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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
來源
駐館

1. 海地經濟以農業及成衣加工業為主，仰賴國際援助；水電基礎
設施尚待改善。
2. 海地 2010 年 1 月發生芮氏 7 級地震造成嚴重破壞，2011 年起
在國際社會援助下推動重建迄今。
3. 近年來海地貨幣古德匯率不穩定，2020 年急升遽貶 50％以
（一）當地總體投資條件與
上，2020 年 10 月通膨率達 21.6％，2019 年失業率應約 70%。
潛力說明
4. 海地農業勞動人口占比 47%，為協助海地經濟轉型發展，增加
就業，美國通過 HOPE/HELP 法案同意海地紡織品輸美免關
一、投資環
稅，使海地成衣加工業急速發展，迄至 2020 年該相關產業創
境說明
造逾 54,000 個工作機會，同年成衣產品出口總額達 11 億 1 千
萬美元，占海地出口總值 90%。
5. 2020 年 GDP 達 79 億美元，主要靠外援及僑匯。
1. 海地法律規定，公司僱用外籍人士比例不得超過該公司全體員 駐館
工 5%。
（二）聘雇外籍人員及居留
2. 外籍人士需申請居留證及工作證。外籍人士向移民局申請居留
申請規定
證，嗣檢附護照、居留證、良民證明文件、學經歷證明文件及專
業證明文件向勞工局申請工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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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妥成立公司所需文件，經公證後向貿工部申請
（需委託律師辦理）
。 駐館
申請程序：備妥經公證之公司章程及存入海地銀行之公司資本總額，
（三）當地申設公司程序及
其中 1/4 公司資本額須存入 Banque Nationale de Crédit（海地國家信
所需文件
貸銀行）
，證明文件向貿工部申請，經該部核准公告後，嗣向稅務總
署辦理營業登記及向勞工部投保員工社會保險。
1. 一般公司營利所得稅率為 30%，個人所得稅率分別為 10%、
駐館
15%、25%及 30%。
2. 依據海地投資法及免稅區法規定，投資生產外銷商品僅需繳納
（四）租稅規定及融資環境
TCA，其餘免稅。
說明
3. 海地主要銀行有 Unibank、Sogebank、Banque Nationale de
Crédit、Capital Bank 及 Citibank。向海地銀行融資不易，融資
利率高。
能源水利、基礎建設、成衣加工、組裝製造、農產加工、工業區管 駐館
理及觀光等產業係海地政府目前鼓勵外商投資之重點產業。
1. 能源水利及基礎建設資金大部分來自外援，提供融資者優先承
包政府重大工程。海政府盼外資優先考慮以 PPP 或 BOT 等方式
二、投資
（一）駐在國投資重點產業
投資設立發電廠、鐵路、收費快速道路及貨櫃轉運港等基建計
重點與潛
說明
畫，並願提供各項特許權利，以鼓勵投資。
力產業
2. 成衣加工業投資以海商及韓商為主，目前已有 2 家大型臺商投
資設廠。
3. 組裝製造業目前僅 1 海商投資平板電腦組裝、1 家美商電腦電
源供應器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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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農產加工以海商為主，較具規模僅 1-2 家。
5. 工業區管理係指推動北部省由美國援助署(USAID)及美洲開發
銀行斥資 2.24 億美元興建之 Caracol 工業園區管理民營化。
6. 海地北部海地角市鄰近區域 Labadee 鎮係加勒比海遊輪停靠景
點，且首都太子港區域亦設有國際連鎖觀光旅館如 Marriott 與
Best Western 等及濱海渡假村。
1. 成衣加工及組裝製造業適用美國最優惠法案，係目前投資海地 駐館
（二）駐在國具投資潛力產
最具潛力產業。
業說明
2. 勞動力充沛、工資低廉。
3. 近接美國市場，海空運便利。
依據海地投資法及免稅區法規定，投資者享受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 駐館
（一）駐在國政府優惠措施
及地方稅 15 年免稅待遇，並給予廠房、設備等折舊優惠措施。
1. 海地享受美國 CBTPA、HOPE、HOPE II 及 HELP 等四項優惠
駐館
法案，CBTPA 效期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美國政府已於屆期
前同意延至 2030 年，HOPE 及 HELP 法案效期至 2025 年 9 月
三、投資優
30 日止。
惠措施
（二）歐美給予市場准入之 2. 海地享受美國 1229 項農產品及 3752 項非農產品+257 項紡品及
優惠條件
成衣產品免關稅進口待遇，紡品適用高彈性原產地規則。
3. 海地享受加拿大 731 項農產品及 1698 項非農產品免關稅進口待
遇；
4. 海地享受歐盟 1603 項農產品及 5333 項非農產品免關稅進口待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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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風險說明

四、駐在國
經商風險
說明
（二）政治風險說明

內容

資料
來源

5. 海地享受日本 1383 項農產品及 4037 項非農產品免關稅進口待
遇。
6. 海地也享受澳洲、紐西蘭、瑞士、南韓、土耳其、俄羅斯、智
利等國多數農產品及非農產品免關稅進口待遇。
摩依士（Jovenel Moïse）總統於 2017 年 2 月 7 日就任後，積極推 駐館
動改變列車（Caravane du Changement）政策，倡議改善海地水電
基礎設施，鼓勵外商來海進行能源、基建、農業、觀光、成衣加工
等產業，並獲法國、歐盟等主要資助國家及國際組織正面回應，另
我國中輸銀提供貸款協助海地政府執行「強化海地電網系統計
畫」，以改善該國供電能量。
海地第 58 任總統摩依士(Jovenel Moïse)於 2017 年 2 月 7 日就職， 駐館
政治趨向穩定；聯合國駐海地維穩團（MINUSTAH）於 2017 年 10
月 16 日結束任務，由聯合國駐海地司法支援任務團
（MINUJUSTH）接替，協助強化海地國家警察(PNH)維安能量，
該團至 2018 年 10 月結束任務，目前以聯合國海地整合辦事處
(BINUH)執行政治任務，任期至 2021 年 10 月截止。
（一） 2018 年 7 月 6 日海地政府公布大幅調漲油價，7 月 6 日至 8
日全國各地發生暴亂，導致賴方同總理率內閣總辭，至 9 月
17 日新任總理塞雍就職。嗣海地 PetroChallenger 等異議團體
於 10 月 17 日海地國父 Jean-Jacques Dessalines 逝世紀念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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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全國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要求釐清「加勒比石油基金」弊
案始末及嚴懲涉案貪官，惟該案審理滯延，外加燃油短缺、通
膨增加、治安與經濟惡化，海地眾議院於 2019 年 3 月通過總
理不信任投票，總理塞雍去職，摩依士總統同年 4 月任命新聞
文化部長拉本燮出任總理，迄至 5 月 15 日總理總施政報告及
內閣部長名單迄未獲國會覆議通過。海地國會參、眾兩院原訂
2019 年 10 月舉辦改選，因故未能如期舉行，眾議院 119 席及
參議院 2/3 席議員任期於 2020 年 1 月 13 日屆期解散，立法權
出現空窗期，自此以後，摩依士總統以行政命令治國，嗣於
2020 年 3 月任命朱特塞(Joseph JOUTHE)總理。然自 2020 年
初開始，雖有武漢肺炎疫情及古德匯率問題，海地局勢相對
2019 年尚稱穩定，且反對黨激進派系組成之「人民民主運動」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et Populaire)所凝聚力量(謹按：摩依
士總統已私下與反對黨溫和派接觸以分化反對黨聯盟)仍不足
以迫使摩依士總統即刻辭職下台。治安方面隱憂為黑幫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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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地 全 國 各 地 及 綁 架 事 件 日 增 ， 又 警 察 激 進 團 體 SPNH
（Fantôme509）突發性街頭暴力示威，使民心不穩及治安不
靖，然海地整體情勢似仍在摩依士總統及現任政府掌控範圍
內。2021 年初反對黨聯盟動員示威要求摩總統於同年 2 月 7
日下台，示威聲勢不如以往，政治情勢稍微緩和，然綁架案件
發生頻仍。
「中（華民國）海貿易協定」（1974）
五、我國與 （一）雙邊經貿協定
駐 在 國 雙 （二）我國對駐在國經濟援 農技合作、人道援助、援建工程、醫療援助、教育合作
邊關係
助概況
六、駐在國 （一）駐在國特殊經商禮節 同歐美國家
經商文化 與習俗
七、駐在國 （一）投資相關部門：投資便利中心（Centre de Facilitation des investissements, CFI）
經貿業務
（二）貿易相關部門：貿工部(Ministère du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
主政機關
（三）政府（採購）標案相關部門：公共工程部(Ministère des Travaux Publics, Transports et
Communications)
（四）主要工商協會：海地全國商工總會（Chambre du Commerce et d’Industrie d’Haïti, CCIH）、
海地工業協會（Association des Industries d’Haïti, ADIH）、臺灣海地商會(Chambre du Commerce et
d’Industrie Haïtiano-Taïwanaise, CCI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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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八、對我國廠商前往投資之建議

九、其他重要事項

內容
可評估投資成衣加工業，惟廠房有限，可自建或租賃。
電力及水源供應成本高，需自行解決。
外人投資享受免稅，惟間接成本高。
海地觀光業初具規模，吸引部分歐美及拉丁美洲地區遊客；另
海地農產如咖啡、芒果等在加勒比海地區頗具競爭力，國內相
關業者可研議評估來海發展可行性。
5. 政治、社會及治安情勢不穩定，投資須承擔若干額外風險。
臺海商工會(CCIHT)已於 2017 年 12 月成立，未來將扮演促進兩國
工商及投資貿易關係之角色。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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