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大的舞台, 更多的商機 
投資羅馬尼亞之相關訊息與個案介紹 



                    根據考古結果, 現今的羅馬尼亞早在8千多年前就已經有人類在此 

                         開採鹽礦的足跡.  
 

                         而從1540 ~1940 將近400年的期間, 此區由於豐富的自然資源和 

                         其重要的地理戰略位置, 更先後成為鄂圖曼帝國, 哈布斯堡王朝,  

奧匈帝國的必爭之地. 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前蘇聯和德意志第三帝國 

在此間的角力更是慘烈. 彼時羅馬尼亞是德意志第三帝國最重要的石油供應來源.  
 

         1947年之後羅馬尼亞受共產主義統治成為前蘇聯的附屬國, 一直到1989年 

革命之後才重回自由歐洲的陣營. 而從那時候開始, 歐洲資金的持續挹注讓百廢 

待興的經濟蓬勃起飛. 其後羅馬尼亞於2004年加入北約NATO ; 並於2007年正式 

加入歐盟. 在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之前, 由於本身廣大的內需市場和優質又便宜 

的勞動成本, 羅馬尼亞成為投資者口中的”東歐之虎 –Tiger of Eastern Europe “.  
 

          2009 ~ 2012 年由於國際經濟情勢晦暗, 加上政黨輪替, 導致經濟成長減緩.  

但自2013年起, 經濟情況逐漸穩定, 外資也開始回流, 預估未來幾年羅馬尼亞仍 

將是東歐地區重要的經濟火車頭. 

羅馬尼亞的歷史背景與近況 



羅馬尼亞基本資訊 



地理位置 - 泛歐地區的核心 
 gate way to North and South    &   corridor to East and West  

土耳其 
及中東 

前蘇聯 

南歐 

北歐 

西歐 

羅馬尼亞國土總面積
約為23.8萬平方公里, 
約台灣的6.6倍大 



周邊新興市場與歐盟市場 

周邊新興市場含蓋了15個國家, 包含6個歐盟成員, 積極 
申請加入歐盟的巴爾幹地區以及前蘇聯的兩個主要附屬國.  
總人口達1.27億的新興市場. 
 
而歐盟本身涵蓋28個會員國, 共達5億人口, 則是具有高消費力的成熟市場 
  

 
 
  
 



黑海港口透過多瑙河連結歐陸 

多瑙河總長2,872 km, 發源 
於德國沿途流經10個國家,  
其中包括4個國家的首都,  
最後由羅馬尼亞流入黑海.  

Romania (29.0%),  Hungary (11.6%), 
Serbia (10.2%),   Austria (10.0%), 
Germany (7.0%),   Bulgaria (5.9%), 
Slovakia (5.9%),   Croatia (4.4%), 
Ukraine (3.8%),   Moldova (1.6%) 

Constanta 



羅馬尼亞總體經濟環境展望 

根據上述公布數據, 羅馬尼亞總體經濟環境的未來展望應是穩定向上 



羅馬尼亞的外來投資 

由於和歐盟的高度經濟整合, 加上其廉價且素質良好的勞動力, 羅馬尼亞成為
西歐地區產業東移的一個重要據點. 再加上本身又是東南歐地區最大的內需
市場, 所以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 羅馬尼亞吸引了非常多的外來投資, 尤
其是來自歐元區的國家.  
 
金融危機爆發後, 雖然每年還是維持外資淨流入, 但是每年流入的金額降低不
少, 到2011年達到低點. 2012 和 2013 年則已開始緩步回升.  



羅馬尼亞的外來投資  -  投資國家 



羅馬尼亞的外來投資 – 項目 
 



羅馬尼亞的外來投資 – 項目 
 



羅馬尼亞的對外貿易 – 概況與優勢 

歷經40年的共產統治, 羅馬尼亞落後的民生工業在共產解體後無法因應經濟
自由化的市場需求與競爭, 所以在解體後的15年間, 大部分的民生物資都倚
賴進口. 但隨著外來投資的不斷湧入, 當地民生工業已有長足進步. 從較早的
成衣加工, 到更近期的汽車製造, 羅馬尼亞正在迎頭趕上. 而豐富的農林礦產
資源也是當地出口的大宗. 逐漸減少的貿易赤字正說明羅馬尼亞在國際貿易
角色上的轉換. 

 
自2007年正式加入歐盟後, 人口多達5億的歐盟單一市場成為羅國最主要的
貿易夥伴. 
 
較之非歐盟國家, 零關稅是其先天的優勢.  舉凡歐盟所加入的自由貿易協定, 
羅馬尼亞也都一律適用. 也就是除了WTO以外, 還包括跟世界上絕大部分經
濟體所簽訂的FTA ; 關稅協定.  
 
另外以泛歐版圖來看, 羅馬尼亞的地理位置剛好位於中心地帶, 具有較佳的
運輸效率.  



羅馬尼亞的對外貿易  
進出口持續增加, 逆差逐漸減少 



羅馬尼亞對外貿易的主要品項 



羅馬尼亞主要貿易夥伴 

     2013年關鍵數據 
 
對歐盟區的出口占70% 
由歐盟區的進口占76% 
 
對中國出口約5億歐元 
由中國進口約20億歐元 
 
對台灣出口約2300萬歐元 
由台灣進口約1.2億歐元 



羅馬尼亞進出口相關實務資訊 

早期羅馬尼亞的進出口管制就跟大部分前共產國家一樣, 常見貪污及法令
不明確或經常修改的情形. 但是自從申請加入歐盟之後, 來自於歐盟監管單
位的要求與壓力, 讓這些困擾投資者的問題逐步獲得改善. 如今已經較少有
上述情事發生.  
 
羅馬尼亞的相關進口稅則跟歐盟地區一樣, 對於所需的產地證明, 相關CE認
證也都是採同一系統.  
 
除了進口關稅以外, 由非歐盟地區進口的貨物在清關時要先繳交24%VAT 
(營業加值稅), 該稅金可與銷項VAT扣抵, 若有餘額時可申請退還. 
 
一般由台灣進口到羅馬尼亞的運費大約是 
20尺櫃 - USD 2,000  ; 40尺櫃 - USD 3500 ; 航程約35~40天 
由羅馬尼亞出口到台灣的運費則大約是 
20尺櫃 - USD 1,350  ; 40尺櫃 - USD 1,550 
 
主要的港口為黑海旁的Constanta, 之後也可轉河運走多瑙河到歐陸. 



羅馬尼亞勞動市場 

 

 

 

 

 

羅馬尼亞的勞動市場向來不缺乏勞動力. 羅馬尼亞總勞動人口為900~1000萬人,  
其中約25%從事製造業, 30%為農業, 45%服務業.  
 
當地的勞動力素質優良. 根據調查羅馬尼亞天賦特優的小孩比例約為世界平均值的
兩倍. 2010的Olympics 數學競賽, 100個參賽國中, 羅馬尼亞居歐洲第一, 世界第
十. Microsoft 企業內部有300多名羅馬尼亞籍的員工而且持續增加.  
 
而就勤奮度來看, 根據法國Coe-Rexecod 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 羅馬尼亞是歐盟
平均工作時數最高的國家, 2013 年的平均工作時數達2,099小時. 另外羅馬尼亞的
勞工也願意放棄休假來換取薪資. 以2013年為例, 約有24.44%的羅馬尼亞勞工放
棄歐洲人最重視的夏季假期而工作, 以換取加班薪資. 
  

工會的影響力薄弱, 尤其是在民間企業, 
很少發生罷工的問題. 企業缺工的狀況
更是少之又少.  
 
羅馬尼亞由於地緣因素, 有很多精通英
文, 法文, 義大利文, 西班牙文, 德語, 俄
語的人才. 另外有6.7%的人是以匈牙利
為母語. 可以滿足國際化企業的需求. 
 



羅馬尼亞勞動市場 – 失業率 

 

 



羅馬尼亞勞動市場 – 重點資訊 

 

 
目前最低薪資為 RON 900 (約TWD9,000), 根據與歐盟的協議 2016 年的
薪資目標為 RON 1,200 ( 約TWD12,000). 
 

相關稅金 – 員工的薪資有近30%是員工須自行繳納的稅金 ( 含16%的薪
所稅 ) ; 另外雇主須再支付給政府23%的稅金(健保, 勞保, 退休金). 
 

工作時間 – 每天8小時, 週休二日. 除一般國定假日, 法定休假為每年20天.   
 

法定退休年齡 – 男性65歲; 女性 60歲. 
 

產假 – 120天, 可領85%的薪資; 由政府支付. 
女性育嬰假 – 小孩1歲前可領85%的薪資但不得超過RON3,600/月 ; 
小孩1~2歲可領85%的薪資但不得超過RON1,250/月. 由政府支付. 
 

加班 – 每個月的加班時數不得超過32小時. 加班費為正常薪資的1.75倍 
大夜班 – 薪資為白天班的1.25倍 
國定假日上班 – 若有補假, 則以大夜班方式給付薪資; 若無補假則2倍給付 
 

解雇員工 – 若因經營考量需減少特定職務的員工數量時, 可以依法定程序
進行裁員. 若因個別員工的表現問題, 欲將其解雇時, 則須檢具相關證明. 
 
 



羅馬尼亞不動產市場  

不動產市場自2008金融危機後, 價格大跌. 2009年下跌20.62% ; 2010年下
跌15.88% ; 2011年下跌4.07% ; 2012年下跌1.31% ; 2013年下半年之後
逐漸趨穩. 
 

工業用廠房的租金 : 羅馬尼亞平均為3.5EUR/sqm/m ; Bucharest – 
3.8~4EUR/sqm/m ; 租金報酬率約為10% 
 

商業辦公室的租金 : Bucharest – 12~20EUR/sqm/m ; 租金報酬率約8% 
 

台灣人目前無法直接在此投資不動產, 需在當地設立公司後, 再以公司名義
進行投資 



羅馬尼亞值得關注的產業 

綠能產業 – 根據Ernst & Young 2013年所做的分析, 羅馬尼亞是全球綠能
商機最有潛力國家的第13名. 所以和綠能相關的產業值得給予關注   
 



羅馬尼亞值得關注的產業 

農業及農產品加工 – 羅馬尼亞是歐盟境內農業產值第八高的國家(次於法國, 義大利, 
西班牙, 德國, 英國, 荷蘭, 波蘭). 可耕地面積比例達國土40%. 平均的農業勞工成本
則是歐盟第二低的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 這麼高的農業產值卻是在缺乏現代化耕種技術下達成的, 如果能導
入現代化的耕種技術, 羅馬尼亞的農業產出將更加提升. 舉例來講, 德國每公頃的
農地可生產40噸馬鈴薯, 而羅馬尼亞只生產15噸, 效率只有37.5%.   
 
而有機農業也是羅馬尼亞深具潛力的 
領域, 以榨油作物來看, 羅馬尼亞有機 
耕作面積是歐盟區最大. 



羅馬尼亞值得關注的產業 

汽車產業 – 雷諾及福特為主的汽車產業鍊, 500家以上的汽車製造相關業者.  



羅馬尼亞值得關注的產業 

IT&C 產業 – 羅馬尼亞具有高素質又工資低廉的專業人才. Bucharest 的
Microsoft 技術支援中心是全歐洲最大的同類型機構. Oracle, IBM, HP 等等
軟體高科技產業也都在羅馬尼亞設立大型據點. 主要就是考量當地的薪資成本
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具競爭力而且據又豐沛的專業人力資源. 
 
中東歐地區成長最快速的IT&C市場之一, 年平均成長率9%. 預計到2015年硬
體設備市場會成長到10億美金, 其中PC及周邊設備達8.7億美金; IT服務的市
場達4.7億美金, 應用軟體的支出達3億美金. 現有網路用戶為864萬人,2105年
將達1,277萬人. 
 
IT產業專才的從業人員為歐洲最多, 全球第六. 而素質也是領先其他歐洲國家, 
其所獲得的國際電腦運算與數學競賽獎牌數為歐洲第一. 95%受國教育的年輕
人可以說英語, 26%可說兩種以上的外國語言 
 
 
 
 
 



羅馬尼亞值得關注的產業 

除了上述的產業外, 羅馬尼亞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還包括: 
 
石油,天然氣及石化產業 – 東南歐的11個煉油廠, 羅馬尼亞占了8個 ; 石油儲備
量歐洲第3; 產業歷史已有150年以上 ; 每年出產石油400萬噸; 煉油廠直接位於
海港附近.  
 
製藥及生技產業 – 24億歐元以上的市場規模; 25,000 名以上相關從業人員; 
490間以上的製藥廠 ; 胰島素就是羅馬尼亞人發明的. 
 
食品及飲料市場 – 東南歐最大的內需市場 ; 相關從業人員占總製造業15%; 
葡萄酒產量歐洲第6, 全球第15; 擁有歐洲約30%的礦泉水源; 歐洲第四大蜂蜜
出產國. 
 
航空製造業 – 世界第一台噴射機; 製造20種以上的航空設備; 低製造成本 
 
造船業 – 歐洲第3大出口國; 8,000名以上從業人員; 歐洲第2的貨櫃船廠; 160
年造船歷史; 黑海港口及多瑙河的地利之便.  
 
   



羅馬尼亞投資相關補助 

除了大型投資可以個案與當地政府洽談投資優惠以外, 還有各類型的補助金供
各類投資計畫申請, 包括當地政府的補助金, 歐盟補助款, 及其他國家針對各類
發展計畫所撥給羅馬尼亞企業的補助款.  
 
以敝司為例, 2011~2014年間已相繼獲得約1,160萬歐元的各類補助. 
 
主要核發產業 : 製造業; R&D; IT&C; 綠能產業; 農業等等 
主要補助範疇 : 機器設備; 廠房與土地(通常金額以不超過總投資案金額的15%
為限); IT&C 設備  
一般補助比例 : 中小企業可達總投資案70%~90% ; 大型企業可達50% 
主要核准依據 : 投資案所帶來的新技術與效率提升; 可創造的就業人口 
 
申請程序 : 提供事業計畫書, 申請書, 企業相關介紹, 投資財源說明(資本額和銀
行融資). 之後權責機關會做可行性及公共效益提升等評估, 決定是否補助. 
執行程序 : 投資案審核通過後, 相關設備投資的採購須對外招標, 並依原事業計
畫進行. 補助機構會先核撥35%的補助款, 其餘款項待投資計畫完成, 派員考核
無誤後再發放.  



集團創辦人創業歷程 
 

1997 - 至羅馬尼亞考察商業環境  
1998 - 於羅馬尼亞正式創業, 成立Living Plastic Industry SA – 生產PP編織袋廠.  
1999 - 成立Winpack Industry SRL - LDPE夾鏈袋廠  
2001 - 成立Living Jumbo Industry SRL - PP噸袋廠  
2002 - 成立Greentech SA - PET寶特瓶回收廠,生產PET瓶片  
2003 - 取得國營廠Romcarbon SA過半數股權接手經營,  
2004 - 成立Geenfiber International SA - 將回收的PET瓶片加工成人造纖維  
2005 - 成立Greentech DOO –為塞爾維亞分廠, 回收PET寶特瓶  
2007 - 時任羅馬尼亞總理於該年12月到Greenfiber 的IASI廠參觀新生產線的開工  
2008 -  Romcarbon 由上櫃公司轉為Bucharest股票市場的上市公司  
2009 - 成立Grinteh MK DOO -為馬其頓分廠, 回收PET寶特瓶  
2009 - 成立 Greenweee International SA- 回收及處理廢電器電子設備,電纜,電池  
2010 - 成立 Greentech Recycling Deutschland GmbH回收德國地區的廢寶特瓶  
2011 - 成立Greenlamp Recycling SRL - 廢燈泡燈管回收處理廠  
2011 - 獲頒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第13屆海外台商盤石獎  
2012 - 受聘為僑務委員  
2012 - EBRD(歐洲復興及開發銀行)入資旗下的環保事業集團Green Group  
2013 - 成立GREENGLASS RECYCLING S.A.- 回收處理廢玻璃容器   
2013 – 開啟羅馬尼亞廢資源雲端智慧回收系統SIGUREC, 總理與環保署長聯合站台 



國際合作實績參考 
 
 



集團現況 
 



集團未來發展方向 

短中期目標 為完成雲端智慧回收網SIGUREC的建置, 透過便利的

回收管道, 直接向消費者回收家戶廢資源. 確保廢資源的品質, 並進而提高廢
資源的回收率. 此計畫已獲羅馬尼亞政府的全力支持, 並獲得挪威創新基金
( Norway Grants ) 的資金補助.  
 





 



1.6 tones / day 

Green Group | October 2013 | All rights reserved 

SIGUREC = SECURED RECYCLING  

Sigurec Mobile collection 

Green Group | October 2013 | All rights reserved 
Green Group | Highly Confidential | 



將廢資源回收, 分類, 處理, 再製成原料, 加工成其他產品. 無法處理的殘餘物
則透過焚化爐將其轉換成能源. 建立一個廢資源進來之後可以轉換成產品或
是能源以供再利用的環保工業園區. 
 

透過與招募各方的環保業者, 集合廢資源回收管理及清運, 廢資源分類, 廢資
源前置處理, 後段加工, 產品開發, 教育訓練等相關投資, 創造一個環保產業 
 
  

長期目標 – 建立環保工業園區 

聚落. 利用當地便宜的勞工成本, 以及多
瑙河的運輸管道, 成為專門處理歐洲廢棄
資源的整合性平台. 
 

並針對環保產業的特殊性, 申請公部門的
相關補助與投資優惠措施. 
 
 
  



MAIN CORE BUILDINGS TOP VIEW  

A 

A1 

A2 

A4 

A3 

A – PUBLIC BUILDING P+10 = 12000 SQM 

• Offices 

• Administration 

• Exhibition / Gallery 

• Restaurant 

• Cafe & Lounge 

• Gift shop 

• Vertical Garden 

• Public Observation Deck 

 

A1 – STAFF’S RECREATION CENTER P+1 = 7000 SQM 

• Restaurant / Cafe / Bar / Lounge 

• Library 

• Recreation 

• Swimming Pool 

• Retail Center 

 

A2 – CONFERENCE CENTER P+1 = 4000 SQM 

• Cafe  & Lounge 

• Conference Halls 

• Seminar Room 

• Auditorium 

• Exhibition 

 

A3 – FIRST AID CENTER P+1 = 4400 SQM 

• MD Clinic 

• Day Care Center 

• Cafe/ Canteen 

• Pharmacy 

A4 – GUEST HOUSE P+1 = 4400 SQM 

• Hotel 

• Residential Zone 

• Cafe & Lounge 

• Canteen 

DATA: NOVEMBER 2013 



ERRP MASTER PLANNING DESIGN PROPOSAL 

DATA: NOVEMBER 2013 



MAIN CORE BUILDINGS -  DAY VIEW   

DATA: NOVEM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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