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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從 2016年蔡英文總統就任以來，「新南向政策」逐漸成為我

國外交為首之政治與經濟、文化及產業等等多面向之對外尋找出路

之施政主軸，而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為臺灣的

社會、經濟及文化的全面發展，找到新方向及新動能，進一步提升

臺灣民眾的生活品質，並藉此建立我國和東協、南亞甚至擴及到紐

澳地區等國家，期盼有更廣泛的連結與對話，以及更緊密的合作，

共同開創區域的繁榮發展。隨著產業面之工商農漁等行業之工資及

經營成本的上漲，台商又逐漸增加對東協國家的投資，新南向政策

持續受到我國政府的重視，本會為開拓行政人員的國際視野，繼

2017年辦理本會人員至越南公務考察後，今年 2018 年五月期間，

利用定期會開議前夕之空檔，由本會黃尚文秘書長領隊，包含蔡信

典議員與黃金茂議員等考察團一行 10 人，於 2018 年 5月 14日至

19日泰國曼谷與華欣等地公務考察活動〈詳如後面所述〉俾利提升

本會整體議事運作及行政效能，並作為監督嘉義縣政府縣政施政推

動之參考。 

    泰國的正式全稱為「泰王國」，在過去，泰國一直以「暹羅」、

「暹邏」作為國名。1945 年 9 月 8 日，泰國復稱為「暹羅王國」，

1949年 5月 11日，暹羅正式更名為「泰王國」。泰國位於中國和

印度間中南半島之心臟地帶。舉國上下尊崇佛教。多個世紀以來，

一直是東南亞地區宗教、文化和多個民族的匯集地。泰國面積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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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平方公里，與法國國土相若。人口約六千餘萬。泰西北與緬甸

為鄰，東北接寮國、東連柬埔寨，南部與馬來西亞接壤。泰國主要

分為五大區域：（1）北部：多山區叢林地形，山林景緻迷人，日

常工作仍靠大象操作，也是泰國最涼爽的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城市

即為清邁與清萊。冬季氣候清涼，可種植櫻桃和桃子。（2）東北

部：當地人稱為「伊森」的東北部屬湄公河流域，是山巒起伏的高

原地帶，亦為 5,600 年前上古銅器時代文化薈萃的區域，受到鄰國

高棉與寮國的影響而孕育豐富文化歷史及民俗節慶。（3）東部：

最著名的觀光景點是芭達雅，而沿海星羅棋布的島嶼中，有許多更

是觀光勝地，例如沙美島、昌島等。（4）中部：平原土地肥沃，

盛產大米和水果，山脈和河谷縱橫交錯，是發展水力發電的理想地

區。曼谷即位於泰國中部，其他如華欣、七岩、大城等，都是中部

的著名景點。（5）南部：擁有潔白海灘、成群島嶼及豐富天然資

源，例如錫礦、橡膠園和漁產。被安達曼海域與暹邏灣所包圍的泰

南，有世界最好的海灘，除了普吉島，蘇梅、帕安島、龜島等都是

絕佳的度假或潛水勝地。 

   泰國當地居民其實是由多種民族組成。主要有泰人、蒙人、高

棉人、寮國人、中國人、馬來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可說沒 有純

種的泰國人。因此泰人體型、骨格高矮不一、五官輪廓各異 ，而

膚色深淺也有很大差別。大約有八成泰人與農業攀上關係。 在相

當程度上，農業直接或間接受到宗教的節日和儀式的影響， 所以

泰國是極具文化特色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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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紀要 

    此次考察行程規劃，首日 5 月 14 日下午由高雄飛往泰國首都

也是最大城市曼谷〈BANGKOK〉，晚上參訪【 ASIATIQUE】摩登河

濱不夜城。第二天與第三天 5月 15日至 16日從曼谷驅車南下，往

華欣地區前進，參訪拷汪皇宮〈纜車搭乘〉、華欣復古百年火車站、

往日情懷〈Plearn Wan〉懷舊小村與愛與希望之宮等地，第四天 5

月 17 日，從華欣回曼谷，參訪丹能莎朵水上市場〈搭船〉、爆笑

鐵道市場、樹中佛寺廟、泰拳公園及【Siam Niramit】天使劇院與

夢幻劇場及泰族部落村巡禮等地，第五天 5 月 18 日則是此次考察

主要行程，至泰國正大集團卜蜂公司之工廠參觀，並拜會我國駐泰

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童振源等貴賓，第六天 5 月 19 日早上至曼

谷機場搭機返回高雄，結束此次考察總共六天行程。 

 

參、參訪重點 

     此次考察行程規劃，首日 5月 14 日下午 15點 30分搭乘泰國

航空由高雄飛往泰國首都也是最大城市曼谷〈BANGKOK〉，抵達為

當地時間 18點〈泰國比台灣慢 1小時〉，辦理入境後，5 月 14日

晚上參訪【 ASIATIQUE】摩登河濱不夜城，它前身為泰國五世皇朝

代相當重要港口，當時開啟泰國與歐洲各國貿易與增進泰國經濟之

重要據點，然而在時代變遷之後，港口沒落功能消失，泰國政府以

嶄新面貌，吸引各國觀光客來到湄南河畔，整個廣場有 40間各式

各色餐廳、千間各有特色小商店、NARAYA 曼谷包、泰國傳統特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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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品等等包羅萬象日常用品，搭配富有熱帶風情之濃濃殖民地風

格的廣場氛圍，加上各式泰國小吃，都吸引著世界各地遊客駐足遊

玩。 

   第二天 5月 15 日一大早，從曼谷市區預計沿所謂亞洲公路南下

到華欣地區，這路程算是此行最遠的距離，預計在華欣住宿兩晚，

在沿途與周遭也安排相關考察景點，華欣是泰國皇室所謂避暑勝

地，而在一般外國遊客則較少安排前往，第一站參訪拷汪皇宮〈纜

車搭乘〉，我們搭乘傳統纜車，因為山並不高，所以纜車距離只有

一段路就到了，拷汪皇宮算是皇室避暑之夏宮，【安娜與國王】電

影中周潤發飾演的國王就是拉瑪四世，國王愛這山之靈秀氣息，故

建築行宮於此山頂，特別是歷史久遠且數量驚人之雞蛋花樹圍繞，

庭院小徑中猴子成群玩樂，遠眺華欣與七岩地區明媚景色。第二站

來到華欣火車站，紅白色相間的柚木木頭火車站，深具特色，有種

時光倒退 50 年之感覺，主體建築加上山牆、售票窗口等等都整體

上保存良好，特別地是旁邊有一個精緻的獨立候車間，是泰王御用

皇家候車間，裡面的陳列供遊客站在欄柵外參觀，不難讓人想像出

當年的候車盛況。而華欣車站旁，有利用廢棄火車廂做成之圖書館

供民眾借書，大樹下有露天理髮之數個攤位，搭配人力腳踏車，瞬

間有種懷舊之復古風。中午過後，接著來到往日情懷〈Plearn Wan〉

懷舊小村，這個目前已經成為華欣主要景點，復古懷舊風格兼具環

保概念的懷舊小村，都是兩層樓木造樓房，使用學校淘汰之舊木材

做營造風格。共有 60 家特色店家，有雜貨店、冰果室、時裝店、

童玩店、旅遊伴手禮等等。特別地是入口大門有「餉當」兩個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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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鋪，及藥局裡一罐罐中文標籤的中藥，可以看出早期中國移民在

此所經營的生意，也成為華欣歷史的一部份，加上也有一間兩層樓

特色小旅館經營，整體設計走懷舊風與復古味，現場看來吸引不少

外國遊客前往，可以算是一種在地方風格發揮極致之表現。而晚上

住宿華欣之旅館接近海灘，這兒海灘潔淨，各色人種遊客穿梭其

中，加上世外桃源之景緻，可以看出泰國政府用心吸引外國旅客前

來之努力。再來我們來到 1923 年興建的愛與希望之宮參觀，整座

宮殿由 1080 支柚木柱支撐，總共 16棟高腳建築，每棟建築以長廊

連接，並一直延伸到海邊，相當優美。拉瑪六世為了給皇后優美環

境，在涼爽的七岩蓋此宮殿，希望生產小王子，雖然最後仍是生下

小公主，但已經為後人留下此美麗皇宮，此宮皆為柚木所興建，現

今維護人員也用心照顧，現狀維護極為良好。 

第四天 5月 17日，從華欣返回曼谷，此也算路程遙遠之行程，

首先參訪丹能莎朵水上市場〈搭船〉，有泰國東方威尼斯之稱。河

的兩岸擠滿了商家，河面上亦擠滿了賣觀光客的各式藝品船，它位

處曼谷西南方 80 公里處，這個景點特別是歐美人士到泰國必訪之

處，人潮與船潮幾乎塞爆整個河道，各式傳統泰國手工藝品充斥沿

岸商家叫賣聲中，只可惜同質性高些，但其餘叫賣日用雜貨與小吃

涼水等小船與商家，搭配川流不息之人與船，各色各國人種觀看喊

聲，亦可言為一種特別之泰國風情。而日正當中，我們來到市集活

躍在鐵路兩旁的爆笑鐵道市場。幸運地是我們抵達市場時間再過不

久，聽說每日只有 4班次通過的火車將通過，大家紛紛聚集聆聽人

工手搖之響鐘聲，此時則可看到店家們一一將自己攤位往後挪，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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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火車離去，攤位又陸續的歸位，這可是全世界難得一見的特殊景

觀，也算到泰國必訪之熱門景點。再來來到距離曼谷 65 公里之安

啪蛙府，有一座 400 百年老樹環抱 200年歷史的樹中佛寺，古寺就

在樹中，古樸斑駁少有人工斧痕鑿作。門外老僧與這古寺，加上來

到此地之各國善男信女虔誠地祈求，這場景尤其具有另種難以言喻

之意境。而旁邊就是鄭皇泰拳公園，我們在天龍八部之諸多武藝招

式，在 200 多雕塑人偶中一一顯現，讓身處泰國的我們，瞬間有種

泰拳高手在身邊之感。 

   最後來到第四天最後一個考察景點：【Siam Niramit】天

使劇院與夢幻劇場及泰族部落村巡禮，【Siam Niramit】天使劇院

是 2005年底開幕，目前早成造訪曼谷不容錯過的景點，它不僅是

一座劇院，也傳承泰國歷史與文化脈絡之互動式主題博物館，除了

主要表演場地以外，外圍也規劃展現泰國各地傳統村落樣貌的 THE 

VILLAGE，還有泰國風味餐廳與紀念品店，而在欣賞完泰國傳統舞

蹈與音樂，加上到各部落巡禮之後，就可以進入號稱世界最大舞台

劇院之暹羅夢幻劇場參觀，這是一座顯現泰國多姿多彩傳統文化和

祖傳遺產的演藝劇院，共有二千個座位，場面浩大，內容精采豐富，

劇院採用了混合現代和經典兩種劇院特技元素去加強整個劇目的

感染力，Siam Niramit 劇院絢爛的劇幕將古暹羅的光輝重新呈現

在觀眾面前，是抵達曼谷不得不看的劇場。在長達七十米國際級輝

煌龐大舞台，有各式各樣的令人嘆為觀止的表演，是一座顯現泰國

多姿多彩傳統文化和祖傳遺產的演藝劇院。 

Siam Niramit 劇場除了主要表演場地，另外不得不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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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泰國各地包含泰北泰南傳統村落樣貌的Thai Village。每晚8

點開演的表演，整場約80分鐘。節目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是泰國

歷史，從北方蘭納王朝到泰國東北及南部海島的庶民生活和文化；

第二部分為泰國信仰與神話傳說；第三部分則將泰國節慶活動呈現

在觀眾面前。節目華麗，排場盛大，共動員150 位以上的演員、500 

套以上的精美戲服，在舞台規畫上也相當用心，為呈現泰國雨季、

水上市場和水燈節，不但製造出雷雨場面，還有小船在舞台上的水

道划過、水燈漂流在水道上等設計；為表現泰國神話的天堂，10多

位演員吊鋼絲，在舞台上交錯飛舞，再加上特殊聲光效果和上百座

景片，整場演出可說極盡豪華精緻之能事，最主要的，更以故事的

手法敘述泰國歷史及泰國多數人口所信仰佛教典故，藉此可以了解

泰國人們心中對宗教的崇敬。它的壯觀演出效果與舞台震撼強度完

全不輸任何先進國家的劇院，藉由歌劇展現泰國傳統文化與遺產之

多采多姿，從古至今，一幕一幕藉由歷史故事呈現，加上創意富有

幻想的演出，耗資數千萬泰銖之升降舞台，超過百人的華麗壯觀演

出效果呈現，給在場旅客，對這個國家刮目相看。 

   5 月 18 日的考察第五天一早，開始進行到台灣卜蜂企業公司位

於泰國的食品加工廠，首先介紹我們所知的卜蜂集團，卜蜂集團也

即是所謂正大集團，自西元 1921 年由泰籍華人謝氏兄弟創始於泰

國曼谷，正大集團在中國以外地區稱作卜蜂集團（Charoen 

Pokphand Group）。目前正大集團是泰國最大的商業集團。正大

集團的業務涉及零售、電信、地產、金融，遍及 20 多個國家和地

區，下屬 400 多家公司，員工人數近 20 萬人，企業體系規模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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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人，至今已有接近百年歷史，早期從農牧業出發，逐步實現了產

業多元化，目前包含的事業體有現代化食品業、零售業、銷售業、

電信業與其他事業。現今關係企業更是遍佈於北美洲、歐洲、亞洲

共 25 個國家地區。我們這次到泰國，發現隨處可見之便利商店 7-11

也是正大集團所經營，可見該集團之經濟規模與實力。 

    而台灣卜蜂集團則創立於西元 1976 年，主要經營畜牧、飼料

與食品加工業，多年來朝著國際化、多角化目標奮力前進。在長期

努力與經營之下，特別在食品加工方面得到 ISO、HACCP、CAS

等各項認證。而秉持安全、新鮮、美味的理念，以產品多元化來滿

足消費者需求，讓客戶便利取得產品，並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等諸

多經營目標早已深植市場上。台灣卜蜂集團從研發、挑選原料、生

產、包裝以及物流配送，每個環節皆有嚴苛的品質標準。團隊以創

新概念及最先進的生產技術，積極研發多元化產品，因應市場需求

及符合現代人的飲食習慣，站在顧客的立場，設計合乎客戶的需

求，提供消費者優質、健康美味的選擇，為大眾提供安全、新鮮、

美味的產品，提高產品市場占有率，達到客戶滿意度。 

   考察卜蜂公司位於泰國這個食品加工廠，只是它們為數眾多工

廠之一，特別感謝台灣卜蜂企業公司，由柳志誠資深執行副總裁從

台灣搭機到曼谷，和我們住宿在同一個飯店，在一起搭遊覽車到工

廠，到達工廠後，在工廠接待考察團的是卜蜂集團農牧企業台灣區

副董事長許瑞通，在雙方寒暄後，雙方在會議室，首先觀看正大集

團企業之影片，特別著重在食品加工方面，而許瑞通副董事長也代

表正大集團歡迎我們到訪參觀，並表示感謝，特別是台灣卜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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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在嘉義縣義竹鄉投資種雞場過程，期間經歷居民抗爭到

興建完成，而剛好該選區之黃金茂議員〈時任義竹鄉長〉、蔡信典

議員都在此次考察團中，所幸有縣議會包含張明達議長與許多議員

居中協調，不斷理性溝通，整個投資案才可以順利完成。本考察團

則由黃尚文秘書長代表張明達議長感謝正大集團在此次之參訪考

察協助，整個會議在雙方問題提出與意見溝通中，氣氛熱絡。中午

正大集團則安排公司產品做午餐招待考察團，我們對它們產品之多

樣與美味都留下深刻印象。用餐後，則實際安排至工廠現地參觀，

參觀動線由活活的一隻雞到人道屠宰、各部位切割、各種部位多樣

加工、成品完成、包裝裝箱完畢等等自動化過程〈廠區無法拍照〉，

每一天，估計此工廠有 30萬隻雞的屠宰量，經由 24小時兩班制作

業人員處理，最後運送到世界各地之消費者手中。而現代化自動化

工廠之工人來源，則因應考量工資，除泰國本地以外，皆來自緬甸、

寮國等泰國鄰近國家為主。在實地參訪工廠中，考察團成員也一一

針對勞資、工安環保、自動化設備、經營設備、物流運輸等等問題，

提出請教，雙方意見交流。最後整個卜蜂工廠考察行程在下午結

束，考察團再驅車回曼谷。5月 18日晚上，則在曼谷一間餐廳，與

正大集團-卜蜂集團資深副董事長盧岳勝、我國駐泰國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童振源代表等貴賓餐敘，並就台灣與泰國現有之經濟交

流、觀光互惠、工商投資等等面向，特別是嘉義縣可以在此方面獲

得著力點之地方，多方意見交流與提供，也作為本次考察團活動最

完美之終點。 

  5月 19日早上則至曼谷機場搭機返回高雄，結束此次考察總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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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程。 

 

肆、心得與建議 
   

    一、近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受到大家諸多重視，從往昔的日本

流行文化、到近年來韓國吹過來之韓流、最近東南亞之泰國在影視

文化等也日漸崛起，我國政府從 1995 年便開始意識到文化產業的

重要性，並開始進行一系列的相關政策研究與擬定，隨後在 2003 年

正式將文創產列為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一，希望藉由文化與創意結 

合，作為提昇我國全球競爭力的重要策略。眾所皆知，泰國在觀光

旅遊發展上的努力與成就，一向在國際上有目共睹。然而走過了亞

洲金融風暴，泰國善用文化創意的巧思，不但成功的打造了「泰式

美學」的招牌，更是讓泰國的時尚及設計，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

熱，也讓曼谷成了亞洲最傑出及最重要的時尚之都。反觀台灣，本

質上我們絕對勝過泰國，如何吸引更多歐美觀光客，比如用台灣在

世界有名之美食小吃吸引全球觀光客，進而如何整合藝文團隊及文

創產業業者，共同參與各類文創會展或競賽活動，展現台灣文化，

以拓展台灣文化品牌形象，行銷「台灣創造，文化優質」的風格，

將是我們今後的努力目標。 

    二、台灣與泰國近來無論在經貿或觀光與勞工引進等方面，互

動密切，但根據媒體報導，泰國駐台代表處表示，將在九月中旬在

北高兩地新開設服務處外，泰國辦事處也正在推動更進一步的簽證

電子化措施。目前台灣民眾辦理簽證，需要填妥紙本表格，實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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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辦理，隔一個工作天後，再跑一趟領取辦完簽證的護照，費

時又費力。現階段將推動讓民眾能夠隨時在手機、電腦上網申請填

表，完成後投進郵筒，幾天後完成泰簽的護照就能寄送到家中。而

我國外交部日前宣布，自八月起延長試辦泰國、汶萊及菲律賓國民

來台免簽證措施，但泰國並未給予台灣民眾免簽。雖開放免簽與否

事涉複雜，各國都有自己的考量。據資料顯示，泰國只給七、八十

個國家免簽，但泰國國民到國外免簽待遇國家或地區只有三十多

個，泰國如要再吸引更多台灣人民前往交流互動，光在免簽開放之

互惠上，雙方需更加努力。 

      三、本次參訪卜蜂公司在泰國工廠後，在雙方意見交流與現場

實際參觀後，最後與我國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童振源代表等

貴賓多方會談與意見討論後，考察團對於目前政府「新南向政策」

雖有所肯定與認識，但在如何保障台商勇敢南向投資方面，我國政

府實際協助等政策面執行上，恐需有加強空間，雖然政府鼓勵製造

業等主要勞力密集型產業到東南亞發展，但台灣與南向國家如泰國

等國，還有很多問題有待政府去解決，例如租稅協定、投資保障協

定，甚至於如何保護台商人身安全，避免受到不理性的抗爭等等，

具體的措施上之因應仍需加強規劃。 

    四、泰國為東南亞地區極度須重視之國家，特別是在經貿、戰

略觀光等價值上，台灣長久以來與其互動密切，特別是我國長期開

放泰國勞工與婚姻仲介等方面，泰國文化在台灣也早已非罕見。特

別是近年泰國經濟突飛猛進速度驚人，已經逐漸趕上我國經濟水

準，而獨特之泰國藝術、宗教、觀光等特色也遠遠吸引超過我們的



14 

 

世界各地旅客前往，泰國這個國家實屬進步中的國度，但平心而

論，出了繁忙雄偉的曼谷國際機場，往曼谷市區路途上，舉目所見

的高聳入天際，數百棟般摩天大樓佇立在凌亂缺乏規劃之街道上，

沒有規劃之交通道路、水利設施、市容景觀、環保清潔等等，加上

全世界塞車有名的曼谷交通，光這點就可以顯現這個國家仍有非常

多非常多進步之空間，但開放又多元之文化包容如第三性、同志文

化等等，搭配天然景觀如海島多元又濃情之熱帶國家氛圍，使這個

國家吸引全世界觀光客不斷前往，這就是泰國的魅力！反觀我們台

灣，相信我們諸多自然與人文的觀光資源不輸泰國，特別是舉世聞

名之臺灣小吃，「台灣-美食之都」等美名，但我們如何吸引全球

的朋友，歡迎光臨台灣呢？歡迎光臨嘉義縣呢？值得大家省思！並

規劃具體可行政策，逐一實現落實，最終讓台灣更好、嘉義縣更棒！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伍、附件一：考察人員名單 

 

序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1 本會 秘書長 黃尚文 

2 本會 議員 蔡信典 

3 本會 議員 黃金茂 

4 本會 秘書 李光耀 

5 本會 秘書 黃仁吉 

6 總務組 專員 陳韋儒 

7 議事組 組員 林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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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政組 組員 湯智詔 

9 行政組 組員 洪政利 

10 總務組 雇員 侯佩瑜 

 

 

 

伍、附件二：相關照片 
泰國拷汪皇宮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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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欣車站前 

 
 

華欣車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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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欣車站前 

 
 

華欣車站前 

 



18 

 

華欣車站前之廢棄火車廂內設行動圖書館 

 
 

華欣車站前理髮之市井小民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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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情懷《Plearn Wan》懷舊小村 

 
 

往日情懷《Plearn Wan》懷舊小村 

 



20 

 

往日情懷《Plearn Wan》懷舊小村 

 
 

愛與希望之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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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能莎朵水上市場參訪 

 
 

丹能莎朵水上市場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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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能莎朵水上市場參訪 

 
 

爆笑鐵道市場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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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笑鐵道市場街景

 
 

爆笑鐵道市場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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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中佛寺 

 
 

 SiamNiramit天使劇院與泰國傳統村落參觀 

 



25 

 

SiamNiramit 天使劇院與泰國傳統村落參觀 

 
 

SiamNiramit 天使劇院與泰國傳統村落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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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mNiramit 天使劇院與泰國傳統村落參觀 

 
 

SiamNiramit 天使劇院與泰國傳統村落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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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泰國正大集團卜蜂公司工廠 

 
 

參訪泰國正大集團卜蜂公司工廠 

 



28 

 

參訪泰國正大集團卜蜂公司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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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泰國正大集團卜蜂公司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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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泰國正大集團卜蜂公司工廠 

 
 

參訪泰國正大集團卜蜂公司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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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泰國正大集團卜蜂公司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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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泰國正大集團卜蜂公司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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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泰國正大集團卜蜂公司工廠 

 
 

與正大集團-卜蜂集團資深副董事長盧岳勝、我國駐泰國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童振源代表等貴賓意見交流互動 

 



34 

 

與正大集團-卜蜂集團資深副董事長盧岳勝、我國駐泰國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童振源代表等貴賓意見交流互動 

 
與正大集團-卜蜂集團資深副董事長盧岳勝、我國駐泰國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童振源代表等貴賓意見交流互動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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