相映生輝實為最佳寫照。  

駐越南代表處為協助在越臺商，及有意前來本地投資之臺商企

業，長期整合我政府各單位相關資訊於駐處官網，除本「越南臺商

投資環境報告」外，亦歡迎至官網定期前往瀏覽，希冀能提供參考

助益。 

                                        駐越南代表處   大使                                           

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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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越南經濟概況 

一、基本經貿資料 

人口 9,646萬人(2019) 

面積 331,410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3,406億美元(2020) 

平均國民所得 3,498美元(2020) 

經濟成長率 2.8%(2020) 

失業率 3.3% (2020) 

貿易總額 5,454億美元(2020) 

進口值 2,627億美元(2020) 

出口值 2,826億美元(2020) 

越南自全球進口

主要項目 

機械及其零件、電腦電子產品及其零件、各種汽油、

布料、鋼鐵、電話機及其零件、塑膠原料、紡織成

衣鞋類及其附件、化學原料  

越南對全球出口

主要項目 

紡織品及成衣、原油、電話機及其零件、鞋類、水

產品、電腦電子產品及其零件、機械設備及其零件、

木製品、稻米、橡膠、咖啡  

越南主要進口國 中國大陸、韓國、日本、臺灣、美國  (臺灣排第4) 

越南主要出口國 美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香港  (臺灣排第11) 



3 

 

二、越南對外洽簽FTA狀況 

已簽署 

 

已簽署且生效： 

1.東協 FTA (1996年1月1日生效) 

2.東協－中國 FTA (2010年1月1日生效) 

3.東協－日本 FTA (2008年12月1日生效) 

4.東協－韓國 FTA (2009年6月2日生效) 

5.越南－日本 FTA (VJEPA) (2009年10月生效) 

6.東協－澳洲及紐西蘭 FTA (2010年1月1日生效) 

7.東協－印度 FTA (2010年1月1日生效) 

8.越南－智利 FTA (2013年1月1生效) 

9.越南－韓國 FTA (2015年12月20日生效) 

10.越南－歐亞經濟同盟1
FTA (2016年10月5日生效)  

11.越南－歐盟 FTA (2020年8月1日生效)  

12.東協－香港 FTA(2019年6月11日生效) 

13.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2018年12月30

日生效) 

14.越南－英國 FTA (越南時間2021年1月1日生效) 

 

已簽署但未或尚未生效： 

15.跨太平洋夥伴貿易協定  (TPP-12) (2016年2月4日簽

署) 

16.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2020年11月25

日簽署) 

談判中 

 

1.越南－歐洲自由貿易協會2
FTA 

2.越南—以色列 FTA 

註1:歐亞經濟同盟(Eurasia Economic Union)成員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
克斯坦、亞美尼亞及吉爾吉斯坦等5國。  

註2: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成員包括冰
島、列支敦士登、相關資料引自經濟部國貿局 /經貿資訊網 / 

https://www.trade.gov.tw/World/Detail.aspx?nodeID=45&pid=718623 

 

https://www.trade.gov.tw/World/Detail.aspx?nodeID=45&pid=71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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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越南商情資訊 

一、疫情下的越南投資情形 

主要外資投資國持續看好越南投資，據中央社綜

合越南各官媒報導，韓國LG集團2020年底在海防市建

設由LG Electronics、LG Display和LG Innotek所組成

的電子產品和家用電器綜合製造區後，也計畫在中部

的峴港市打造LG集團在越南的訊息技術研發中心。 

越南的第二大外資國日本，多數企業也表態願意

持續布局越南市場。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2

月8日在越南第一大城胡志明市公布的《2020年日本企

業對外投資現狀考察結果報告》指出，有近47%的日

本企業表示，他們將在未來一到兩年內擴大在越南的

生產經營規模。 

至於越南第四大外資國的臺灣，不少大型科技廠

近來也在越南布局，包括鴻海集團旗下富士康正在越

南北部的北江省與北寧省招募新進員工。並在越南北

部北江省斥資2.7億美元，興建生產筆記型電腦與平板

的工廠。 

二、疫情控制程度與未來經濟發展密切  

越南自4月27日起於各省陸續爆發新一波新冠肺

炎疫情，迄6月底已有超過13,000名確診案例，且尚未

有明顯趨緩情形，疫情持續情況與經濟發展將有密切

關聯。 

依據越南國家統計局 (GSO)6月29日公布該國第

二季數據，因出口和工業產值復甦強勁，抵銷了近期

新冠病毒嚴重的影響，越南第二季經濟成長加速，今

年第二季GDP年增6.61%，優於第一季修正後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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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該機構表示，由於全球繼續復甦，越南在生

產和貿易也取得了不錯的成果。 

三、越南與我國經貿關係(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 

（一）雙邊貿易分析 

1.臺越雙邊貿易在2020年COVID-19疫情發生後仍繼

續成長。依據越南海關總局統計資料顯示，2020年

越南與我國的貿易總額為210億美元，較2019年成長

7.5%。其中，越南自我國進口 167億美元，成長

10.1%；對我國出口43億美元，減少1.6%，對我國

貿易逆差為123億美元。 

2.2020年我國為越南第5大貿易夥伴（次於中國大陸、

美國、南韓、日本），第3大貿易逆差國（次於中國

大陸、南韓）。我國為越南第11大出口市場（次於美

國、中國大陸、韓國、日本、香港、荷蘭、德國、

英國、泰國及加拿大），第4大進口來源國（次於中

國大陸、韓國及日本）。 

3.2020年我國對越南主要出口產品，包括電腦、電子

產品及零配件、機械設備及零配件、各種布料、塑

膠原料及鋼鐵類等，該等產品合計出口額約占我出

口總額之7成；我國自越南主要進口產品，包括電

腦、電子產品及零配件、機械設備及零配件、紡織

成衣品、鋼鐵類、化學原料等，該等產品合計進口

額約占我進口總額之5成。 

4.分析臺越雙邊貿易結構可發現，臺灣與越南生產供

應鏈關係相當密切，尤其在電子產品及紡織成衣等

兩大貿易品項。越南自2007年躍升為我國在東協國

家之最大投資國，臺商在越南之投資型態以加工製

造業為主（占9成），且所需之原料或半成品多係從

臺灣進口及供應，在越南加工成最終產品後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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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世界各國，雙方貿易往來呈現互補互利的型態。  

（二）雙邊重要經貿交流活動 

1.臺越產業合作論壇：原則上每年舉辦1次，由中華民

國全國工業總會及越南商工總會共同舉辦。  

2.越南臺灣形象展：原則上每年舉辦1次，由外貿協會

承辦，越南商工總會支持。 

3.臺越工商聯席會議：原則上每年召開1次，分別由中

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及越南商工總會擔任秘書

處。 

（三）與我國重要經貿問題 

1.越南政府近年來更加頻繁採取貿易救濟措施，例如

於2014年10月5日起對我國、中國大陸、馬來西亞

及印尼等國進口之冷軋不鏽鋼產品課徵為期5年之

反傾銷稅，前已決定再延長實施至2024年。 

2.越南近2年已採取或延長實施之全球防衛措施，包

括彩色鋼板（2017年6月）及特定肥料（2020年3月）

及鋼胚及鋼條（2020年3月）產品等案。 

（四）強化臺越產業鏈結及人才培訓 

近年臺商持續投資布局越南，對產業技術及人才

需求甚大，越南政府積極協助建立相關產業的輔

助工業，強化供應鏈及人才培訓，滿足廠商對供

應鏈及技術人員的需求。 

（五）創造臺商投資越南順利環境 

新版臺越投資保障協定於2020年5月24日生效，將

提供我商在越南投資更完整的保障，且經濟部投

資業務處在胡志明市設置臺灣投資窗口越南辦公

室，以熟悉中越文的專案經理專責聯繫，提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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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投資諮詢等多項服務，為欲前往越南投資或已

在越南投資的臺商提供最新商情及投資法規，且

進一步連結當地可運用資源。 

四、「僑臺商與國內企業在越南合作商機線上論壇」 

為增進臺灣及越南兩地臺商互動交流，鏈結臺灣多元

優質資源，創新開發僑臺商與國內企業在越南合作商

機，僑務委員會邀請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

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暨越南各地區臺商

會、國內工商團體及產業智庫等單位代表與會進行意

見交流；論壇並就臺越雙邊貿易與投資情形、經濟與

產業發展政策、國內企業在越南可投資項目、越南政

府推出之投資優惠措施等進行討論，助益鏈結越南臺

商與國內企業界，並協助國內企業前進越南，共創商

機。（線上論壇影片連結：https://youtu.be/iCR2GcBLZ

O4） 
 

五、更多越南即時商情，請參考經濟部國貿局/經貿資訊網

/各國政經情勢/越南/當地商情： 

https://www.trade.gov.tw/World/ListArea.aspx?code=70

20&nodeID=977&areaID=4&&country=b646LaK5Y2X 

https://youtu.be/iCR2GcBLZO4
https://youtu.be/iCR2GcBLZO4
https://www.trade.gov.tw/World/ListArea.aspx?code=7020&nodeID=977&areaID=4&&country=b646LaK5Y2X
https://www.trade.gov.tw/World/ListArea.aspx?code=7020&nodeID=977&areaID=4&&country=b646LaK5Y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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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越南臺商資訊 

一、臺商在越南發展概況 

(一)越南北部臺商發展概況 

越南自1986年採改革開放政策後，臺商即陸續

赴越南投資，惟主要皆以越南南部為投資地點，然

近年隨著臺灣的前5大電子大廠，包括富士康、和

碩、仁寶、緯創、佳世達均積極布局越南北部地區，

跟隨臺灣電子大廠的中下游電子零組件供應商亦

將跟進投資越南。  

另近年因台塑集團於河靜省投資逾120億美元

設立鋼鐵廠，是東南亞最大的一貫作業煉鋼廠，預

計可吸引逾百家中下游廠商來越投資；越南北部臺

商類別主要以產業以資訊電子、製鞋、紡織及金屬

加工等。 

(二)越南中南部臺商發展概況 

臺商自1990年代初期開始在越南投資，投資初期地

點集中於胡志明市及鄰近之同奈省、平陽省等地，

包括味丹、統一、大同、錸德、大亞、寶成及富美

興開發等知名臺商，約占臺商總投資額之 70至

80%，企業類別多元性高，包括紡織、成衣、製鞋、

汽機車零組件、鋼鐵、食品加工、石化、輪胎、金

融等。 

二、臺商組織在越南發展概況 

(一)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1、成立緣起：越南自1987年底公布外人投資法，正

式進入市場開放的新紀元，另於1994年6月在各

方的努力下，臺商組織創立「越南南部地區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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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會」及「越南北部地區臺灣商會」，將臺商

活動正式轉型為有章程規範的臺商組織。創會之

宗旨除增進臺商間投資經營經驗的交流外，也主

動積極參與越南的工商活動，努力成為越南社會

經濟前進動力的一環。並由南北雙會共同參加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成立大會，並合組「越

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為代表越南的窗口，現任

總會長為高國華先生。 

2、組織架構：1997年10月該總會正式獲越南政府頒

發商會執照，因商會的成員迅速成長，為擴大參

與及服務，商會決定以地域的範圍成立各地區分

會，以就近提供完善有效的服務。至目前已成立

十四個地區分會納入總會的組織架構中。  

3、聯絡資訊： 

（1）聯絡電話：84-08-54138348 

（2）電子信箱：ctcvn@ctcvn.vn 

(二)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各地分會 

1、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河內分會 

（1）成立於1993年12月，初期會名為「越南北部地

區臺商聯誼會」，翌年與南越「臺灣工商聯誼

會」合併成立「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該

分會則命名為「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北部分

會」；目前會員約150家，多從事國貿、投顧、

房仲、人力、金融、餐飲等服務業及工程建設、

生產製造工業用品，現任會長為洪志華先生。

該分會與越南官方及我駐越館處保有緊密聯

繫，並透過舉辦各類型活動促進會員互助合作

與經驗交流，為政府新南向政策創建運作平

臺。 

mailto:ctcvn@ctcvn.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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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聯絡電話：+84-24-35627481 

2、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海防分會 

（1）成立於1999年4月，當地為越南北部傳統臺商

集中聚落，主要從事電腦、電子和光學產品，

以及紡織和服裝業，目前會員數約136家。現

任會長為王坤生先生，該商會固定每月份舉辦

理監事會議，邀請會員共同聚會交流，另每年

10月配合國慶皆辦理多項慶祝活動，凝聚當地

臺商向心。 

（2）聯絡電話：+84-916-115688 

3、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北寧分會 

（1）成立於2014年，會員現有140多家，多從事製

造業，主要分布在北寧、永福、北江、河內等

地區，現任會長為黃雍正先生。該分會經常就

產地證明、進出口、海關手續等法令與當地政

府交流。會員間分享資訊及商機，使彼此能更

新資訊及創造出更有助發展之環境，同時運用

越南政府對臺商企業優惠政策及本地人力之

優勢，協助更順利的擴產越南國內及國際市

場，進而讓更多人知道並使用臺灣製造產品。 

（2）聯絡電話：+84-355-851668 

4、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太平分會 

（1）成立於2010年6月，初期以太平省臺資開發的

臺信福慶工業區內 35家臺灣廠商為基本會

員，逐漸擴及太平省內所有臺資企業加入。現

任會長為陳文進先生。該分會會員數雖少，但

是對地方公益熱衷參與，本著在外地共同打拼

的精神，常態性的辦理聯誼活動，給予太平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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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社會一個團結和諧樂於助人的形象。  

（2）聯絡電話：+84-227-3844419 

5、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河靜分會 

（1）成立於2014年6月，位於越南河靜省，目前會

員約45家，包括臺塑河靜鋼廠，會員多從事土

地開發及鋼鐵業附屬工業，現任會長為張維麟

先生。該分會以協助越南臺商拓展投資並加強

越南經貿關係及增進會員福利團結為宗旨，與

駐越代表處、河靜省、市政府等皆保持密切聯

繫，並統整各會員的需求，協助開拓越南國內

及國際市場。 

（2）聯絡電話：+84-966-998044 

(三)越南中南部 

1、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峴港分會 

（1）成立於1997年10月，位於越南中部港灣城市峴

港，目前會員約52家，多從事漁業、少數製造

業，以及進出口貿易為主，現任會長為陳振平

先生。 

（2）聯絡電話：+84-935-722444  

2、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林同分會 

（1）成立於2001年5月，位於越南農業重鎮林同

省，目前會員約51家，多從事農產品之種植及

附屬加工業，現任會長為施傳寶先生。該會與

國內農委會、衛福部及各區農產試驗所等保持

密切聯繫，經常交流農業最新技術及資訊，並

統整會員們的需求，利用林同省土地及人力成

本優勢，協助臺商開拓越南國內及國際市場。 

（2）聯絡電話：+84-263-390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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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同奈分會 

（1）成立於1997年9月，位於越南南部重要工業地

區同奈省，臺商投資以民生輕工業為主，其中

製鞋、機車、紡織等勞力密集型產業已形成上

下游生產體系，目前會員約287家，現任會長

為吳明穎先生。該商會活動力強，經常舉辦社

區公益活動，贊助同奈省弱勢團體等。  

（2）聯絡電話：+84-251-3834840 

（3）電子信箱：dongnaitw@gmail.com 

4、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平陽分會 

（1）成立於1997年11月，位於越南臺商聚集重鎮平

陽省，會員約640家，為越南臺商總會各分會

中會員數最多者。臺商投資集中在紡織、鞋

類、家具、自行車等傳產4大產業，現任會長

為張慶煌先生。該會發行平陽臺商梅花卡促進

會員產業互相支持，提升商會服務功能不遺餘

力。 

（2）聯絡電話：+84-274-3729050 

（3）電子信箱：btbvn1998@gmail.com 

5、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新順分會 

（1）成立於1997年11月，位於胡志明市新順加工出

口區，目前會員約44家，從事產業包括科技軟

體、電子零件、機械、紡織、成衣等，現任會

長為廖義雄先生。該商會集中於重要節日辦理

活動，如春酒或中秋等時期辦理聯誼活動，加

強會員互動。 

（2）聯絡電話：+84-28-37700534 

6、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胡志明市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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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於1994年6月，位於越南南部經濟重心胡

志明市，會員約205家，活動力旺盛，現任會

長為袁濟凡先生。該會除平常固定會務及聯誼

活動外，亦積極協助臺灣政府單位及民間團體

來越交流之各項活動，並定期募集資源投入社

會公益事業，包含資助養老院及關懷孤兒活

動。 

（2）聯絡電話：+84-28-54138351 

7、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隆安分會 

（1）成立於2001年9月，位於越南南部隆安省，目

前會員約62家，產業主要為成衣、鞋類、塑膠

等，現任會長為許聰明先生。該會每年固定舉

辦春酒、端午及中秋活動，聯繫會員情誼，凝

聚對臺向心力。平時亦熱心社會公益，對清寒

弱勢家庭進行慰問救濟，提升臺灣整體形象。 

（2）聯絡電話：+84-903-714379 

8、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西寧分會 

（1）成立於2001年8月，位於越南、柬埔寨交界之

西寧省，目前會員約60家，主要產業為紡織、

鞋類、電子、機械設備等，現任會長為郭海豐

先生。該會除舉辦聯誼性活動外，亦經常與西

寧省官方進行稅務、關務交流，協助會員解決

經營各種問題，另亦舉辦社會公益活動，贊助

越南貧困家庭。 

（2）聯絡電話：+84-276-3896379 

9、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頭頓分會 

（1）成立於2011年12月，位於越南南部沿海之巴地

頭頓省，目前會員約53家，主要從事鋼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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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紡織、休閒觀光等，現任會長為張朝明先

生。該會熱心協助推動政府各項政策，凝聚臺

商向心。 

（2）聯絡電話：+84-254-381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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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越南投資暨商機簡報  

一、駐越南代表處簡報(202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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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簡報(202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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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數位服務平臺 

 

 

 



33 

 

陸、駐處聯繫資訊 

一、投資諮詢： 

(一)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  

1、電話：+84-24-38335510~38335512 

2、傳真：+84-24-38335509 

3、電子信箱：vietnam@moea.gov.tw 

(二)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  

1、電話：+84-28-38349196 

2、傳真：+84-28-38349197 

3、電子信箱：hochiminh@moea.gov.tw 

(三)臺灣投資窗口 

1、電話：+84-28-39272833 

2、傳真：+84-28-39272836 

3、電子信箱：taiwandesk-vn@kpmg.com.tw 

二、僑務聯繫諮詢： 

(一)駐越南代表處 

雷棋秘書： 

1、電話：+84-24-38335501*8463 

2、傳真：+84-24-38335508 

3、電子信箱：rickylei@ocac.gov.tw 

(二)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1、游凱全組長： 

（1）電話：+84-28-38349176 

（2）傳真：+84-28-38349178 

（3）電子信箱：ykc1943@ocac.gov.tw 

2、何雨畊秘書： 

（1）電話：+84-28-39274997 

（2）傳真：+84-28-38349178 

（3）電子信箱：jeserai888@oc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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