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柬埔寨農產業市場現狀與商機探討
-PEST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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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環境概述

基
本
環
境

柬埔寨，首都金邊
國土面積：181,035平方公里
人口總數：1,514萬人(2015年08月)
位於中南半島南部，東面和東南面與越南接

壤，邊境長約1,270公里，北面與寮國相鄰，
邊境長約450公里，西面和西北面與泰國毗
連，邊境長約690公里，西南瀕臨暹羅灣。

人
口
結
構

低於15歲者有33.2%，15-64歲者有63.2%
(以青中壯年人口多，多從事農業或勞力密集產業)

全國勞動人口計有945萬人，其中男性佔
52.5%女性佔47.5%。

人均GDP：$ 1,094.58 （2014年）
同期：泰國($5,977.38);越南($2052.29)；寮國($1793.47)
資料來源：World Bank

與周邊三國近10年GDP比較是目前最低



3

經濟增長、財政貨幣
政策、利率、匯率、消
費、通貨膨脹

技術總體水準、技術突
破、產品壽命週期、技
術變化速度

生活方式、社會價值
觀、習慣習俗、教育
水準

政府政策、政府管制、
立法、國家政局……

Economic
經濟環境

Social & culture
社會與文化環境

E

TS

P

Technological
技術環境

Political
政治法律環境

本文係針對柬埔寨宏觀環境因素作分析，針對進入柬國進行農產業經營分析具體內容，後續內容將應

對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和技術（Technological）這四大類影響企

業的主要外部環境因素進行分析。

柬埔寨農產業外部環境分析(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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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政治和法律環境(Political Factors)-1

A
 政治體制：君主立憲體制。
 國家首領：國王西哈莫尼（

Norodom Sihamoni），於2004年
登基。
總理洪森（Samdech Hun Sen）。

 --重要政黨：人民黨（執政黨）及沈
良西黨。

政體

B
奉行獨立、和平、永久中立和不結盟的

外交政策，反對外國侵略和干涉，在和

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所有國家建

立和發展友好關係。

對外關係

C
主要投資法令

 為柬埔寨2003年通過之

「柬埔寨王國投資法修正案」

法律環境

D
柬國為吸引外資，已於1994年制定投資法，

設置--

 柬埔寨投資發展委員會（CDC）：作爲

私人及公共投資之最高決策機構

 柬埔寨投資委員會（CIB）：職掌吸引外

資及核准私人投資之行政機構。

投資貿易主管機關*

※註1：我政府在柬國尚未能設立代表處或任何形式之辦事處，目前與柬國的相關經貿事宜，

係透過越南駐胡志明市辦事處協助

註2：其他在地投資諮詢民間組織：柬埔寨臺灣商會，https://www.facebook.com/TCAC.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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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政治和法律環境(Political Factors)-2

投資申請之規定

投資人提交
投資申請書

（Investment Proposal）

有條件登記執照
（Conditional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不符投資條件書
（Non- Complimance）

3天內
核發

各相關權責機關負責
在28天內發出核准證

柬國投資局
（CDC/CIB）

審查

投資局提供廠商
單一窗口之服務

應提交下列文件：
1. 柬埔寨投資局（CIB）之投資申請表
2. 投資企業的章程或BCC、BOT合同
3. 經濟技術可行性研究報告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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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政治和法律環境(Political Factors)-2

投資申請其他程序

1 2 3 4 5 6 7

向柬埔寨投資局申請備
案，並交納第一階段申
請費，不超過100萬美
元的投資項目，規費為
100美元；超過100萬美
元的投資項目，規費為
200美元；

向柬埔寨投資局（CDC/CIB）
官員面談或書面陳述投資計劃，
並回答提問（一般與CIB投資
評估局會談）。一旦CDC/CIB
認為申請材料完整，其應在28
個工作日內作出同意或拒絕的
通知。

獲得CDC/CIB同意後，繳
交第二階段申請費，不超
過100萬美元的投資項目，
該費為500美元；超過
100萬美元的投資項目，
該費為1,000美元。

向柬埔寨國家銀行交納占

投資資金總額1.5%-2.0%

的履約保證金。

向柬埔寨商業部註冊登

記法律實體登記。

獲得CDC/CIB的正

式投資許可證。

 在6個月之內進行投
資。

 項目完工30%後退回
履約保證金。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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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政治和法律環境(Political Factors)-3

1.柬國稅法營利事得稅一律為

20%

2.適用所有居留者(含公司、個

人)

3.支出中得視為費用扣減項目：

 預繳稅

 員工薪資、租金

 固定資產折舊

 慈善捐款(≤5%)

1.柬埔寨居民：柬埔寨居民境

內外個人所得均需繳納

2.非柬埔寨居民（居住非滿182

天者），僱用者需就源扣繳預

繳稅（WITHHOLDING TAX）

20%

1.柬埔寨於1999年1月起課徵

加值營業稅

 加值營業稅10%適用下列

情況：

 出售貨品或提供服務；

 輸入貨品進入柬埔寨王國

海關監督之地區10%。

A.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 B.個人所得稅 C.加值營業稅(VAT）

進口：

（1）適用0%的產品多為柬國

需要進口的產品

→例如農業設備及原料、藥品

等；

（2）適用7%的產品多為原料

及日常用品

→例如水泥、鋼鐵、食糖、腳

踏車、衣服等；

出口：

包括已加工木材（5-10%）、

橡膠（2-10%）、海產品及未

切割石材（10%）。

D.進出口關稅
(僅列農業相關)

租稅相關規範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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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經濟環境(Economic Factors)-1

幣 制
RIEL（柬幣）
US$1：RIEL 4,068

國內生產毛額 168.8億美元

平均國民所得 1,118美元

匯 率 1美元＝4,062（2016.3.4）

利 率
3.5% （ 1 年 活 期 ）

（2015.5.21）

I M F 預 測 2015經濟成長率7.2%

政 府 債 務
管 理 能 力

低風險

柬埔寨係東南亞地區擁有經濟政策最開放的國家之一

目前逐步走向市場經濟體制之目標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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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經濟環境(Economic Factors)-2

農業經濟現狀：
柬埔寨農業佔國民生產總額之27.5%(>工業23.8%)
 2014年農業佔GDP比重33.5%(服務業38.3%；製造業

21%)
整個農作物，稻米產值約佔54%。

農業發展劣勢：
農業技術仍相當落後。
受限水利灌溉措施未臻完備，稻米產收一年僅能一次。

其他農作物：
玉米：佔農作物總產值5%，(31.5萬公頃)
大豆：14.8萬公頃
其他：蔬菜(8%)芝麻、甘蔗、花生、木薯約30萬公頃。

其他農產業：
橡膠：佔農作物總產值5%；種植30萬公頃(重要出口項目)
畜牧業：因飼料成本高，目前發展並不發達。
林業：自 2001 年起，柬埔寨政府規定禁止砍伐森林，須

取得柬國政府特許的資格才得以進行。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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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經濟環境(Economic Factors)-3

農業經濟現狀：

大米出口是目前柬國最重要的出

口經濟項目。

近年出口成長與經濟成長率呈現

正相關趨勢。

其他國家在柬國農業投資現狀：

中國大陸赴柬國投資設立碾米廠。

南韓CJ集團經營乙醇廠及種植木

薯。

越南投資種植農作物(以稻米為

大宗) 。

資料來源：柬埔寨農業部、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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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經濟環境(Economic Factors)-4

目前大米出口以中國大陸為主(佔21.66%)，其次為法國…等歐洲地區國家。(台灣僅佔0.017%)

出口大米品項以Jamine/fragrant rice 茉莉香米為大宗(51%)

資料來源：柬埔寨農業部、農科院整理(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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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經濟環境(Economic Factors)-5

現狀問題

稻米年產量約900公噸，出口量僅5-6%
原因：

1

 不願投資種植高價米

品種，以及使用化學

農藥管理田間。

 出口歐洲品種需高品

質米品種與田間生產

掌控，投入時間&成

本高。

 柬國農民多投入飼料

用米種，以求簡易管

理及求現。

農民種植觀念落後

 基礎建設尚不完善：

交通運輸成本高與水

源率低

 傳統耕種比重高，農

業機械使用率仍低

2
未達規模經濟效益

需求合作方式

01

02

03

04

育種—從稻米、蔬菜及果類等台灣優勢

技術--種植、純化或嫁接技術

農業機械--稻穀烘乾機、收割機、噴藥機器..ect

中外策略聯盟—以台灣技術、人才與資金

，結合海外市場與績優廠商商業合作

資料來源：柬埔寨農業部、農科院整理(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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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經濟環境(Economic Factors)-6

畜牧業-(豬)產業現狀

外國投資畜牧業-佔比少

 搭建豬舍企業化圈養，安全衛生有

一定管控。

 採用飼料餵食；且首都金邊貿易商

多數有進口藥品及營養品維他命等。

 豬舍內的豬糞，收集好曬乾，肥料

廠商會收購，增加收入來源。

 當地法規尚不周延，但未來廢水管

理設施將會是畜牧管理的重點。

柬國畜牧業(者)-佔比多

 農家後院式養豬，在豬肉的安全衛

生上較無品質管控。

 無具體使用飼料紀錄，且多數購買

60KG以上豬隻飼養，因飼養技術不

足，難以應付豬隻在9~12週(18-

20KG)的環狀病毒發病期。

 採用非人道屠宰方式，且缺乏冷藏

設施，肉品的衛生狀況不佳。

 柬埔寨電力設施不完善，多數農家

及投資者採用購置發電機自行發電。

 水利部分，採用搭(挖)建蓄水池(收

集雨水)，再透過過濾設施提供豬仔

飲用。(當地鑿井技術不佳，且地下

水含鈣過高，不適合飲用)

 當地人習性吃溫體肉，且電力設施

不完備，缺少冷藏設施，加上交通

基礎建設不佳影響運輸時間，雖柬

國政府鼓勵外資協助建立肉品加工

設施，此點仍須審慎評估。

柬國生產豬肉的數量僅能供應需求量的7~8%，必需從國外進口豬肉的比例約為93%左右，依

國際糧食組織報告，2011年柬國豬肉生產量97,500噸，較2010年衰退0.7%。在柬國的內需市

場需求量很大。

其他說明

資料來源：國際糧食組織2014年統計年報、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100年「赴柬埔寨投資養豬事業考察團」考察報告、、農科院整理(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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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經濟環境(Economic Factors)-7

水產養殖-產業現狀

柬國漁業集中區：洞裏薩湖是東南亞最大的天然淡水漁場，湄公河、洞裏薩河及其支流亦盛產淡水魚；養殖方式以箱網

為主。依柬國2013年農業普查資料，統計全國有525,952戶*家庭從事漁業和水產養殖，而其中專職從事漁業及養殖僅

佔11%(約57,855戶家庭)。多數農家採農作、畜牧及養殖同時經營。*(2013年柬國從事農業家庭約260萬戶)

資料來源：柬埔寨2013年農業普查、FAO漁業及水產養殖(2016/03查詢)、農科院整理(2016/03)

主
管
機
關

中央-漁業管理局

負責漁業（和水產養
殖）開發研究並起草
法律和政策。

地方-省(市)漁業局

具有必要權力以保證
在其管轄區域遵守法
律。

相
關
法
令

1987年《漁業管理和行政部門法》

2001年《漁業法草案》
( Draft Fisheries Law (2001))

主要為捕撈漁業，柬埔寨沒有關於水產養殖的特別
法律框架。

有完整的一章是關於水產養殖的，涉及對內陸水產養
殖和海水養殖的批准、水質和污水排放、活魚或新鮮
魚進出口、運輸以及加工的魚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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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經濟環境(Economic Factors)-8

資料來源：FAO漁業及水產養殖(2016/03查詢)、農科院整理(2016/03)

其
他
規
範

 《漁業管理和行政部門法》( Fisheries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Law )規定，當池

塘規格超過0.5公頃（內陸或沿海和濕地）或網箱規格超過15平方米（內陸水域）時，水產

養殖活動應在主管部門的許可下進行。

 土地和水域使用權：《土地法》（2001年）( Law on Land )確立了土地特許系統，允許為

社會和經濟目的私人使用國家財產（即住宅建設和農業開發）。

 環境影響評估：《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法》（1996年） ( Law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和《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分法令》（1999年）( Sub-

Decree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rocess )創立了柬埔寨環境影響評估（EIA）

程序的法律框架。在需要進行EIA的活動當中，沒有明確提及水產養殖。但確立的任何活動

涉及伐木（≥ 500公頃）或位於敏感區域內，例如特許林區（≥ 1萬公頃）或洪水區以及沿海

林區（任何規格），必須進行EIA。

 水和廢水：《控制水污染分法令》（1999年）(Sub-Decree o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適用於所有污染源，規定了排放或廢水運輸要求得到環境部的污水排放許可。

 新的漁業法草案要求水產養殖者保持土地、水域和環境品質和水生生物多樣性，並禁止在漁

業區排放有毒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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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經濟環境(Economic Factors)-9

資料來源：FAO漁業及水產養殖(2016/03查詢)、農科院整理(2016/03)

其
他
規
範

 病害控制：《動物和動物產品衛生檢查分法令草案》（2002年）加入了對所有動物種類、

動物產品、動物飼料的進出口、轉移、運輸工具、設施和相關設備的衛生檢查系統。此外，

制定了緊急條款阻止流行病的傳播。該分法令還規定建立衛生檢查點和檢疫設施。農業、林

業和漁業部以及獸醫和畜牧局負責該事務。

 藥物&飼料：據農業、林業和漁業部在“自然資源管理”（2002年）的進展報告中宣佈，漁

業局目前正在起草《漁業產品衛生公告》(Proclamation on Fisheries Product Hygiene)  。

例如在轉移魚類條款中，規定加工的魚產品的運輸要進行許可。

 轉移魚類：《漁業產品運輸分法》（1988年）( Sub-Law on Transportation of Fishery 

Products )對活魚或鮮魚以及加工的魚產品的運輸確立了許可系統。要求對運輸下列數量的

魚進行許可：

1. 超過200公斤海洋魚類。

2. 在漁季超過200公斤淡水魚（漁季外為60公斤）。

3. 在漁季超過60公斤的加工魚產品（漁季外為20公斤）。

4. 準備出口2 公斤的海洋魚類、淡水魚類或加工的魚產品。

 新的漁業法草案就活魚或鮮魚以及加工的魚產品的進出口和運輸做出規定，並禁止進口、出

口、交易、運輸和加工瀕危物種。進口非本土物種需要得到漁業管理人員發放的《物種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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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社會文化環境（Social & culture）-1

種族

語言

宗教

重要
城市

 高棉族佔90%

 其他：占族、普農族等少數民族

 外僑則以華僑（1%）、越僑（5%）為

最多

 高棉語（Khmer）為官方語言

※金邊地區因華僑多，當地亦可使用中文溝

通

 信仰小乘佛教者佔全國人口90%，華僑

則信仰大乘佛教，天主教徒大部份為越

南裔，占族與馬來人則多信仰回教

 首都金邊市，重要城市有施亞努城、

馬德望市、暹粒市

教育普及程度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July 2015 -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農科院整理(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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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社會文化環境（Social & culture）-2

民生基礎設施

柬埔寨當地發電廠主要以

燃煤發電，截至2014年柬

埔寨226萬用戶，電力覆

蓋率達50%。

電力

柬埔寨當地道路基礎設施，

以大都市建構較為完善；

農村地區道路多為泥路，

故交通運輸還有待改善。

道路

柬埔寨於農村地區水利設

施不完善，若要規劃耕作

地區，須先確認水源(或另

建構蓄水設施)。

水利

柬埔寨固網&手機通訊設

施；上網的設施已慢慢普

及，符合基礎使用。

電信

旅遊觀光

柬國旅遊業發展十分迅速，擁有世界知名文化遺產-吳哥
窟，每年擁入大量觀光人潮，依柬國旅遊部公布2015年
觀光人次已達477萬人次，觀光收入突破30億美元。

資料來源：Factfish統計資料；http://www.factfish.com/、柬埔寨旅遊部2015統計年報、農科院整理(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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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農業)社會文化環境（Social & culture）-3

未來交通建設：泛亞鐵路網台灣在地金融服務機構

3家分行 2家子行

財務公司：1家 辦事處：1家

台灣企銀轉投資
當地微型財務公司

泛亞鐵路網：未來貫通歐亞大陸貨運鐵路網。

計畫概念：「東南亞>中國>歐洲」

重大影響：

1.東南亞地區未來觀光旅遊一

日生活圈。

2.貨物(含農產品)運輸模式改變。

更有利於柬國農產運輸的發展。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16/03)



願景：以研究並持續發展柬埔寨農業。

任務：為了提高農業生產率，提高作物的多樣化，運用農業

研究和技術運用，確保環境可持續性和農村民生的穩定性。

戰略目標：透過研究加強採用農業改良技術，持續支持農業

發展。

柬埔寨-(農業)技術環境（Technologic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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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種苗繁殖(穀蔬豆類、品種開發檢測..)

2. 植物保護(病蟲害防治)

3. 土壤與水科學(水文、灌溉/土讓管理、實驗分析)

4. 農業工程(收穫前後技術、設備開發)

5. 社會經濟學(農場資源、民生研究；農業技術評估、農業市場調查)

6. 農藝與栽培(種植方法、栽培系統、農田生態系統、畜牧&養殖)

主要研究方向

資料來源：柬埔寨農業部<www.maff.gov.kh>、柬埔寨農業研究與發展研究所<www.cardi.org.kh>、
《柬埔寨農業研究體系概況；馮璐、吳春梅、李立池；2010/01》、農科院整理(2016/03)



柬埔寨-(農業)技術環境（Technologica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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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持促進橡膠種植發展

2. 研發高產品種

3. 提高橡膠質量

4. 提供橡膠產業評價與分析研究

5. 新技術培訓與推廣

主要研究方向

資料來源：柬埔寨農業部<www.maff.gov.kh>、柬埔寨農業研究與發展研究所<www.cardi.org.kh>、
《柬埔寨農業研究體系概況；馮璐、吳春梅、李立池；2010/01》、農科院整理(2016/03)

1. 生物研究部門

2. 社會經濟研究部門

3. 行政部門

4. 干丹省研究站

主要研究目的是科學收集和分析生

物及社會經濟數據，促進國家內陸

漁業管理和發展。

主要研究方向



柬埔寨-(農業)技術環境（Technological）-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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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化

2. 細菌

3. 寄生蟲

4. 病理

5. 血清

6. 流行病和免疫力方面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

資料來源：柬埔寨農業部<www.maff.gov.kh>、柬埔寨農業研究與發展研究所<www.cardi.org.kh>、
《柬埔寨農業研究體系概況；馮璐、吳春梅、李立池；2010/01》、農科院整理(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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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簡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