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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卡達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且天然氣的總儲量為全世界第三名，是海灣合作理事

會(GCC)六國當中，惟一豐產天然氣且可大量出口的國家。卡達將於 2022 年舉辦世界盃

足球賽，為第一個獲舉辦世界級足球賽資格的阿拉伯國家，在海灣各國普受油價下跌影響

經濟發展的困境下，卡達憑藉出產天然氣及高國民所得優勢下，並以舉辦世足賽為未來亮

點，在中東地區依舊引人注目，商機可期。 

2017年6月，卡達外交出現危機，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首，加上巴林、埃及、阿聯大公國等

以卡達支持恐怖主義為由，陸續宣布與其斷交。除指控卡達支持恐怖主義外，參與此斷交

的國家還認為卡達干涉其內部事務及與伊朗保持關係。卡達否認有關其支持恐怖主義的指

控。但沙烏地阿拉伯及杜拜等地仍堅持斷絕與卡達任何往來，包括經貿與人員實質的流通，

並停止與卡達的空中及海陸運交通，由於卡達幾無民生工業，多數物要靠進口，尤其生鮮

食物蔬果等各項民生物資，先前大部分皆由沙烏地阿拉伯及杜拜進口。此事件初期對卡達

造成物資無法順利進口的影響，各方擔心卡達是否會能撐過此危機。惟至今事件已發生一

年半，對卡達經濟發展並未造成衝擊，貨物經由其它如阿曼等地區，仍正常進口。顯見卡

達政府有足夠能力因應危機處理。2019年1月亞洲盃足球賽在阿布達比進行，最終由卡達

贏得冠軍，顯見卡達已積極準備迎接2022世界盃足球賽的到來。 

 
貳、卡達綠建材商機 

近年來卡達計劃積極提升國內建設，卡達的國家 2030展望（Qatar National Vision 2030，

QNV2030）的目標包括：一、經濟發展--更具競爭力及多元化的經濟，為卡達人民的未來

建立更高水準的生活以及滿足市場需求。二、環境發展 -- 經營環境保護的同時平衡發展

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在卡達發表了 QNV2030 後，又取得 FIFA 2022 世界盃足球賽的主

辦權後，全國許多產業紛紛把發展重點轉向永續經營和各種綠色產品。但卡達國內有限的

資源讓國內製造業擴張不易，許多商品必須依賴進口，因此卡達政府鼓勵國內供應商和國

外公司合作，鼓勵外資協助卡達政府持續擴張經濟發展的政策。此報告內容以卡達主辦

FIFA 2022世足賽的 8個體育館為例，說明卡達綠建材相關市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6%B2%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84%B6%E6%B0%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5%A4%A9%E7%84%B6%E6%B0%94%E5%82%A8%E9%87%8F%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22%E5%B9%B4%E5%9C%8B%E9%9A%9B%E8%B6%B3%E5%8D%94%E4%B8%96%E7%95%8C%E7%9B%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22%E5%B9%B4%E5%9C%8B%E9%9A%9B%E8%B6%B3%E5%8D%94%E4%B8%96%E7%95%8C%E7%9B%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7%89%B9%E9%98%BF%E6%8B%89%E4%BC%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4%BC%AF%E8%81%94%E5%90%88%E9%85%8B%E9%95%BF%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5%A1%94%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1%90%E6%80%96%E4%B8%BB%E4%B9%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6%E4%BA%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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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A2022參賽隊共計 32 隊，65場賽事預計在卡達全國 8個體育館舉行。 

球場地圖 

1、 Lusail 

Stadium 設有 8 萬個

座位，未來派的玻璃

屋頂設計可以阻隔夏

季熱氣。該體育館在

多哈市以北 15 公里

處，2014 年開始計畫

興建，在 2016年底時

由中國大陸的公司興

建。原先計畫在 2017

年開始基礎工程，預

計在 2021年完工。之

後因為設計問題由英

國 建 築 公 司

Foster+Partners 負

責設計體育館。體育

館主題造型為阿拉伯

燈籠，預計使用環保

建材，廢水再利用於

灌溉館區內植物，且

館內植栽皆為當地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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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較耐旱不需太多用水，其他處理過的廢水則儲存於館內做其他利用。體

育館的屋頂不旦造型新穎，其使用材料在提供充足光線之餘還可減少熱氣，

降低館內冷氣的消耗。該體育館的各項綠能設施贏得了 Global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System（GSAS）認證 4 星級。FIFA 2022賽

事結束後，這裡將改建成為社區，包含學校、醫院、商店及餐廳等，體育

館也將縮減座位，捐出部份座椅，讓 Lusail 體育館的 FIFA 世界杯歷史傳

承到世界各地。 

 

2、 Al Bayt Stadium

位於 AlKhor市的北邊，是

一座以卡達和海灣地區遊

牧民族過去使用的帳篷為

設計概念的體育館。除了

設計理念期盼表達傳統文

化的永續傳承，該館更是

綠色建築的典範，擁有 6

萬個座位，於 2015年底動

工興建，屋頂的鋼骨工程

已完成一半，如同古時的

帳篷一般，該館屋頂是可

收起的，開啟和收回可在

20 分鐘內完成。 FIFA 

2022 的準決賽將在此舉

行。賽事結束後該館座位

將縮減到 3 萬 2,000 個，

多餘的座位將捐到其他開

發中國家的體育館，館區

將結合購物中心、公園和

醫院改建成多功能用途。 

 

 

3、 Al Wakrah Stadium 位於 Al Wakrah，該地為珍珠捕撈產業興盛之

處，故以捕撈珍珠船做為該館建築物造型，由 Zaha Hadid Architects 設

計，使用傳統建材和木材，擁有 4 萬個座位。該館在 2018 年 11 月得 GSAS

的 A 級認證，表揚其在環境保護上的努力。卡達將興建捷運連接該館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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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市 中 心 。 FIFA 

2022 複賽將在此舉

行。賽事結束後當

地局民將可享有一

處交通方便，結合

學校、婚宴舉辦、

腳踏車及慢跑專用

道、餐廳、市集、

公園及健身中心等

多功能社區。4 萬

個座位將捐出一半

到海外其他國家協助足球運動發展。 

 

 

 

4、 Al Rayyan Stadium 位於卡達 Al Rayyan 市，這座傳統的城市鄰

近多哈市通往沙漠的途中。體育館的興建為當地大量的足球迷帶來綠地，

可算是另一種最傳統的綠化方式。該館造型以沙漠沙丘波浪造型為主，配

備 4 萬個座位，且全由卡達當地的工廠製造，對鼓勵當地製造業發展具有

相當意義。全館亦使用環保建材和環保建築方式興建。連接該館和多哈市

的捷運系統亦在興建中。FIFA 2022 複賽將在這裡舉行。賽後一半的座椅

亦將捐往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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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as Abu Aboud Stadium 利用回收貨櫃建造的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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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館有 4 萬個可拆卸座椅，在賽事結束後所有座椅將被拆卸，其零件做其

他多種用途。而利用貨櫃組成的模組化體育館，可降低傳統建材的使用，

給未來大型國際賽事和體育館建築帶來一個創新的示範。FIFA 2022 複賽

將在這裡舉行。賽後此體育館將整座拆除，貨櫃將回歸到原來的地方。 

 

其他尚有 Khalifa International Stadium、Qatar Foundation Stadium。

這些體育館為準備 FIFA 2022 的到來，除大興土木興建或改善之外，更採用

最新技術結合綠建材綠建築潮流，對我台商而言，此時為拓展卡達市場的良

好時機。 

 

參、結論與建議 

為籌辦 2022 年世界盃足球賽，卡達政府計劃於世足賽前斥資達 2,050 億

美元建造大型基建項目，除興建球賽運動場館外，相關配套工程如卡達捷

運工程，道路工程及新建旅館等公共工程及更多公路興建，均帶來商機需

求。包括:建材、照明、安控、水資源處理、五金手工具等產業可積極爭

取。 

當地多數球場承包工程公司，不只參加 FIFA 2022的工程興建，也參與許

多當地工程包括捷運、旅館等公共及民間工程等建案，且對台灣產品品質

均表肯定，參展前即可事先聯絡，並視為我商前進卡達市場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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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順應卡達政府綠能政策，當地亦成立了許多發展綠能經濟相關之

單位或組織，分別扮演綠建築教育、綠建築認證、工程興建、水電管線

相關、綠建材供應商和顧問等功能，如： 

1) Gulf Organisation for Research & Development (GORD)，參考網

址 http://www.gord.qa/ 

2) Qatar Green Building Council (QGBC)。參考網址

https://qatargbc.org/home  

3) Green Technology and Contracting Co. WLL。參考網址

http://greentechdoha.com/  

4) GO GREEN International W.L.L。參考網址

http://www.gogreenintl.com/ 

5) CEG International。參考網址 http://www.ceg-qatar.com/ 

6) Qatar Green Leaders。參考網址

https://www.qatargreenleaders.com/ 

7) Green Energy。參考網址 https://www.environmentqatar.com/ 

8) Arab Engineering Bureau (AEB) 。參考網址 http://aeb-

qatar.com/ 

 

另外，我商欲前往卡達拓銷，須注意簽證建議應先辦理，不建議使用落地

簽。目前卡達落地簽申辦方式，須先至機場入境之一般簽證櫃台先行辦理，

惟辦理後一般櫃台無法接受刷卡付款，須再至最後惟一有刷卡機的櫃台再

行刷卡成功後才得以入境，等於必須兩個櫃台各排一次隊，多增加等待時

間，若入境人數眾多時，至少花費二小時才能辦理完成後入境。 

可自行事先上網辦理電子簽證之網址: 

https://qatar.vfsevisa.com/Qatar-

Online/QROnline/VisaCategoryAndPricingDetails/DisplayVisaCategor

yAndPricingDetails#no-back 

 

http://www.gord.qa/
https://qatar.vfsevisa.com/Qatar-Online/QROnline/VisaCategoryAndPricingDetails/DisplayVisaCategoryAndPricingDetails#no-back
https://qatar.vfsevisa.com/Qatar-Online/QROnline/VisaCategoryAndPricingDetails/DisplayVisaCategoryAndPricingDetails#no-back
https://qatar.vfsevisa.com/Qatar-Online/QROnline/VisaCategoryAndPricingDetails/DisplayVisaCategoryAndPricingDetails#no-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