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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魯經貿投資環境簡介一覽表 

我國駐館專責窗口：宋永福 聯繫方式（含電郵）：(674)5573331（yfsong@mofa.gov.tw） 

更新時間：111年 1月 26日 

項目 內容 資料來源 

一、 投資

環境

說明 

 

 

 

 

 

 

 

 

 

 

 

 

（一）當地總體投資條件與

潛力說明 

1. 綜合概況：諾魯孤懸太平洋，人口僅 11,550 人，為全球最小

島國，經濟規模甚小，2022 年國家歲入約 2 億 4,400 萬澳

元，固定財政收入除入漁費、磷礦及關稅外，逾 8 成仰賴外

援。 

2. 勞動及就業市場：諾魯 18 歲以下佔總人口 50%，勞動人力

不足 6,000 人，就業人口占勞動人力比率僅 6 成，其中近 9

成受僱於政府、水電等國營事業及澳洲所設難民處理中心。

諾魯勞工多數僅具國中、小程度，全國所需行政、教育、醫

療、經濟、財政、法律、金融、商業及資通訊科技等專業領

域人才，目前需向澳洲、紐西蘭、印度、斐濟在內各國徵才，

如法院全部法官、逾 7 成醫師、6 成護士及 4 成教師均為外

籍人士，另電工、土木等勞工則向索羅門群島等鄰國僱用。 

3. 內需市場：以電信、水電及民生消費為主。前者由 Digicel 電

信公司(2009 年進入諾魯，2021 年 10 月由澳洲 Telstra 電信

公司併購)，獨占手機、無線網路及衛星電視服務，通訊費用

我國駐館

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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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來源 

 

 

高昂，1G 網路流量需 21 澳元。水電事業為國營，商業電價

高昂，每度電價為 0.7 澳元。民眾生活所需包括零售業、旅

宿業、餐飲業及汽車修護業全仰賴進口，零售業除 3 家諾魯

人經營超市（Capelle、Rainbow、Eigigu）稍具規模外，餘多

為華商小雜貨店；旅宿業則有國營 Menen Hotel、民營

Budapest 旅館、OD-N-Aiwo Hotel 及 Capelle 旅館共 4 家，

房間數有限；餐館有 20 多家，除 Menen Hotel 內設餐廳及

Capelle 經營之 The Bay 餐館外，多為華商經營小型餐館，

另有 10 餘家華商及東南亞移民經營之簡陋修車廠。 

4. 土地政策：諾魯國土面積僅 21 平方公里，逾 95%為部落私

所有地，隨著人口增長，產權分割不清，時有糾紛，而私有

地近 7 成位於諾島中央高地，多數為磷礦用地，加以諾魯政

府禁止外人購地，土地使用權取得困難，不利外人投資。 

5. 無投資獎勵政策：諾魯未針對外人投資制定相關法令，亦

無優惠措施。 

（二）聘雇外籍人員及居留

申請規定 

 

 

 

一般民間公司行號聘用外籍勞工，須由立案之公司行號備齊受

聘人護照資料頁影本、提供住宿證明、提供離境交通費用證

明、良民證、體檢證明（驗血證明、胸腔 X 光檢查）、商務簽

證費每年 6,050 澳元、聘僱合約及聘僱外籍員工記錄等文件向

司法部移民局申請。 

我國駐館

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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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來源 

（三）當地申設公司程序及

所需文件 

1. 申請人填具「Registration of Business Names （Section 

7） -Statement of Particulars」及「Schedule-Prescribed 

Form」申請表向諾魯司法部申請商業執照（ business 

license）。  

2.另申請人需檢附護照（已有商業簽證）及向諾魯政府繳交 500

澳元。 

我國駐館

彙整 

（四）租稅規定及融資環境

說明 Taxation and Financing 

1. 貨物稅：諾魯政府課徵商品進口稅，食物類稅率為 14%，3C

與電器、家用、運動、娛樂、保健、美容及其他物品為 20%。

汽油及柴油每公升課 6 角稅金（內含），政府統一浮動訂定價

格，2022 年 1 月零售汽油每公升 2.0725 澳元，柴油每公升

2.0435 澳元。 

2. 所得稅：目前諾魯政府徵收外人商務簽證費每人每年 6,050澳

元，在諾受僱外藉人士除在澳洲難民中心工作須繳納 30%薪

資所得稅外，其餘稅率統一為 20%。 

3. 營業稅：私人公司行號每年須繳交營業稅 (Business Profit 

Tax)，營業額達 1,500 萬澳元者須稅率 20%，逾 1,500 萬澳元

稅率 25%。 

4. 融資環境：2015 年 6 月澳洲 Bendigo 銀行來諾魯成立辦事處，

辦理澳幣存放款、發放薪資、付款及 ATM 等業務，惟並未辦

理貸款及融資業務。 

我國駐館

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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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來源 

二、投資 

重點與潛

力產業 

（一）駐在國投資重點產業

說明 

磷礦產業：磷礦出口一直為諾魯主要收入來源，屬國家專利事

業，2012 年諾魯磷礦出口量達 51 萬 9,000 噸，為該國自 2007

年以來最高產量，惟因國際磷礦價格低落，出口收入占歲入之

比重近年已大幅下降，目前面臨礦藏枯楬，深層開發成本過高

的不利情勢，經濟前景暗淡。 

我國駐館

彙整 

（二）駐在國具投資潛力產

業說明 Potential Industries 

諾魯經濟規模小，遠離國際市場，加以土地、勞動人力不足，

成本高昂，且基建不足，不適合從事出口導向工商業投資，僅

有內需民生消費零售業因具一定市場，如能壓低進口成本，仍

有獲利空間，惟僅適合個人小額投資。 

我國駐館

彙整 

三、投資優

惠措施 

（一）駐在國政府優惠措施 

Government Preferential 

Measures Incentives 

Measures 

無。 我國駐館

彙整 

（二）歐美給予市場准入之

優惠條件 Preferential access 

to US and EU Markets 

1. 諾魯享有歐盟「洛梅公約」（Treaty of Lomé）、紐、澳「南太

貿易及經濟協定」（South Pacific Region Trade and Economic 

Agreement）及已開發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等給予非洲、

加勒比海及大洋洲等開發中國家之「普遍優惠關稅制度」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 GSP）優惠。 

2. 諾魯與美國於 2020 年 12 月簽署「投資獎勵協定」(Nauru-

United States Investment Incentive Agreement)，由美國國際開

發 金 融 公 司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提供投資貸款、保險及相關技術。 

我國駐館

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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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來源 

四、駐在國

經商風險

說明 

（一）經濟風險說明 

Economic Risks 

1. 缺乏自然資源：諾魯除磷礦及漁業外，無其他自然資源，雖

係島國，但長期乾旱，水源不足，僅能靠淡化海水供應，價

格偏高。另土地稀有成本高昂，使用取得困難，地主可任意

漲價，不受合約限制。 

2. 高勞動成本：勞工教育程度低，性喜逸樂，生產力低落，勞

工時薪約 4至 5澳元，高於南太多數島國，且勞資糾紛發生

時，政府常偏坦勞方。 

3. 基礎建設不足：全國無自來水系統，供電不足，跳電頻仍，

公路建設僅有環島約 17 公里公路舖設柏油，但路面老舊亟待

重修，且現無適合大型貨船錨定港口(由亞洲開發銀行及澳洲

援建諾魯港擴建工程雖在 2019 年 1 月開工，但竣工日期一

再拖延)，貨船每月僅 1 班，且常脫班延誤，造成進出口不便

及成本大增。 

我國駐館

彙整 

（二）政治風險說明 

Political Risks 

諾魯為內閣制國家，每 3 年舉行國會議員選舉，選後政府重

組，國家政策常隨政府更替而改變，加以治國能力待提升，常

為經商投資帶來風險。如 1990 年至 2010 間因國家治理不善，

遭逢嚴重經濟及財政危機，無力發放公務人員薪資，加以通貨

膨脹嚴重，民生凋敝，人民生活困頓，造成投資血本無歸。 

我國駐館

彙整 

五、我國與

駐在國雙

邊關係 

（一）雙邊經貿協定 
我國與諾魯刻正進行洽簽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我國駐館

彙整 

（二）我國對駐在國經濟援

助概況 

我國依據諾魯政府請求提供社區發展及經濟開發援助，在教

育、農業、公衛醫療及潔淨能源領域，藉由提供臺灣獎學金、

我國駐館

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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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來源 

技術合作（蔬菜生產及營養提升計畫與雞蛋生產計畫）、派遣

醫師來諾常駐、以及在各政府機關及學校安裝太陽能照明設備

及太陽能發電系統，促進諾魯經濟及社會發展。 

六、駐在國

經商文化 

（一）駐在國特殊經商禮節

與習俗 

1. 諾魯為英語國家，人民多數信仰基督教及天主教，西化程度

高，適用一般西方儀節。 

2. 諾魯人日常穿著島嶼衫，性喜群聚飲宴，且不惜成本，宴會

主人常需多備食物，讓賓客打包帶回。另諾魯人私下常聚

飲，經常通宵達旦，受邀出席宜適時告退。 

我國駐館

彙整 

七、駐在國

經貿業務

主政機關 

 

 

 

（一）投資相關部門：諾魯商工環境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Commerce, CIE）及財政

部 

 

是否已建立聯繫管道：是  □否 我國駐館

彙整 

（二）貿易相關部門：諾魯商工環境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Commerce, CIE）及財政

部 

是否已建立聯繫管道：是  □否 我國駐館

彙整 

（三）政府（採購）標案相關部門：諾魯郵政服務公司

(Naoero Post Service Corporation) 

 

是否已建立聯繫管道：是  □否 我國駐館

彙整 

（四）主要工商協會：諾魯商會(Nauru Chamber of 

Commerce) 

是否已建立聯繫管道：是  □否 我國駐館

彙整 

八、對我國廠商前往投資之建議 諾魯物價頗高，經濟規模小，倘廠商能嚴格管控成本，提高產

品品質，投資得當，獲利可能性甚高。 

我國駐館

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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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資料來源 

九、駐在國政府推薦投資案 漁業加工廠、摩托車組裝廠、餐廳、販售台灣產品之超市賣

場。 
我國駐館

彙整 

十、臺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無  

十一、其他重要事項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