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海地夥伴關係與投資商機成果報告
活動紀要
我 加 勒 比 海 友 邦 海 地 共 和 國 總 統 馬 德 立 閣 下 S.E.M. Michel
Joseph MARTELLY 偕夫人 S.E.Mme Sophia MARTELLY 率領海地貿
工部長 M. Wilson LALEAU、外交暨儀典部長 S.E.M. Duly BRUTUS、
農業及自然資源暨鄉村發展部長 M. Thomas JACQUES、海地投資促
進中心主任 Ms. Norma Powell、海地商工總會主席 Mr. Alix Didier
Fils-Aimé、海地聯合銀行董事長 M. Carl BRAUN 等一行 29 人於本
(103)年 4 月 21-24 日訪華。
本會於本（103）年 4 月 22 日（星期二）午間假台北晶華酒店 1
樓晶華會舉辦「台灣與海地夥伴關係與投資商機」，會議由國經協會
施顏資深顧問祥擔任主持人，會中邀請到外交部柯政務次長森耀、海
地總統馬德立閣下 S.E.M. Michel Joseph MARTELLY、海地駐華大使
館公使代辦 Ms. Rachel Coupaud 及海地貿工部長 M. Wilson LALEAU
擔任貴賓致詞，以及海地投資促進中心主任 Ms. Norma Powell 及海地
商工總會主席 Mr. Alix Didier Fils-Aimé擔任專題演講人，到場外賓及
台商等共約 110 人。

貴賓致詞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施顏資深顧問祥致詞
施顏資深顧問祥首先感謝外交部與經濟部的指導支持及海地共
和國駐華大使館的協助，使這次會議得以順利舉行，並對遠道來訪的
海地總統及其高層代表團表示熱烈歡迎，此次馬德立總統親自率團訪
問台灣，證明海地政府及工商界對於加強兩國民間企業界經貿合作交
流的重視與支持。
海地是洛梅協定(Lome Convention)受惠國之一，並已於 2006 年 5
月恢復「加勒比海共同市場(CARICOM)」正式會員國地位。海地距
美國市場甚近且美國是其最大出口國，海地產品約有 2,500 項適用美
國優惠法案或條款，其自製率達 35%即可免關稅進入美國，無疑是海
地最重要之海外市場之一。海地現有 5 座工業區，以經營成衣業為
主，約有 30 家成衣廠，成衣出口佔全國出口總值三分之二。其他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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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例如塑膠製品、食品加工、建築材料等均有設廠生產；觀光事業
也是海地政府相當重視且鼓勵發展之產業。
目前在海地投資的外人以美國、南韓及多明尼加為主，海地的人
工成本相較之下為西半球國家最低者，海地並享有出口貨物到美國免
稅或低關稅之優惠。希望我相關產業之廠商可考量此優惠方案作為投
資利基，藉海地進軍美國市場，也藉由此次說明會能讓我國業者對於
海地經商環境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並鼓勵在座廠商代表能利用
會議問答時間踴躍提問，與遠道而來的海地訪問團成員互動交流。

中華民國外交部柯政務次長森耀致詞
柯政務次長森耀在致詞中首先歡迎海地總統馬德立閣下及乙行
貴賓及現場所有與會貴賓。渠說明我國與海地邦交一向友好密切，自
1956 年建交迄今已 57 年，雙方在基礎建設、農業生產、人道救援、
公衛醫療、教育文化等領域共同推動多項合作計畫，成效卓著。這幾
年來馬德立總統領導的團隊致力推動經貿外交，積極招商引資，使其
經濟成長在拉丁美洲地區表現突出，近年來海地政府更大舉投入各項
基礎建設與重建工程，再再都顯示海地政府積極改善投資環境，獎勵
外資，活絡經濟之努力與決心，在此特別對馬德立總統睿智領導表示
誠摯謝意及敬意。
協助我國廠商拓展海外商機，佈局全球是政府當前重要工作項目
之一，海地對我台商而言，確實充滿投資機會。近年來，兩國積極推
動經貿合作交流，去（2013）年海地商工總會費艾梅主席來華舉行招
商說明會，今年我將規劃籌組經貿考察團到海地參訪，彰顯兩國密切
經貿關係。渠亦希望藉由此次說明會能讓我國廠商對於海地經商環境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續創新的貿易及投資契機。

海地共和國總統馬德立閣下致詞
海地共和國總統馬德立閣下首先向本會及外交部等主辦單位對
舉辦「台灣與海地夥伴關係與投資商機」的付出與努力表達感謝之
意，也感謝我國馬總統夫婦的盛情邀請訪華及我方政府及人民對代表
團的熱情接待。渠表示本說明會主要目的是向中華民國廠商介紹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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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的海地現況及向大家說明海地政府極具決心建立良好投資環
境，致力發展商業投資機會，更強調此次說明會對兩國關係極具特殊
性及重要性，更可作為中華民國與海地經貿關係發展里程碑之見證。
馬德立總統接續讚許此說明會之旨意與其總統任期期間內的工
作進程目標一致，皆為充分吸引外資直接投資開發及利用海地深具潛
力的經濟發展，期提高生產價值同時創造工作機會及財富。海地總統
強調其任期目標，是打造一個自食其力的國家，而不再是人道救援的
永久受惠國。
海地深具潛力，目前海地政府現行所有計畫都集中於相關商業法
規更新及推動投資商機，建置海地投資促進中心、聘請投資顧問、改
善治安環境、成立工業園區等，這些都是展現海地政府實質推動改善
海地投資環境的決心。
另外，海地工業園區的設立與推動，觀光、農業品加工、基礎建
設等產業都已準備就緒，隨時歡迎外資投入。海地不只有許多優勢與
機會，對外運輸交通便捷，且距離世界最大市場之一的美國甚近，同
時積極參與加勒比海區域整合推動及多項國際行動，如與非洲地區、
加 勒 比 海 地 區 及 太 平 洋 地 區 國 家 簽 署 的 科 托 努 協 定 (Cotonou
Agreement）
，使海地的產品進入歐盟市場享有優惠，上述這些因素都
讓海地成為外人投資的最佳選擇。希望中華民國廠商可以利用海地這
些投資優勢，以海地立足放眼加勒比海市場及鄰近美洲市場。

海地共和國駐華大使館公使代辦 Ms. Rachel Coupaud 致詞
海地駐華大使館公使代辦 Ms. Rachel Coupaud 首先感謝本會施顏
資深顧問祥及國經協會籌辦此次會議的努力及付出，以及外交部的協
助與支持。渠表示自從她派駐中華民國，深刻感受到我人民濃厚的人
情味與溫暖，也讚佩我國民眾可以廣納不同風俗民情文化的包容性。
公使代辦 Ms. Rachel Coupaud 觀察到中華民國是個有秩序、守法治的
國家，且人民具正確良好之價值觀，這些都是中華民國可以創造舉世
聞名台灣奇蹟的主要原因，對於海地人民更是有很大的激發，也令她
感到敬佩與嚮往。
渠再次重申中華民國與海地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身為臨時代
辦，也感到非常榮幸這次可以親自迎接由海地馬德立總統率領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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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同時參與這場這麼具特殊意義的活動，一同見證海地與中華民國
共同舉辦的盛事，同時歡迎與會貴賓提出任何有關投資海地相關問
題，所有現場海地訪賓團將會非常樂意提供任何所需協助及答覆。
最後，海地駐華大使館也非常樂意協助提供所有中華民國商旅有
關海地任何投資或觀光旅遊相關資訊，希望大家可以充分利用並藉由
海地駐華大使館了解海地國情。期許中華民國與海地關係更加緊密及
有更多合作商機。

海地共和國貿工部長 H.E. Wilson LALEAU 致詞
海地貿工部長 H.E. Wilson LALEAU 首先向在場與會貴賓致意，
接著感謝國經協會舉辦此次說明會及中華民國對此次訪華代表團的
熱情接待。貿工部長對中華民國人民的勤奮努力及在世界上佔有一席
之地表示敬佩，肯定中華民國有完善的教育體系可培養出優秀人才。
中華民國政府全力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企業信用貸款、推動輔
導政策等種種因素才能打造出今日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的中華民
國。而海地政府目前也著重在教育、工作、人力、環境跟經濟五面向
的推動，這也是馬德立總統在他任期內想要完成的目標。海地目前有
經濟工業園區、觀光區及風力能源發電的園區，目前也有一些國際企
業正在評估投資方案。海地有許多關稅減免優惠方案，如機器在海地
組裝後出口至加勒比海共同體等國家可享有優惠關稅，如:哥倫比
亞、委內瑞拉、巴拿馬、墨西哥、古巴、多明尼加等這些國家，這區
域有超過 2 億 5 千萬的消費人口，極具商機。另外在海地生產的產品
出口到一些先進國家如:加拿大、歐盟、智利、美國、巴西、印度、
墨西哥，也可享有特殊關稅優惠。希望台商可以多多利用這些優勢作
為進軍國際市場的跳板，也希望中華民國與海地的雙邊關係可以永久
合作互惠，互助互利。

專題報告
 海地商工總會主席 Mr. Alix Didier Fils-Aimé 專題簡報「海
地投資商機」
海地商工總會主席費艾梅先生簡報時首先強調一個神奇數字
700，是為海地距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美國只有約 700 英哩，離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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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馬運河也是約 700 英哩，至拉丁美洲市場也是約 700 英哩，這
是世界上少有之特殊絕佳地理戰略位置，極具地理優勢。接續並
介紹海地四大重要產業如下:
一、組裝產業(Assembly)
(一) 海地最重要的產業之一，也是台商可以在此大舉獲利的投
資標的。
(二) 加勒比海盆地振興方案(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 CBI):獎
勵大部分在海地生產之產品進入美國可享有免關稅優惠。
(三) HOPE1&HOPE2 法案:特別針對紡織及針織產品，享有進
入美國免關稅之優惠。
(四) HELP 海地經濟振興計畫:涵蓋成衣及非成衣類產品出口
至美國也都有相關的優惠。
(五) 加勒比海共同市場(CARICOM):海地與其他加勒比海國家
之間有共同貿易，同時加勒比海是觀光業非常興盛的地
區，勢必可以帶來豐厚的觀光財，所以在海地投資也可享
受到此商機優勢。
二、營建業(Construction)
(一) 2010 年 1 月 12 日海地大地震後，海地至今仍在進行很多
的重建工作，因此建築業有相當多的機會，如:政府計畫
要再興建約 40 萬戶房舍，此為建築業一大投資機會。
(二) 目前海地每月進口約 60,000 噸水泥，90%的水泥供給仰賴
進口，未來因應重建工作，水泥進口量將提高到每月
100,000 噸，對於中華民國發展成熟的水泥產業極具開發
商機。
三、農業(Agro-Business)
海地大部分的食物仰賴進口，例如:每月進口兩萬噸稻
米，目前中華民國也正在傳授指導海地的農業技術，以提
升產能使海地可自給自足。海地今日 25%的 GDP 來自農
業，而中華民國擁有豐富的相關農業經驗，這也是台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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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用發展的機會，希望中華民國可以幫助海地發展農
業，立足海地進軍加勒比海市場。
四、出口產業
(一) 海地主要出口產品為辣椒、芒果、咖啡、椰子、手工藝品
及香精油等產品。其中以芒果為例，中華民國也是生產芒
果的大國，希望可以傳授海地農民品種改良、包裝及行銷
等技術，以提升產品價值。同理也可應用到其他農產品，
提升附加價值。
(二) 近來有越來越多的外人在海地投資並小有獲利，目前也有
兩家台商在海地設立公司，分別是海外工程公司(Overseas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簡稱 OECC)及 Fairway
Apparel S.A 成衣廠，這些都是看好海地具有其投資價值
及可享有出口優惠關稅等商業優勢而成立，希望台商也能
考量這些優惠條件來海地投資設廠。

 海地投資促進中心(Centre for Facilitation of Investments,
CFI) 主任 Ms. Norma Powell 簡報
一、海地投資促進中心簡介
(一) 2005 年 11 月由海地貿工部正式成立。
(二) 成立目標:推動投資機會、協助執行投資計畫，並且了解
投資人的需求以提供相關投資機會。
(三) CFI 根據海地投資法的規定，選擇幾個重要產業優先提供
相關優惠，這些產業包括出口、轉口再出口、農業、藝術
工藝及製造業，另外還有觀光業、房地產建築業等相關產
業。
(四) CFI 內部成立一個跨部會投資委員會，負責提供相關產業
的投資獎勵，依據投資規模、投資地點、投資盈餘以及投
資計畫創造的工作機會等條件來決定給予投資獎勵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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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惠法案
在海地投資，經核准可享之租稅優惠包括: 1.營所稅及地
方稅全免最多可享 15 年，2.固定資產加速折舊，3.原物料
免關稅，至多 20 年，4.免薪資稅，5.其他國內直接稅的減
免至多 15 年，6.出口品免營業稅，7.加工原物料或包裝材
料暫准通關，8.其他特定產業別的優惠，如:觀光相關產
業，在營所稅減免部分最高也可享有 15 年優惠期間。
三、設立經濟自由區(Economic Free Zones)
經濟自由區提供許多投資機會，在經濟自由區裡不論是公
私部門合作或是私部門獨立營運，都必須要遵守海地全國
自由區委員會及經濟自由區的相關法規，企業進駐經濟自
由區可以享受的相關優惠有: 1.自然人及法人所得稅減免
最高享 15 年， 2.廠房建設使用之產品、材料免進口關稅，
3.地方稅減免最高享有 15 年， 4.員工所得稅減免最高可
享 10 年優惠。
四、HOPE II & HELP ACTS
(一) HOPE II: 是 2006 年美國通過「海地機會夥伴促進法案」
HOPE 法案的延伸。 2008 年 5 月美國會又再通過 HOPE II
法案，並自當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將前法案優惠內容大
幅放寬如：零關稅期限延長為 10 年、放寬來自任何國家
之成衣原料均可享受優惠、在海地製造成衣之布料、紗線
或副料不論其來自何國，均給予擴大配額，優惠條款適用
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二) HELP ACTS:

於 2010 年 5 月 24 日通過的優惠法案，延

長賦予海地成衣產品輸銷美國免關稅之優惠效期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並擴大特定針織及梭織成衣免稅優惠限額，
以幫助海地經濟之積極復甦。
以上兩法案提供特定類別之紡織品免關稅進入美國市
場，讓海地在成衣加工及成衣出口取得極大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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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外貿易協定(Trade Agreements)
海地目前是加勒比海共同市場(CARICOM)的成員，目前
與歐盟簽訂的經濟夥伴協議正待海地國會審議，除此之外
海地也受惠於 WTO 2005 年在香港召開的第五屆部長級
會議決議，及去（2013）年 12 月在峇厘島的會議針對進
口至已開發國家免稅優惠的決議，此二決議使海地出口至
許多已開發國家的產品都享有免關稅的優惠。
六、目前在海地外來投資企業
(一) Surtab：生產平板電腦廠，於 2013 年 12 月始在海地營業，
也是海地第一家設立無菌環境生產的工廠，Surtab 的設立
證明了海地不只有會生產製造成衣的勞工，亦有電子業勞
動力可提供，且電子業勞工的訓練期約 4-6 周，與生產成
衣勞工所需的培訓時間相同，更說明海地具提供電子產業
所需之勞動力。
(二) 知名製鞋品牌 TOMS：TOMS 經營目標為每賣出一雙鞋就
捐出一雙鞋給世界各地需要的人，目前受贈人數高達
1,500 萬人，今年初已在海地設立一專門製造童鞋的工廠。
(三) Fairway Apparel S. A:已於海地經營 5 年的台商，生產合成
纖維運動服，客戶包含國際廠商 Champro、Rawlings 等，
目前在海地有 600 多名員工。
七、總結
根據 CFI 統計資料，海地目前成長最快的產業為: 觀光
業、農業、製造業及服務業。以觀光業為例，提供海地許
多產業發展的動能，根據加勒比海觀光組織統計，海地去
年觀光業成長 20.2%，是在加勒比海地區成長最快的國
家。而海地是南美洲與中美洲往來的重要樞紐，極具地理
優勢，且鄰近巴拿馬運河，緊鄰六億人口的消費市場，同
時海地有良好法規及勞動力充沛的年輕人口，種種優勢深
具投資商機，歡迎更多台商到海地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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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時間
與會廠商就海地與台灣夥伴關係與投資商機提出經貿交流問題，並
進行討論及意見交流，問答如下：
問：
 海地政治情勢不穩定該如何解決?
 海地海平面逐漸上升該如何解決?
答：駐海地大使館黃再求大使針對以上答覆：
1. 治安問題，2004 年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海地，迄今已 10 年，今
年 10 月安理會將決議於 2016 年撤離維和部隊，此舉已證明海地
治安及政經情勢已穩定；今年年底海地也將舉行中央及地方選
舉，這也表示海地已進入民主進程逐漸邁入民主國家。
2. 海地位於伊斯巴紐拉島(Hispaniola)，是加勒比海上僅次於古巴的
第二大島，有加勒比海明珠之稱，歐洲大型郵輪仍是停靠在北部
港口，郵輪的停泊帶來眾多觀光客。海平面問題目前尚不足慮，
但仍是未來全球須共同面對的挑戰。

檢討與建議
一、海地可參考國際成功例子擷取優點善加發揮並請益台灣
此次與會貴賓台灣經濟研究院洪德生院長分享見解：
回顧過去數十年台灣產業發展之經驗，從農業發展到製造業進而
到服務業，與以農立國的海地有相似的根基，因此台灣模式可作
為海地推動國家發展的參考，相信海地也正是朝著此方向在前
進，並建議可從以下幾點著手：
(一) 網際網路：是目前全球發展的主要趨勢，也是快速能讓海
地了解世界即時脈動的最佳工具，吸取最新國際資訊，為
國內注入新知與創新與全球同步。
(二) 「 APEC 數 位 機 會 中 心 （ APEC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以下簡稱 ADOC）」：係我國於 2003 年 APEC 曼
谷領袖會議時提出，冀望運用中華民國既有資訊通信產業
優勢及資訊社會 e 化經驗，協助縮減亞太區域之數位落
差。採用民間與政府共同合作模式，主要培訓對象為孩
童、婦女、中小企業、特殊需求者（視力障礙）以及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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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等弱勢族群，希望可以藉由我國在此方面的專業與經
驗，可以協助海地資訊普及化。
(三) 未來海地發展勢必與加勒比海區域更加緊密，與世界的互
動頻率增加，建議可事先規畫未來國家發展方向以因應最
新國際情勢。
(四) 當國家致力於發展經濟、推動產業，隨著產業逐漸發展進
程到某個階段，隨之而來的民意高漲，政府公權力受到挑
戰，伴隨衍生的公平正義性、所得分配等問題，建議海地
政府可提前思考以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社會問題。
二、廠商可多加利用政府資源拓展海外市場
此次與會貴賓中國輸出入銀行主席朱潤逢先生說明，該行主要任
務在於配合政府經貿政策，協助廠商拓展外銷市場，分擔貿易風
險，促進我國產業升級及經濟發展等，希望未來台商拓展海外市
場時，可多善用輸出入銀行提供的服務。
中國輸出入銀行其業務特點為：
(一) 融資業務：協助我國廠商以分期付款方式輸出整廠、機器
設備等，以增強我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之競爭能力；協助廠
商引進國外精密機械設備或生產技術，以促進產業升級；
協助廠商設立外銷據點或發貨倉庫，或開發與掌握重要資
源，並增進國際經濟合作；藉國內外金融機構之廣泛分支
機構，以優惠利率之轉融資，鼓勵外國買主購買我國機器
設備等工業產品，協助國產機械之外銷。
(二) 保證業務：增強我國廠商在國外之競爭能力，爭取外銷訂
單及承包海外工程之機會，以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三) 輸出保險業務：分擔我國廠商從事對外貿易之風險，使業
者得以更具競爭力之付款條件，爭取貿易機會，並且積極
開拓新興市場，分散外銷市場。
(四) 專案業務：配合政府政策，辦理各項專案業務，例如:新
鄭和計畫－出口優惠方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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