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9 年度工程產業全球化專案辦公室」

建立海外拓點經驗資料庫/蒐集拓點國家資訊泰國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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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說明
本次報告為執行「109 年度工程產業全球化專案辦公室」
委託專業服務案項下「建立海外拓點經驗資料庫」之蒐集拓
點國家資訊分項工作，本篇蒐集目標國家為「泰國」
，蒐集重
點包括赴泰國設立公司、有關泰國政府對公司課稅問題、工
程技術顧問業或營造業資格條件及當地有力業者之相關資訊，
以供國內業者發展該市場之參考，以利提升拓展泰國工程市
場之輸出能量。

圖 1 蒐集拓點目標市場重點資訊示意
貳、蒐集情形
一、 如何設立外資公司-外資於泰國設立公司之相關法令規
定：
(一) 外資公司設立登記之相關規定：[1]
泰國依據「外國人商業法」規範外人持股比例及企
業所有權，並限制外國人參與及從事以下三類產業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經濟部南向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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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 類–因特殊理由禁止外國人經營的業務：
報業、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共 16 項。
2. 第 2 類–涉及國家安全穩定或對藝術文化、風俗習慣、
民間手工業、自然資源、生態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的業
務分：
(1) 與國家安全穩定有關者(如軍品等)。
(2) 涉及藝術文化、傳統民間手工藝者。
(3) 對自然資源、生態環境造成影響者(如蔗糖生產；海
鹽生產、礦鹽生產等)。
3. 第 3 類–泰國人對外國人未具競爭力之業務(含會計服
務業、法律服務業、建築服務業及工程服務業)。
4. 前述第 3 類中與工程建設相關部分，外資達以下條件
則不受限：
(1) 外國人投入的最低資本在 5 億泰銖以上的公共基礎
設施建設、運用新型機械設備、特種技術和專業管
理等公共設施、交通設施建設等。
(2) 部會級法規規定的其他工程建設。
(二) 外資公司設立流程：

[2]

依據泰國公司法規（Civil and Commercial Code,
Public Limited Company Act）
，在泰國有三種類型的公司
組 織 ： 合 夥 企 業 (Partherships) 、 有 限 公 司 (Limited
Partherships)和其他行是(如：分公司、辦事處)。外國投
資者多以私營有限公司設立經營，其申請流程說明如下
(如圖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KPMG 泰國投資手冊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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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私營有限公司成立流程
參考資料來源:KPMG 泰國投資手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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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步驟說明：
(1) 查詢並批准保留公司名稱：
設立公司之前需任一股東預查公司名稱，以確
保計劃使用公司名稱沒有與其他現存公司名稱重
複，並確保未使用某些不允許用於商業名稱的專門
詞彙。自 2013 年 1 月 14 日起，泰國商務部（Ministry
of Commerce）商業發展司(Department of Business
Development，簡稱 DBD)之註冊處（Registrar）不
現場受理公司名稱的查詢和保留。公司股東可通過
商務部網站查詢及申請保留，批准保留的公司名稱
有效期 30 天，不得展延。
(2) 有限公司設立登記
由所有股東共同製作公司組織章程，協商起草
公 司 治 理 規 則 的 核 心 文 件 （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或 Articles of Association），主要內容至
少包括：
 已獲批准的公司名稱。
 公司註冊地址。
 公司目標和經營範圍。
 公司股東詳細資訊。
 公司註冊資本。
 公司股份認購情況。
(註:泰國私人有限公司股東數不得少於 3 名，公
司註冊資本金額雖無法定最低限額，但應滿足
公司經營的需要，且首期認購額不得少於公司
註冊資本的 25 % ，股份認購人應以現金支付
各股份之應繳股金。)

7

1. 申請後應注意事項：
(1) 召開股東法定會議：公司股東應根據泰國法律及公
司章程的規定召開法定會議，選舉公司董事會、董
事長、批准公司設立過程中股東實施的交易和支出、
任命會計師等。
(2) 向商務部登記處提交公司組織章程，必須於登記主
管機關允許保留公司預查之名稱後 30 日內完成公
司組織章程登記。
(3) 公司法定成立會議結束後三個月內，公司董事會必
須向商業註冊廳提交公司註冊申請，註冊費用為
5,000 泰銖。
(4) 經營者如果年收益超過 180 萬泰銖，必須在其銷售
額達到 180 萬銖之日起 30 天內申請產品增值附加
稅（VAT）的登記，成為增值稅納稅人。
(5) 必 須遵 從有 關的民 事和 商業 的會計 財務 報表 規
定。
(6) 每年需做一份資金平衡表，送商業部商業發展廳註
冊組和稅務局。
(7) 有至少 1 名員工，必須向社保局（Social Security
Office）申請註冊員工帳戶（Employee Account）。
2. 有關外資資本額相關規定：
屬於外商法規定之許可經營之行業，外資股權若
超過 51%，最低資本額為平均 3 年每年營運費用 25%
或不低於 300 萬泰銖；不屬於外商法規範之行業，最
低資本額至少 200 萬泰銖。
另由於泰國是勞務輸出國，對於輸入之外籍勞務
嚴格限制，輸入經營管理類人員也有嚴格限制，一般
規定，雇主登記資本額達 200 萬泰銖，或國外登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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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泰國投資額達 300 萬泰銖，核發一張工作許可證，
且每增加 1 名外籍員工須增加 200 萬泰銖(純泰資企業)
或 300 萬泰銖(含外資企業)。
二、 相關公司稅務資訊-泰國政府對外國公司課稅相關規定[3]
(一) 公司所得稅[4]
公司必須將年度納稅申報表和繳納稅款在會計年
終後 150 天內報送稅務機關。除須要繳納年度稅款外，
公司須於年度中根據淨利潤繳納預付企業所得稅；其半
年度納稅申報表在上半會計年終了後兩個月內報送稅
務機關，應納稅所得額為公司預計年度淨利潤的 50%。
其預付稅款可以抵繳年度申報應納稅額。
如果公司未繳納預付稅款或繳納稅款不足 25%，將
會被處以應繳總額 20%之罰款。以下為相關注意事項：
1. 居住者認定：有限公司或合夥企業若在泰國成立並在
商業部登記，則視為居住者。
2. 企業所得稅稽徵原則：居住者採屬人主義；非居住者
採屬地主義。
3. 資本利得：資本利得視為普通所得按正常稅率課徵，
並無限制資本虧損彌補應稅所得之金額。
4. 課稅損失（虧損扣抵）
：可後抵 5 個會計年度；若營業
虧損與投資促進委員會（BOI）鼓勵的業務相關且於免
稅期內產生，則虧損可遞延至免稅期結束後，再後抵 5
個會計年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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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PMG 泰國投資手冊，2020
表格 1 企業所得稅
納稅人

稅基
稅率
淨 利 潤 30 萬 至
15%
300 萬泰銖
淨利潤多於 300 萬
20%
泰銖

小型公司(註 1)
泰國證券交易所掛
牌公司
泰國證券交易所新
掛牌公司
泰國新生股票投資
市場新掛牌公司
銀行國際金融業務
所得
從事國際運輸的外
國公司
未在泰國從事經營
活動但在泰國享有
分紅的外國公司
未在泰國從事經營
活動但在泰國享有
除分紅之外收入的
外國公司
外國公司在泰國以
外地區獲得之利潤
營利的協會及基金
會

淨利潤

20%

淨利潤

20%

淨利潤

20%

淨利潤

10%

總收入

3%

總收入

10%

總收入

15%

國外收入

10%

總收入

2%或 10%

註 1：小型公司是指在會計期間結束時的實際資本少於
500 萬泰銖的公司。
參考資料來源：KPMG 東協投資指南，海外業務發展
中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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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扣所得稅[5]
依泰國公司法組織設立之公司，對其源於泰國境內
和境外之所得（純益額）課稅。如下表 2：
公司所收到的某些特定收入須要預扣所得稅，預扣
所得稅率根據不同類型的收入和納稅人的稅務情況所
定。收入支付人須要填寫申報單並一同將預扣稅金在支
付收入次月 7 日內提交至地方稅務部門。預扣所得稅將
直接抵消納稅人的稅務責任。以下是一些重要收入的預
扣所得稅稅率：
表 2 預扣所得稅稅率
收入總額
預扣所得稅稅率
分紅

10%

利息註 2

1%

權利金註 3
廣告費

3%
2%
3%(支付給在泰國設有永久分支
機 構 的 泰 國 或 外 資 公 司 )
5%(支付給在泰國沒有永久分支
機構外資公司)

服務費及專業費用

獎金

5%

註 2：稅額將從支付給協會或基金會的利息中扣除 10%
註 3：支付給協會或基金會的權利金須預扣 10%所得稅
泰國政府機構向公司支付款須預扣 1%所得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泰國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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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值稅
自 1992 年以來泰國已實施增值稅（VAT）取代營業
稅（BT），增值稅是種非累積大範圍之消費稅，對在泰
國銷售貨物或者提供服務納稅人的增值部分徵收之一
種間接稅。增值稅之計稅是根據銷售貨物或服務之價格
計算。納稅人在採購商業活動所需產品或服務時產生之
進項增值稅可和銷項值稅相沖抵。其他與增值稅相關規
定說明如下：
1. 在生產製造過程到銷售每個環節都須徵收 7%
的增值稅。增值稅納稅人包括生產廠家、服務行業、批
發商、零售商以及進出口公司。
2. 增值稅納稅期以月為單位，必須每月提交申報。
增值稅申報表(表格 VAT30) 連同稅款，應於次月 15 日
內提交至地方稅收辦公室。如果納稅人擁有多處營業場
所，除非經稅務局局長許可，每個營業場所應分別申報
及繳納增值稅。
3.外資廠商在泰國提供的服務也需要繳納增值稅；
在這種情況下，泰國的服務對象有義務代表服務供應商
申報及繳納增值稅(表格 VAT36)。如果商品或服務供應
方受貨物稅(Excise Tax) 約束時，增值稅與貨物稅必須
同時於次月 15 日內向稅務局(Excise Department) 申報
及繳納。進口之貨物也需要繳納增值稅，海關局會於貨
物進口時代徵。
(四) 個人所得稅
1. 居住者認定：境內停留 180 天以上者即為居住者。
2. 個人所得稅稽徵原則：針對泰國來源所得課稅，居住
者境外所得於所得發生當年度匯回泰國亦屬應課稅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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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納稅所得：個人所獲得之所得或福利需繳納個人所
得稅。
4. 股息和利息：採取來源扣繳，稅率分別為 10% 和 15%。
5. 資本利得：若交易之股份係在泰國證交所上市之股票，
則相關之資本利得免繳個人所得稅，其餘股份交易或
財產交易之資本利得則計入個人所得稅應稅範圍。
6. 扣除與減免：第一次購買個人住所、保險、抵押借款、
退休或長期股權計畫及慈善機構捐款等可予扣除。
7. 居住者採累進級距，納稅年度報稅年度採曆年制，申
報時程薪資所得應於次年 3 月底前申報完稅最高稅率
35%，符合條件者得於期間適用單一稅率 15%。
8. 稅率級距如下表所列：
表格 2 稅率級距
(單位：泰銖)

應稅收入

稅率

0~150,000

免稅

150,001~300,000

5%

300,001~500,000

10%

500,001~750,000

15%

750,001~1,000,000

20%

1,000,001~2,000,000

25%

2,000,001~5,000,000

30%

5,000,001 以上

35%

(五) 印花稅
在稅務法印花稅附表中提到某些文件（如電力授權
書，信用證，支票，提單，服務合同等），必須要有指
定面額印花稅票。印花稅只是一般名義利率，如果沒有
繳納印花稅可能受到高達 600%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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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石油收入稅
石油收入稅法規定，經政府特許而從事石油業經營
的公司、以及從這些公司購買石油用於出口的公司需向
政府納石油收入所得稅。石油公司的淨收入包括生產、
運輸或出售石油和天然氣、等銷售收入。稅率是純利潤
的 50％至 60％不等。
(七) 泰國投資優惠政策
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I)按產業類別的重要性制
訂 A 類、Ｂ類、輔助目標技術及第八類發展科技與創新
的優惠權益：：
表格 3 Ａ類產業優惠權益

產業類別

免徵用於研 免出口產
免企業 免機器
非稅收方面
發的物品進 品的原材
所得稅 進口稅
的優惠權益
口關稅
料進口稅

A1 智慧型產業，以增加
8 年(無
國家競爭力的設計和研
✓
上限)
發產業為主

僅限 7.11 及
7.12.1 至
✓
7.12.4 的投
資項目

✓

A2 發展國家基礎設施的
產業，具有高附加價值
8 年(無
的高科技行業，在泰國
✓
上限)
投資較少或者尚未有投
資的產業

-

✓

✓

A3 對國家發展具有重
要意義，並且在國內相
5年
關投資較少的高科技行
業

✓

-

✓

✓

A4 技術不如 A1 至 A3
先進，但能增加國內原
3年
材料價值以及加強產業
鏈發展的產業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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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 Ｂ類產業優惠權益

(八) 雙

產業類別

邊

免企業所得稅

租

免出
口產
品的
原材
料進
口稅

非稅
收方
面的
優惠
權益

-

✓

✓

-

✓

✓

✓

僅限
7.11的 ✓
投資項

✓

✓

✓

✓

免徵用
於研發
免機器
的物品
進口稅
進口關
稅

稅B1

沒有使用高科技但對 符合下列情況者，可享
協產業鏈發展仍具有重要 有免稅企業所得稅3年之 ✓
性的輔助產業
優惠。
定
-若在項目中使用自動化
[
系統或機器人，即可享
6
有免企業所得稅限額為
投資資金的百分之五十
]
(不包含土地資金和流動
[
資金)的優惠權益。
7
-若在項目中所使用的機
] B2 沒有使用高科技但對 器與國內生產自動化機
械相關聯，或有輔助之
×
產業鏈發展仍具有重要
用，起該機器佔所有機
在
性的輔助產業
器價值不少於百分之三
臺
十的情況下，即可享有
免企業所得稅限額為投
泰
資資金百分之百（不包
租
括土地資金和流動資
金）的優惠權益。
稅
－必須在2020年12月31
協
日前遞交申請。

定
輔助目標技術發展符合
合作條款的產業類別，
於
分別為
2
5.6,7.11,7.13,7.14,7.
15,7.19
0
第八類
發展科技與創
1
新，包括發展目標技術
產業，例如：生物技
2
術、奈米技術、先進技
年
術和數位科技

10年(無上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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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9 日生效後，雙方基於互惠原則，在營業利潤、
股利、利息及權利金等所得類別上，可享租稅優惠。
過去臺灣企業在泰國投資子公司，企業盈餘分配
股利時，須依泰國 10%稅率進行分配；但在租稅協定
生效後，凡持股達 25%的子公司，稅率降至 5%，除企
業
盈餘的股利所得之外，包括利息及權利金所得，也一
併由原先 15％稅率，降至現行 10％；在泰國投資但未
設立營業據點企業，凡在泰國境內無常設機構或代理
人，我方人員在泰從事工程活動或提供服務，不超過 6
個月，其營業利潤可免課所得稅。
說 明

稅率

技術服務 15%(如屬臺泰租稅協定所稱之營業利潤，且未在泰
報酬

國境內有常設機構者，則免扣繳)

利息

15%(如 屬 臺泰 租稅 協 定 所稱 由金融 機 構 取得 者
10%)

權利金

15%(如屬臺泰租稅協定所約定者為 10%)

股利所得

10% (依臺泰租稅協定如持股超過公司資本額或投
票權 25%以上為 5%)

分公司盈 10% (依臺泰租稅協定，臺灣之泰國分公司可降至
餘匯回

5%)

參考資料來源：KPMG 東協投資指南，海外業務發展
中心，20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經濟部泰國投資環境簡介
[7] KPMG 泰國投資手冊 2020

其 餘 協 定 內 容 請 詳 財 政 部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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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191?cntId=63930)。
三、 泰國政府對當地工程顧問服務業及營造業相關規定或限制
條件：[8][9]
泰國對當地工程顧問業及營造業無嚴格要求規定，惟
泰國工程市場有條件向外國企業開放，根據泰國《外國人
商業法》相關規定，建築業和工程服務業為限制外籍人士
從事之行業，外籍人士須與泰籍人士組成合資公司或聯合
公司才可承攬泰國工程項目，且合資公司或聯合公司須由
泰籍公司控股，外籍人士投資所佔比例不得超過 49%。
泰國沒有統一之相關執照註冊機構，在內政部、交通
部、農業部等不同政府部門註冊執照只適用於該部門。近
年，泰
國大型政府預算項目普遍要求外商企業所屬國駐泰國的使
領館出具企業之執照、業績和股東列表等文件的公證函，
並
交泰國外交部認證後才可獲得資格參與項目投標。泰國承
包工程項目含以下型式：
1. 國家投資的公共項目，通常採取電子競標（E-Auction）
的方式且由泰籍法人參與投標，僅有少數項目採取國
際招標形式。
2. 私人投資的工程項目，目前通行的國際招標、邀標和
議標等招標形式均有採用。私人項目一般選擇與業主
有長期合作關係的承包商承建，近年來透過議標合作
的情況比較多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台泰產業交流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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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he Council of Engineers(COE,泰國專業工程師協會)
(一) 泰國政府項目招投標方式：
1. 直接投標：適用於一般規模的項目，有資格的投標人
在購買標書後直接進行商務投標。
2. 資格預審投標：適用於大型項目，尤其是項目資金來
源於國外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投標人根據標書要求
先進行資格預審，預審通過後得參加投標。
3. 特別招標/議標：適用於國家預算不超過 1 億泰銖之項
目，及使用國家預算之國外項目（如駐外使領館項
目）。
四、 泰國當地知名之工程顧問業/營造業等相關資訊[10][11]：
(一) 根據 Statista 資料庫及泰國顧問工程師協會資料，公司簡
介如下：
1. Thai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mpany Limited
成立於 1961 年，被認為是泰國第一間工程顧問公
司，提供多樣化的工程服務，如勘測、材料測試、建
築、工程設計、項目管理、施工監督等，範圍包括高
速公路、橋樑、高架道路、供水處理和分配、廢水收
集和處理系統、排水系統、各類建築物、燈塔、防波
堤和碼頭等專用結構、港口工程，工、商業住宅開發
等。工程實績涵蓋：胡志明市鐵路、胡志明市捷運 2
號線、曼谷捷運（紫線）系統項目諮詢、3843-VN 號
高速公路開發項目諮詢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The Consulting Engineers Association of Thailand(CEAT,泰國顧
問工程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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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tatista 綜合資料庫
 公司網址：https://www.tec.co.th/
2. Asia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rp
成立於 1977 年，為泰國工程顧問公司，專業領域
涵蓋公路、高速公路、鐵路、大眾捷運、機場、港口
等公共建設之規劃、監造、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等，工程實績包含
Suvarnabhumi 機場、Nakhon Pathom 至 Chumphon 之
420 公里長鐵路、Burapha Withi 至 Pattaya 之 196 公里
長高速公路營運維護(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O&M)
等。
 公司網址：http://www.aec-th.com
3. Samsung Engineering
成立於 1970 年，為國際大型 EPC 統包業者，提供
包括石油、天然氣、煉油、石化、化工、電子、環保、
電力能源等可行性研究、設計、採購、施工、試車之
全方位工程服務，在 40 個國家/地區擁有 5500 多名員
工，每年創造 50 億美元收入，2018 年全球承包商排名
第 77 位(Engineering News-Record,ENR)，自 1991 年以
來，Samsung Engineering 在泰國為泰國國家石油股份
公司提供各項工程服務逾 20 年，承接約 20 項計畫，
其中 GSP-6 項目獲美國項目管理協會（PMI）優秀項
目獎。
 公司網址：http://www.samsungengineering.com/index
4. TRC Construction Public Company Limited
於 1998 年成立，提供工程建設項目的設計、採購、
19

施 工 、 試 運 行 等 （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EPC）整合方案，在天然氣輸送管道和石
化產品的建設方面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工程
實績如：EPC 一座容量為 400,000 公升之生質乙醇工廠、
EPC 一座產能為 450 噸/天的生質柴油廠以及 Thong
Nian 供水站建設和供水管鋪設。
 公司網址：https://www.trc-con.com/en
5. Sino-Thai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Plc.
於 1967 年成立，為泰國大型營建業者之一，業務
主要涉及土木和機械工程項目承包。主要提供：基礎
設施，高架道路、公路和橋樑；醫院和機場航站；發
電廠、煉油廠；工廠、石化工廠、包括廢水處理廠等，
工程實績如：Bung Nong Bon 至湄南河下水道工程、拉
普河運河改善工程、新清邁國際機場航站之土木、結
構、機電工程等。
 公司網址：http://www.stecon.co.th/index.php
6. Unique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Public Company
Limited
於 1994 年成立，為泰國大型營建業者之一，專注
於公共工程、結構工程、建築工程等領域，工程實績為
Phuket 國際機場 Check-in 大樓、Wat Nakorn-In 橋梁、
Khlong Yai 多功能碼頭營建、Chongnonsee 至 Bangkok
Bridge 快捷巴士(Bus Rapid Transit,BRT)建設、泰國捷運
藍線 Tao Pun 至 Tha Phra 路段擴建、Bang Sue 車站等。
 公司網址：http://www.unique.co.th/home/
7. Italian-Thai Development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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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58 年成立，股票上市之大型營建業者，為泰
國 唯 一 獲 得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ian and
Western Paciﬁc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IFAWPCA) 土
木工程金獎之泰國建築公司，營建項目涵蓋：機場、
捷運系統、高速公路、橋梁、鋼構工程等，工程實績
包含 Suvarnabhumi 國際機場客運大樓營建、曼谷北部
聯合循環發電廠鋼構工程、Mae Moh Lignite 採礦項目，
已將業務擴展至印度、孟加拉、柬埔寨、老撾、印度
尼西亞、馬爾地夫、緬甸、菲律賓、馬達加斯加等許
多國家。
 公司網址：https://www.itd.co.th/index.php
8. CH. Karnchang Public Company Limited
成立於 1972 年，為泰國大型營建業者之一，專注
於大型基礎設施的建設及土建工程。建設項目包括大
眾運輸系統、機場、道路、高速公路、橋樑、能源、
供水、港口、大學、購物中心等。除了建築本業外，
還投資政府特許經營項目，例如 Sri Rat 高速公路的建
設和營運，捷運 Chaloem Ratchamongkhon 線以及泰國
Nakorn Pathom 和 Samut Sakorn 社區的自來水設計，水
力發電廠的建設及營運。
 公司網址：
https://www.ch-karnchang.co.th/investor/en/ir_home.ph
p
9. Nawarat Patanakarn Public Company Limited
於 1976 年成立，為泰國上市之大型營造業者和建
材供應商。承接以下類型的建築工程：建築物和工業
廠房、公共工程、港口、碼頭、發電廠、水庫、廢水
21

處 理 系 統 等 工 程 實 績 包 含 Lam Ta Khong 水 庫 、
Ratchaburi 發電廠、Ayudthaya 發電廠、Chacheongsao
發電廠等。
 公司網址：
http://www.nawarat.co.th/index/index.php?content=ho
me
10. Christiani & Nielsen (Thai) Public Company Limited
於 1976 年成立，為泰國上市之大型營造業者，提
供全方位建築服務，包含設計和建造各種建築物和土
木工程、鋼構以及機電工程服務，並擴展業務至馬來
西亞、越南及中國。工程實績包含曼谷 BTS 輕軌站 S9、
S10、S11(Taksin 至 Phetkasem) 、亞運體育館、曼谷港、
馬希多王子殿堂等。
 公司網址：https://www.cn-thai.co.th/
(二) 以上泰國工程公司資訊供國內業者參考應用，相關泰國
境內工程公司亦可洽當地經驗拓展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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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結
本次透過不同管道蒐集彙整泰國市場當地法令及資訊，包
含外商於泰國設立公司相關規定、對外資企業課稅相關規定、
對工程顧問服務業及營造業之資格認定、及當地知名或有力工
程業業者相關資訊，各資料來源已載明於前述各節文中。
本次所分析資料對供欲前往泰國市場拓展之國內工程業者
具有相關之參考性，惟當地市場相關法令亦有時效性，建議個
別廠商欲前往泰國投資者宜注意當地最新市場資訊及法令調整，
俾以適妥之決策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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