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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越南至1986年施行改革開放後，經濟體制開始向國際接

軌。1987年頒布外國投資法，2007年加入WTO經由關稅的調

降與服務業的開放，已逐步融入全球經貿體系，吸引大量外

人投入資。臺商在開放之初即進入越南市場，並以平陽省、

同奈省及胡志明市等南部地區為主要投資地點，目前我商之

製鞋業、紡織業、自行車業、機車業及木製家具業等勞力密

集產業，在越南南部已形成完整產業供應鏈。  

    臺越經貿關係日趨緊密，在我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新南

向政策」之下更是持續增溫。2020年全球經濟皆受新冠疫情

衝擊，但全年臺商在越南新增投資金額仍有20億5,840萬美

元，較2019年同期成長12%;而臺越雙邊貿易總額為210億

2,250美元較2019年成長7.3%，越南也是臺灣重要的貿易夥

伴。 

    越南經濟發展與臺灣先前經濟發展有相似的軌跡，商機

均有脈絡可循，如能入境隨俗，成功機會更大。駐胡志明市

辦事處經濟組定期在官網上發表「越南經貿暨投資環境參考

資料」，歡迎本件「越南南部臺商投資環境報告」的讀者併同

參考，注意投資佈局。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處長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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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越南經濟概況 

一、基本經貿資料     

地理位置 
位於東南亞印度支那半島東岸，北與大陸接壤，西

接寮國、柬埔寨和泰國灣，東、南濱南中國海及東

京灣。 

人口 9,832萬人(2020) 

面積 331,410平方公里 

政體 社會主義 

與臺灣之時差 -1，比臺灣晚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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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國進口值 167億美元(2020) 

向我國出口值 43億美元(2020) 

越南主要進口國 中國大陸、韓國、日本、臺灣、美國、泰國、馬來

西亞、印尼、新加坡、德國   

越南主要出口國 美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香港、荷蘭、德國、

英國、泰國、加拿大、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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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進口項目 
機械及其零件、電腦電子產品及其零件、布料、鋼

鐵、電話機及其零件、塑膠原料、各種汽油、紡織

成衣鞋類及其配件、化學原料  

主要出口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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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外資情形 

2020年越南共吸引外資285.3億美元，最大之外資來

源為新加坡 (89.94億美元，占 31.52%)，次為南韓

(39.49億美元，占13.84%)、第  3 位中國大陸(24.59 

億美元、占 8.62%)、第 4位日本 (23.68億美元，占 

8.3%)，以及第5位為臺灣(20.58億美元，占7.21%)等。 

與我國已簽署協

定 

臺 越 避 免 所 得 稅 雙 重 課 稅 暨 防 杜 逃 稅 協 定

(1998.04.06) 

臺越投資保障協定(2019.10) 

國定假日 

元旦              （西曆1月1日） 

春節              （農曆除夕及新年初一至初三） 

雄王忌辰          （農曆3月10日） 

勝利節（解放日）  （西曆4月30日） 

勞動節            （西曆5月1日） 

國慶節            （西曆9月2日） 

辦公時間 
政府機構：週一至週五(上午7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民間企業：週一至週六(上午8時至下午5時) 

法定工時 

每日上班時間不超過8小時，每週不超過48小時。資

方可訂定每日或每週之上班時間，但須事前通知勞

工。 

勞工從事特殊繁重、具毒害或危險性之工作（依勞

動部、衛生部規定），每日工作時數不超過6小時。 

上班日數，一般而言工廠以每週上班6日為原則，公

司則多為5日。 

加班 

勞工平日加班以薪資之1.5倍計算，夜間及週休日為2

倍，國定假日則為3倍。另勞工每月加班時數不得超

過30小時，全年加班時數不得超過200小時，特殊情

況下亦不得超過3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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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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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南投資環境之優勢： 

（一）越南在2009年之前5年的平均經濟成長率達7.71%，經

濟成長表現不俗，惟2009年遭受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

一度下滑至5.32%，2011至2019年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5.89%、5.03%、5.42%、5.98%、6.68%、6.21%、6.81%、

7.08%以及7.02%。越南政府協助國內經濟發展，於

2009年至2019年期間推出多項措施，盼能延緩全球經

濟下滑帶來的衝擊。惟2020年因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衝擊全球經濟，因此 2020年越南經濟僅成長

2.91%，為全球少數經濟呈現正成長國家。2021年上半

年，雖新冠肺炎仍繼續在國內蔓延，但經濟成長仍達

5.64%，預計2021越南經濟成長可達國會預定目標之

6.5%。 

（二）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演變複雜，越南全國各省市至今已

面臨4波疫情蔓延，為防止疫情蔓延，越南總理已發布

各項防疫措施，疫情嚴重時甚至採取嚴格社區隔離政

策（註：封城），相關單位均居家辦公、“3就地”措施

（就地生產、就地用餐、就地休息）、“兩點1線”或“兩

點延伸1線”措施(即企業安排多處住所，因此要前往多

處住所接送工人)，以及以“4綠”營運為方針，綠色係

指安全，包括綠色工人、綠色道路、綠色生產場所、

綠色住所；綠色工人在規定的時間內，從綠色住所，

騎著個人交通工具（或公司交通車），沿著綠色道路，

前往綠色生產場所，中途不停留其他地方，也不經過

具有高風險的道路等措施，已嚴重影響企業生產及營

運。因此，俾利協助廠商解決困難、恢復生產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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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總理已指示相關部會提出各項解決措施，主要如

下： 

1. 越南財政部稅務總局於 2020年 3月 3日發布第

897/TCT-QLN號函，有關輔導納稅者申辦稅款繳納

延期、稅款遲繳罰款免除之紓困措施 

2. 越 南 勞 動 部 於 2020 年 3 月 9 日 發 布 第

797/LĐTBXH-BHXH 號公告，有關暫緩繳納退休

及撫恤保險施行細則之紓困措施 

3. 越南勞動部於2020年3月18日發布第245/TLD號公

告，有關展延2020上半年工會費之繳納期限之紓困

措施 

4. 越南政府於 2020年 4月 8日發布第 41/2020/ND-CP 

號議定，有關展延繳納土地租金、加值稅及企業所

得稅等各項稅捐之紓困措施 

5. 越南政府於2020年5月29日發布第84/NQ-CP號決

議，有關至2020年底前註冊國產或組裝汽車的註冊

費減免50%，以及廠商之疫情捐款可列為合理費用

以扣抵營業事業所得稅之紓困措施  

6. 越南國會於2020年6月19日發布第116/2020/QH14

號公告，有關若干企業於2020年度總收入在2兆越

盾以下可減免 30%企業所得稅之紓困措施 

7. 越南工商部於2020年4月16日、2020年12月18日、

2021年6月3日、2021年8月6，以及2021年9月6日，

分別發布第 2698/BCT-DTDL、 9764/BCT-DTDL、

3163/BCT-DTDL 、 4748/BCT-DTDL ， 以 及 第

5411/BCT-DTDL號公告，有關協助受新冠肺炎影響

的客戶實施調降電費之紓困措施 



7 

 

8. 越南政府於2021年7月1日發布第68/ND-CP號公告

及2021年7月7日發布第23/2021/QD-TTg號公告，有

關協助受新冠肺炎影響之雇主及勞工之紓困措施

及施行細則 

（三）越南加入WTO時，承諾開放市場及創造更透明及公平

之競爭環境，對外商在越投資提供保障，入會效應已

帶動經濟數年持續增長，尤其在工業及服務業方面。  

（四）越南政治發展穩定，對外以促進招商為重要目標，並

期能有效降低政治因素對外人投資之影響：  

1.越南係共產黨一黨專政之集體領導，政治環境相較鄰

近國家尚稱穩定，2001年越南完成黨政改組，越共中

央黨書記由農德孟和平接任達8年，並確定越南政府繼

續推行自由與開放政策，農德孟於2011年2月越共第11

屆國會代表大會後卸任，由阮富仲繼任，2016年5月續

任總書記，持續開放政策。 

2.越南政府前總理阮晉勇在任時指示，越南之外交將以

協助經濟發展為重要目標；並將經濟外交列為第一優

先，發展經濟成為越南主要施政目標，現任總理阮春

福於2016年5月上任後，亦持續以外交推動發展經濟政

策。 

3.越南已與包括我國在內之43個國家簽訂投資保障協

定，希望降低政治因素對投資之不利影響，世界各國

在越南之投資亦日益增加，顯示越南經濟發展前景看

好。 

4.臺、越雙邊關係發展良好，我國政府可作為我商投資

之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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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我國與越南已簽署國家層次之投資保障協定、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農（漁）業合作協定、臺越勞

工協定、臺越貿易協定及暫准通關協定等。  

(2)越南政府設立臺灣事務委員會，與我國政府駐越南

單位關係良好，另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已在越南

北部、中部及南部地區之河內市、海防市、太平省、

河靜省、北寧省、胡志明市、同奈省、平陽省、新

順加工出區、隆安省、西寧省、林同省、頭頓、峴

港市等，共成立14個地區性臺商分會。另自行車業

及家具業成立產業性質之聯誼會。駐胡志明市辦事

處不定期參與胡志明市、同奈、平陽及隆安等各省

投資及海關等官員與臺商之交談會，協助臺商解決

投資與經營問題。越南地區臺商如有相關問題，可

向我國駐越南單位或向各地臺商會尋求協助。  

5.越南積極參與國際經貿社會，享有國際社會給予之多

項優惠： 

(1)越南積極加入區域及國際經貿組織，目前係

WTO(2007年加入)、APEC(1998年加入)及東協(1995

年加入 )會員。越南與  ASEAN會員國間貨品之貿

易，將依ASEAN之ATIGA協定計畫降稅，該協定已

於2010年5月起開始生效，其中詳訂對柬埔寨、寮

國、緬甸及越南若干項稅號產品，展延其廢除關稅

期限至2018年，同時亦允許東協會員國暫時中止或

調整有關減讓及廢除關稅的承諾。ATIGA除廢除東

協會員國間貨品的關稅外，亦將加強有關衛生及檢

疫合作，以及致力處理非關稅障礙問題ATIGA已使

東協區域貿易更加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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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協國家於2015年底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在

越南投資企業可善加運用AEC所帶來的商機。 

(3)越南已簽署多項多邊及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6.越南地理位置接近臺灣，由國內調度支應容易：每日

至少約有5至10個飛機航班往來臺灣與越南間，產業技

術人員及重要零配件之調度容易。  

7.臺越文化相近，我商容易接受越南風土文化：越南文

化與臺灣相近，亦有農曆春節、中秋節等，重視傳統

孝道及家庭觀念。  

8.越南重視我國經濟發展經驗，我商在越南具投資潛力。 

(1)越南南部地區係越南吸引外資最多之區域，該區域

吸引之外資總額約占越南外資總額之60-70％；臺商

在越南投資主要集中在胡志明市、同奈省及平陽

省，其中製鞋業、紡織業、自行車業、機車業、木

製家具業等勞力密集產業，在越南南部地區已形成

上下游之產業聚落。 

(2)重視中小企業發展：越南中央政府重視我國中小企

業，經常派遣投資招商團至臺灣吸引中小企業至越

南投資。 

9.越南治安相對良好：越南持械搶劫及擄人勒索等案件

尚未聽聞，惟由於近年來貧富差距漸大，且吸食毒品

不良分子漸多，偷竊及搶奪案件亦漸多聞。  

10.越南人力素質尚可且工資低廉；越南人民（尤其女性）

勤奮，識字率高且易接受訓練，越南之勞工成本相較

於其他東南亞國家仍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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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投資環境之劣勢 

（一） 近年由於大量外資廠商前來越南投資，導致在投資

重點地區的勞工發生不足現象，尤其是勞工密集產

業，其專業技工及及普通操作員階層，逐年發生缺

工現象。 

（二） 越南近年偶有加倍非法罷工事件，主因相關法令不

健全，加上官方未有效因應，導致罷工時有發生。

累計從1995年至2012年前7個月止，共發生4,441件

勞工罷工案，其中南韓、日本及臺資企業即占約

80%。另越南已於 2013年5月1日起實施新版勞動

法，其中規範勞工非法罷工造成資方損害時應對僱

主賠償，致使2014至2015年勞工非法罷工件數雖有

減少，但2016年全國仍發生286件勞工罷工案；2017

為314件罷工案件，較2016年增加28件；2018年為214

件罷工案件，較2017年減少100件，2019年下降為119

件罷工案件，較2018年減少50%；2020 年為216件

罷工案，較2019年多出6件。主要引起罷工因素為，

勞工不認同企業的支付薪資之制度，由其是春節期

間，企業拖欠工資及獎金，撥發獎金不合理或供餐

品質問題等。 

（三） 越南屬外匯管制國家，越南盾長年呈貶值趨勢，廠

商購買外匯以支付進口原物料之成本上升，另內需

型的廠商持有的越南盾亦可能因貶值而使營利受

損。此外，涉及國際經營之企業在外匯操作及利潤

匯出方面常遭遇困難。惟近年越南政府採取穩定外

滙之滙率政策，且越南央行滙率中心發布即期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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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後，官價及自由市場美元與越盾滙率間之差

額，已縮小並趨穩定。 

（四） 越南供電系統及基礎設施尚待加強；越南供電主力

在水力發電，在旱季期間 無法足額供電，導致全國

普遍性缺電問題，儘管政府因應成本調高電價，廠

商仍須面臨嚴格限電措施，因此產能受到影響。越

南政府為解決長期缺電情形，已分別與俄羅斯及日

本合作，在越南中部寧順省投資興建第1座核能電

廠，預計將於2020年動工興建，但國會於2016年11

月以經濟為由否決該計畫案之進行。  

（五） 儘管越南內需市場近年逐漸擴大，惟外商申請國內

市場配銷權仍有相當障礙，政府相關申請審核程序

亦有待簡化。 

（六） 目前胡志明市暨鄰近省份地區地價開始大幅上漲，

土地成本升高。 

（七） 越南政府規定之環保標準嚴苛，近來更大力查緝，

導致高污染行業如染整業投資受限，並需大幅投資

環保設備。 

（八） 越南政府雖然致力投資水電、公路、港口等基礎設

施，惟仍明顯不足。 

（九） 越南各級機關行政效率仍有待改善，且時有聽聞有

索取不當額外費用之情形，造成外商額外成本。  

（十） 越南設廠土地取得不易，特別是居民搬遷補償事

宜，影響外人投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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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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已有超過1,100,000名確診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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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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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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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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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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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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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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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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R2GcBLZO4）  

 

https://youtu.be/iCR2GcBLZ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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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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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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南部地區臺商經營概況： 

（一）越南南部地區係越南吸收外資最多之區域，我商在

該區域之投資占我商在越南投資總額超過50%，越

南南部地區亦為臺商投資重鎮，臺商主要聚集在胡

志明市、同奈省及平陽省。 

（二）我商在越南投資之產業，主要為成衣紡織業、鞋

業、食品、農產品、金屬機械業、金融、橡塑膠業、

汽機車零組件、電機設備、土木營造、紙器包裝及

家具業。 

（三）我商在越南南部地區知名投資案如次：  

1.製造及營建業：我國在胡志明市較知名之投資包括

新順加工出口區、富美興公司、寶元公司；同奈省

則包括味丹公司、三陽機車公司(SYM)、臺南紡織公

司、大亞電線電纜公司、建大橡膠、東元集團、中

鋼集團、臺塑集團；平陽省則為統一公司、大同公

司、遠東製衣。其他隆安省尚有我商清祿鞋業公司、

福懋公司、中興紡織、廣隆電池、裕源紡織等。  

2.服務業：銀行業目前有兆豐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國泰世華銀行、第一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及臺北富邦等在越南胡市成立分

行，臺新銀行、聯邦商業銀行、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及臺灣銀行成立辦事處；臺北富邦銀行在平陽省成

立分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及玉山銀行在同奈省成

立分行：國泰世華銀行在茱苿省成立分行，以及中

租迪和公司設立租賃公司直接為我商提供融資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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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款服務；產物保險業方面則有富邦保險公司及國

泰產險在越南設立分公司從事產物保險業務；其他

多家旅行社亦在越南設立辦事處。  

二、越南地區臺商組織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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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中南部各地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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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tcvn@ctcvn.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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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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會長為許志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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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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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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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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會長為劉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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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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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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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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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紡織、

休閒觀光等，現任會長為吳昭宏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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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服務平臺 

駐胡志明辦事處僑務組為提供越南胡志明市周邊地區僑胞便

捷快速且免費僑務諮詢服務，特設置本LINE帳號專線，以語

言、圖文具影像等多元方式，讓僑胞可跨境透過網路快速且

無須支付電話費用方式獲得各項僑務服務。歡迎僑胞朋友搜

尋LINE帳號：Taiwan-HoChiMinh，會有專人免費提供諮詢服

務與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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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越南南部聯繫資訊 

一、投資諮詢：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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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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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胡志明市辦事處僑務聯繫諮詢： 

(一)張皓鈞組長： 

1.電話：+84-28-38349176 

2.傳真：+84-28-38349178 

3.電子信箱：hauchg@ocac.gov.tw 

(二)何雨畊秘書： 

1.電話：+84-28-38349164 

2.傳真：+84-28-38349178 

3.電子信箱：jeserai888@ocac.gov.tw 

 

mailto:jeserai888@ocac.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