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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2011 年緬甸政府開放市場，大量鬆綁對外商投資之限制後，其充沛的勞動力、
低廉薪資以及歐美解除經濟制裁後，恢復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吸引眾多外資投資緬甸。近年來世界工廠的中國大陸，勞工工資
上漲、勞權意識提升及環保意識興起等，伴隨著中美貿易戰升級，也讓眾多企業開始
朝東南亞如越南、緬甸等地發展。透過在緬甸設置海外生產基地，分散因政治、天災
等因素造成產線停擺供應鏈斷鏈之風險，其中又以紡織業、成衣、製鞋業等勞力密集
產業為大宗。身為東協十國中最晚開放市場的緬甸，又被譽為「東南亞最後的處女地」，
近幾年來經濟高速成長，經濟成長率皆超過 6%，儘管 2020 年受到新冠疫情之衝擊，
導致成衣及水果之出口下降，訂單亦減少，但緬甸仍然深受投資者青睞，投資金額不
斷湧入，據惠譽解決方案（Fitch Solutions）在 2020 年 7 月的報告預測，緬甸在成衣
製造業將維持高成長潛力 1，世界銀行更是預估 2021 年，緬甸經濟成長將達到 7.2%2。
經濟快速發展同時，緬甸政府也致力於讓國家「永續發展」與「招商引資」雙管
齊下 (Twin Plans)3，分別制定了緬甸投資推廣計畫 (MIPP) 2016-2036 及緬甸永續發展
計畫 (MSDP)2018-2030，期望發展出和平、繁榮及自由的緬甸，而歐盟亦協助緬甸推
動智慧紡織成衣永續發展計畫 4。緬甸對循環經濟日趨重視及環保法規越加嚴格，然基
礎建設的不足已為環境及生態帶來威脅。值緬甸環保設施及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技術普
遍不足之際，臺灣業者成熟的工業循環經濟經驗與技術，可藉此打入緬甸市場，提供
解決方案。爰此，調查水資源處理、廢棄物處理、資源再生利用等工業循環經濟市場
商機，協助業者評估切入市場參考。

1

駐緬甸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2020.07.17)。緬甸貿易不受疫情影響維持成長。經貿透視網。取自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68553&iz=1

2

林錫星 (2020.07.10)。林錫星觀點：緬甸經濟在疫情中逆勢而行。風傳媒。
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05094

3

駐緬甸代表處經濟組 (2020.07)。緬甸經貿情勢簡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取自 https://www.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ID=1296

4

駐緬甸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2019.12.13)。歐盟協助緬甸推動智慧紡織成衣永續發展計畫。經貿透視網。
取自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57609&i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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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範圍

循環經濟範圍廣泛，橫跨各個產業面，新南向國家因處於快速發展階段，經濟、

人口快速成長，對環境基礎建設與強化環境管制需求日益提高，各國紛紛提出更嚴謹
的環境政策與立法，以改善環境汙染問題，也衍生出廢水、淨水與廢棄物處理等龐大
商機。
緬甸現有 42 個工業區及三個經濟特區正在開發中，工業主要為農產品及飲料加
工、木材加工、能源開採、礦產、紡織、印染、化肥及製藥、造紙等，其中食品及飲
料加工佔整體製造業的 85%，以稻米、食用油、糖、鹽等農產品加工，以供應內需市
場為主。製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多為能源開採、成
衣或製鞋的來料加工（Cut-Make-Pack, CMP），累計目前全緬已有超過 400 家製鞋
成衣廠，其中台商製鞋成衣廠有：寶成、台鎰、志强興業等。然而受限於水、電、通
信及道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加上國家長期封鎖，實施緬甸式社會主義至 2011
經濟才重新開放，多年對外資不友善，導致緬甸普遍缺乏專業與國際化人才，現代化
工業生產製造基礎薄弱。然而在經濟開放以後，許多外資摩肩擦踵地湧入此塊未開發
之處女地，緬甸政府也立下政策大力扶植工業，此時環保設備廠商入場正是時候。
故本次調查以工業循環經濟中面臨的兩大問題 - 工業廢水處理及廢棄物處理與回
收再利用作為調查範圍，以市場需求面考量，針對緬甸知名工業區及經濟特區中，與
基礎設施相關的之水資源及廢棄物處理再利用為主要調查範圍。台灣在水處理及廢棄
物回收再利用的工業循環已有相當基礎，適合推廣相關產品與技術至東南亞國家。

4

調查範圍及方法

二、調查方法

本次市調報告採案上研究搭配線上訪談調查，相關研究計畫時程表如表 1 所示。
表 1：研究計畫時程
日期
5-7 月

進度
1. 蒐集彙整並分析相關資料。
2. 掌握國內工業循環經濟發展趨勢與優勢。

1. 拜訪國內相關業者、公協會、法人組織與智庫單位，
2. 請仰光台貿中心協助蒐集當地相關資訊。
8-10 月
3. 請仰光台貿中心協助洽當地相關業者、公協會、工業區，安排線上
訪調行程。
11 月

完成市調報告

( 一 ) 案上研究：次級資料蒐集與研析
( 二 ) 訪談調查
( 三 ) 訪談對象
1. 國內針對緬甸投資相關業者、公協會、法人組織及智庫單位。
2. 國內相關水處理及廢棄物處理廠商。
3. 緬甸工業區廠商。
4. 緬甸相關業者、公協會、法人組織及智庫單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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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循環經濟發展趨勢

( 一 ) 從線性經濟到循環經濟 5

過去衡量經濟成長時，習慣採「線性經濟」(Linear Economy) 單向思維來進行商
業模式，一項產品從開採原料、加工製成產品、消費者購買使用後丟棄變成垃圾，成
為地球的負擔，在《循環經濟》書中提到 6：

根據麥肯錫顧問公司的研究，每一年全球開採價值 3.2 兆美元的原料
生產消費物品，卻有高達 80% 原物料只使用一次就丟棄或焚毀。(p.24)
即便強化 3R(Reduce、Reuse、Recycle) 的呼籲，若未從源頭設計改變，也只能讓
產品的生命週期延長或降級使用，而有毒物質依然排放，如果不改變現有經濟發展模
式，地球資源早晚會因此耗盡枯竭，因此循環經濟 (Circular Economy) 概念相應而生。
循環經濟是一個可以自我修復的經濟體系，在循環經濟內一項產品從原料開始，
經過生產、使用、廢棄之後，透過將廢棄物經過回收、再製造、產品壽命延長之方式
讓這個廢棄物以原料的方式再回歸到產品的生命週期內，不斷地循環及永續再生，也
就是從搖籃到搖籃。循環經濟不只是環保議題或做回收，而是如何透過設計、製程、
商業模式等讓資源可無限循環再利用。
當企業在發展循環經濟時，可以依循以下三個重要策略：產品服務化、高價值循
環、系統合作，分別簡述如下：
1. 產品服務化：以販售服務取代販售商品本身，促進消費及生產文化的改變，例
如辦公室印表機租賃，以租賃取代直接買印表機機台，因消費者需要的是可以
印東西的這項服務，而不是機器本身。
2. 高價值循環：將每份產品與資源的價值保存下來，讓其發揮最大效益，也使環
境衝擊最小化，最終達到零排放、零廢棄，可透過生物及工業循環路徑實踐：
5

臺灣搖籃到搖籃平台 (2020.5.15)。搖籃到搖籃 (C2C) 設計概念。臺灣搖籃到搖籃平台。
取自 http://c2cplatform.tw/c2c.php?Key=1

6

黃育徵 (2017)。循環經濟。台北市：天下雜誌。第一版，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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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循環：產品若可以生物分解進入循環體系，便以價值高低考量規劃生物
質的使用方式，讓其充分利用後再回歸自然生態，例如豬農將豬糞轉化為沼
氣發電，發電又用回養豬的用途。
(2) 工業循環：產品若無法以生物分解進入循環體系，可考慮優先保存產品原
型使其延長壽命或再使用，其次為保留重要零組件，如零組件也無法保存時
再透過回收系統處理成再生物料，將可再利用的產品或材料回收，再製成新
的產品，讓其回到工業循環，例如從電子廢棄物中提煉出貴金屬，再將貴金
屬用回產品的製程。
3. 系統合作：透過各個企業根據自身資源互通有無的產業共生及與政府、學研、
社會團體、媒體的跨域合作，提高資源可循環利用的機會。
國際諮詢顧問公司 Accenture7 將循環經濟歸納為 5 種商業模式，分別是製造驅動
的「資源循環供應」、「資源回收再造」及商業驅動的「商品生命延伸」、「共享平台」、
「服務及商品」，簡述如下：
1. 資源循環供應：使用再生能源或可生物分解材料，如星采將咖啡渣經過萃取後
再改製為咖啡紗來做成衣服。
2. 資源回收再造：將廢棄物回收再使用，如春池玻璃使用廢玻璃做成防火磚。
3. 商品生命延伸：將廢棄物透過維修、升級及回售，延長商品及元件的使用週期，
如美國 Caterpillar 之重工具機再製造。
4. 共享平台：運用數位平台提高閒置材貨及服務資源使用率，如 airbnb、Uber
及 GoShare。
5. 服務及商品：以使用權取代擁有權，強化資源循環生產效率，如荷蘭機場向飛
利浦租用燈泡取代購買燈泡。
聯合國在 2015 年提出 2030 年 17 項 的永 續發 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8，其中第 12 項確保落實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正是循環經濟的體現，希望藉
由改變現有經濟成長定義，達到兼顧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讓地球永續發展。
7

林鼎為 (2017.9.28)。循環經濟營運模式及國際發展趨勢。國家實驗研究室。
取自 https://grb-topics.stpi.narl.org.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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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主要國家應對政策
隨著全球暖化、環境汙染、能源耗竭等議題接連產生，循環經濟之概念亦逐步為
世界各國所重視，並紛紛提出相對應政策及倡議，如歐盟推出「綠色新政」、日本提
高 9% 的循環經濟相關預算，共計 1,120 億日圓 ( 約新台幣 302 億元 )；英國、日本、
印尼、中國大陸等也將合作製作「海洋汙染地圖」以因應「海洋塑膠危機」9。
中經院綠色研究中心主任溫麗琪，在「不可不知的 2020 循環經濟趨勢」，指出
2020 年全球循環經濟發展有 6 個重大趨勢：

1. 企業生產者延伸責任（EPR）之進展朝向更明確的責任。
2. 國際上不僅推出各種再生料認證制度，也利用綠色採購政策，財務性支持各種
再生料產品。
3. 創新商業模式紛紛出籠，靜脈產業成長，產業結構終將調整。
4. 企業落實「減塑」，紛紛和化學產業合作，市場上化學回收產業越來越具商業
規模。
5. 時尚產業遠離快時尚走出永續道路，致力打造永續原料。
6. 如何盡力淘汰包裝容器中的有毒化學物質。
工研院產科所的蘇孟宗等 10 亦在「透視循環經濟新趨勢與挑戰」中，指出現今世
界循環經濟發展趨勢有以下三點：

1. 各國紛紛訂定循環經濟目標以促進發展
2. 減少塑膠垃圾已成為國際重要目標
3. 品牌廠商積極投入循環經濟

8

有關 17 項的 SDGs，可參考美國在台協會 (AIT) 對聯合國發表之 SDGs 之說明：
https://www.ait.org.tw/wp-content/uploads/sites/269/un-sdg.pdf

9

溫麗琪、黃敏瑜 (2020.3.27)。不可不知的 2020 循環經濟趨勢。工商時報。
取自 https://view.ctee.com.tw/environmental/18226.html

10

蘇孟宗、鄒念濤、范振誠、陳明君、陳育誠 (2020.03.25)。透視循環經濟新趨勢與挑戰。
台北市投資服務公司。取自 http://invest.taipei/pages/policy_detail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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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各國推廣循環經濟發展之現況：
1. 歐盟 11：
歐盟認為要發展循環經濟需從產品生命週期的觀點提出相應的政策與策
略，並從產業源頭著手，舉例來說，如果該產業有接受歐盟計畫資助的話，對
產品的設計與製造、消費、甚至是使用完畢後的廢棄物管理及廢棄物市場，都
需符合歐盟對循環經濟的標準及策略，例如使用永續材料包裝、產品符合綠色
認證、使用共享服務系統、採用綠色公共採購等。
2012 年歐盟即簽訂「循環經濟宣言」（Manifesto for a Resource-Efficient
Europe），指出歐盟應邁向循環經濟；2015 年歐盟發表「循環經濟推動計畫」
（An EU action plan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提出執行目標、策略、行動
計畫及時程表； 2020 年 3 月歐盟執委會公布「新循環經濟行動方案」(New
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方案重點如下 12：
(1) 永續產品政策法案：確保歐盟市場內產品朝壽命更長且可循環回收利用之方向設
計，限制單次使用產品，並禁止銷毀未售出但仍可用之產品。
(2) 授權消費者：消費者將獲得有關產品修理及使用期限等相關資訊，幫助他們做
出符合環境永續發展之選擇。
(3) 重點關注使用最多資源且循環可能性高的部門。
(4) 電子及資通訊產品：執行「循環電子計畫」，延長產品壽命並改善電子廢棄物
收集及處理。
(5) 電池與汽車部門：制定新電池管理法規，提高電池永續性及廢棄車零件回收
效能。
(6) 包裝：對可於歐盟流通之包裝制定強制規範，減少過度包裝。
(7) 塑膠：對可回收成分制定新強制規範，並特別關注塑膠微粒及可生物分解塑膠。
(8) 紡織品：將透過歐盟紡織新策略，增進產業競爭力及創新能力，並促進歐盟紡
11

循環台灣基金會，https://www.circular-taiwan.org/。

12

產業永續發展整合資訊網 (2020.06.16)。新的「循環經濟行動方案」邁向不影響氣候、有能力的消費
者參與競爭性經濟道路。產業永續發展整合資訊網。
取自 https://proj.ftis.org.tw/isdn/Message/MessageView/1307?mid=57&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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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品再利用市場。
(9) 建材與建物：提出永續建築環境策略，促進建材循環利用。
(10) 食品：制定新法規，以可重複使用包裝或餐具取代一次性產品。
(11) 確保減少廢棄物：避免浪費，並將廢棄物轉化為優質二次原料；此外歐盟將設
計統一廢棄物回收分類模式及標籤，並減少歐盟廢棄物出口與防止非法運輸。
2. 日本 13：
1980 年到 2000 年期間，日本因泡沫經濟促成「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
量廢棄」，導致廢棄物數量大增並衍伸出全球暖化、生物多樣性降低之環境議
題，促使日本人開始重視此議題。因此於 2000 年日本便制定「循環型社會形成
推進基本法」，並以此法為架構處理廢棄物及再利用相關議題，每 5 年進行修
正。2007 年推動的第二次「循環型社會基本計畫」又名為 3R 計畫，即著名的
Reduce、Reuse、Recycle，具體指定 10 個行業及 69 種品項產品在製造階段就該
將 3R 策略、分類回收、如何進入循環再生系統考量進去。2013 年的第三次「循
環型社會基本計畫」便要求國民、企業、公協會、教育機構、地方公共團體、國
家等所有團體相互合作邁向循環型社會。
日本回收循環率十分高，2007 年金屬的整體回收率就可達到 98%，家電回收
法讓大多數的電子產品可進入回收體系，其中 74~89% 的物質可經處理後再生成
為原料；環境省與經濟產業省合作推動的「Eco-town 計畫」也協助各地區永續發
展，例如提供企業永續經營的相關資訊、食物銀行普及、建立衣物或家庭用品的
再使用市場，減少不必要的包裝及浪費等，逐步建構 3R 型生活型態及地域循環圈；
此外政府部門的綠色採購、動靜脈產業 14 相呼應的再生能源、資源回收設施與技
13

14

黃敏瑜 (2019.7.24)。日本循環型社會法治與分工的整合。前瞻焦點，p23-30。
「動靜脈產業出自搖籃到搖籃的理論，人體動脈帶著充滿氧氣的血液（充氧血）運送到全身，企業
在設計和製造過程中，若提高能源或資源使用效率，例如生產手機使用綠能，而不用火力發電；或
是用回收材料進行手機製造，就是動脈產業；人體靜脈帶著大量二氧化碳的血液（缺氧血）回到心
臟，企業製造過程主要是回收廢棄物，進行轉化與加工變成資源，並且再生使用的，例如回收手機，
把手機一個一個零件拆解開來，取出金屬煉製，然後再賣出去，就是靜脈產業。 」以上文字引用自
綠學院 (2018.06.05)。【綠色觀點】循環經濟真正循環的只有新台幣！空有表面的工業廢棄物處理。
INSIDE。取自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3138-lets-talk-about-industrial-waste

11

緬甸工業循環經濟市場調查報告 - 緬甸廢水、廢棄物及小型綠電之商機

術，讓日本不僅成功設計領先世界的循環經濟體系，並有餘力協助開發中國家處
理無法妥善處理之廢棄物，成功將日本循環經濟產業邁向國際化及國際交流合作。
3. 美國：
美國為早期發展循環經濟之國家，著名的「宇宙飛船理論 15」便是 1960 年
代美國經濟學家波爾丁 (Boulding) 發表。美國未如歐盟或日本制訂全國性的循
環經濟推動法案 16，而是由各州制訂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環法規，如 1976 年聯邦
政府通過《固體廢棄物處理法》、1990 年的《污染防治法》都蘊含循環經濟思
維。作為世界消費大國，美國每年光垃圾就有 2 億噸，為了妥善安置及處理這
些廢棄物，美國政府透過 1. 制訂相關法規、2. 制訂政府獎勵、稅收優惠及綠色
採購政策、3. 鼓勵企業及公部門實踐來推廣循環經濟。
根據 CIRCULAR COLAB 於 2018 年在美國針對 233 家美國企業就產品設計
(Design)、財務 (Financing)、教育及意識 (Education and Awareness)、透明信
息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材料創新 (Material Innovation)、產品即服務
(Product as a Service)、產品生命延續 (Product Life Extension)、廢棄物到資
源 (Waste as a Resource) 共 8 個方向所作的循環經濟調查 17，有以下幾點發現：
(1) 40% 的企業都有採用廢棄物到資源的概念。
(2) 不到 8% 的企業有提供產品回收的服務，即使該產業本身就是二手市場，意
即多數產品生命週期只有一次。
(3) 低於 40% 的公司有清楚告知消費者產品使用後該如何回收及丟棄，消費者
不易得知適當的廢棄物處理管道。

15

1960 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波爾丁 (Boulding) 發表的「宇宙飛船理論」(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 中率先提出循環經濟的概念，認為地球就像宇宙中的飛船資源有限，如人口持續增
長，持續為了促進經濟成長而消耗資源，最終飛船內資源將耗盡而墜落，故地球應珍惜所有的資源，
並思考如何將其回收再利用。「循環經濟」一詞則是由英國經濟學家 Pearce and Turner 於 1989 年在
「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中提出。

16

李東升、胡希寧、邵成山 (2017.12.7)。煤資源城市循環經濟發展對策。飛翔時代，第三章第四節。

17

Gina Lee(2018.10).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In America-Trend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IRCULAR COLAB . https://www.circularcolab.org/us-circular-econom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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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費品 (22%)、材料管理 (20%)、製造業 (18%) 及成衣業 (16%) 是循環經濟
創新者最關心的產業。
此報告亦指出美國無論公部門、私人企業或非營利組織皆非常具體在實踐
循環經濟，只是未特別以循環經濟之名強調，例如全球知名重工業機械設備
及發電機製造商開拓重工 (Caterpillar)，於 1972 年開始就致力於「再製造」
的推廣與發展，當產品使用完畢後，消費者可持舊產品與開拓重工一對一交
換，取得全部或部分押金 18；或是從 1902 年就存在的老牌二手商店慈善機構
Goodwill，Goodwill 將美國人捐贈的二手商品或衣服加以整理再上架銷售，所
得用來協助弱勢族群就業，包括身心障礙、低收入戶、高齡就業或長期失業等
民眾 19。此外美國也需要更「激進的選項」(radical alternatives) 來更進階地實
踐循環經濟，例如如果需要使用工具，可以自備 3D 藍圖，然後到社區實驗室
將其印出，用完之後材料又可以回到循環內再度重複使用，形成封閉循環經濟。
4. 東協 20：
東協總計包括十個國家 21，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經濟發展階段，為全球第四大
出口區域，僅次於歐盟、美國及中國大陸，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東協也逐漸發展循
環經濟，線性經濟在除了新加坡以外的東協多數國家還是主流，新加坡有 60% 的
廢棄物是進入回收體系，38% 燃燒後提供生產再生能源使用，只有 2% 廢棄物會
直接掩埋；而東協最大經濟體的印尼有 69% 的廢棄物是直接掩埋。
東 協 各 國 的 循 環 經 濟 階 段 多 數 還 停 留 在 3Rs (Reuse, Reduce, and
Recycle)，但循環經濟不只包括 3Rs，還包括提升材料效率及再回收能力、新的
永續經濟模式等。圖 1 為東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能力及階段，東協與東亞經濟
18

循環台灣基金會，同註 11。

19

中央社波特蘭報導 (2012.2.10)。助弱勢 美資源回收組織創就業。環境資訊中心。
取自 https://e-info.org.tw/node/66958

20

Venkatachalam Anbumozhi and Fukunari Kimura(2018.10). Industry 4.0: Empowering ASEAN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ERIA , p67-68. https://www.eria.org

21

東協十國為：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汶萊、柬埔寨、寮國、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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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 的 Prof.
Hidetoshi Nishimura 將東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能力分成以下四組 22，如：
(1) 潛在創新者 (Potential Innovators)：新加坡、馬來西亞
(2) 效率追尋者 (Efficiency Seekers)：印尼、菲律賓、泰國
(3) 過渡期者 (Transitioner)：越南
(4) 低速移動者 (Slow Movers)：柬埔寨、寮國、緬甸
圖 1：東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能力及層級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潛在創新者 (Potential Innovators)

印尼、菲律賓、泰國

越南

效率追尋者 (Efficiency Seekers)

過渡期者 (Transitioner)

柬埔寨、寮國、緬甸

低速移動者 (Slow Movers)

資料來源：東協與東亞經濟研究所（ERIA），外貿協會製圖。

隨著科技的演進，東協正努力將工業 4.0(Industrial Revolution 4.0) 以及
相關科技元素如 AI、大數據、虛實整合系統 (Cyber-Physical System, CPS) 應
用 在 循 環 經 濟 上 面。ERIA 的 Chettiyappan Visvanathan & Venkatachalam
Anbumozhi 根據各項指標評量東協各國發展工業 4.0 的潛力 23，發現新加坡與
德國、日本、韓國同屬最高階層，可將工業 4.0 應用於循環經濟上，而 CLMV
國家 ( 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 ) 就現有環境來看，尚無法引入工業 4.0 來推
動循環經濟。
22

Prof. Hidetoshi Nishimura(2019). Challenges and Good Practices for the 3R and Circular Economy
in ASEAN and East Asia Region. ERIA , 9. https://www.eria.org

23

Chettiyappan Visvanathan & Venkatachalam Anbumozhi(2018.1). Industry 4.0: Empowering ASEAN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ERIA , p94. https://www.er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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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目前在循環經濟尚並未有一套統一的政策，主要是各國依照自身狀態
制定，表 2 為東協各國針對 3R 及資源回收的相關政策 24，其中多數國家針對
廢棄物及回收政策皆制定了相關法案，惟柬埔寨、緬甸及汶萊尚處萌芽階段。
表 2：東協各國針對 3R 及資源回收的相關政策
國家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東協各國針對 3R 及資源回收的相關政策
(3R = Reuse, Reduce, and Recycle)
固體廢棄物和公共清潔管理法 (2007)
五年計劃 (2011–2015)
第 11 大馬計畫 (2016 – 2020)
國家永續消費和生產藍圖 (2016 – 2030)
全球清潔技術創新計劃
生態固體廢棄物管理法 (2001)
國家固體廢棄物管理委員會
國家固體廢棄物管理框架計劃 (2009) ( 針對非正規廢棄物部門 )
菲律賓發展計劃 (2011-2016)

泰國

二手產品回收計劃
循環型社會倡導計畫
工業廢棄物交換計劃
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 (2017-2021)

寮國

第 8 個 5 年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計劃 (2016-2020)
2030 願景：十年戰略 (2016-2025) 及自然資源與環境部門的 5 年計畫

越南

3R 相關的法律和政策
3R 國家戰略
2020 年產業潔淨生產國家戰略
2011-2020 年國家永續消費和生產計劃 (NPSCP) 及 2030 年願景

柬埔寨

綠色成長路線圖

新加坡

旅館 3R 指南
購物商場 3R 指南
2015 年新加坡永續發展藍圖

印尼

第 18 號廢棄物管理法 (2008)

緬甸

相關規章制度尚待制定

汶萊

汶萊的回收仍處於起步階段並面臨許多挑戰，且缺乏適當的 3R 政策。
汶萊石油及天然氣工業原料主要出口到英國和德國。
資料來源：東協與東亞經濟研究所 (ERIA)，外貿協會翻譯整理。

24

Chettiyappan Visvanathan & Venkatachalam Anbumozhi，同前註，98-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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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循環經濟之實踐 - 工業循環
「…企業可從產品生命週期的生產、消費、使用後等不同階段來探討實
踐循環經濟的運作方法。產業間可以透過工業循環以及生物循環的搭配
互相合作。」-《邁向循環台灣》 25
循環經濟之概念小至回收稻殼做的牙刷，大至整棟由再生廢棄物所建的循環建築
皆可算循環經濟之應用，根據實踐路徑可分為工業循環及生物循環，考量進入緬甸市
場利基及台灣廠商之產業競爭優勢，本市調將聚焦於工業循環。
台灣搖籃到搖籃平台提出遵循以下三大原則，可實現工業循環：
1. 材料養分永遠可再成為材料養分
2. 使用再生能源與碳管理
3. 鼓勵多樣性方案
一項產品從最初始的材料選擇，中間的製程，製成後的廢棄物處理再活化，每一
個步驟都可以透過設計達到良好製程及環境友善，體現工業循環的精神，工業循環實
踐方式共有以下 9 種 26：
1. 材料選擇
2. 產品設計
3. 製程優化
4. 副產品資源化
5. 維修 / 再使用
6. 翻新 / 再製造
7. 回收
8. 處理再生
9. 服務型商業模式

25

資源循環台灣基金會 (2019.1)。邁向循環台灣。台北市：資源循環台灣基金會。初版，p22。

2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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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名的台灣洗髮精品牌歐萊德為例 27，歐萊德的總部為一棟綠建築，屋頂就是
太陽能板，太陽能產生之綠電便可做為總部運作及製作洗髮精。當消費者使用完洗髮
精後透過店面回收瓶子，再到再生塑膠製造工廠製作瓶子，送回到總部填充，即可再
度進入循環。
科技業也有許多案例，如友達光電的光電業製程透過多階段回收及高效率蒸發設
備，達到製程用水 100% 全數回收 28；台積電以廠內廢硫酸與氨氮廢水結合，轉製為硫
酸銨廢液，再將硫酸銨廢液去除水結晶，再製為工業級硫酸銨產品，可銷售至皮革、染
整業做為工業原料使用，且工業級硫酸銨還可再製為電子級氨水，供回台積電使用 29。
廢 IC 因使用許多黃金作為導體，故多數不會直接丟棄，然而傳統電子業剝金回收
方式是使用氰化物，因氰化物是劇毒物，不僅對環境不友善，也可能造成工安事故。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使用環保剝金液，產線全製程不使用氰化物，不僅可有效回收廢 IC
上的黃金，達到工業等級 5N(99.999%) 的黃金原料，此原料也可再度投入生產，形成
產業材料循環再利用 30。

二、我國工業循環經濟現況與優勢

發展循環經濟有許多優點，台灣身為海島國家，90% 以上的能資源及稀金屬仰賴

進口，在長期工業發展下也需面臨國內廢棄物處理及環境保護議題，再加上「環境、
社會和企業管治」(ESG) 及 RE10031 等國際倡議活動推動下，全球許多企業對其供應商

27

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oright.inc/

28

同註 25，138-139 頁。

29

同註 25，144-145 頁。

30

同註 25，164-165 頁。

31

「RE100 是由氣候組織 (The Climate Group) 與碳揭露計畫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所主
導的全球再生能源倡議，加入企業必須公開承諾在 2020 至 2050 年間達成 100% 使用綠電的時程，
並逐年提出規劃。 」以上文字引用自 RE100 台灣官網 (2020.08.11)，知名企業如蘋果、Facebook、
google、Nike 皆有加入，並透過綠電投資自發自用、購買再生能源憑證、簽訂綠電合約等方式，達成
綠電使用目標。RE100 台灣官網：https://www.re100.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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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要求供應鏈中加入循環經濟之概念。美國蘋果公司 (Apple) 不僅 2018 年就達成全
綠電，更進一步要求旗下供應鏈的 23 家廠商承諾為蘋果產品使用 100% 的再生能源，
並要求其產品原料為可回收或可再生性質，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32。晶圓代工大廠台積
電為發展循環經濟，符合多家國際客戶對永續發展之要求，參與經濟部綠色電價認購
計畫，截至 2020 年 7 月，共簽署 1.2GW 的綠電契約，成為台灣最大再生能源購買者，
更著手設計廠房及非生產廠房供電設計，目標 2030 年全生產廠房 25% 的用電量及非
生產廠房 100% 的用電量，均為再生能源 33。這些案例都顯示出循環經濟在台灣已漸成
顯學。

( 一 ) 政策推動
1. 循環經濟推動方案 34
台灣一直以來都積極推動廢棄物減量、能資源整合、再生能源發展等等，
2017 年起「循環經濟」正式納入「5+2」的產業創新計畫中 35。行政院於 2018
年 12 月通過「循環經濟推動方案」，成立「循環經濟推動辦公室」，統籌政府
各部會、產業界、學術界的能量，協助協調政策及資源整合。圖 2 為經濟部循
環經濟推動方案藍圖 36，針對國內重要關聯性的產業，以綠色生產、回收 / 再
利用、綠色消費三個面向，透過四大策略包括 37：

(1) 推動循環技術暨材料創新研發及專區
(2) 建構新循環示範園區
32

安侯永續發展 (2020.06.17)。蘋果拚循環經濟 打造「回收左右手」。今周刊。
取自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

33

張家瑋 (2020.7.08)。台積電綠電採購全台第一 截至 7 月將簽署 1.2 GW 綠電契約。經濟日報。
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687325

34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2019.1.30)。循環經濟推動方案。行政院。取自 https://www.ey.gov.tw/

35

「5+2」產業創新政策為「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國防」，
再加上「新農業」及「循環經濟」。

36

經濟部 (2019.6.25)。循環經濟推動方案藍圖。經濟部。取自 http://rsprc.ntu.edu.tw/images/
phocadownload/108/0625_1-3.pdf

37

劉佳明 (2020.04.16)。我國循環經濟推動與產業循環共生及轉型。永續產業發展季刊，85 期，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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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綠色消費與交易
(4) 促進能資源整合與產業共生
最終達成「循環產業化」、「產業循環化」兩大主軸，協助關鍵產業 ( 如金屬、
石化 ) 研發創新材料技術，及推動再生資源高值化，搭配建構新循環示範園區，
將此經驗整合落實到企業、產業甚至國際輸出，也讓循環經濟重塑我國生產與
消費體系。
圖 2：經濟部循環經濟推動方案藍圖
解決策略

綠色
生產

創新研發
育及試量產場域

新循環示範圍區

重要
產業

循環產業化
■ 循環技術與暨材料
■ 新材料研發人才培

國內
關聯性

優先場域

■ 循環新材料技術
( 及再生物料 ) 應
用通路與出海口

回收 /
再利用

新資源整合與
產業共生

產業循環化
■ 新循環示範園區

綠色消
費

■ 新循環經濟資訊平台

綠色消費與交易

■ 循環產業共生聚落

擴散

全 國 產 業 園 區

循環技術暨材料
創新研發專區

推動主軸

塑 造 產 業 新 空 間

重點產業 推動面向

圖片來源：經濟部，循環經濟推動方案藍圖。

2.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透過產業循環經濟創新領導計畫、工業減碳領航計畫與產業
永續發展計畫等方式，落實產業循環共生及轉型，簡述如下：
(1) 產業循環經濟創新領導計畫：
A. 產業整合與創新管理：運作跨部會推動平台，舉辦亞太循環經濟論壇、投
入循環材料開發及育才。
B. 推動產業製程循環及再應用：例如將海洋廢棄物保麗龍回收料再生重製為
滑鼠、鍵盤等 3C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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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推動創新技術開發：例如透過改質轉爐石技術，讓中鋼的轉爐石可應用於
鋪路，甚至是轉變為特殊功能性的陶瓷材料 38，如遠紅外線 (Far Infrared)
陶瓷原料、建材色料與光觸媒。
(2) 工業減碳領航計畫：
A. 溫室氣體管制：針對鋼鐵、水泥、造紙、紡織與石化等七大行業提供協助
減碳資源並以溫管法加以管制。
B. 效能提升及低碳生產推動：例如李長榮高雄廠利用機械除水蒸發濃縮過程
中，產生的二次蒸汽之冷凝潛熱作為加熱源，減少對外界蒸氣之需求。
C. 推動生質能：協助推動、媒合廠商投資及應用生質能。
(3) 產業永續發展計畫：
透過輔導、技術工具開發、宣導國際標準等方式，協助產業跟上國際環保標
準 / 規範，建立企業永續發展的基礎。

( 二 ) 現況與趨勢
國際諮詢顧問公司 Accenture 所歸納的 5 種商業模式，為循環供應、資源回收、
產品生命延續、共享平台與產品即服務中，要如何將廢棄物再妥善利用，最大關鍵產
業即為環保產業。
1. 台灣環保產業現狀 39
環保產業泛指為保護地球環境或節省能資源之目的所產生的經濟活動，根
據工業局「環保產業推動計畫：98 年度環保產業分析報告」對環保產業的定義，
台灣環保產業可分為環保服務、環保設備及環保資源等三大類，再往下細分成
15 大產業，詳細定義及主管機關分類可參見表 3 的台灣環保產業分類。
圖 3 呈現 2019 年台灣的環保產業業者家數分布，2019 年共計 1 萬 2,092 家，
環保服務業廠商家數最多 (9,571 家 )，環保資源業廠商家數 (1,834 家 ) 居次，
38

游勝閔、莊凱翔、邱國創 (2019.9.5)。鋼鐵煉製廢渣 – 轉爐石之高值化應用與機會。材料世界網。
取自 https://www.materialsnet.com.tw/DocView.aspx?id=44124

39

經濟部工業局 (2019)。生質能暨環保產業推動計畫。p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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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設備業 (687 家 ) 最少。2019 年台灣環保產業產值為新台幣 3,853 億，下降
0.2%。其中環保服務業產值約佔整體環保產業 56.9%，下降 4.95%；其次為環
保資源業產值占整體之 29.6%，上升 2.75%；環保設備業產值占整體 14.78%，
受中美貿易戰轉單影響，及臺商回台投資挹注，上升 17.1%，如圖 4。環保設備
業占比逐漸上升，近年來循環經濟議題發酵，促使企業增加環保設備的投資。
圖 3：台灣的環保產業業者家數分布 (2019)
10000

9,571
8000

6000

家數
4000

2000

0

1,834
687
環保服務業

環保資源業

環保設備業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外貿協會製圖。

圖 4：2019 年台灣整體環保產業產值比重

環保設備業
14.78%

環保服務業
56.90%

環保資源業
29.60%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外貿協會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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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環保服務業以「廢棄物清除處理業」比重最高，占環保服務業產值
47.5%，「資源回收業」占環保服務業比重為 12.4%；環保設備業中「環保設備
與器材製造業」產值比重為 61.3%，「環保材料製造業」比重為 38.6%；環保
資源業中，則以「資源化產品製造業」比重 64.1% 較高。
表 3：台灣環保產業分類
大類

小類

定義說明

中央主管機關

凡從事環保設備與相關零組件製造修配之行業均屬之，如噪音防
環保設備業

1. 環保設備與器材製造業

制設備、空氣污染防治設備、廢水處理設備、溫室氣體減量設備

經濟部工業局

等。
凡從事用於環保設備與設施、下水道所需之材料、藥劑等製造，

2. 環保材料製造業

以提供作為污染防治、降低環境衝擊之行業。

經濟部工業局

凡從事工商服務業及民生用水之集取、淨化、配送及新興水資源
1. 水資源供給業

產業均屬之，如海水、河水、湖水、雨水及地下水等之開發，集

經濟部水利署

取、淡化、淨化及以管線或貨車方式配送用水等。
環保資源業

2. 資源化產品製造業

凡對於廢棄物或可利用物質進行資源化並製成再生產品之行業。

經濟部工業局

可生生不息、循環再利用的再生資源，包括太陽能、生質能、地
3. 再生能源應用業

熱、海洋能、風力、廢棄物沼氣、非抽蓄水力或其他經中央主管

經濟部能源局

機關認定之可永續利用能源。
凡從事空氣、水、土壤、生態等環境品質之物理性、化學性及生

1. 環境檢測服務業

物性檢測服務之行業均屬之。

行政院環保署

凡從事廢水處理之行業均屬之，如下水道系統及污水處理設施之
經營、家庭廢水之收集及清運、水溝、廢水坑及化糞池之清理，

2. 廢水處理業

流動廁所清潔服務、廢水之稀釋、篩選、過濾及沉澱等、游泳池

行政院環保署

及工業廢水清理、下水道及排水管之維護及清理等。
3. 廢棄物清除處理業

凡從事無害及有害廢棄物清除、搬運及處理之行業均屬之。

4. 環境工程及技術顧問服務
5. 病媒防治

行政院環保署

凡從事環境工程設計建造，設備之代操作、技術研發、評估訓練

行政院公共

以及相關技術顧問之行業均屬之。

工程委員會

從事蟲、蟎、鼠等病媒、害蟲防治及殺菌消毒之業者。

行政院環保署

凡從事資源回收物分類、處理或再利用成再生資源之行業均屬
環保服務業

之，如廢塑膠再製粒、廢車船拆解、車殼粉碎、廢輪胎粉碎、廢

6. 資源回收業

家電 ( 電腦 ) 拆解、廢日光燈管回收處理、以及從事廢紙、廢鐵、

行政院環保署

廢木材、廢玻璃、煤灰等再利用等。
凡從事污染整治之行業均屬之。如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消毒、受
7. 污染整治業

污染水面消毒及清理、油溢清理、減少有毒物質 ( 如石綿、鉛顏

行政院環保署

料等 ) 之危害等。
在電力與燃料使用上幫助使用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降低運轉費
8. 能源技術服務業 (ESCO)

用。凡從事能源開發、能源交易、擴大能源績效、溫室氣體減量

經濟部能源局

等行業均屬之。
9. 環境相關驗證服務業

10. 環境管理技術服務業

從事環境管理系統 ISO 與綠色產品管理系 (WEEE、RoHS) 以及溫
室氣體減量等相關驗證業。
從事環境管理系統 (ISO14000) 輔導以協助業者通過 ISO 之機構
均屬之。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同註 39，51-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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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環保設備業進出口概況 40
臺灣環保設備商品貿易稅號共計 29 類商品，主要為水處理類、
空氣汙染防治類、廢棄物處理類及綜合類等，臺灣環保設備出口總額
2019 年為 10 億美元，前五大市場為美國 (28.4%)、中國大陸 (17.6%)、
日本 (9.3%)、越南 (6.1%) 及泰國 (3.8%)，以上前五大市場出口比重高
達 65.2% ( 如圖 5)。
臺灣環保設備進口總額 2019 年為 10.1 億美元 41，如圖 6 所示，
前 五 大 市 場 為 中 國 大 陸 (28.7%)、 日 本 (21.2%)、 美 國 (16.4%)、 德 國
(10.0%)、南韓 (6.2%)，主要進口項目為過濾芯子、其他液體或氣體過
濾及淨化機具之零件、電動空氣過濾器及電動空氣清潔器。因我國主要
進出口市場中國大陸正進入產業轉型，從投資與出口導向轉為消費與服
務業導向，加上中美貿易戰爭的不確定因素，使得近年環保設備貿易額
有些波動。
圖 5：2019 年臺灣環保設備出口前五大市場金額及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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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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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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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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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3.8%

9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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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美國
1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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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3
合計

單位：美元 ( 千元 ) / 比例

越南
4
比例

資料來源：經濟部關務署資料，外貿協會整理。
40

經濟部工業局，同註 39。

41

經濟部關務署資料，外貿協會整理，202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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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19 年臺灣環保設備進口前五大市場金額及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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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關務署資料，外貿協會整理。

2019 年臺灣環保設備出口統計以水處理類比重最高，金額計 7.83 億美元，表 4
為 2019 年臺灣環保設備出口統計前 10 名，主力產品為泵浦、濾芯、水過濾淨化機具，
占整體環保設備出口比重之接近 8 成（78%）。其次為空氣污染防制設備（13%）及
廢棄物處理設備（9%）。表 5 為 2019 年臺灣環保設備各類進口統計前 10 名 42，其
中仍以水處理類商品比重最高，顯示我國水處理類產品貿易活動頻繁，國內外皆有
相關水處理設備之需求，若以 APEC 降稅趨勢而言，國內進口廠商亦能獲益。
表 4：2019 年臺灣環保設備出口統計前 10 名
名次
1

合計 ( 美元千元 )

比例

其他液体泵

中文貨名

173,747

17.4%

2

其他液體或氣體過濾及淨化機具之零件

161,185

16.1%

3

過濾芯子（供立即使用者）

138,675

13.9%

4

其他水過濾或淨化機具

74,972

7.5%

5

其他壓縮機

65,941

6.6%

6

空氣泵及真空泵之零件

50,640

5.1%

7

安全閥或放洩閥

47,572

4.8%

8

止回（不回流）閥

42,421

4.2%

9

壓縮機之零件

39,753

4.0%

10

選別、篩分、分離或洗滌機器

27,430

2.7%

資料來源：經濟部關務署資料，外貿協會整理
42

經濟部關務署資料，外貿協會整理，202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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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19 年臺灣環保設備進口統計前 10 名
名次
中文貨名
1
過濾芯子 ( 供立即使用者 )

合計 ( 美元千元 )
163,367

比例
16.1%

2

其他液體或氣體過濾及淨化機具之零件

143,263

14.2%

3

電動空氣過濾器及電動空氣清潔器

110,874

11.0%

4

其他壓縮機

80,136

7.9%

5

其他液体泵

74,281

7.3%

6

其他水過濾或淨化機具

73,126

7.2%

7

壓縮機之零件

58,561

5.8%

8

減壓閥

46,806

4.6%

9

其他往復排量式液體泵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噪音防制設備、振動防制設備、
環境監測設備、水污染防治設備及廢棄物清理設備

40,244

4.0%

37,345

3.7%

10

資料來源：經濟部關務署資料，外貿協會整理

(2) 台緬環保設備進出口概況
台灣為緬甸環保設備進口國，根據經濟部關務署資料，台灣 2019 年出
口至緬甸的環保設備約 170 萬美元，佔台灣環保設備總出口 0.2%，主要的
產品如表 6 所示，為水處理之相關機具及零件。
表 6：2019 年臺灣環保設備出口緬甸統計
貨品號列

1

84212190

中文貨名

美元 ( 千元 )

其他水過濾或淨化機具

736

2 84219990 其他液體或氣體過濾及淨化機具之零件

346

3
其他液体泵
4 84148019 其他壓縮機

148

5 84219910 過濾芯子（供立即使用者）

98

6 84741000 選別、篩分、分離或洗滌機器

76

7 84136000 其他旋轉排量式液體泵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噪音防制設備、振動防制設備、環
8 84799020
境監測設備、水污染防治設備及廢棄物清理設備之零件
其他水上浮動構造體（例如︰筏、浮箱、浮力圍堰、棧橋、
9 89079000
浮筒及浮標）
10 84813000 止回（不回流）閥

75

84138190

117

38
28
21

11 84149020 壓縮機之零件

15

12 84211900 其他離心分離機

13

13
其他不織布，不論是否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者
14 84811000 減壓閥

10

15 84798920 浸鍍機械

8

16 84135000 其他往復排量式液體泵

5

17 84149010 空氣泵及真空泵之零件
18 84351090 其他壓榨機、軋碎機或類似機械

2

56031490

2

總計
資料來源：經濟部關務署資料，外貿協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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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環保設備業發展趨勢
隨著科技興起，台灣環保產業也逐步導入物聯網概念，並利用智慧製造與
設計提升環保設備處理效率，目前已運用於自來水廠、廢水處理廠、環境土木
工程，及分散式的家庭污水及排水等，將各類設備如幫浦、泵站、鼓風機，以
雲端遠程遙控，有效節省人力並易於維護檢修，業者也從銷售單一設備，轉為
提供整合各類技術提供統包服務。
而伴隨著循環經濟概念興起，各大公司亦紛紛著手強化工廠內或工業區之
工業循環，如水回收或是沼氣發電，亦為環保設備發展之另一趨勢。台塑麥寮
園區透過將工業用水及雨水回收後再作為製程及冷卻用水 43，使用後之廢水及
冷凝水經回收處理後又可再重新使用，經計算一滴水可使用到 7.3 次；國內紙
漿大廠永豐餘新屋廠建置的沼氣發電系統 44，便利用獨門培育之厭氧菌，以生
物分解形式，將工廠製程後產生之有機廢水的有機物轉換成沼氣（甲烷），甲
烷再透過內燃機轉為熱能推動發電機。目前永豐餘新屋廠沼氣系統的沼氣日產
量為 2.8 萬立方米，甲烷純度超過 80%，發電效率為 40%。
目前全球環保市場每年平均以 4% 之成長率發展，呈現相對穩定成長趨勢，
2019 年達 1 兆 3,200 億美元。其中歐美地區已逐漸朝循環工業園區之方向推行；
東南亞國家則因正值快速發展經濟，工業汙染物劇增，故東南亞國家環保市場
主要集中在水汙染、空氣汙染及廢棄物處理，再加上海洋廢棄物及循環經濟等
議題之推動，廢棄物處理之技術預期將成為關鍵。中美貿易戰及東協多項 FTA
優惠，讓許多台商紛紛移轉生產基地至東協，臺灣環保業者在水汙染、空氣汙
染及廢棄物處理等技術皆已相當成熟，可趁勢搶進，掌握東南亞廢棄物處理及
再利用的潛在商機。

43

詹士弘 (2017.05.11)。台塑六輕拚節水 一滴水可用 7.3 次。自由時報。
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64720

44

陳蕙綾 (2020.04.28)。永豐餘能源「沼」新出路 沼氣年發電量可供 1.2 萬戶家庭用電。鉅亨網。
取自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46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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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發展現況
（一）自然人文

緬甸國名為緬甸聯邦共和國，首都位於內比都 (Nay Pyi Taw)，全國面積 67 萬 6,578
平方公里，人口 5,400 萬人，平均年齡 27.7 歲，具有充沛的勞動力，主要宗教為佛教
(89%)、基督教 (4%)、伊斯蘭教 (4%)、其他 (3%)。
緬甸東邊為泰國和寮國，北與中國大陸交界，西邊與孟加拉接壤，位居四方要衝、
戰略地位重要，同時連結東南亞、南亞及中國大陸，成為區域貿易及運輸的樞紐及門
戶。
緬甸天然資源豐富，主要分布在緬甸中央盆地的伊洛瓦底江沿岸，以及緬甸沿海
的大陸棚地區 45，知名礦產如錫、鎢、鋅、鋁；寶石如紅寶石及緬甸玉；石油、天然氣、
森林如柚木及充沛的水力資源都是緬甸豐富的天然資源。由於經濟發展較晚，基礎建
設不夠，導致緬甸徒擁這些充沛資源卻無法好好運用，因此緬甸又被稱為「坐在黃金
窩上的乞丐」。
緬甸曾為英國的殖民地，1948 年脫離大英國協獨立，1962 年軍事強人尼溫 (Ne
Win) 將軍政變後由軍政府統治並實施社會主義，1988 年大規模民眾抗議，便將「緬甸
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改名為「緬甸聯邦」，1990 年緬甸舉辦大選，翁山蘇姬的「全
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 雖獲勝，但軍政府拒交政權，
此後多次軟禁翁山蘇姬。緬甸直到 2011 年新憲法生效，選出 USDP 黨魁登盛 (U Thein
Sein) 擔任首位文人總統，才結束長達 50 年的軍事統治，並宣布開放門戶、實施市場
經濟，歐美才逐漸解除對緬甸的經濟制裁。

45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019.08)。緬甸投資環境簡介。經濟部投資業務處。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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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體經濟
緬甸於 2011 年全面對外開放，外資大幅流入，推動電信、營造、製造業、服務業
等大幅成長。自 2011 年到 2019 年，平均經濟成長率超過 6.7%46，遠高於世界的經濟
成長率 3.57%。2019 年緬甸經濟成長率 6.8%，在東協各國排名第三，僅次於柬埔寨
及越南，近年來表現亮眼。2019 年緬甸的 GDP 為 659 億美元，平均國民所得為 1,244
美元，通膨率為 8.6%，失業率為 1.58%，主要幣值為緬元 (Kyat)，匯率為 1,525 Kyat/
USD 47。
2019 年出口總值為 181.1 億美元，主要品項為成衣、天然氣、卑金屬及礦石、稻
米、玉石等，主要出口國家為中國大陸、泰國、日本、美國、印度；2019 年進口總值
為 186.1 億美元，主要品項為精製礦物油、非電動機械及運輸設備、卑金屬和製造業、
電氣機械和設備、人造及合成纖維織物、塑料等，主要進口國家為中國大陸、新加坡、
泰國、印尼、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及東協國家為其主要貿易對象，緬甸的國際貿易剛
起步，出口至鄰國的邊境貿易亦對緬甸十分重要。

（三）產業概況
緬 甸 的 產 業 結 構 如 圖 7 所 示，2010 年 時 農 業 36.9%、 工 業 26.5%、 服 務 業
36.7%，到 2018 年時已轉變為農業 22.6%、工業 29.1%、服務業 48.3%，工業及服務
業正日漸成長 48。
表 7 為 2018 緬甸國內生產總值及比例，緬甸農、林、漁業佔 GDP 約 22.6%，其
中又以農業 (11.9%) 比重最高；工業主要有能源、採礦、加工製造業、電力及建築業，
以加工製造業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佔比 71.1% 最高，營建業 15.9% 居次；
服務業則是貿易 16.6% 及交通 16.4% 所佔比例最高。
46

IMF(2020.04). Myanmar: Growth rate of the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from 2009 to 2021.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525748/gross-domestic-product-gdp-growth-rate-in-myanmar/

47

2019 年亞洲開發銀行資料。

48

MMSIS (2020.9.30).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T CONSTANT PRICES BY SECTOR OF ACTIVITY.
MMSIS. https://www.mmsis.gov.mm/sub_menu/statistics/statDbList.jsp?vw_cd=MT_Z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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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緬甸產業結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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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緬甸統計資訊服務網 (MMSIS)，外貿協會製圖

表 7：2018 緬甸國內生產總值及比例
產業 / 部門

2018 國內生產總值 2018 國內生產總值比例 各部門佔產業之比例
(Kyat Million)

1. 農業

5,206,717

22.6%

農業之比例

農產

2,748,556

11.9%

52.8%

畜牧業和漁業

2,441,154

10.6%

46.9%

林業

17,007

0.1%

0.3%

2. 工業

6,699,797

29.1%

工業之比例

加工製造業

4,760,993

20.7%

71.1%

營建業

1,067,226

4.6%

15.9%

電力

457,141

2.0%

6.8%

礦業

339,206

1.5%

5.1%

能源

75,232

0.3%

1.1%

3. 服務業

11,145,077

48.3%

服務業之比例

貿易

3,818,088

16.6%

34.3%

交通

3,784,288

16.4%

34.0%

通訊

1,680,637

7.3%

15.1%

租賃及其他服務 899,291

3.9%

8.1%

社會和行政服務 754,804

3.3%

6.8%

金融機構

0.9%

1.9%

207,970

國內生產總值
（1+2+3）

23,051,590

100.0%

資料來源：緬甸統計資訊服務網 (MMSIS)，外貿協會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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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林、漁業
2018 年農業相關勞動人口佔全國總就業人口的 60%，為緬甸多數人謀生的
職業，故政府相當重視農業開發。主要的作物有稻米、豆類、棉花、甘蔗、黃
麻、橡膠等，農作物佔緬甸出口總額的 46%，因此農業及畜牧養殖業是政府選
定的重點輔導產業，尤其是稻米。惟緬甸農業生產競爭力不足，不僅生產成本
高、產量低又機械化程度不足，目前還在小型農機階段，因此雖然緬甸是東協
農民數量第三多的國家，農業創匯每英畝 (1 英畝 =4046.85 公尺 ) 僅 450 美元，
是東協最低的國家。當地代表性的台商為農友種苗公司，早於 1994 年便進入緬
甸市場，農友種苗的西瓜種苗當地市佔率更高達九成。
緬甸的海岸線長、內陸亦有眾多湖泊，養殖業生產量可達 10 億公斤，漁業
資源豐富，漁撈及水產養殖已成為僅次於農業、工業的第三大主要經濟產業及
創匯產業，共佔緬甸 GDP 10.6%，然因為資金、設備、加工、物流、冷藏設備
不夠現代化等條件受限，導致品質不穩，影響出口量，為了協助緬甸，2015 年
歐盟透過雙邊貿易發展計畫 (European Union-Myanmar Trade Development
Programme, TDP)，歐盟及德國出資 1,050 萬歐元預算提供緬甸技術協助，這
也是未來外資進入可合作方向之一。據緬甸商務處統計，在 COVID-19 爆發前，
漁業及水產養殖業預計可產生 7.5 億美元的出口收入 49，2020 年 COVID-19 爆
發之後，歐洲各國陸續封城，因此緬甸被取消許多新訂單，長此下去，將對緬
甸漁業供應鏈造成重大影響。
2. 工業
緬甸目前有 42 個工業區，及三個經濟特區正在發展 50，表 7 顯示出工業中，
以加工製造業佔比 71.1% 最高，營建業 15.9% 居次；加工製造業中，又以食品

49

2020 年 COVID-19 爆發之後，歐洲各國陸續封城，因此緬甸被取消許多新訂單，長此下去，將對緬
甸漁業供應鏈造成重大影響。投資台灣入口網 (2020-05-13)。緬甸漁業受到歐盟訂單減少損失嚴重。
投資台灣入口網。
取自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doisNewsPage?lang=cht&search=125042&source=foreign

50

經濟部 (2020)。2020 緬甸投資法規與稅務。經濟部。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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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飲料的企業家數最多 (67.8%)51，主要供應內需市場。以下為緬甸各工業簡介。
(1) 食品加工業：
緬甸以農立國，第一級產業相關勞動人口佔全國總就業人口的
54.7%52。食品製造、食品加工業、食品包裝業也逐漸興起，是目前緬
甸最蓬勃發展的行業別。惟緬甸食品加工業之資金及設備不足，目前僅
能針對基礎原料進行加工，期望透過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以突破食品之保
鮮時間限制。緬甸投資委員會已將農產品及農產加工、畜牧及水產養殖
列為優先開發的投資行業，食品加工及漁業也被緬甸政府的國家戰略中
列為下一波的八大潛力產業。目前緬甸知名台商有宏全國際、大漢食品
工業等。
(2) 紡織、成衣、製鞋業 53：
緬甸因有充沛的低廉勞動力，勞動成本僅中國大陸的三分之一，大
量的人口紅利，加上出口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家享有 GSP 優惠，吸
引許多勞力密集產業來緬甸設廠，紡織業即為其中之一，許多歐美日品
牌商也紛紛指定其供應鏈設廠於緬甸。
緬甸因基礎建設不足且無法穩定供水、供電，加上尚未發展重工
業，當地也缺乏石油煉製技術，無法製作纖維原料，緬甸紡織業因此而
受到限制，中上游之原料皆須仰賴進口，當地只生產少量的纖維、紗線
及織布，目前以來料加工為主，當地多由品牌商購買布料後再加工（Cut
the fabric, Made the garments, Trim the garments, CMT），或業者直

51

謝冠蘋 (2019.8)。順應產業轉型朝國際化發展 - 緬甸內需市場商機。台北市：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
協會市場拓展處。初版，p17。

52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Ministry of Labour,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16). Myanmar Labour
Force Survey Report 2015. Nay Pyi Taw.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 . p44.

53

王冠翔、鄭凱方、閩潔、王雨讓 (2018.12)。新南向國家產業地圖 - 緬甸紡織。紡織所 T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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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進口成品布進行成衣加工（Free On Board, FOB），以中國大陸及泰
國為布料主要進口國。
因成衣業需大量勞力，為了招工方便，且成品製造完後可直接出口
主要市場，這些工廠多數設在仰光市附近的工業區或當地經濟特區，有
蘭黛雅（Hlaing Thar Yar）、明加拉東（Mingaladon）、雪林班、達
貢等工業區，以蘭黛雅工業區最大，目前多數工業區已呈飽和狀態，新
進入者可考慮進駐經濟特區 ( 如迪拉瓦經濟特區 )。中國大陸為目前緬
甸布局最多的外資，設廠於各工業區及經濟特區，台灣主要集中於明加
拉東及蘭黛雅，日韓則是以日資的明加拉東工業區為主。
目前緬甸成衣 50% 以上出口至歐洲市場，知名台商有寶成、達新
工業、銘旺實業、偉特企業、鼎大公司等，於緬甸設廠之台商多聚焦於
多道次加工且少量多樣的戶外運動防水夾克。
(3) 汽機車及配件業：
緬甸有 6,000 萬的人口，但每千人只有 38 輛汽車，在 2011 年開放
後，市場逐步進口汽車，緬甸 2019 年新車銷量達到 22,000 多台，新車
增長率 24%，是緬甸新車銷量增幅率首次超越東協所有國家。2020 年
1-6 月在疫情影響下，新車銷量依舊上漲 7.2%，為東協汽車增長率最高
的國家，世界各大汽車廠牌也紛紛搶進。然而新車價格昂貴，故市場上
還是以二手車交易為主。隨著汽車的需求上升，相對應的汽車配件、車
用電子、汽車美容亦具有龐大的發展潛力，緬甸當地尚無完整的汽配供
應鏈，故汽配產業也是當地極具潛力的市場。
3. 服務業
2013 年 緬 甸 停 止 國 營 企 業 對 電 信 業 的 壟 斷 後， 挪 威 的 Telenor 及
Ooredoo、日本 KDDI、越南 Mytel 及緬甸本土的電信商 MPT 紛紛投入電信
市場，並搭配便宜手機及低廉費用，讓緬甸從 2014 年的 200 萬用戶，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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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已有 5,680 多萬戶，平均一個人擁有超過 1 支手機。緬甸多數人原本都
是使用現金交易，未在銀行開戶，但有了手機之後也開始習慣電子支付。
4. 電力及能源
緬甸目前只有約一半的人口可享受到電力供給及配送服務，是東南亞獲得
電力服務人口比率最低的國家。主要的電力都是供應給都市使用，但即便是仰
光，也只有約八成的覆蓋率。曼德勒不到五成，一般偏鄉大約只有 5% 的程度，
仰光一天平均跳電 2-3 次，很多商店或大樓都備有柴油發電機等以備不時之需。
因此目前電力是緬甸政府重點發展項目，也是緬甸 FDI 投資排名第 2 的產業
(26.85%)。
緬甸現有的 5,642 百萬瓩 (GW) 的發電機組中，只有一半是穩定的，發電
比例為水力發電 57.6%、天然氣發電 33.3%、火力發電 7.3% 及柴油發電 1.6% 54。
因緬甸採用水力發電，故供電十分不穩定。此外緬甸雨季及旱季差異十分明顯，
所以一但遇到旱季，便會有長達四個月的時間因水量不足無法發電。
緬甸政府若要滿足緬甸所有人的需求，預計到 2030 年緬甸總發電量需
要 24,000 百萬瓩。因緬甸的雨季及旱季分明，旱季時河川水量不足便導致發
電量也不足，緬甸政府目前將火力發電列為重要選項，希望將結構調整成水力
38%、天然氣 20%、火力 33%、再生能源 9%。
除了傳統的大型電廠外，緬甸政府也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例如與泰國
Green Earth Power(Myanmar) 公司以 BOT 方式合作的太陽能發電站，不僅是
緬甸最大，也是東協最大的太陽能發電站，共分四期，已於 2019 年 6 月完成第
一期，四期完成後預計可提供 21 萬戶家庭用電。

54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Finance(2019.09). Myanmar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9. Nay Pyi Taw,
Myanmar. Central Statistical Organization. p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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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政府藉由給予小型村落補助，推動偏鄉地區的小型太陽能發電系統。
面對現有電力不普及之問題，世界銀行於 2014 年起，陸續提供 4 億美元協助緬
甸的國家電氣化計劃（NEP），希望能協助緬甸達成 2030 年全面供電的目標。

（四）投資環境簡介 55
緬甸現在的首都內比都 2005 年才遷都過去，為一內陸城市，人口約一百萬人。主
要經濟發展還是在仰光、曼德勒、皎漂等城市。仰光在 2005 年前為首都，位於南方，
為緬甸第一大城暨緬甸經濟及文化中心，人口約 500 萬人，現在有日本迪拉瓦經濟特
區 (Thilawa Special Economic Zone) 興建中；曼德勒位居中部，為第二大城，人口約
120 萬人，為多朝古都，交通發達，有鐵路、公路及國際機場。緬甸現在有 34 個工業區，
仰光 20 個，其他城市合計 14 個，另有 8 個正在開發中。另外，三大經濟特區，分別為：
1. 迪拉瓦經濟特區（Thilawa）：由緬甸官方、日本國際協力機構、三菱商事、丸
紅商事及住友商事共同持股，目前以輕工業、消費品製造業為主。
2. 皎漂經濟特區（Kyaukpyu）：由中國大陸及緬甸合資設立，目標產業以成衣及
鞋類製造、石油與天然氣、加工業為主。
3. 土瓦經濟特區（Dawei）：由泰國、日本及緬甸合資設立，目標產業以成衣製
造及食品加工、重化工行業為主。
在緬甸若要投資，要先向緬甸投資暨公司管理局 (DICA) 註冊公司，接下來向緬甸
投資委員會 (MIC) 提出投資提案申請，緬甸投資委員會根據提出的投資項目審核，如
果有對環境及當地社群有潛在重大影響之投資項目，則需另行提交環境影響評估。
緬甸投資法第 10 章中，針對投資項目有定義禁止項目及限制項目，如果該投資項
目可能為國家帶來危險或有毒廢棄物，或可能影響國內民族之地方傳統文化、對環境
及生態系統帶來重大損害，則該項目為禁止投資類；此外還有限制投資類的項目，如
僅政府有權從事之投資 ( 如國防、航管、電力系統管理等 )、限制外國投資者從事之投
資、僅允許與緬甸企業或緬甸國民合資之投資，及需獲得有關部門推薦方核准之投資。

55

經濟部，同註 50，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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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禁止類及限制類產業的項目，外國投資者可百分之百獨資，取得緬甸投資委
員會投資許可後，可享有土地租賃期間首期 50 年，最長可續租期 20 年，共計 70 年的
土地租賃權。在工業區或經濟特區內，還可享有企業所得稅 3-7 年不等之租稅減免獎
勵。緬甸自 2018 年起最低薪資為每小時 600 緬元、每日 4,800 緬元、每日工作 8 小時，
勞工每周不能加班超過 16 小時，如為不需技能之工作項目，不得聘用外國人，保障緬
甸就業機會。
緬甸礦產及天然氣等資源豐富，但基礎建設及開採設備皆不足，故吸引大量外資前
來投資，緬甸 2019 年主要外國投資前四名行業別即為石油及天然氣 ( 約 224 億美元 )、
電力 ( 約 217 億美元 )、製造業 ( 約 116 億美元 ) 及運輸及通訊業 ( 約 109 億美元 )56 。
2019 年主要外國直接投資國家依序為：新加坡 ( 約 223 億美元 )、中國大陸 ( 約 209
億美元 )、泰國 ( 約 113 億美元 )、香港 ( 約 91 億美元 )、英國 ( 約 45 億美元 )；而自
1988 年到 2020 年 FDI 投資前五大產業分別為石油及天然氣 (28.55%)、電力 (26.85%)、
製造業 (13.22%)、通訊 (12.46%)、不動產 (6.69%)。

二、政府產業政策及發展措施

緬甸 2016 年提出下一個 5 年計畫時，便提出緬甸投資推廣計畫 (MIPP)2016-2036

及緬甸永續發展計畫 (MSDP)2018-2030，鎖定八項潛力產業：製造業、成衣業、電力
及能源、旅遊業、教育、食品加工及漁業、醫療、基礎建設及房地產，希望能在 2020
年將緬甸經商環境提升至 100 名內，2035 年達 40 名內，並於 20 年內吸引 2,000 億美
元以上之投資。緬甸永續發展計畫也提出 3 項支柱、5 項目標、28 項策略及 251 項行
動計畫，並建立投資計畫庫 (Project Bank)57，將有意招標之項目公布於投資計畫庫上，
初步彙整 120 項專案全逾 10 億美元，以達到建立和平、繁榮及自由的緬甸。
緬甸現在遇到的產業發展問題為基礎建設不足、電力不穩、石化鋼鐵業不發達等，
解決方式則是不斷引進國際投資，如日本 JICA、中國大陸、泰國、新加坡等外資以政
府開發援助 (ODA) 等方式合作。
56

KPMG(2019)。緬甸投資手冊。KPMG 。p6。

57

https://projectbank.gov.mm/en/activit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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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緬甸投資計畫庫 (Project Bank) 網站首頁

資料來源：緬甸 Project Bank 官網，2020.11.16。

圖 9：緬甸的投資計畫庫 (Project Bank) 標案

資料來源：緬甸 Project Bank 官網，20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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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立法與政策 58

緬甸近年來平均以每年 6% 的速度經濟成長，都市化及工業化所伴隨而來的廢棄

物處理相關議題也逐漸引起注意。為了因應這個狀況，緬甸於 2012 年時設立緬甸自
然 資 源 暨 環 境 部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MONREC) ，並通過《環境保護法》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Law)，之後陸續於
2014 年通過《環境保護條例》(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Rule)、2015 年通過緬甸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Myanma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rocedure) 及針對
廢水的緬甸環境品質排放準則 (Nation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Emission) Guidelines,
NEQG )。
其中環境影響評估程序認定，如果經營項目對環境有潛在負面影響，需事先提交
環境評估報告 (EIA)59，規模較小或影響較小的只需提供初步檢驗報告 (IEE)，相關產業
有能源、農業、製造業、垃圾處理、礦業等。根據駐緬甸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資料，
緬甸自然資源暨環境保護部已於 2020 年 1 月 10 日公告，針對 9 個優先產業 60 中現有運
營工廠必須在指定期限內 (6 個月內 ) 提交環境管理計劃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n, EMP)，否則將根據環境保護法祭出罰則。
表 8 為緬甸自然資源暨環境保護部規定 9 個優先產業需提交 EMP 之規定時間；
新法第 28 條規定 61，投資者必須在該區域在用水，碳排放和其他相關環保問題上須有
處理能力；於 2018 年推出的緬甸永續發展計畫 (Myanma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MSDP) (2018-2030)，也要求投資需納入保護環境及永續發展的概念。

58

ECD, MONREC (2018): National Waste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Master Plan for Myanmar,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Nay Pyi Taw, Myanmar.

59

對環境保護有何法律規定？。上海僑驛因私出入境服務有限公司。
取自 https://qiaoyi.org/myanmarhuanjingbaohu.html

60

駐緬甸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2020.02.17)。緬甸 9 個優先產業之工廠必須依限期提交環境管理計畫
(EMP)。駐緬甸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取自 https://www.roc-taiwan.org/mm/post/3194.html

61

駐緬甸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2020.6.17)。緬甸批准工業區法加強防止土地投機及落實環保規定。
駐緬甸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取自 https://www.roc-taiwan.org/mm/post/48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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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9 個優先產業的工廠提交 EMP 之規定時間
產業別

1
2
3
4
5

生產酒、水果酒及啤酒
(Alcohol, wine and beer production)

食品飲料加工
(Food and beverage processing)

農藥生產，配製與包裝
(Pesticide manufacturing, formulation and packaging)

水泥及石灰製造廠
(Cement and Lime Manufacturing)

紡織印染廠
(Textile and dyeing factory)

規模

規定時間

每天超過 50,000 升

6 個月

每天超過 10 噸

6 個月

所有規模

6 個月

水泥：每天超過 10 噸

6 個月

石灰：每天超過 10 噸

6 個月

1. 所有規模
2. 所有規模
3. 所有規模

1. 6 個月
2. 6 個月
3. 6 個月

4. 每天超過 50 噸

4. 6 個月

所有規模

6 個月

每天超過 20 噸

6 個月

日產能超過 50 噸

6 個月

鑄造業 (Foundry industry):
1. 卑金屬冶煉廠
(Base metal smelting and refining plant)

2. 用鐵礦石或廢金屬製造生鐵及低合金鋼

6

(Manufacture of pig iron, raw and low alloy steel from iron
ore or scrap metal)

3. 鑄造廠 (Foundry)
4. 色金屬熔化、鐵匠鋪及金銀絲業
(Non-ferrous metal melting, smithy and filigree)

7
8
9

製革及皮革塗飾業
(Tanning and leather finishing)

製漿造紙廠
(Pulp and paper mills)

製糖廠
(Sugar manufacturing plants)

資料來源：駐緬甸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同註 60。

根據現在的緬甸投資法，對緬甸以外的工廠提供回收服務管理者、輸入或影響公共環
境生態之毒性化學品者、利用國外進口之工業廢棄物之產業及危害人類健康及環境之汙染
物質的生產與加工，都是被禁止的 62。
針對廢水管理，緬甸有六個主要監管機構 63，分別是：
1. 自然資源暨環境保育部 (MONREC)：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原為環境保育
及林業部 64，2016 年改組為自然資源暨環境保育部，主管緬甸環境相關議題，主要
分為礦物及環境兩大部門，底下的環境保護署 (ECD) 就是負責審視環境評估報告
(EIA) 的機構。
6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同註 45，頁 83。

63

Wellthy Corporation, Mitsubishi Chemical Aqua Solutions Co., Ltd.(2019.02). Feasibility Study on
the Overseas Expansion of Quality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FY 2018. The Ministry of the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p1-4.

64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Forestry (MOE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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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保護署 (EC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partment，2012 年 與《 環 境 保 護 法 》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Law) 通過時一併成立之機構，在自然資源暨環
境保育部底下。ECD 針對工業廢水有汙染管制處 (Pollution Control Division)、
各地區局處單位如仰光環境保護局 (ECD Yangon) 及曼德拉環境保護局 (ECD
Mandalay)，來協助政府第一線檢查及管制。
3. 國家環境保護委員會 (NECC)：
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mittee，原為國家環境事務委員會
（NCEA）65，1990 年成立，2011 年改為現在的國家環境保護委員會 (NECC)，
主責提供環境政策建議、就環境相關議題協調各單位及提倡環境友善之永續發
展。NECC 平時會向各政府單位提出的環境保育措施，檢視各政府單位之施政
是否符合相關舉措，舉辦針對氣候相關問題的教育和認識活動，如發現各政府
單位做出對環境保育有害之措施，也會上書總統府報告。
4. 工業部 (MOI)：
Ministry of Industry，對緬甸的工業區具有管轄權 ( jurisdiction) 及核發執照 (DISI
Business Registration) 給個別工廠的權力。自 2019 年起，新的工業區成立需有
集中處理及排放廢水之設備。
5. 仰光市政委員會 (YCDC)：
全名 Yangon City Development Committee，1990 年成立，對仰光的供水、
污水處理和公共衛生具有管轄權。有許多局處皆與水及衛生相關，如汙染控制
及清潔部 66(PCCD) 主管工業廢水，汽車運輸部 67 負責管理化糞池及淤泥。

65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Environmental Affairs (NCEA)

66

Pollution Control & Cleansing Department, PCCD

67

Motor Transport and Workshop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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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曼德勒市政委員會 (MCDC)：
Mandalay City Development Committee，主管曼德勒底下的汙染控制及清潔
部 68 (PCCD) 主管工業廢水。當爭議發生時，曼德勒的工廠會先由曼德勒環境
保護局 (ECD Mandalay) 管轄，不過市政委員會的人也可以會同環境保護局或
工業部的人一同現場勘驗。

二、緬甸廢棄物處理問題與現況

緬甸現行廢棄物處理方式如圖 10 所示，分為固體與液體兩種，其中固體廢棄物又

包含家用廢棄物、工業用廢棄物、醫療廢棄物等。廢棄物處理議題由地方政府主導，
目前緬甸只有仰光、曼德勒及內比都有基礎的廢棄物處理機制，將近 2/3 的廢棄物未
被妥善處理就直接就地掩埋、公開燃燒或排放到河流，僅少部分有經過回收、處理之
後送地區型的小型焚化爐焚燒。
圖 10：緬甸現行廢棄物處理方式
緬甸現行廢棄物處理方式
廢棄物產生
固體廢棄物

液體廢棄物

（一般固體廢棄物、醫療、
工業及其他）

（民生用水、工業用水、
農業用水及其他）

收集

收集

無特別分類、處製後便進行
小型回收

簡易的廢水及汙水處製
(Poor Service for waste water &
Sewage collection & Treatment)

(Small Informal Recycling)

回收
自然排出
掩埋

地區性小焚化爐焚燒
（不足夠）

CO2 , CH4

SO2 , NO2

P,N

Toxic Materials

因空氣、土壤、水汙染而造成環境及健康問題
（氣候變遷、優氧化、土壤酸化、臭氧層破洞、中毒等）

資料來源：緬甸自然資源暨環境部，外貿協會製圖
68

Pollution Control & Cleansing Department, P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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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固體廢棄物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
目前緬甸大約日產 2 萬噸固體廢棄物，仰光、曼德勒及內比都就佔了近一半。仰
光目前每日產生約 2,000 公噸廢棄物、曼德勒每日產生約 955 公噸、內比都則是 200
公噸，這些數據僅僅是計算城市附近掩埋場的數量，還未包含那些未被蒐集處置的廢
棄物。
仰光及曼德勒外約 10-25 公里多處有設置掩埋場 (disposal site)，負責處理都市固
體廢棄物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每個大約 1 公頃左右，可使用 1-5 年。都市
廢棄物很常直接燃燒，因此產生有毒煙霧，而就地掩埋除了產生的空氣汙染外，囓齒
動物等也會經常出現而衍生衛生問題。對此，仰光市特別與日本政府共同合作建立第
一座垃圾發電廠，總價 16 億美元，雙方各出資一半，以「聯合抵換額度機制」(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JCM)69 合作。此專案由日本 JF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JFE)
公司執行，該工廠每日可處理 60 公噸之廢棄物，自 2017 年 4 月開始啟動，一年預計
可降低 4,800 公頓的碳排放，並生產 700 KW 的電力，由於該發電廠一年僅需 300 KW
來運轉，所以該電廠不僅可自給自足，還可將電力分給其他電網使用。
緬甸多個城市已開始有永續發展意識，許多組織也開始倡導並教導人民有關環境
保護的觀念，並提倡 3R(Recycle, Reduce and Reuse) 精神，經過統計，仰光每日有 86
公噸的廢棄物可經回收後轉給回收商，分別為玻璃 (57%)、紙板加紙類 (28%)、塑膠
(7%)、錫罐 (7%)、其他金屬 (1%)，然而對緬甸廢棄物而言，現階段收集及處置是重點，
回收反而不是最主要的項目。

69

「聯合抵換額度機制」（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JCM）：這個機制是由日本外交部主其事與環境
省協力，動用依法設置的國際合作基金，一方面藉協助發展中國家取得低碳綠能技術之名義，協助日
本企業輸出相關科技並發展綠能與低碳產業，另方面則在幫日本取得減碳抵換額度之餘，履行日本的
資金援外承諾，這個一石多鳥的策略，目前已促成日本技術與資金有計劃的進入超過 20 個以上的國
家。 以上說明引用自范建得 (2016.6.15)。巴黎協定減碳聲聲喚，環境與能源雙重限制下的台灣該如何
面對？。清大國際氣候變遷發展及法制研究室。
取自 http://namasnthu.blogspot.com/2016/06/blog-post_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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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廢棄物
為了強化緬甸工業廢棄物管理，緬甸工業部 (Ministry of Industry) 從國營事業
(state-owned industries) 包括 18 個工業區及 3 個經濟特區，再加上其他的民營工業區
開始推廣。工業廢棄物種類繁多，有毒的必須經過處理後才能丟棄。根據仰光市政府
調查，每日市府收集大約 150 頓的工業廢棄物，理論上所有工業區的工業廢棄物皆需
集中後運到特定工廠處置。但是現階段，即便是仰光，許多都是有打電話才會來收集
(on-call basis)，而收到的廢棄物又經常未經處置後即丟棄。
日商管理的迪拉瓦經濟特區及明加拉東工業區針對廢棄物處理管得很嚴，根據已
進駐迪拉瓦工業區的 F 商告知，迪拉瓦設有自己的廢水及廢棄物處理場，針對各工廠
不僅有年度檢查，每月各工廠還要自行申請外部單位檢驗，如果是可能產生高污染的
產業進駐，廠商還必須自行提出解決方案。日本 Dowa Eco-System Co., Ltd 已在迪拉
瓦建立緬甸第一個廢棄物掩埋處理機構 (landfill facility)，並已於 2015 年 6 月開始運作，
Dowa 未來希望能將此業務拓展到更多地方，不限於只處理經濟特區內的廢棄物。
明加拉東工業區的緬甸達新工業陳進學總經理受訪時提到，明加拉東工業區當初
在設廠時，就被要求要交環境管理計畫 (EMP)，每 2 年受評比一次。對於電鍍廠，園
區管理處每 3 個月抽驗。工業區管制要求化學品不落地，相關工業廢棄物蒐集好後，
通知政府主管單位開車載走。近年來緬甸政府的廢棄物管理有進步，之前是露天卡車
載走，現在對於這些化學品加強密封後才載走。

三、緬甸廢水處理問題與現況 70
（一）背景說明

緬甸境內有豐沛的水資源，可利用水資源達 1,600 平方公里。但總體水資源利用
率僅 5%，其中工業及民生用水僅佔一成，多數皆為農業用水。因緬甸基礎建設不足，

70

U Khin Maung Win, (2019.12). Water & Wastewater Industry - Current Situations in Myanmar.
Myanmar Water Engineering And Products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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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備老舊，即便是仰光市，2018 年的供水覆蓋率僅 45%，汙水下水道系統覆蓋面
積僅 9 公里，且皆集中於市中心。
近年來隨著經濟急速成長，造成供水不足，水道設施等建設工程皆需求孔急，而
這也造成了許多公共衛生及健康問題，譬如說緬甸 5 歲以下小孩得腹瀉的比例，是東
南亞國家中最高的，一歲以下嬰兒死亡率是 6.2%，5 歲以下小孩死亡率是 7.2%，此外
瘧疾、登革熱、屈公熱等相關疾病也經常發生。
然緬甸並無充裕財源可挹注於相關公共建設開發，無論是汙水、淨水、排水處
理都有待國際合作開發。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及世界銀行
(World Bank) 皆提供相當多的的資金贊助，因此吸引了日、泰、法、丹麥等多國相關
廠商進駐投資自來水系統、污水處理及水力發電等事業。比較常見的合作方式為政府
開發援助 (ODA)、技術援助、國際合作、公私合夥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
等，如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 JICA) 便於 2014
年與緬甸政府以 ODA 合作，由 JICA 提供 23 億日圓貸款協助「仰光自來水改善項目」
(The Greater Yangon Water Supply Improvement Project, MY-P5)； 荷 蘭 政 府 也 於
2019 年為曼德勒比基達貢區 (Pyigyitagan) 供水計畫提供 70% 的貸款 ( 約 6,000 萬歐元，
另外 30% 由 JICA 提供 )，法國 Agence Françaisede Développement(AFD) 亦針對此
計畫提供 250 萬歐元的財政援助 (finance this project)，工程預計於 2021 年完工。

（二）問題與現況
緬甸現在有 34 個已開發工業區，仰光 20 個，其他城市合計 14 個，另有 8 個正
在開發中，大部分的中小企業都設置在工業區內，多數工業區沒有中央污水處理廠
(Central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CIWWTP)，但 2019 年起針對新建的
工業區，需設置相關廢水處理設備已逐步開始討論。緬甸現在發展工業用廢水處理有
以下幾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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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價格上漲
2. 有限技術及資訊
3. 預算限制
4. 人力、廠房及土地之限制
5. 資源短缺
6. 市場競爭及進入障礙
7. 環境保護法規漸趨嚴格，防治污染成本上升
根據 2019 年緬甸經濟、貿易與產業部的報告 71，緬甸廠商在面對設置廢水處理
時 有 三 大 難 題： 資 金 (funding)、 設 備 地 點 (installation space)、 人 力 資 源 (human
resources)。
現階段在緬甸，只要能夠單獨於工廠設置廢水處理設備，即被視為大型廠商
(large-scale business operator)。緬甸現有的大型廠商約 2,000 家。但就資金而言，許
多緬甸廠商皆為中小企業廠商，並無能力單獨購買廢水處理設備，廢水處理設備對許
多工廠仍為非設置之必要設備。
此外緬甸之貸款機制尚未發展完全，現有機制下廢水處理設備也不易取得貸款，
對緬甸廠商而言，又更加減少購買誘因；就設備地點而言，許多工廠在建設時並未想
到要加入廢水處理設備，故現在面臨無地可供廢水處理設備放置；此外，緬甸目前僅
有少數工程師可操作廢水處理設備，所以就算購置了相關設備，廠商也要聘專業人士
來操作。
目前緬甸處理工業廢水方式：
1. 設置中央廢水處理廠 (Central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如日本主導投資的迪拉瓦經濟特區及明格拉東工業區皆有設置中央廢水處理
場，同在工業區的中小企業廠商便可享受到該項服務；曼德勒工業園區多年來
苦無廢水處理機制，2018 年爭取到丹麥責任商業基金（RBF）及製造工程師協

71

Wellthy Corporation, Mitsubishi Chemical Aqua Solutions Co., Ltd.，同註 63，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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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SME）援助後，建立一個廢水處理廠，供曼德勒工業園區內的 23 個製革廠
使用 72。
2. 個別廢水處理設備 (Individual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例如在曼德勒就有大型的紡織廠及酒廠引進廢水處理設備。
緬甸的中小企業廠商雖然意會到廢水處理之重要性，但還未大量採購，故緬甸廢
水處理設備規模現在還十分有限。然而緬甸對環境保護之法令日趨嚴格，近年也有許
多國內廢水處理廠商，逐步轉進工業廢水領域，一旦開始擴張，市場成長速度及規模
將十分可期。根據 2019 年緬甸經濟、貿易與產業部的報告，緬甸廢水水質監測預估有
180 億日圓 ( 約新台幣 50 億元 ) 潛在市場 73，廢水處理設備預估有 4,000 億日圓 ( 約新
台幣 1,100 億元 ) 潛在市場。又緬甸本土工業廢水處理廠商尚未興起，所需之廢水處理
設備皆須自國外進口，台灣廠商可順勢搶進此商機。

72

緬甸中文網 (2018.10.31)。曼德勒將解決工廠的老大難問題，幕後金主很給力。微文庫。
取自 https://www.luoow.com/dc_hk/109388257

73

Feasibility Study on the Overseas Expansion of Quality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FY 2018; 2019.02;
The Ministry of the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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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處理解決方案
（一）市場需求

緬甸水處理市場概況如圖 11 所示，可分為淨水及汙水處理市場：
1. 淨水市場 ( 给水 ) – 競爭者多，約占九成
(1) 家庭用水：隨著經濟成長，緬甸中產階級付錢購置淨水器意願上升。
(2) 工業用水：包括工業用水及工廠用飲水，隨著緬甸新工廠日益增多，需求上升。
2. 汙水市場 ( 排水 )
(1) 生活汙水：偏向國營，一般廠商不易接到單。
(2) 工業廢水：2~3 年前因公佈排放標準，以及政策要求特定產業之工廠須提交環境
管理計畫及做汙水處理，需求上升。
圖 11：緬甸水處理市場概況
隨著經濟成長，緬甸中產階級

家庭用 水

付錢購置淨水器意願上升

淨水（給水）
競爭者多，約佔九成

工業用水、工廠用飲水；隨著緬甸

工業用 水

新工廠日益增多，需求上升

生活汙 水

偏向國營，一般廠商不易接到單

工業廢 水

2~3 年前因公佈排放標準，以及政策要求特
定產業之工廠須提交環境管理計畫及做汙水
處理，需求上升

汙水（排水）

資料來源：訪談當地廠商，外貿協會製圖。

以淨水市場來說，緬甸現在的涵管是 100 年前英國人建的，涵管有到的地方才有
自來水，且「無收益水 74」比例過高，因此即便是仰光，自來水供給率也僅四成左右，
許多地方皆使用地下水或自家池塘取水。許多台商也是早期至緬甸發展時，因為受不
74

指由於漏水、偷水或水表故障等原因，即便供水也无法为自来水公司带来收益的那部分水。在日本，
無收益的水還不到供水的 5%，但仰光市則估計高達 66%。以上文字引用自石井雅仁 (2018.09.20)。
日本在行動：拯救大都市仰光的自來水！。nippon.com。
取自 https://www.nippon.com/cn/features/c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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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當地水質，在買濾水器濾水等過程中發現水處理商機進而轉進。良井水處理工程公
司的蔡重吉董事長便觀察到，隨著經濟興起，生活品質要求提升，對於淨水這類剛性
需求，相關產業規模預計越來越大。
就汙水市場來說，緬甸現階段佔比最多的工業為食品工業，再來則是製造業，外
資目前則以能源、礦物、電力為主。緬甸因勞力資源充沛並與歐美簽有普遍優惠關稅
制，吸引眾多紡織工業當地設廠，上述產業皆需要大量的水處理及廢棄物處理設備資
源。
現階段有設置廢水處理系統之企業，多數屬於外資或是緬甸之大企業，尚未普及。
許多緬甸中小企業不是尚未有廢水處理觀念，便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早期緬甸對工業
廢水排放之法規沒有很嚴格，但 2015 年的緬甸環境品質排放準則 (NEQG) 通過後，許
多工廠開始注重工業廢水之處理，相關水處理詢問亦上升；緬甸政府於 2018 年的永續
發展計畫過後，對於新設的工業區都會要求設有汙水、淨水、排水處理系統，新進入
之投資廠商亦須特別注意環境保育這塊，隨著現在世界供應鏈逐步往東南亞遷徙的趨
勢，對於相關水處理之需求將會越來越高，將會是國內水處理企業商機所在。

（二）原料、設備、技術
緬甸的水處理台商，有原料、設備、技術皆從台灣進口，力求品質穩定；也有選
擇設計及技術來自台灣，零組件則於中國大陸進口後再到緬甸組裝。緬甸因為與中國
大陸相鄰，進口產品十分方便，可以從雲南陸運，且有些原料設備在緬甸買，還可能
因退稅而比較便宜；若是從台灣進口，只能走海運，光是通關及稅務便十分麻煩。
此外兩者價差甚大，以馬達為例，中國大陸製的只要新台幣 1 萬，台灣製的要新
台幣 4 萬；或是廢水處理的汙泥處理機，台灣製的要新台幣 20 萬，中國大陸製的只要
新台幣 10 萬，價格相差極大之下，中國大陸零件易享有價格優勢。緬甸中小企業較多，
大企業較少，一體化的汙水處理設備比較有商機，目前對於客製化的需求尚未興起。
就緬商而言，多數透過鄰近國家如新加坡、泰國進口美國、日本、歐洲的設備，
或直接從中國大陸進口，如緬甸的領導水處理公司 Myanmar Water Enginee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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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Co., Ltd. 主要供應商來自泰國，由泰國進口日本產品，有時礙於預算限制也會
採購中國大陸的零組件，但幫浦 (pump) 都是直接買日本的或直接從中國大陸進口。
DR WATER 的何大強董事長受訪時提到「緬甸沒有任何產業是飽和的」，正好說
明了緬甸水處理的現況。無論是在都市與否，緬甸的基礎排水，淨水、污水處理等系
統均呈現不足及老舊狀態，後續發展看漲。雖然台灣的水處理產業已發展到利用 IOT
進行智慧水處理及監測，但因為緬甸網路還不發達，推廣言之過早，畢竟緬甸連最基
礎的淨水、汙水、廢水都還沒建立完整的體系。

二、工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產品與技術

隨著科技的快速轉變、消費者需求上升、許多嶄新且便宜的電子產品快速成長，

也因此電子廢物 ( Electronic waste, E-waste) 是緬甸近年來成長最快的垃圾分類。電子
廢物可分為大裝置 ( 洗衣機、冷氣、冰箱等等 )、小型裝置 ( 吹風機、手機、電腦 ) 等，
這些都跟一般垃圾混在一起丟棄，包含電池內的產品都直接掩埋，造成環境汙染及健
康問題。
因緬甸經濟正快速成長中，廉價電子產品興起所產生的電子垃圾，二手汽車市
場的零件交易，能源、礦物產業所產生的大量廢棄物，相關廢棄物產業具有相當大
的需求。因此環境保育部 75 (ECD) 跟挪威環境管理機構 (Norwegian Environmental
Agency) 以及挪威科學與工業研究基金會 (SINTEF) 一起合作討論有毒廢棄物管理規則，
包括如何實踐巴塞爾公約 76（Basel Convention）。
相關的回收新創事業也風起雲湧，總部位於仰光的回收服務公司 RecyGlo77 於
2017 年開始運營，提供垃圾分類，垃圾收集處置等服務，Recycle Myanmar78 則是致
力成為緬甸廢棄物管理及循環經濟的平台，透過手機 app 及線上平台，可媒合家戶、
75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ECD

76

全稱為《控制危險廢料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主要是控制有害廢棄物越境轉移的國際公約。

77

RecyGlo 官網：https://www.recyglo.com/

78

Recycle Myanmar 官網：https://recyclemyanmar.com/

51

緬甸工業循環經濟市場調查報告 - 緬甸廢水、廢棄物及小型綠電之商機

企業及回收商，Recycle Myanmar 已於 2019 年獲得丹麥於緬甸的 ODA 組織丹麥責任
商業基金 (Responsible Business Fund, RBF) 投資。

三、小型綠電、儲能及不斷電系統

在緬甸循環經濟發展之田野調查中，我們也發覺到除了廢棄物及廢水處理外，有

關小型綠電於緬甸家戶、偏鄉及養殖業等應用之商機。

（一）小型綠電於一般家戶之應用
緬甸台商總會的何廷貴會長受訪時提到，1992 年的時候，緬甸只要電一來眾人就
拍手，現在的情況雖然不到如此誇張，但仰光一天也會跳電 3-4 次。亞太集能有限公
司的楊協理則觀察到很多商店或大樓都有發電機，電器也有電源保護。因為緬甸的電
力十分不穩定，故太陽能板搭配 UPS( 不斷電系統 )，可以達到不斷電的效果，潛在商
機很大。當地之日商、製造業、飯店、餐廳等也會有需求，惟現階段電池價格對緬甸
來說價格還是偏高。

（二） 小型綠電於緬甸偏鄉之應用
面對偏鄉極度缺電的情況下，緬甸政府也大力扶植偏鄉地區太陽能發電系統，解
決架設電網緩不濟急之問題。世界銀行下的國際金融公司（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提供資金協助，到目前為止，緬甸已有 5,000 多個村莊與國家電網相連，
其中有 7,200 多個與太陽能和小型發電站相連，偏鄉地區目前共有 200 萬人獲得電力
服務。
在此情形下，太陽能小型發電及再生儲能設備有極大發展潛力，如我國外交部及
國合會的「緬甸鄉村微集中式供電站先鋒計畫」，在 2017 年於緬甸馬圭省 (Magway
Region) 及實皆省 (Sagaing Region)，建置微集中式太陽光電系統與照明等硬體設施，
提供 5 個村莊家戶及公共設施照明用電 79。
79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2019.5.30)。緬甸鄉村微集中式供電站先鋒計畫。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
展基金會。取自 https://www.icdf.org.tw/ct.asp?xItem=36470&ctNode=3043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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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型綠電於緬甸養殖業之應用
緬甸養殖漁業興盛，亞太集能楊協理觀察到緬甸偏鄉小島的養殖漁業，如需發電
都是用船運送柴油到島上。因為發電亦需成本，如果沒有用電把氧氣打入池中，魚塭
含氧量不夠，生產密度遠低於台灣。如果有小型綠電設備，白天除了將氧氣打入池中，
更可將多餘電力用於冷藏，改善企業成品，或是夜間照明。
台灣廠商前進東協，除可參與興建發電廠等大型計畫，偏鄉的小型綠電、儲能及
不斷電系統不失為一個可突圍的市場缺口。緬甸的電費便宜，工業用電是台灣的半價。
目前政府有開放廠商可自行建造電廠，不管是透過太陽能還是水力發電，皆可生產電
且自行收費定價。緬甸政府對綠電沒有補貼或保證收購價格，僅同意生產之電可以折
抵，故如何尋找賺錢之商業模式，許多廠商還在探索中。
許多太陽能的專案是長期的合約，因為經濟關係緬甸人常無法一次給全部的錢，
緬甸人十分習慣分期付款。然而因基礎建設不甚發達，有些村莊要開 3-4 小時的車子
才能抵達，萬一村民不交錢，要討帳也是件麻煩事，所以收款也是一個台商過去很大
的問題。近年來因為網銀發展關係，漸漸有許多改善的跡象，但還是需要台灣廠商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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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 環 經 濟 是 世 界 趨 勢， 緬 甸 自 然 也 不 例 外， 緬 甸 政 府 特 別 於 2018 年 編 寫 了
《National Waste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Master Plan for Myanmar (20182030)》，做為緬甸產業及國家永續發展的指南。雖然礙於經濟發展形式及國家財政狀
態無法一步到位採用最先進的做法，緬甸政府之政策依舊是朝永續發展及保護環境的
方向前進。循環經濟包含的層面十分廣泛，從一項產品的原物料、生產、製造到廢棄
物處置都包含在內，環保設備及綠能產品作為其中重要的一環，正是現在經濟發展剛
起步的緬甸所強力需求的，有鑑於緬甸現在諸項產業皆屬於未飽和狀態，有意願之廠
商可考慮提早入場卡位。以下提供行銷建議及市場風險評估應注意事項。

一、行銷建議

（一）緬甸廢水及廢棄物處理市場商機可期
緬甸之廢水及廢棄物處理現皆屬於藍海市場，緬甸之廢棄物處理機構遠跟不上經
濟快速發展腳步，無論是一般廢棄物、工業廢棄物、醫療廢棄物以及液體廢棄物，相
關廢棄物產業具有相當大的需求，現階段相關廢棄物管理屬於國營事業，但其衍伸的
資源回收及廢棄物再應用等公司如雨後春筍成立。
隨著國家永續環境保育觀念提升及相關廢水排放標準之提高，緬甸的廢水處理產
業眾多廠商開始投入，企業也逐步被要求調整。雖然現階段市場規模不大，隨著緬甸
本土環保意識興起，緬甸廢水及廢棄物處理市場商機十分可期。

（二）以國家隊形式集體出擊
緬甸尚屬於開發中國家，政府無力負擔大規模的公共建設投資，許多重大建設均
仰賴外資以 ODA、國際合作或外商投資為主，表 9 為當地知名國際合作單位 80：

80

U Hla Maung Thien, U Min Maw, Daw Ni Ni Thin, U Hein Latt，同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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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緬甸當地知名國際合作單位
國家 / 單位

日本
法國
丹麥

名稱

網址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https://www.jica.go.jp/myanmar/english/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 JICA） index.html
Agence Françaisede Développement (AFD)
丹麥責任商業基金
Responsible Business Fund (RBF) of Denmark

https://www.afd.fr/en
http://www.rbfmyanmar.com/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https://www.unido.org/
(UNIDO)

歐盟

SMART Myanmar

https://www.smartmyanmar.org/en

資料來源：U Hla Maung Thien, U Min Maw, Daw Ni Ni Thin, U Hein Latt，同註 58，外貿協會整理。

因歐美、日本、中國皆已前往當地耕耘許久，台商如有意前進緬甸，以國家隊形式或全
面方案 (Total Solution) 模式較易獲得當地政府接受或取得大型標案，若為單打獨鬥或僅
以設備供應商的角色經營，會較難打入，且需較長時間耕耘。

（三）透過參加展團積極布局
緬甸許多基礎建設尚處於早期開發階段，雖然眾多國家及大廠已進入，依舊處處是機
會，台灣廠商可選擇先行進入布局，並透過參加當地專業展覽如緬甸水展 (MYANWATER)、
緬甸國際電機電子暨電力設備展（Power Expo Myanmar）、緬甸國際汽機車暨零配件展
(Myanmar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Accessories & Motor Show, AMPA Myanmar)、投
資考察團、拓銷團等形式接觸及拜會當地的工業區及買主，拓展自身的產品及品牌知名度。

（四）強化台灣品牌效應
緬甸與中國大陸相鄰，因此對中國大陸十分熟悉，在訪問當地台商過程中，所有廠商皆
異口同聲提到緬甸人分的清台灣跟中國大陸的品牌。DR WATER 何大強董事長提到緬甸的
品牌迷思還不會很普遍，所以不一定會堅持一定要台灣或日本製的產品，台商如要進入需多
做功課，以台灣名義不一定會有優勢；浩大工業有限公司的留鈺茹經理則提到關於廢水處
理市場，緬甸目前是以價格為主，因浩大工業全使用台灣進口零件，相較之下中國大陸以價
錢低易取得先行優勢，但慢慢的緬甸廠商也開始注重品質，且有用過浩大工業的客戶就知
道台灣的品質好，服務好，因而累積許多回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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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當地設廠售後服務應及時
許多台商接受訪問時不約而同提到公司一定要本土化，不然生意會做不起來，良井水
處理工程蔡重吉董事長表示就水處理來說，售後服務非常重要，因為流程非常多，只要一
個小配件壞掉，就不能用，所以最好在當地有公司或是服務處，注意維修保固，做好檢測及
預防。

（六）循環經濟國際潮流，同步累積公司品牌效應
永續發展已漸成顯學，不僅聯合國列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相關倡議活動如要
求企業使用百分之百綠電之 RE 10081，或是近年來熱門投資參考指標 - ESG ( 環境、社會、
企業管理 )，都顯示企業參與循環經濟及環境保護之重要性日益上升。
本書在第四章時介紹世界各國之循環經濟發展概況，對於許多歐美客戶及品牌大廠，
不僅企業本身會參與循環經濟並遵守永續發展之相關原則，有些更進一步要求供應商也達
到相對應之作為。
訪問當地台商時，有不少台商的工廠本身就有水回收、太陽能綠電、綠建築等相關環境
友善措施，並有完善的廢棄物及廢水處理措施，主要是因為公司的企業文化十分重視永續
發展。而參與循環經濟及保護環境除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對爭取歐美日客戶及品牌大廠，更
有加分效果。

二、風險評估

（一）做好市場調查，確認有需求後再進入
緬甸是一個處處充滿機會的市場，但無論是基礎建設、當地市場開放程度、經商習慣、
市場規模等，亦充滿風險與挑戰。有興趣的廠商可以先透過國際貿易形式，確認真的有市場
需求後，再選擇投資進入。
81

RE100 是國際倡議行動，加入企業必須承諾 2050 年前達成 100% 使用綠電，供應鏈的部分則屬自願性
質。參加之知名企業有蘋果、台積電等等。其中蘋果不僅 2018 年就達成全綠電，更進一步要求旗下
供應鏈的 23 家廠商承諾為蘋果產品使用 100% 的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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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慎評估進入市場風險
圖 12 為仰光台灣貿易中心提供進入緬甸市場之各項模式風險評估表，風險最低為
參展、拓銷團之國際貿易，最高則是與緬甸人合作，以人頭方式購買廠房及土地。緬
甸現在還無法開放外資百分之百持有土地，因此會有許多人選擇和當地人合作，將工
廠登記在緬甸人名字底下，但如果非熟悉的人，若遇到詐騙，將求助無門。
初次前往緬甸投資的廠商，可考慮至知名工業區設廠，知名工業區可以公司法人
租賃場地，租賃土地及廠房通常不超過 50 年，租期可延長 2 次，每次 10 年，經濟特
區租期最長可到 75 年。
建議投資前，應前往實地考察，了解真實狀況，同時確認緬甸最新之法規。有興
趣者可透過經濟部投資業務處、KPMG 安侯建業或緬甸投資暨公司管理局查看最新之
法規。
圖 12：進入緬甸市場各項模式之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 模式參考
人頭名義購買不動產
人頭名義購買廠房
緬商 BOT
合資生產
租廠房生產模式
外資 100% 名義投資設廠外銷
貿協：拓銷探路
資料來源：仰光台灣貿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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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建議及風險評估

（三）善用公協會及華僑資源
緬甸直到 2011 年才開放外商進入市場，有心前往緬甸發展之廠商可先與當地如緬
甸台商總會、緬甸留台同學會、駐緬甸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仰光台灣貿易中心等公
協會請教，入境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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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網站及聯絡資訊：
（一）投資相關

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twBusiness?lang=cht

2.KPMG 安侯建業
https://home.kpmg/tw/zh/home/insights/2020/03/tw-kpmg-invest-in-india-atp.html

3. 緬甸投資暨公司管理局
https://www.dica.gov.mm/

（二）政府駐點
1. 駐緬甸代表處（駐緬甸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95-1-527-249
緊急電話：+95-9-257-257-575
網站：www.roc-taiwan.org/mm
2. 駐緬甸代表處經濟組
電話：+95-9427355554
3. 仰光臺灣貿易中心
電話：+95-1-8603461
Email：yangon@taitra.org.tw
網站：yangon.taiwantrade.com

（三）緬甸當地水處理公司資訊 ( 以下按照公司筆畫排序 )
1. DR WATER
負責人：何大強 董事長
電話：09-260771608
Email：dr.water16888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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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yanmar Water Engineering & Product Co., Ltd.
電話：+95 1 8564547
Email：mwepmyanmar@gmail.com
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mwep.myanmar/
3. 良井水處理工程公司
負責人：蔡重吉 董事長
電話：+95 9260337263
Email：giantwell5188@gmail.com
聯絡人：蔡重吉 董事長
網站：https://is.gd/hctMLn
4. 浩大工業有限公司 Hao Da Industrial Co.,Ltd
負責人：留文達 董事長
電話：+959-45005-1135
Email：haoda.watertreatment@gmail.com
聯絡人：留鈺茹 經理 (Ruby)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ao-Da-Industrial-Co-Ltd-108248950511589/

二、當地相關展覽介紹

（一）緬甸國際水工程大展 (MYANWATER)
主辦單位：AMB Tarsus Events Group
日期：每年一次，通常於 5 月舉辦
官網：https://www.myanwa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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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緬甸能源展 (MYANENERGY)
Myanmar's International Power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hibition
主辦單位：AMB Tarsus Events Group
日期：每年一次，通常於 5 月舉辦
官網：https://myanenergy.com/

（三）緬甸綠能展 (GREENPOWER)
主辦單位：AMB Tarsus Events Group
日期：每年一次，通常於 12 月舉辦
官網：http://greenpowermyanmar.org/

（四）緬甸國際電機電子暨電力設備展（Power Expo Myanmar）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展昭國際企業群
日期：每年一次，通常於 9 月舉辦
官網：https://www.power-myanmar.com/zh-tw/index.html

（五） 緬甸國際汽機車暨零配件展 (AMPA Myanmar)
Myanmar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Accessories & Motor Show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展昭國際企業群
日期：每年一次，通常於 9 月舉辦
官網：https://www.auto-myanmar.com/zh-tw/index.html

（六）緬甸泵閥展 (PUMP AND VALVE MYANMAR)
主辦單位：AMB Tarsus Events Group
日期：每年一次，通常於 5 月舉辦
官網：http://www.ambtarsus.com/calendar-myanma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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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公協會名錄
（一） 緬甸台商總會

總會長：何廷貴先生
會員家數：168 家
聯絡方式：+959-43195558，+951-564352
E-mail：chrishovtm@gmail.com

（二） 緬甸留台同學會
總會長：尹開泰先生
聯絡方式：+951-8500778
Email：info@ftsam.org
網站：http://www.ftsam.org/zh-hant/

（三）緬甸臺灣商貿會
會長：林億來先生
會員家數：130 家
聯絡方式：+959-420165523
E-mail：skylin1956@gmail.com

（四）迪拉瓦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
Thilawa Special Economic Zone Management Committee
聯絡方式：(01) 2309-081
Email：info@myanmarthilawa.com
網站：http://www.myanmarthilawa.gov.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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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緬甸 FTA 的最惠國關稅和特惠關稅表
下載連結：

https://www.myanmartradeportal.gov.mm/en/mfn-tariffs-and-preferential-tariffschedule-of-fta
資料來源：緬甸商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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