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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格 :請下載報名表

報名日期 : 2017年4月30日前

報名資格 :男女不拘、大專畢業、具英

語溝通能力、身體健康、無

不良嗜好，最重要的是有意

願赴東南亞長期發展。

錄取通知 : 2017年5月21日前

行前講習 : 6月中旬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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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7/04/南向人才培育-越南及柬埔寨-參訪報名表.docx


越南台商林志郎先生

在越南經營23年，曾任越南慈濟負責人，
擁有深厚的地緣人脈及產業知識。

精英人力資源公司

在人資業界25年，擁有HR的專精知識、龐
大的人才資料及廣闊的企業關係。

台灣至善文教協會

在柬埔寨推展教育及就業服務志業，過去7

年間在柬埔寨深入城鄉、廣涉農工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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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亞經濟快速發展，台灣有近百萬來自東南亞的

外配及移工，這都提供台灣絕佳的國際發展機會。

 東南亞台商企業陸幹人數遠超過台幹，而且台籍幹

部的年齡普遍偏高，年輕台幹的流動率也不低。

 台灣青年赴澳紐打工度假已累積超過10萬人，每年

赴東南亞的志工亦逾千人，應導引至東南亞業發展。

 東南亞萬餘家台商企業，遍及各行各業，擁有在地

資源，能協助政府推動南向政策。

 NGO為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上比較不受政治影響；

NGO為民間機構，在運作上更具經營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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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東南亞農、工、商方面的就業、創業及志業機會。

時間 : 7/9 (週日)至7/22 (週六)為期兩週

7/9 (週日)至7/16 (週日)第一週參訪柬埔寨

7/16 (週日)至7/22 (週六)第二週參訪越南

可選擇只參訪其中一國。

自費 : 機票、簽證、保險費用合計約NT$16,000 (單國) ~

22,000 (雙國)，由學員自己安排。

補助 :落地後的食宿交通費為NT$9,000 (單國)或NT$18,000

(雙國)，主辦機構落地招待20位台灣青年，經濟較佳的

資深人士者得自費參加，無員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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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於一般職業團體參訪團，此次參訪內容涵蓋營利事業

之工、農、商業，及非營利NGO之教育、服務等多元領域。

 學員應在行前自行收集並研讀資料，並在參訪期間多發問、

勤紀錄、廣交友、深思考，日後方能在東南亞成功發展。

 參訪期間的食宿交通安排為簡樸規格，但皆符合安全衛生

標準；如有特殊需要，學員得自費另作安排。

 參訪後，主辦機構可能推薦表現優良且有志赴東南亞發展

的學員至企業界任職，也可能協助學員自行投資創業。

 主辦機構出力、企業出錢，主動舉辦此次參訪，日後將繼

續安排參訪東南亞其他國家地區，來支持台灣的南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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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分為柬埔寨及越南兩部分。

• 說明會所述內容著重於產業方向，待了解參

訪學員背景後，將安排受訪企業及機構。

• 確定的參訪對象及行程將於6月中旬行前講

習會中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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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181,035平方公里 (台灣的5倍)

人口：1600萬 (台灣的70%)

種族 : 90% 高棉人、5% 越南人、1% 華人、4%其他

行政 : 25省、首都金邊、執政黨 Cambodian People's Party

宗教 : 95%信仰上座部佛教（國教）

GDP：總額 194.76億美元、人均 1,234美元 (2016年)

經濟 :四大支柱為旅遊業、加工業(製衣業)、建築業和農業。

出口 : 2015年US$85.4億，美國25.1%、英國10.2%、德國8.8%

進口 : 2015年US$106.7億，中國39.1%、泰國15.6%、越南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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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出口70%為成衣，台商大廠多為成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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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最優質工業區，柬埔寨證券市場上市公司

日本經營團隊、50%+為日資機電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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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邊房地產投資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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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 80%為稻作

缺乏灌溉系統，農田雨季耕作、旱季荒蕪

農機、農藥、肥料、融資需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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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雞、水果品種不佳、養殖漁撈技術落後、種花前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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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哥窟遊客購物中心 客棧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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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銀行、兆豐銀行、合作

金庫、國泰世華銀行和玉山

銀行等5家台資銀行。

MicroFinance 深入民間，利
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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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d Companies :

• PPSP Phnom Penh SEZ 

Plc. 

• PPAP Phnom Penh 

Autonomous Port 

• GTI Grand Twins 

International (Cambodia) 

Plc 

• PWSA Phnom Penh Water 

Supply Authority

Securities Underwriters

• Phnom Penh Securities

• RHB IndoChina

Securities

• CANA Securities

• CAMPU Securities

• Yuanta Securities 

(Cambodia) Plc. 

• SBI Royal Securities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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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odia-Taiwan Education Program (CTEP)

教育計畫 : 21所教育中心，結業14,000位學生。

就業計畫 :偏鄉青年及泰國返回移工，輔導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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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Kamonohashi 台灣 Eliv

生產工廠 農舍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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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 投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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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台灣商會 與台幹餐聚交流



第二部分 : 越南參訪內容

主講

張俊冠先生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執行秘書

林志郎先生

前慈濟功德會越南聯絡處負責人



為何是越南？



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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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印尼
*越南
*菲律賓
泰國
新加坡
寮國
緬甸
柬埔寨
汶萊

澳洲
紐西蘭

*印度
孟加拉
巴基斯坦
斯里蘭卡
尼泊爾
不丹

* 重點國家

新南向拓展國別

南亞 澳紐



越南 ── 東協領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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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9,497萬 官方語言 越南文

面積 31萬平方公里 主要政黨 越南共產黨

工業成長率 7% 失業率 2.3% 

GDP 1,979.2億 人均GDP USD2,083

GDP成長率 6.21% 消費物價指數 2.66% 

出口值 1,759億 進口值 1,733億

*2016



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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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數排名東協第三，65%人口低於35歲，勞動人口
5500萬，中產階級超過700萬人，勞動力及消費力旺
盛。

 越南2015年企業信心調查，商業信心指數(BCI)：71%
企業認為經濟情況比過去一年好；77%企業相信未來
一年的經濟會更好。

 零售業潛力大，超過8,500家傳統市集、700家超市、
130家大型商場和1,000多家便利店，其中有21家全外
資跨國零售集團



2,083 USD









台商在越南分佈概況
(以各地台灣商會登錄數計)



北 部
河內 139
太平 31
海防 113
北寧 31
總數 314

台商在越南分佈概況
(以各地台灣商會登錄數計)



中 部
峴港 50
河靜 43
總數 93

台商在越南分佈概況
(以各地台灣商會登錄數計)



台商在越南分佈概況
(以各地台灣商會登錄數計)

南 部
胡志明 205
平陽 451
同奈 205
林同 51
隆安 62
新順 44
西寧 50
頭頓 51
總數 1,119



台商在越南分佈概況
(以各地台灣商會登錄數計)

北 部
河內 139
太平 31
海防 113
北寧 31
總數 314

中 部
峴港 50
河靜 43
總數 93

總數 1,526 100%

北部 314 21%

中部 93 6%

南部 1,119 73%

南 部
胡志明 205
平陽 451
同奈 205
林同 51
隆安 62
新順 44
西寧 50
頭頓 51
總數 1,119



台商在越南產業聚落



台商在越南產業聚落



台商在越南產業聚落



台商在越南產業聚落



台商在越南產業聚落



台商在越南產業聚落



台商在越南產業聚落



台商在越南產業聚落



台商在越南產業聚落



日期：2017/07/16-22
對象：視成員就業意向安排

詳細請造訪：
•社團法人台灣至善文教協會

http://camtw.com.tw/
•精英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jobnet.com.tw/

越南參訪

http://camtw.com.tw/
http://www.jobnet.com.tw/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台灣貿易中心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