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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2 屆亞太合作經濟會議婦女領袖網路會議屆亞太合作經濟會議婦女領袖網路會議屆亞太合作經濟會議婦女領袖網路會議屆亞太合作經濟會議婦女領袖網路會議
2007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5-27 日日日日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道格拉斯港道格拉斯港道格拉斯港道格拉斯港

演講人演講人演講人演講人：：：：PETMANEE DAOWIENG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泰國中小企業促進處泰國中小企業促進處泰國中小企業促進處泰國中小企業促進處暨顧問委員會董事會暨顧問委員會董事會暨顧問委員會董事會暨顧問委員會董事會（（（（泰國婦女中小企業協會泰國婦女中小企業協會泰國婦女中小企業協會泰國婦女中小企業協會））））
適合微中小型企業適合微中小型企業適合微中小型企業適合微中小型企業

的最佳商業辦法的最佳商業辦法的最佳商業辦法的最佳商業辦法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I. 中小企業的定義中小企業的定義中小企業的定義中小企業的定義

II. 適合微中小型企業的商業做法適合微中小型企業的商業做法適合微中小型企業的商業做法適合微中小型企業的商業做法：：：：

一村一產品一村一產品一村一產品一村一產品

III.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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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的定義中小企業的定義中小企業的定義中小企業的定義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5555千萬千萬千萬千萬-2222億億億億泰銖泰銖泰銖泰銖
1.7-7 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51-2005 千萬泰銖千萬泰銖千萬泰銖千萬泰銖

1.7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50服務業服務業服務業服務業 5555千萬千萬千萬千萬-1 億億億億泰銖泰銖泰銖泰銖
1.7-3.5 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26-505 千萬泰銖千萬泰銖千萬泰銖千萬泰銖

1.7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25批發批發批發批發

3-6 千萬千萬千萬千萬泰銖泰銖泰銖泰銖
1-2 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16-303 千萬泰銖千萬泰銖千萬泰銖千萬泰銖

1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51零售零售零售零售

5555千萬千萬千萬千萬-2222億億億億泰銖泰銖泰銖泰銖
1.7-7 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51-2005 千萬泰銖千萬泰銖千萬泰銖千萬泰銖

1.7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百萬澳幣50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

投入資本投入資本投入資本投入資本（（（（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員工員工員工員工（（（（介於介於介於介於））））投入資本投入資本投入資本投入資本（（（（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員工員工員工員工（（（（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 中型規模產業中型規模產業中型規模產業中型規模產業小型規模產業小型規模產業小型規模產業小型規模產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

區域成長預測區域成長預測區域成長預測區域成長預測本地需求擴張本地需求擴張本地需求擴張本地需求擴張年成長年成長年成長年成長，，，，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資料來源：2005 年世界銀行婦女賦權計畫東亞與太平洋 歐洲與中亞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 中東與北非 南亞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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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P

（（（（一村一產品一村一產品一村一產品一村一產品））））

一村一產品計劃開始於 2001 年，是泰國為
了改善草根經濟而實施的全國性政策之一

=> 社區產品社區產品社區產品社區產品

一村一產品的目標一村一產品的目標一村一產品的目標一村一產品的目標一村一產品的目標一村一產品的目標一村一產品的目標一村一產品的目標
---- 創造就業並提高鄉村社區的收入創造就業並提高鄉村社區的收入創造就業並提高鄉村社區的收入創造就業並提高鄉村社區的收入

- 以個別思考地方發展來強化社區以個別思考地方發展來強化社區以個別思考地方發展來強化社區以個別思考地方發展來強化社區
- 提倡本地智慧提倡本地智慧提倡本地智慧提倡本地智慧、、、、利用本地材料與地方勞力利用本地材料與地方勞力利用本地材料與地方勞力利用本地材料與地方勞力

- 提倡人力資源發展提倡人力資源發展提倡人力資源發展提倡人力資源發展

改善生產流程改善生產流程改善生產流程改善生產流程、、、、產品產品產品產品與產品品質與產品品質與產品品質與產品品質。。。。
支援行銷支援行銷支援行銷支援行銷及促銷活動及促銷活動及促銷活動及促銷活動
一村一產品策略一村一產品策略一村一產品策略一村一產品策略一村一產品策略一村一產品策略一村一產品策略一村一產品策略

加強一村一產品加強一村一產品加強一村一產品加強一村一產品的管理行政效率的管理行政效率的管理行政效率的管理行政效率。。。。
促進社區網路促進社區網路促進社區網路促進社區網路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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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1 ：：：：改進生產流程改進生產流程改進生產流程改進生產流程、、、、產品標準以及產品品質產品標準以及產品品質產品標準以及產品品質產品標準以及產品品質社區產品標準社區產品標準社區產品標準社區產品標準 為了建立一村一產為了建立一村一產為了建立一村一產為了建立一村一產品的產品品質認證品的產品品質認證品的產品品質認證品的產品品質認證制度制度制度制度產品開發產品開發產品開發產品開發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品品品品」」」」產品生產的訓產品生產的訓產品生產的訓產品生產的訓練與輔導練與輔導練與輔導練與輔導將所有將所有將所有將所有「「「「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品品品品」」」」的產品評為的產品評為的產品評為的產品評為 1-5 星產品星產品星產品星產品一村一產品活動一村一產品活動一村一產品活動一村一產品活動（（（（OPC））））
超過超過超過超過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3.5003.500 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的產品通過社區產的產品通過社區產的產品通過社區產的產品通過社區產的產品通過社區產的產品通過社區產的產品通過社區產的產品通過社區產品標準的認證品標準的認證品標準的認證品標準的認證品標準的認證品標準的認證品標準的認證品標準的認證
•• 開發開發開發開發開發開發開發開發 315 315 個產品個產品個產品個產品個產品個產品個產品個產品
•• 安排專門的訓練課程安排專門的訓練課程安排專門的訓練課程安排專門的訓練課程安排專門的訓練課程安排專門的訓練課程安排專門的訓練課程安排專門的訓練課程 .. .. 漁產品漁產品漁產品漁產品、、、、木製品木製品木製品木製品漁產品漁產品漁產品漁產品、、、、木製品木製品木製品木製品
27,504 個產品個產品個產品個產品 被送去分被送去分被送去分被送去分類類類類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2 2 ：：：：：：：：支援行銷與促銷活動支援行銷與促銷活動支援行銷與促銷活動支援行銷與促銷活動支援行銷與促銷活動支援行銷與促銷活動支援行銷與促銷活動支援行銷與促銷活動「「「「一村一產品一村一產品一村一產品一村一產品」」」」大賣場大賣場大賣場大賣場：：：： 建立一村一產品大賣場建立一村一產品大賣場建立一村一產品大賣場建立一村一產品大賣場，，，，以便提供以便提供以便提供以便提供 一一一一村一產品的村一產品的村一產品的村一產品的永久銷售管道永久銷售管道永久銷售管道永久銷售管道：：：：4 家大賣家大賣家大賣家大賣場場場場「「「「一村一產品一村一產品一村一產品一村一產品」」」」零售亭零售亭零售亭零售亭 / / / / 貨架貨架貨架貨架：：：： 在超市在超市在超市在超市、、、、便利商店便利商店便利商店便利商店、、、、加油站提供加油站提供加油站提供加油站提供「「「「一一一一村一產品村一產品村一產品村一產品」」」」零售亭零售亭零售亭零售亭 / / / / 貨架貨架貨架貨架：：：：500 500 500 500 零售零售零售零售亭亭亭亭
--一村一產品城市一村一產品城市一村一產品城市一村一產品城市一村一產品城市一村一產品城市一村一產品城市一村一產品城市--------一村一產品大減價一村一產品大減價一村一產品大減價一村一產品大減價一村一產品大減價一村一產品大減價一村一產品大減價一村一產品大減價--------一村一產品大拍賣一村一產品大拍賣一村一產品大拍賣一村一產品大拍賣一村一產品大拍賣一村一產品大拍賣一村一產品大拍賣一村一產品大拍賣--------一村一產品帶到全世界一村一產品帶到全世界一村一產品帶到全世界一村一產品帶到全世界一村一產品帶到全世界一村一產品帶到全世界一村一產品帶到全世界一村一產品帶到全世界展覽展覽展覽展覽 / / / / 貿易展貿易展貿易展貿易展：：：：



5

聰明一村一產品活動聰明一村一產品活動聰明一村一產品活動聰明一村一產品活動 在全國為一村一產品的生產商安排商在全國為一村一產品的生產商安排商在全國為一村一產品的生產商安排商在全國為一村一產品的生產商安排商業課程業課程業課程業課程：：：：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26,000 個個個個「「「「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品品品品」」」」產品參加本活動產品參加本活動產品參加本活動產品參加本活動一村一產品網路發展一村一產品網路發展一村一產品網路發展一村一產品網路發展 促使一村一產品的生產商合夥做生意促使一村一產品的生產商合夥做生意促使一村一產品的生產商合夥做生意促使一村一產品的生產商合夥做生意：：：：75結合一村一產品的生產地結合一村一產品的生產地結合一村一產品的生產地結合一村一產品的生產地，，，，發展觀光吸引發展觀光吸引發展觀光吸引發展觀光吸引力力力力：：：：6 個觀光村落個觀光村落個觀光村落個觀光村落一村一產品觀光村落一村一產品觀光村落一村一產品觀光村落一村一產品觀光村落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3：：：：促進社區網路發展與商業專業促進社區網路發展與商業專業促進社區網路發展與商業專業促進社區網路發展與商業專業

一村一產品知識村落一村一產品知識村落一村一產品知識村落一村一產品知識村落 建立一村一產品知識村落建立一村一產品知識村落建立一村一產品知識村落建立一村一產品知識村落，，，，作為一村一產品作為一村一產品作為一村一產品作為一村一產品生產商在管理專業與產品開發方面的原型生產商在管理專業與產品開發方面的原型生產商在管理專業與產品開發方面的原型生產商在管理專業與產品開發方面的原型

在省與行政區層次促進一在省與行政區層次促進一在省與行政區層次促進一在省與行政區層次促進一村一產品的發展效率村一產品的發展效率村一產品的發展效率村一產品的發展效率 在在在在 75 個省份安排活動個省份安排活動個省份安排活動個省份安排活動，，，，鼓勵一村一產鼓勵一村一產鼓勵一村一產鼓勵一村一產品生產商彼此見面品生產商彼此見面品生產商彼此見面品生產商彼此見面、、、、分享資訊與交換分享資訊與交換分享資訊與交換分享資訊與交換知識知識知識知識
一村一產品管理資訊一村一產品管理資訊一村一產品管理資訊一村一產品管理資訊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一村一產品資訊系統一村一產品資訊系統一村一產品資訊系統一村一產品資訊系統、、、、 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一村一產品的產品活動品的產品活動品的產品活動品的產品活動資訊資訊資訊資訊、、、、一村一產品的經一村一產品的經一村一產品的經一村一產品的經營營營營為一村一產品專案為一村一產品專案為一村一產品專案為一村一產品專案、、、、一村一產品的活一村一產品的活一村一產品的活一村一產品的活動及產品建立知名度動及產品建立知名度動及產品建立知名度動及產品建立知名度一村一產品的公共關一村一產品的公共關一村一產品的公共關一村一產品的公共關

係係係係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4 ：：：：強化一村一產品的管理行政效率強化一村一產品的管理行政效率強化一村一產品的管理行政效率強化一村一產品的管理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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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產品的例子一村一產品的例子一村一產品的例子一村一產品的例子

品質與標準品質與標準品質與標準品質與標準：：：：具體規定與闡明社區產品的標準具體規定與闡明社區產品的標準具體規定與闡明社區產品的標準具體規定與闡明社區產品的標準
行銷及國際化行銷及國際化行銷及國際化行銷及國際化：：：：將一村一產品帶到將一村一產品帶到將一村一產品帶到將一村一產品帶到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
一村一產品行動計畫一村一產品行動計畫一村一產品行動計畫一村一產品行動計畫一村一產品行動計畫一村一產品行動計畫一村一產品行動計畫一村一產品行動計畫

永續能力永續能力永續能力永續能力：：：：在民間部門與教育機會之間建立有力的協調網路有力的協調網路有力的協調網路有力的協調網路以便改進社區的知識創造
區域合作區域合作區域合作區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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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產品的成果一村一產品的成果一村一產品的成果一村一產品的成果

1. 將本地智慧轉化成有價值的獨特產品將本地智慧轉化成有價值的獨特產品將本地智慧轉化成有價值的獨特產品將本地智慧轉化成有價值的獨特產品

之前之前之前之前

之後之後之後之後

一村一產品的成果一村一產品的成果一村一產品的成果一村一產品的成果

2. 將農村地區人民的副業變成正規工作將農村地區人民的副業變成正規工作將農村地區人民的副業變成正規工作將農村地區人民的副業變成正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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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一村一產品的成果一村一產品的成果一村一產品的成果一村一產品的成果

3. 將本地人發展成專業商業人士將本地人發展成專業商業人士將本地人發展成專業商業人士將本地人發展成專業商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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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洽談會議商業洽談會議商業洽談會議商業洽談會議

一村一產品的成果一村一產品的成果一村一產品的成果一村一產品的成果

4. 從本地與國內銷售市場延伸至國際市場從本地與國內銷售市場延伸至國際市場從本地與國內銷售市場延伸至國際市場從本地與國內銷售市場延伸至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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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 曼谷曼谷曼谷曼谷索拉塔尼索拉塔尼索拉塔尼索拉塔尼
南康拉切是瑪南康拉切是瑪南康拉切是瑪南康拉切是瑪NAKORN NAKORN NAKORN NAKORN RATCHESIMARATCHESIMARATCHESIMARATCHESIMA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

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 清邁清邁清邁清邁 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宋卡宋卡宋卡宋卡
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康坎康坎康坎康坎KONKANTKONKANTKONKANTKONKANT

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普普普普PHRPHRPHRPHRAAAA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中小企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業一村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一產品
國際中小企業發展專案中心國際中小企業發展專案中心國際中小企業發展專案中心國際中小企業發展專案中心

國際貿易挑戰國際貿易挑戰國際貿易挑戰國際貿易挑戰：：：：中小企業的天性中小企業的天性中小企業的天性中小企業的天性

1. 1. 1. 1. 智慧財產權智慧財產權智慧財產權智慧財產權

� 昂貴昂貴昂貴昂貴

� 中小企業不明白需求中小企業不明白需求中小企業不明白需求中小企業不明白需求

2. 2. 2. 2. 創業投資創業投資創業投資創業投資

� 只有很少的資金只有很少的資金只有很少的資金只有很少的資金，，，，結果是失敗結果是失敗結果是失敗結果是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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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國際貿易挑戰國際貿易挑戰國際貿易挑戰國際貿易挑戰

3. 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 泰國無法接受的品牌泰國無法接受的品牌泰國無法接受的品牌泰國無法接受的品牌

� 中小企業沒有認真了解產品的價值中小企業沒有認真了解產品的價值中小企業沒有認真了解產品的價值中小企業沒有認真了解產品的價值

4.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國際中小企業中心國際中小企業中心國際中小企業中心國際中小企業中心））））

�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 => 不易說服中小企業不理會抄襲產品不易說服中小企業不理會抄襲產品不易說服中小企業不理會抄襲產品不易說服中小企業不理會抄襲產品

� 本地本地本地本地 => 需要政府提供免費方案需要政府提供免費方案需要政府提供免費方案需要政府提供免費方案

高科技服務高科技服務高科技服務高科技服務附加價值製造附加價值製造附加價值製造附加價值製造
仰賴原物仰賴原物仰賴原物仰賴原物

料商品料商品料商品料商品
技術性產品技術性產品技術性產品技術性產品

國際貿易的變化國際貿易的變化國際貿易的變化國際貿易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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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的人但是的人但是的人但是的人害死公司害死公司害死公司害死公司，，，，甚至是整個產業甚至是整個產業甚至是整個產業甚至是整個產業。。。。「「「「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我們不一樣我們不一樣我們不一樣我們不一樣。」。」。」。」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我們不能負擔我們不能負擔我們不能負擔我們不能負擔。」。」。」。」「「「「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我們的事業不需要它我們的事業不需要它我們的事業不需要它我們的事業不需要它。」。」。」。」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它會摧毀我們的價格它會摧毀我們的價格它會摧毀我們的價格它會摧毀我們的價格。」。」。」。」「「「「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我們的人不會喜歡它我們的人不會喜歡它我們的人不會喜歡它我們的人不會喜歡它。」。」。」。」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它不適合我們的架構它不適合我們的架構它不適合我們的架構它不適合我們的架構。」。」。」。」「「「「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我們過去已經試過我們過去已經試過我們過去已經試過我們過去已經試過。」。」。」。」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不急不急不急不急。」。」。」。」「「「「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我的責任會改變我的責任會改變我的責任會改變我的責任會改變。」。」。」。」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它會傷害我的附加價值它會傷害我的附加價值它會傷害我的附加價值它會傷害我的附加價值。」。」。」。」「「「「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它不適合現在它不適合現在它不適合現在它不適合現在 XXXX 的組織的組織的組織的組織。」。」。」。」....

上帝祝福那些上帝祝福那些上帝祝福那些上帝祝福那些為什麼不的人為什麼不的人為什麼不的人為什麼不的人！！！！他們勇於夢想他們勇於夢想他們勇於夢想他們勇於夢想......而且行動而且行動而且行動而且行動，，，，因此完成其他人認為無法達成的事因此完成其他人認為無法達成的事因此完成其他人認為無法達成的事因此完成其他人認為無法達成的事。。。。
J. Centerman──── ABB 董事會成員董事會成員董事會成員董事會成員

如果您有一些人像這樣如果您有一些人像這樣如果您有一些人像這樣如果您有一些人像這樣………………………………崩解崩解崩解崩解

OK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

中小企業促進處中小企業促進處中小企業促進處中小企業促進處中小企業促進處中小企業促進處中小企業促進處中小企業促進處

G, 17G, 17--2020thth Fl.,Fl., TST, 21 TST, 21 ViphavadiViphavadi--RangsitRangsit RdRd..,,

JatujakJatujak, Bangkok, Thailand 10900, Bangkok, Thailand 10900

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 0202--2788800 2788800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526, 430526, 430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 0202--27888002788800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433433

OSMEP OSMEP 電話服務中心電話服務中心電話服務中心電話服務中心電話服務中心電話服務中心電話服務中心電話服務中心 00--26862686--91119111

www.sme.go.thwww.sme.go.thwww.sme.go.thwww.sme.go.thwww.sme.go.thwww.sme.go.thwww.sme.go.thwww.sme.g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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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演講人演講人演講人：：：：PETMANEE DAOWIENG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中小企業協調服務部中小企業協調服務部中小企業協調服務部中小企業協調服務部
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曼谷

dr_petmanee@sme.go.th

中小企業促進處中小企業促進處中小企業促進處中小企業促進處（（（（OSM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