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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經濟持續保有深厚潛力。這都要歸功在印尼各方面的表現，包括經濟持續
成長、國內政治穩定、還有龐大的年輕族群與成長中的中產階級、以及豐富的天
然資源。投資對於促進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機會、將目前以消費為主的經濟翻轉
成以生產導向的經濟具有加乘效果。

因此，既是政府機構又是政府與投資人的主要聯繫單位，同時提供投資服務，印
尼投資協調委員會	(Badan	Koordinasi	Penanaman	Modal，簡稱BKPM)	的角色
在於改善投資環境並邀請	「睿智的投資人」前來印尼群島投資。

印尼政府已規劃紮實的改革議程，並於2015年1月起實施多項政策。首
先，BKPM的單一窗口服務中心	(Pelayanan	Terpadu	Satu	Pintu，簡稱PTSP)	旨
在提供更快速便捷、更透明的投資許可發證服務。其次，為投資人提供從初期到
營業階段的端對端服務，包括落實投資過程的便利措施。最後是改善投資環境，
為投資人特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獎勵措施與便利性。

BKPM採取主動，出版「投資印尼常見問答(FAQ)」一書，這可說是我們致力改善
投資服務的一部份。本書為新投資人與現有投資人彙編各種投資疑問的解答，特
別是有關投資許可發證流程、獎勵措施、勞工、以及在印尼經商的成本等方面。
我們希望這本書能成為投資人的指南，讓他們更瞭解如何在印尼從事投資、經商
等活動。

最後，我們邀請您深入瞭解印尼為您的企業所提供的各種機會，BKPM也已準備
就緒，極為樂意協助您前來印尼進行投資。

雅加達，2016年3月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主席
Franky	Sibar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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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

Photo credit: Ari Sanjaya Lim, Pelabuhan Tanjung Priok, 2016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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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印尼何以能成為我的

投資目的地？

答覆：

印尼幾乎擁有成為經濟大國所必備的一切先
決條件。豐富的天然資源、龐大而具生產力
的年輕人口、加上位居全球行動網路的戰略
性入口，這些資產與機會讓印尼成為全球主
要經濟體之一。

印尼是新興的世界強國，更是G20的
成員。2015年，印尼的國內生產毛額
（GDP）	(Product	Domestic	Bruto，簡
稱PDB)	成長率為4.79%，僅次於印度及中
國，是第三大成長最快的經濟體。如今，
印尼是東南亞最大、世界第十六大經濟
體，GDP接近一兆美元。

政治穩定是印尼經濟蓬勃的基礎，也因為政
治穩定，使印尼成為全球第三大民主國家。
由於民主政治成熟，印尼自2004年以來已
舉行過三次和平的總統直選。2015年，印
尼首次同時舉辦全國263名省長與市長直
選。

印尼是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國家，人口數達
2.5億，同時其人口購買力快速成長，使印
尼成為重要的市場。再者，年輕族群的人力
資源品質也逐漸提高，提供理想的競爭優
勢。

印尼擁有豐富的再生（農產品）及不可再生

（採礦及礦產）天然資源，是全世界最大的

棕櫚油生產國，也是全球第二大可可與橡膠

生產國；印尼也出產大量的錫、鎳、煤、天

然氣、鋁土礦、銅和黃金。藉由增加能帶來

高附加價值的加工產業，印尼必定能充份運

用其天然資源。

隨著印尼所提供的大量機會，政府持續改善

投資環境，讓印尼成為更安全、更具吸引力

的投資據點。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已

指示實施影響深遠的根本改革，為企業長期

的成長與繁榮建立堅實的基礎。印尼已經起

步，即將踏入成功的新時代。



印尼

Q-2：群島上的基礎設施如

何？

答覆：

印尼的基礎建設所面臨的挑戰與其在地理上
擁有廣大群島的現實有很大關係。過去五年
分配在基礎建設的財政預算已增加一倍，同
時也鼓勵私部門投入基礎建設並提供便利措
施。

印尼政府已頒布多項政策，包括提供政府擔
保、為開發計畫進行土地徵收、為部份公
私合營（PPP/Kemitraan	Pemerintah	dan	
Badan	Usaha，簡稱KPBU）計畫之建設成
本提供可行性資金缺口融資計畫（viability	
gap	fund）等。此外，印尼政府已成立部
份金融機構協助PPP計畫融資並增加其可融
資能力。

總統Joko	Widodo已訂定一項五年開發計
畫的基礎建設目標，預計於2019年達成該
目標。印尼即將興建15座新機場、增加24
座港口的吞吐能力、增加60%的現有鐵路
軌道、建設1,000	km長的收費道路、提供
35,000兆瓦電力。

Q-3: 全球對於投資印尼的

看法如何？

答覆：

•	 印尼的外國直接投資（FDI/Penanaman	
Modal	Asing，簡稱PMA）成長率在東
南亞是最高的（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2015年年度報告）。

•	 在印尼，有3/4的美國公司計畫擴大其在
印尼的業務（美國商會及2015年美國商
會調查）。

•	 印尼、連同中國與美國仍是亞洲太平洋
經濟合作（APEC）地區的主要投資目的
地（資誠2015亞太經合會工商領導人年
度調查）。

•	 印尼在投資目的地排名上位居領先，其
次是美國、英國及印度（安永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2015年《全球資本信心晴雨
表》）。

•	 印尼是繼印度之後，海外經商最具前途
的國家（日本國際協力銀行2015年調
查）。

•	 根據印度經濟學人2015年《商業展望調
查》，在亞洲，印尼是優先投資國，僅
次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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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佐科威

(Joko Widodo)

已指示實施影響

深遠的根本改

革，為企業長期

的成長與繁榮建

立堅實的基礎。

印尼

Photo credit: Areza Taqwim “Tol Laut Bali”, 2016
投資常見問答         |   5

「

」



 

投資機會

 
A. 優先領域

Q-4：建議在印尼投資的

領域是？

答覆：

截至2015年，印尼政府將重點放
在若干商業領域上，這些領域已納
入2015-2019年度的「投資策略規
劃」當中。而且這些優先領域是根
據經濟優勢、成長因子及生產力等
方面挑選出來的。投資領域如下：

2015	-2019年印尼投資機會

投資優先領域
來源：BKPM,	2016

基礎建設 35 GW 發電廠 24 座海港

農業 食品加工區 玉米種植 牛隻

工業

勞力密集產業 紡織 食品飲料 傢俱 玩具

進口替代業 化學 & 製藥 鋼鐵 零組件

出口導向產業
電子業 未精煉棕櫚油&衍

生產品
木製品、紙漿、

紙張 汽車

機械 橡膠製品 魚類&衍生產品 蝦子

天然資源之下游
產業 可可 蔗糖 冶煉廠

海運 船舶建造 漁業 冷凍倉儲 海洋技術

觀光、經濟特區 & 工業區 重要旅遊區 會展 8+11個經濟特區 15座新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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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投資政策然而，除了「投資指南」或先前

所稱「負面投資表」另有說明
外，事實上，所有印尼的產業或
商業領域都對外國投資人開放。
此項規定適用總統條例下的投資
法。

Q	-5：為什麼某些投資領

域列為優先？

答覆：

製造業與出口的投資將成為印尼經濟的支
柱。對於經濟貢獻最大的投資計有三方
面。

第一，支持永續性的經濟成長。我們所尋
找的是優質的投資，不僅將印尼視為一個
市場，也將其視為生產基地。

能為我們的天然資源帶來附加價值的投
資，有助我方出口並替代進口。

第二，創造就業機會，提高生產力與競爭
力。優先投資製造業，特別是勞力密集產
業、出口導向與進口替代業、以及天然資
源的下游產業。

第三，促進平等發展分配。我們鼓勵在印
尼人口最多的島嶼-爪哇島以外地區實現更
多投資。特別是位在印尼東部如努沙登加
拉(Nusa	Tenggara)、摩鹿加(Maluku)與
巴布亞(Papua)的投資案，我們提供更優
惠的獎勵措施。

Q -6：我想在印尼投資。

我必須先瞭解哪些基本

事項？

答覆：

首先，您必須根據「印尼投資指南」
（Daftar	Negatif	lnvestasi，簡稱DNI）
確認您的業務是否符合印尼的外國直接投
資領域；2016年第44號總統令下的「印
尼投資指南」以投資條件規定開放與不開
放的領域。如果商業領域未列在「印尼投
資指南」上，則該業務將視為開放且外資
最高可百分之百持有股份。

外國直接投資公司的法人實體應為責任有
限公司（Perseroan	Terbatas，簡稱PT）
。屬PT之公司應至少有兩名合夥人，每位
合夥人可為個人或企業。

根據印尼法律，任何有外資持股（不論持
股比例）的公司都視為外國直接投資之公
司或外國持有之責任有限公司，簡稱「PT.
PMA」。

此外，新投資人必須要詳細瞭解其投資地
點，如市場活動地點、辦公室地點、人力
資源之取得、以及與其商業領域相關的法
規等。

投資機會



 

Q-7：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內

涵為何？

答覆：

外國直接投資的投資金額必須至少超過
10,000,000,000.印尼盾（100億印尼盾）
，或相當於目前之匯率。此項規定適用所有
商業領域，最低投資金額不包括公司所持有
之土地與建物價值。

此外，外國直接投資公司（PT.	PMA）的
最低已繳資本為2,500,000,000印尼盾（25
億印尼盾）。每位股東的投資金額至少
10,000,000.印尼盾（1千萬印尼盾）或與美
元等值。

Q-8：我可以在印尼的任何地

點成立公司嗎？

答覆：

可以。您可以在印尼的任何地點成立公司。
但是，部份商業領域在特定地區有一些限制
條件。政府規定（見PP	No.24/2009及UU	
No.3/2014）製造公司設於工業區，必須滿
足租戶的基本需求（如水、電）。

目前，印尼工業區協會（Himpunan	
Kawasan	Industri	Indonesia，簡稱HKI）
在13個省份中擁有69名公司會員，約佔總
面積45,600公頃。在工業區內，營運中的
製造公司超過9,000家，僱用4百萬名以上
員工。這些數字不包括工業區的非HKI會
員。

工業區主要吸引人的特點在於開發計畫周詳
完善，為的是要確保戰略地點、障礙排除、
建築比率、基礎建設與配套措施、安全的土
地所有權、持續的維護與營運管理。

到2019年止將完成15座新工業區的開發。
爪哇島以外地區將有13座工業區做為天然
資源加工工業區。其他2座工業區位在爪哇
島內，做為勞力密集產業、高科技與消費性
商品工業區。

Q-9：印尼經濟特區(SEZ)

的發展如何？

答覆：

印尼目前有8座經濟特區，簡稱SEZs 
（Kawasan	Ekonomi	Khusus，簡稱KEK）
，至2019年止預計在全國完成11座新經濟
特區開發。每座經濟特區都為特定領域而開
發。現有經濟特區為：

投資機會

 
C.		經濟特區與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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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西努沙登加拉省Mandalika經濟特區以觀
光業為主。

8.	 摩鹿加省Morotai經濟特區以觀光、製
造、物流業為主。

 

政府為設在經濟特區中的產業提供財政與非
財政便利措施。只要符合特定標準，即可享
有為期最高25年20-100%的稅額折扣。針對
進口原料，政府也提供免徵加值稅優惠。此
外，經濟特區內之外國投資人有權持有房產
並可取得居住許可證。

投資機會

1.	 北蘇門答臘省的Sei	Mangkei經濟特區，
以未精煉棕櫚油及橡膠業、化肥產業、物
流與觀光業為主。	

2.	 南蘇門答臘省的Tanjung	Api-api經濟特
區，以未精煉棕櫚油、橡膠業、石化業為
主。

3.	 萬丹省的Tanjung	Lesung經濟特區以觀
光業為主。

4.	 東加里曼丹省Maloy	Batuta經濟特區，
以未精煉棕櫚油、煤炭、礦業為主。

5.	 北蘇拉維西省Bitung經濟特區以漁業、
農業及物流業為主。

6.	 中蘇拉維西省Palu經濟特區以冶煉、農業
及物流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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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Yudhi Dwi Anggoro, “Mobil Listrik Buatan Dalam Neger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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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程序

 
A. 開始營運

Q-10：我要如何在印尼成

立公司？

答覆：

您必須先在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的投資單一

窗口（OSS）服務中心（Pusat	Pelayanan	

Terpadu	Satu	Pintu，簡稱PTSP	Pusat）

辦理「投資准證」（Izin	Prinsip，簡稱IP）

。之後即可聘請公共公證人簽發「設立證

書」（Deed	of	Establishment），在印尼

成立公司的法人實體。

外國直接投資公司（PT.	PMA）之「設立證

書」可由印尼之公共公證人簽發並以印尼語

書寫。

「設立證書」包括以下資訊：

1.	 公司名稱與地址

2.	 公司營業項目

3.	 公司章程

4.	 公司董事會，簡稱BOD（Dewan	

Direksi）與委員會，簡稱BOC 

（Dewan	Komisaris）之組成。

5.	 公司股東身份與持有股數

設立法人實體後，公共公證人將在印尼法律

及人權部登記此間新的外國直接投資公司

（PT.	PMA）。完成登記後，新成立的 

PT.	PMA將公布於國家公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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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程序

 

經印尼法律及人權部批准的法人實體即為設

立PT.	PMA之依據。此後，PT.	PMA將可開

始建立公司的基礎架構及相關營業執照。

注意：

•	 設立PT.	PMA之前，您應先透過印尼公

共公證人確認，您想登記在印尼法律及

人權部的公司名稱是否可用。

•	 有關向BKPM或其他印尼政府機構申請

的任何許可證，所有申請資訊都必須參

考PT.	PMA的「設立證書」。變更任何

與「設立證書」無關之公司狀況，如變

更或擴大商業領域、變更公司地點或商

業活動地點，應通知BKPM及相關政府

機構以修改許可證。

•	 設立PT.	PMA的額外文件包括但不限下

列：

1.	納稅人稅籍編號（Nomor	Pokok	

Wajib	Pajak，簡稱NPWP），可

在印尼稅務總局網站線上申請。網

址：https://ereg.pajak.go.id（目

前只提供印尼語服務）。

2.	公司住所證明（Surat	Keterangan	

Domisili	Perusahaan，簡稱SKDP）

，可向PT.	PMA所在地或區域主管機

關申請，也可透過建築管理辦公室或

工業區管理處申請。

3.	一般進口執照（Angka	Pengenal	

lmportir	Umum，簡稱API-U）

，取得商業執照（Izin	Usaha）

後才適用，或者，生產者進口執

照（Angka	Pengenal	lmportir	

Produsen，簡稱API-P）透過

BKPM的OSS-C辦理後才適用。

Q-11：創辦公司需要哪些

執照（許可證）？

答覆：

視商業領域而訂。一般來說，公司若為貿
易或服務提供者，在取得商業執照（Izin	
Usaha，簡稱IU）後即可開始業務營運。
但是，其他商業領域，如製造、種植、資
訊科技、教育、醫療保健及飯店管理等行
業，應向相關政府機構或部會取得其商業
領域之特定執照。

例如：公司之營運可能影響環境者，必須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並取得印尼環境與林業
部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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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除了設立公司 (PT.

PMA)，有其他方法評估

印尼的市場嗎？

答覆：

有。外國投資人可設立辦事處研究印尼市

場，時間最長可為期五年。外國辦事處是外

國公司在印尼設立代表自己組織的辦事處，

以便管理該公司或其子公司在印尼及/或其

他國家的利益及/或準備在印尼設立和發展

外國投資公司。

一般來說，外國辦事處的功能有限，並且不

得直接從事營業活動、簽署合約、開立正式

發票、向客戶收取貨款、及直接從事任何其

他營利活動。

在印尼設立辦事處的規定與程序，必須依

BKPM主席2015年第15號「關於許可及非

許可投資指南與程序」之規定辦理。根據此

項規定，可在印尼設立三種類型的辦事處：

1.	 外國公司辦事處（Kantor	Perwakilan	

Perusahaan	Asing，簡稱KPPA）。

	 外國公司辦事處（KPPA）的功能限制：

•	 管理母公司之公司利益。

•	 準備在印尼成立公司並發展其業務。

納入外國公司辦事處（KPPA）所需的

文件如下：

•	 外國公司之公司章程影本及以任何

英語修訂版或由宣誓譯者翻譯之印

尼語版本。

•	 外國公司給被其任命為辦事處處長

的委派書。

•	 公司董事護照影本。

•	 將被提名為辦事處處長之有效護照

（外國人）影本或身份證號（印尼

國民）影本。

•	 願意擔任辦事處處長之聲明書，聲

明只在印尼擔任辦事處處長一職，

不另行從事其他業務。

•	 如果申請人非辦事處處長本人，則

提供授權書。

外國公司辦事處（KPPA）的重要注意

事項：

•	 外國公司辦事處（KPPA）只可設

在印尼各省的首都（如雅加達、萬

隆、日惹、加里曼丹等）。

•	 外國公司辦事處（KPPA）的地點必

須位在辦公大樓。

•	 外國公司辦事處（KPPA）的許可證

效期三年，可展延兩次，每次效期

一年。

•	 五年後，外國公司辦事處（K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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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准擴大與以往不同之商業活動。

•	 外國公司辦事處（KPPA）必須位在

辦公大樓中。

•	 若辦事處處長為外國人，他/她必須

取得「臨時停留許可證」（Kartu	

Izin	Tinggal	Terbatas，簡稱

KITAS）及「工作許可證」才可在印

尼停留及工作。

2.	 外國公司貿易辦事處（Kantor	

Perwakilan	Perusahaan	Perdagangan	

Asing，簡稱KP3A）。

	 外國公司貿易辦事處（KP3A）的功能限

制：

•	 介紹、推廣及行銷母公司製造之商

品，向印尼之公司或使用者提供進口

商品之使用說明及資訊。

•	 在印尼進行市場研究與調查，以便在

本國銷售母公司製造之商品。

•	 針對國外母公司（派駐公司在印尼

者）要求的產品進行市場調查，提供

有關商品出口到印尼公司的條款資

訊。

•	 代表母公司派駐印尼之公司簽署商品

出口合約。

	 以外國公司貿易辦事處（KP3A）進

行貿易相關之活動，必須先向BKPM

的投資單一窗口（OSS）服務中心申

請外國公司貿易代表許可執照（Surat	

Izin	Usaha	Perwakilan	Perusahaan	

Perdagangan	Asing，簡稱SIUP3A）

。申請KP3A所需文件如下：

•	 外國公司給予被任命為辦事處主管

的委派書。

•	 在印尼辦事處相關活動的意向書及

不從事任何貿易活動及銷售交易之

規定。

•	 願意擔任辦事處處長之聲明書，聲

明只在印尼擔任辦事處處長一職，

不另行從事其他業務。

•	 印尼駐該國大使館商務參事/代表之

推薦信。

•	 辦事處主管必須提交以下文件：

1.	履歷(Daftar	Riwayat	Hidup)。

2.	外國公民：有效護照影本及

外籍員工聘僱計劃書（lzin	

Mempekerjakan	Tenaga	Kerja	

Asing，簡稱IMTA）。

3.	印尼公民：有效居民身份證

（Kartu	Tanda	Penduduk，簡

稱KTP）及稅籍編號(NPWP)。	

•	 大廈管理委員會或地方官員出具之

外國公司貿易辦事處（KP3A）住所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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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性外國公司貿易代表許可執照

（SIUP3A）影本。

•	 如果申請人非辦事處主管本人，則提

供授權書。

	 外國公司貿易辦事處（KP3A）的重要注

意事項：

•	 外國公司貿易辦事處（KP3A）不得

從事任何貿易活動與銷售交易，如參

與投標、簽定合約、解決索賠等。

•	 外國公司貿易辦事處（KP3A）只可

設在印尼各省首都、行政區與都市。

•	 外國公司貿易辦事處（KP3A）必須

位在辦公大樓中。

•	 若辦事處處長為外國人，他/她必須

取得「臨時停留許可證」（KITAS）

及「工作許可證」才可在印尼停留及

工作。

3.	 外國公司工程辦事處（Kantor	

Perwakilan	Badan	Usaha	Jasa	

Konstruksi，簡稱BJUK）

	 許可證可由具大規模資格的外國工程公

司根據部長規定取得。外國公司工程辦

事處（BJUK）許可證可在印尼全國從事

工程服務商業活動。外國公司工程辦事

處（BJUK）許可證效期三年且可以展

延。

申請外國公司工程辦事處（BJUK）許

可證所需文件如下：

•	 申請書（印尼文正本）。

•	 經公共公證人或母公司原籍國主管

機關認可為合法之公司章程影本。

•	 外國工程服務商業實體之一般性資

料。

•	 印尼駐該原籍國之大使館的原始推

薦信，聲明該工程公司為該國合法

登記之公司並有良好聲譽。

•	 由核發機關證明母公司之有效工程

服務許可證影本。

•	 國家層級機構所核發之合法資格證

書影本。

•	 母公司所核發外國公司工程辦事處

（BJUK）主管的委派書正本。

•	 經公認會計師稽核的母公司最新財

務報告記錄。

•	 辦事處主管的護照或身份證影本。

•	 辦事處主管的履歷。

•	 由當地市政府所核發在印尼辦事處

的住所證明。

•	 文件真實性與正確性聲明書（正

本）。

•	 母公司董事或委員之聲明書，聲明

未於其他工程公司的董事會或委員

會擔任職務（正本）。

•	 若申請並非由辦事處主管直接辦理

時，公司董事蓋印與簽名的正本授

權書，連同授權書(POA)收受人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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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我必須在BKPM雅

加達總公司註冊許可證

嗎？

答覆：

目前，申請「投資准證」須透過BKPM-線

上服務平台或電子投資資訊及許可證服務

系統（Sistem	Pelayanan	Informasi	dan	

Perizinan	lnvestasi	secara	Elektronik，

簡稱SPIPISE）。其他許可證如進口執照

（Angka	Pengenal	lmportir，簡稱API）

及幾個商業執照（IU）仍在雅加達的BKPM

的投資單一窗口（OSS-C）服務中心申請。

Q-14：我要如何開立銀行

帳戶？

答覆：

印尼中央銀行法規規定，新設立的PT.	PMA

之所有銀行交易業務（如資本注入、貸款手

續、資本設備付款、原料等）必須透過在

印尼的外國投資銀行特別帳戶辦理。一般來

說，開立此類帳戶所要求的文件如下：

1.	 BKPM「投資准證」（IP）、「設立證

書」、公司住所證明（SKDP）、稅籍編

號	(NPWP)。

2.	 授權某人開立銀行帳戶之授權書。

3.	 被授權開立銀行帳戶者之居民身份證

（KTP）或護照。

4.	 被授權開立銀行帳戶者之照片。

5.	 最低存款額為1千萬印尼盾或1千元美

金。



Q-15：什麼是單一窗口服

務中心 (OSS-C)？

答覆：

BKPM的單一窗口服務中心	(OSS-C)於

2015年1月26日成立，旨在為印尼投資人提

供更快速便捷、更透明的整合性服務。

投資人無須再於雅加達四處詢問以取得各項

許可證。現在，印尼的22個部會與政府機

構完全整合在單一窗口服務中心	(OSS-C)。

幾乎所有領域，如製造業、電力、石油天然

氣與觀光業的投資許可執照都已可在BKPM

服務中心辦理。

在同一系統與辦公場所處理投資所需執照及

許可證之申請並共同合作，有助於相關各方

彼此在國家層級機構上有效的協調。這也能

讓各個機構減少處理時間，同步處理程序，

避免疊層架屋並排除繁文縟節。

 
B. 單一窗口服務– 中心(O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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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PM新OSS-C
概念流程

投資人

前台 後台

BKPM櫃台

部會/機構櫃台

1. 文件許可
2. 諮詢

部會/機構櫃台

部會/機構櫃台

部會/機構櫃台

線上監管
（僅總統及部長可登入）

BKPM櫃台

部會/機構櫃台

進行許可證處理

部會/機構櫃台

部會/機構櫃台

部會/機構櫃台

電子投資資訊
及許可證服務
（SPIPISE）

線上系統

線上系統



 

單一窗口服務中心 
(OSS-C)

該平台是由BKPM及22個政

府機構，包括不同部會、政

府機關所組成，彼此攜手共

同合作。

Photo credit: Humas BKPM, “BKPM OSS-C Launchi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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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OSS-C提供的服務

是？

答覆：

OSS-C提供服務，以便利前台執行有關投資

主題的各種諮詢、查詢及文件受理等能快速

進行，而後台將會著重在盡職調查基礎工作

並處理投資相關的執照核發事務。下圖為目

前BKPM新OSS-C的概念架構。



 
開始– 階段

投資人：

•	 投資人應規劃其完整的投資活動，向

BKPM的OSS-C提交說明其業務的投資

提案。

BKPM	OSS-C:

•	 BKPM	OSS-C根據印尼商業領域分類

（Klasifikasi	Baku	Lapangan	Usaha	

投資程序

Indonesia，簡稱KBLI）篩選提案，

將提案分至適當的商業領域。

•	 如果商業領域是屬開放或有條件開

放，外國投資人將可申請「投資准

證」（IP）依印尼投資指南（DNI）

中所述條件開始投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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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流程架構

Indonesia	Investment	
Coordinating	Board



投資程序

 

投資人：

•	 投資提案依印尼投資指南（DNI）而通

過評估與許可後，投資人將可向BKPM	

OSS-C申請「投資准證」（IP），開始

在印尼設立合法的商業實體。

•	 BKPM	OSS-C	IP賦予外國投資人權利，

證明其投資活動已獲認可，因此可以在

印尼設立商業實體。

BKPM	OSS-C:

•	 所有「投資准證」之申請，須透過

BKPM-線上服務平台或電子投資資訊

及許可證服務系統（SPIPISE）完成。	

[http://online¬spipise.bkpm.go.id]

。所有的申請流程，投資人都能隨時在

BKPM辦事處得到建議與協助。

公共公證人：

•	 一旦BKPM	OSS-C核准「投資准證」

後，投資人即可聘請公共公證事務所草

擬外國直接投資公司（PT.	PMA）的「

設立證書」，設立商業實體。「設立證

書」草稿須經印尼法律及人權部批准始

為合法文件，並公布在國家公報上。

省級政府：

•	 建立外國直接投資公司（FDI）的「設立

證書」時，投資人也能夠同時申請必要

的省級政府的許可證，這部份主要是指

商業實體營運當地的區域規定與證明。

•	 視商業領域不同，這些許可證包括公司

住所證明（SKDP）、環境許可證、建築

許可證（Izin	Mendirikan	Bangunan，

簡稱IMB）、公害條例許可證、公司註

冊證書。

印尼法律及人權部、稅務總局、移民局：

•	 這些部會及政府機構將核發外國直接投

資公司（FDI）所需的投資准證及證明，

以便投資人可以開始著手設立公司。這

些投資准證是根據設立證書、納稅人稅

籍編號（NPWP）及簽發的外籍員工聘

僱許可證所批准的。

有關設立外國直接投資公司（FDI）的詳細

資訊，可參考「投資政策」一章問題6-8之

說明。

準備 –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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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PM	OSS-C:

•	 在設立階段，擁有合法商業實體的投資

人可以開始建立其企業架構，向技術部

門申請所有必要執照。隨著OSS-C的設

立，22個技術部門與政府機構的高級官

員將進入BKPM，處理所有相關商業領

域的投資查詢與技術執照之申請。

•	 即使在承諾申請投資准證（IP）之前的

準備階段，投資人也可以直接與這些技

術部門諮詢，以便深入瞭解其商業執照

（IU）相關的法律程序與技術問題。

投資程序

 
最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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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設立階段，投資人也可以在BKPM	

OSS-C	申請技術執照，簡化並加快設立

流程，儘快開始企業的營運活動。

BKPM	OSS-C:

•	 一旦公司要進入營業階段時，外國直接

投資公司（FDI）可以向BKPM	OSS-C

申請其商業執照（IU），開始企業的營

運活動。

 
設立階段

Photo credit: Roni Mawardi “Harbour Infrastructure”, 2016

所有設立商業實體的外國投資人必須定
期提交「投資活動報告」。

（Laporan	Kegiatan	Penanaman	
Modal，簡稱LKPM）給BKPM。

外國直接投資公司必須在公司成立期間
（指取得投資准證後）每季提交最新的
「投資活動報告」，營運後（取得商業

執照後）每兩年更新一次報告。

* 額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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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什麼是3小時內完

成投資服務 (I23J)？

答覆：

為吸引更多的投資活動，印尼政府透過

BKPM於2016年1月11日正式成立「3小時

內完成投資許可發證服務」（Layanan	lzin	

lnvestasi	3	Jam，簡稱123J）。此項服務

也是政府二次經濟政策方案之一，旨在將

正常三個工作天的發證流程縮短為三小時發

證。該項服務所核發的許可證總計「8+1」

項。

Q-18：在三小時內我會拿

到哪一種許可證？

答覆：

使用此項服務的申請人將可收到「8+1」項

許可證，如：

1.	 投資許可證（Principle	License，簡稱

IP）。

2.	 印尼法律及人權部核准的設立證書與法

人實體。　

3.	 稅籍編號	(NPWP).

4.	 公司營業登記證（Tanda	Daftar	

Perusahaan，簡稱TDP）。

5.	 外籍員工聘僱許可證（IMTA）。

6.	 外籍員工聘僱計劃書（Rencana	

Penggunaan	Tenaga	Kerja	Asing，簡

稱RPTKA）。

7.	 生產者進口執照（API-P）。

8.	 海關註冊編碼（Nomor	Identitas	

Kepabeana，簡稱NIK）。

9.	 土地可用資料證書（可選擇）。

Q-19：3小時服務有哪些

規定？

答覆：

取得此項投資快速服務之標準為：

1.	 計畫的投資額至少達1000億印尼盾，

及/或僱用至少1,000名當地勞工。

2.	 投資人親自至BKPM	OSS-C辦理，如果

股東候選人代表其他股東者，他/她必須

攜帶授權書。

 
C.  3小時內完成投資服務  
     (I2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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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直接建設便利措施
　（KLIK）

資計畫位在印尼政府指定的特定工業區/保

稅區內，則無最低投資金額或勞工僱用數之

要求。

目前印尼政府已設定14座工業區以落實此

項便利措施：

a.	 中爪哇省：

1.	 Kendal工業區

2.	 Bukit	Semarang	Baru工業區

3.	Wijayakusuma工業區

b.	 東爪哇省：

4.	爪哇綜合工業區與港口（JIIPE）

c.	 南蘇拉維西省：

	 5.	 Bantaeng工業區

d.	 萬丹省：

6.	Modern	Cikande工業區

7.	 Krakatau	工業區 

Cilegon工業區

8.	Wilmar綜合工業區

e.	 西爪哇省：

9.	 		Bekasi	Fajar工業區

10.		Delta	Silicon	8工業區

11.		Karawang	國際工業城市工業區

12.		Suryacipta	市工業區

13.		GT	Tech	Park工業區

14.		Medan工業區	

Q-20：什麼是直接建設便

利措施(KLIK)？

答覆：

簡易的直接建設便利措施	（Kemudahan	
Investasi	Langsung	Konstruksi，簡稱
KLIK）於2016年2月22日正式推出，這是
一項針對於特定工業區/保稅區有投資計畫
之投資人的執照。此項執照允許投資人在
取得主要許證（IP）後即可直接進入設立階
段。

取得KLIK執照後，在進行設立階段的同時，
投資人可申請取得其他許可證，如建築許可
證（IMB）、環境許可證（AMDAL	及UKL/
UPL）等（注意：進入商業階段前必須完成
這些許可證）。

Q-21：直接建設便利措施

的標準為何？

答覆：

任何投資人都可享有此項便利措施，只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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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透過BKPM 

於2016年1月11日	

正式成立「3小時內完成投資
許可發證服務（I23J）」，

並於

2016年2月22日 

推出「直接建設便利措施 

投資程序

Photo credit: Fitrayogi “Flyover Kelok Sembilan”, 2016

Q-22：政府是否為外國投

資人提供任何財政便利措

施？

答覆：

是的。印尼政府提供以下的投資獎勵：

進口稅

所有外國直接投資公司（PMA）的投資計

畫以及國內直接投資計畫（Penanaman	

Modal	Dalam	Negeri，簡稱PMDN），經

BKPM或各地區投資辦事處核准，包括現有

外國直接投資與國內直接投資公司，欲擴大

其計畫以生產類似產品超過設備容量30%，

或欲增加產品多樣性者，將可豁免進口稅，

最終關稅將為0。此項便利措施適用於：

1.	 進口資本貨物即設備及輔助設備可享兩

年進口稅豁免；從規定進口稅減免確定

的當日起算。

2.	 進口之貨物或原物料，不論其類型與成

份，做為生產成品所需之原料或零件

者，或為生產為期兩年總產量（累計生

產時間）之服務所需之原料。

 

E.  財政與非財政便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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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ambangan	Batubara，簡稱PKP2B）

而進口的貨物，將根據該合約給予豁免及/

或減免進口稅。

可附上印尼能源和礦產資源部及礦產與煤炭

管理局（Directorate	General	of	Mineral	

and	Coal,	Ministry	of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的推薦函申請此項獎勵。

3.	 進口之機器、貨物與原料：

•	 不在印尼生產者。

•	 在印尼生產但不符合要求的規格。

•	 在印尼生產但數量不敷產業所需。

進口供電用資本貨物也可享有兩年進口稅豁

免，最多可延展一年。此項便利措施不適用

輸電、配電、配套措施及設備維修。

對於根據工作合約，簡稱CoW（Kontrak	

Karya，簡稱KK）或煤礦開採業務工作

協議（Perjanjian	Karya	Pengusahaan	

Photo credit:”Instalasi Sumur Geothermal Dien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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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符合免稅條件的商業領域清單詳情，請

參考2015年第18號政府條例附件	I	&	II	。

附件	I	列有66種商業領域，附件	II	列有77

種商業領域。	

2015年第18號政府條例與2011年第52號政

府條例的部份差異：

1.	 2011年第52號政府條例規定公司符合稅

賦減免措施的標準已成為法規主體中規

定的一部份。獲得稅賦減免便利措施的

主要標準有：

•	 高投資額或出口導向

•	 高勞工僱用數

•	 本國零組件使用率高

2.	 再投資之公司及出口至少佔其銷售額

30%的公司有額外便利措施。

稅收便利措施（稅賦減免）

根據2015年最新的第18號政府條例，有關

投資於特定商業領域及/或特定地點之稅收

便利措施，本國或外國投資人在特定領域

及/或區域可享稅賦減免。此項最新條例取

代先前實施的2011年第52號政府條例。

2015年新的第18號政府條例提供以下便利

措施：

1.	 淨利減少30%的有形固定資產（包括任

何使用於商業主要活動的土地）總投資

額，應分6年各別課稅，每年5%，從開

始營業生產算起。

2.	 以使用壽命、折舊率及攤銷率加速有形

資產折舊以及自新的投資及/或業務擴張

的架構下獲得的無形資產之攤銷。

3.	 根據任何適用的雙重徵稅協定，對任何

非居民納稅人所獲得的股利課徵10%所

得稅，而非對位在印尼的常設機構課徵

10%或更低的關稅。

4.	 對於超過五年但未滿十年的損失給予補

償，公司須為：

•	 位於工業區及/或保稅區的公司

•	 在基礎建設領域從事工程開發的公司

•	 使用至少70%的本國原物料的公司

•	 僱用500-1,000名本國勞工的公司

•	 進行研究與發展的公司

•	 從事再投資的公司

•	 出口至少佔其銷售額30%的公司

Photo credit: “Instalasi Sumur Geothermal Dien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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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投資方面，獲稅賦減免的幾個商業領域

如下：

稅賦減免的申請流程（新申請人）

供新申請人或新計畫申請稅賦減免，以下為

申請程序架構：

1.	 企業納稅人（公司）需直接檢附其佐證

文件直接申請稅賦減免優惠。

2.	 	BKPM	OSS-C前台（FO）由三個主要政

府機構代表組成：BKPM、稅務總局及技

術部門（根據申請人的商業領域）將接

受並處理申請案件。

3.	 申請評估完成後，BKPM將安排「澄清會

議」，與會者為公司及稅務總局代表。

召開「澄清會議」之目的為：

•	 公司簡介計畫與業務規畫，以獲得稅

務減免措施。

•	 如有需要，由技術部門提出詢問，就

簡報及/或申請進一步澄清說明。

4.	 根據澄清會議，將總結一個以上事項：

•	 部門將簽發「符合定量規定證書」。

•	 BKPM簽發「投資准證變更」（如有

需要）。

•	 申請案必須提供額外的佐證文件。

5.	 如果澄清會議及文件都已完成，BKPM將

發出「接獲申請收據」並排定「三邊會

議」。

6.	 召開「三邊會議」旨在就稅賦減免申請

進行最後討論，並由BKPM提交給印尼財

政部（與稅務總局）。

「三邊會議」由BKPM官員擔任主

席，BKPM、印尼財政部及稅務總局等代

表出席。

7.	 「三邊會議」達成之協議記錄於會議記

錄中，並就有關以下結果之一由BKPM主

席做成決議：

•	 核准該稅賦減免申請提交至印尼財政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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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製造

出口製成品享有多項獎勵措施。部份獎勵措

施為：

1.	 退還用來製造出口成品的進口貨物以及

原料的進口稅。

2.	 在本國採購，用來製造出口產品的

奢侈品與原料，免課增值稅，簡稱

VAT（Pajak	Pertambahan	Nilai）與銷

售稅。

3.	 得進口堪與國內產品比較之原物料。

•	 退回該稅賦減免申請。

•	 就該稅賦減免申請擱置決議。

8.	 若稅賦減免申請遭擱置，BKPM將安排

「三邊延長會議」。此會議結束時，必

須提出以下方面的決議：

•	 核准該稅賦減免申請。

•	 退回該稅賦減免申請。

9.	 三邊會議之結果及三邊會議延期安排，

需於澄清會議起15天內發出。

10.	如果核准稅賦減免申請，BKPM主席將

向印尼財政部提出給予稅賦減免的「建

議書」，時間是在三邊會議或三邊延長

會議後三個工作天內提出。

11.	如果退回稅賦減免申請，BKPM主席必

須核發出「不同意函」，時間是在三邊

會議或三邊延長會議後三個工作天內發

出。

注意：

以下程序為稅賦減免申請流程的簡化架構。

完整詳情請見BKPM主席2015年第18號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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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稅區

位於保稅區內的產業公司享有多項獎勵措

施：

1.	 進口貨物（所得稅第22條）和資本貨物

及設備包括生產用途的原物料免課徵進

口稅、消費稅和所得稅；奢侈品免課增

值稅。

2.	 允許透過正常進口程序包括支付關稅，

將其最終產品出口（以價值計）的50%

，以及除最終產品以外100%的產品出口

（以價值計）轉移至印尼海關地區。

3.	 允許將廢料或廢棄物銷售至印尼海關地

區，只要該廢料/廢棄物在生產過程中占

原料使用量最高5%的誤差。

4.	 允許提供自己的機器與設備給保稅區以

外的分包商，以便進一步加工自有產

品，出借時間為期不超過兩年。

5.	 將奢侈品從保稅區運送至保稅區外的分

包商處或是在這些地區的公司以便進一

步加工者，免課徵該奢侈品的增值稅與

銷售稅。

自由貿易區

於自由貿易區，簡稱FTZ（Zona	Bebas	

Perdagangan）營運之公司，享有多項獎

勵措施，如免課徵進口稅與消費稅，不徵

收進口相關之稅項（增值稅、扣繳稅額/

所得稅）。此外，自由貿易區也能更快速

的核發與投資相關之執照與外籍員工之入

境許可。自由貿易區的營運限制為，將貨

物從自由貿易區出口到印尼海關地區者，

將對先前免稅之貨物課稅及消費稅。

答覆：

根據財政部第159	/	PMK.010/2015	條例

以及BKPM主席2015年第19號條例，申請

人或公司應符合以下條件：

1.	 於2011年8月15日以後成立為印尼商

業實體之公司。

2.	 有新投資計畫，規模超過

1,000,000,000,000印尼盾（一兆印尼

盾）。

3.	 提交存款能力聲明，聲明可在印尼銀

行存放不低於總投資計畫（如第2點所

述）10%的資金，且該筆資金不得於

投資開始落實前領回。

4.	 參與先鋒產業，如：

 

投資程序

Q -23：外國投資　　　人的租稅假期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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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金屬業；

•	 煉油工業

•	 石油天然氣衍生之有機基礎化學品行

業

•	 製造工業用機器之機械產業

•	 農業、林業及漁業產品加工業

•	 電信、資訊傳播業

•	 航運業

•	 經濟特區（簡稱SEZ	(KEK)）內的主

要加工業；及/或

•	 經濟基礎建設以及運用政府與商業實

體或公私合營（PPP/	KPBU）計畫。

有資格享有以下獎勵措施：

1.	 五年到最高十五年的企業所得稅免稅，

時間從營業生產的第一天開始算起。

2.	 企業所得稅減免額應不超過企業所得稅

應繳總額的100%，不低於10%。

Photo credit: Stanlie “Produk Ekspor Industri Padat Kary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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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外國投資　　　人的租稅假期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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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4：除了財政便利措施

之外，還提供任何其他便

利措施嗎？

答覆：

是的。從2016年起，政府加快進口資本貨

物的通關流程，旨在加速建構專案。資本貨

物無須再在港口篩檢。如此將可縮短流程時

間從5天減為30分鐘。

自2015年9月起，印尼政府已頒布幾項經濟

政策方案，特別著重在改善投資環境。我們

制訂最低工資計算公式，如此，投資人便可

預測工資的年增率、考量通膨與經濟成長。

我們支持企業，藉由降低工業用燃油、天然

氣與電力價格來減低企業的生產成本。我們

也修訂印尼投資指南（DNI），使其對外國

投資人更開放、更簡易，包括產業領域、創

意經濟與觀光產業。

Photo credit: Buruh garmen - Ruteur

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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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aid Harahap “Gerbang Masyarakat Ekonomi ASEAN”, 2016

投資常見問答         |   31



 

政府支持

 

 

 

A.  勞工

Q	-25：印尼的最低工資為
何？

答覆：

在印尼，最低工資是應每月給付給勞工的工

資。最低工資主要含地方政府規定的固定基

本薪資做為社會保障。

Q -26：20xx印尼最低工資
列表的內容？

答覆：

最新的2015年政府相關工資條例第78條

（GR	78）有幾項重要的改變，值得注意的

是有關省級最低工資的計算，以及規定必須

以印尼盾支付印尼勞工薪資。

GR	78	落實2003年印尼第13號勞動法第97

條規定，取消1981年第8號有關工資保護的

政府條例並取代之。

GR	78	的主要重點有：

•	 最低工資計算

	 自2016年起，GR	78於各省採用新公

式，每年計算其最低工資。引進此項新

公式，可望為每年的最低工資計算帶來

確定性，有助創造更穩定的商業環境。

      新的計算公式如下：最低工資	=	目前

最低工資	+	（目前最低工資	x	（通膨	+	

GDP當年年增%）

•	 工資必須以印尼盾支付	

	 GR	78第21條要求必須以印尼盾支付

所有員工的薪資，不分外籍或本國籍員

工。

•	 工資標準與架構

	 GR	78規定雇主應為員工準備工資標準

與架構，必須考慮團體、職位、服務年

資、教育以及員工能力。雇主必須知會

員工此項工資標準與架構，GR	78要求

在公司法規登記或更新申請中附上工資

標準與架構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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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UPPORTS

Q -27：雇主是否有義務支

付員工的公積金或其他社

會保險金？

答覆：

是的，根據2011年第24號國家法規定，雇

主必須根據員工每月薪資向社會保險基金計

畫繳納部份保險金。該計畫旨在為每位員工

的福利提供經濟保障。

新成立的勞工及/或衛生社會安全局

（Badan	Penyelenggara	Jaminan	Sosial	

untuk	Ketenagakerjaan	dan	/	atau	

Kesehatan，簡稱BPJS	-TK	and	BPJ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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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得任職印尼國民不能任職或不符合特別要求之
職位。

將持續確保雇主參與這項強制性的社會保險

計畫，如保障年金、壽險、工作意外險。

有關社會保險支出架構、提交申請、

工作細節等詳情，請直接聯絡BPJS，

欲查詢勞工部份，請上網站：www.

bpjsketenagakerjaan.go.id；欲查詢衛生

部份，請上網站：www.	bpjs-kesehatan.

go.id。

 

Q -28：我可以僱用外國人

嗎？最多可僱用多少個外

國人？

答覆：

可以。外國人得任職印尼國民不能任職或不

符合開展工作要求，且只限開放給外國人之

職位。外國人只能在印尼接受某些職務且有

僱用期限。

在這方面，外籍員工之雇主應包括：



 

政府支持

1.	 政府機構

2.	 國際機構

3.	 外國代表

4.	 國際組織

5.	 外國公司辦事處（KPPA）、外國公司貿
易辦事處（KP3A）、外國新聞辦公室

6.	 外國私人公司、外國商業實體

7.	 根據印尼法律，以有限公司（PT）或外
國私人組織之形式設立的法人實體

8.	 社會機構及其他以宗教、教育或文化為
目的之機構

9.	 演出者服務實體

在聘僱關係中，外籍勞工之雇主只能就特定
職位於特定時間聘僱外籍勞工。

聯邦民間公司（Firmal	Fa）、有限/聯邦合
夥（CV）、相關企業（Usaha	Bersama，
簡稱UB）、貿易公司（Usaha	Dagang，
簡稱UD）形式之外籍勞工雇主，不得聘用

外籍勞工，除非國家法另有規定。

Q -29：是否可僱用外國人

成為董事會一員？

答覆：

針對所有的外國直接投資公司，外國人可為

以下職務之一員：

1.	 董事會	(BOD)

2.	 委員會	(BOC)

3.	 建造廠成員

4.	 董事會成員

5.	 主管

根據2012年第40號人力法令附屬條例，外

國人不得擔任以下職務：

1.	 人事主管

2.	 勞資關係經理

3.	 人力資源經理

4.	 人員發展主管

Photo credit: Jimmy Sanjaya “Kegiatan Industri 4”, 2016

34   |            投資常見問答



 

 

政府支持

5.	 人員招募主管

6.	 人員配置主管

7.	 員工生涯發展主管

8.	 人員申報行政人員

9.	 執行長

10.	人員與生涯專員

11.	人事專員

12.	職涯顧問

13.	就業顧問

14.	就業顧問與輔導

15.	員工仲裁員

16.	職業訓練行政人員

17.	求職面試官

18.	職業分析師

19.	職業安全專員

Q -30：外國人工作許可的

收費是多少？

答覆：

僱用外國人之雇主每月應支付100美元（每

年每位外籍員工1200美元做為外籍勞工之

補償基金）（根據2015年第35號人力法第

40條）。此項費用由印尼人力部指定之政

府銀行管理。

Q -31：招募外籍員工的流

程為何？

答覆： 

首先，雇主（不論本地公司或PT.	PMA）應

透過網路向印尼人力部提交外籍員工聘僱計

劃書（RPTKA）之申請書取得核准；網路連

結：http://tka-online.naker.go.id。

核准後，印尼人力部將簽發「RPTKA認可

證」給雇主。該「RPTKA認可證」則用於

申請外籍員工聘僱許可證（IMTA）。此項

申請應透過「外國人力管理主管」或前往

BKPM	OSS-C，從網路將申請書提交給「

就業指導與擴大就業機會總局」。

外籍員工聘僱許可證（IMTA）的一般規定

如下：

1.	 RPTKA認可證。

2.	 印尼人力部指定政府銀行的外籍員

工補償基金（Dana	Kompensasi	

Penggunaan，簡稱DKP）匯款收據，

金額為1,200美元/年。

3.	 在印尼註冊之保險公司出具之保險證

明。

4.	 外籍員工護照。

5.	 外籍員工4x6	cm照片2張。

6.	 足以說明可勝任該職務之外籍員工的教

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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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

7.	 能力證書或至少五年與該職務有關之工

作經驗。

8.	 外籍員工與雇主之合約協議。

9.	 根據工作領域，由主管機關發出之該外

籍員工的推薦函（如有需要）。

收到外籍員工聘僱許可證（IMTA）後，

員工即可申請「臨時停留簽證」（Visa	

Tinggal	Terbatas，簡稱VITAS）。申請臨

時停留簽證（VITAS）的一般規定如下：

1.	 申請書

2.	 存款簿影本

3.	 至少18個月效期的有效護照，可停留1

年，或者，30個月效期的有效護照，可

停留2年。

4.	 推薦函：外籍員工聘僱計劃書

（RPTKA）	&	外籍員工聘僱許可證

（IMTA）

申請臨時停留簽證（VITAS）有兩種選擇：

1.	 由雇主提交的VITAS：

•	 雇主向移民局提交VITAS申請。

•	 雇主必須支付電傳簽證核准費用。

•	 VITAS申請經過批准後，雇主將可取

得簽證核准函，該函亦會寄至印尼大

使館辦事處。

•	 該外籍員工必須前往印尼辦事處申請

簽證，並攜帶該核准函及支付簽證費

用。

•	 取得簽證後，該外籍員工即可前

往印尼，抵達後將獲得入境許可

（admission	stamp）。

Photo credit: Misbachul Munir “Industri Kayu Olahan Playwood & Pulp”,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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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

•	 外籍員工應向其住所所在地的移民辦

事處報到，並進行特徵識別及面試，

支付限制停留許可證費用。

•	 簽發VITAS。

2.	 由外籍員工提交的VITAS：

•	 外籍員工向印尼大使館辦事處提交

VITAS申請。

•	 該外籍員工應支付電傳簽證核准費

用。

•	 印尼大使館辦事處將轉寄該項申請至

移民局。

•	 VITAS申請經核准後，印尼大使館辦

事處將核發簽證。該外籍員工也應支

付簽證費。

•	 取得簽證後，該外籍員工及可前

往印尼，抵達後將獲得入境許可

（admission	stamp）。

•	 外籍員工應向其住所所在地的移民辦

事處報到，並進行特徵識別及面試，

支付限制停留許可證費用。

•	 簽發VITAS。

入境印尼後七天內，該外籍員工應向其住

所所在地的移民辦事處申請「臨時停留許可

證」（KITAS）。以下流程也適用臨時聘用

外國人/專業人員，如進行臨時維修工作的

專門技術人員、短期工作職務的專業人員、

任何特殊工作職能的相關外籍人士。

Q -32：申請外籍員工聘僱

計劃書（RPTKA）的程

序為何？

答覆：

欲僱用外籍員工之雇主應備有外籍員工聘僱

計劃書（RPTKA）。要取得外籍員工聘僱許

可證（IMTA），就必須準備外籍員工聘僱

計劃書（RPTKA）。要取得外籍員工聘僱計

劃書（RPTKA），雇主必須透過「外國人力

管理主管」從網路向「就業指導與擴大就業

機會總局」申請，檢附：

1.	 說明僱用外籍人士之理由。

2.	 完成	RPTKA	表。

3.	 主管部門簽發許可證。

4.	 經主管部門認可之法人實體之公司章

程。

5.	 雇主公司之組織架構。

6.	 當地政府所發之雇主住所證明。

7.	 擔任外國人及監督程序計畫助理之印尼

人力委派書。

8.	 根據外國員工將擔任之合格職位，提供

有能力為印尼人力進行教育與訓練的資

格聲明書。

9.	 雇主的稅籍編號	(NPWP)。

10.	根據1981年第7號國家法規定的有效強

制性受僱報告影本。

11.	將由技術部門之外國工人所擔任之推薦

職位（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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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3：外籍員工/外國人

可以在印尼從事多項工作

嗎？

答覆：

根據印尼2003年第13號有關就業法第42條

第(4)及第(5)節，外籍勞工只可在印尼規定

的職務與部門工作。

為貫徹上述法規，2015年第16號人力部部

長令(Decree)第41條有關准許僱用外籍員

工程序規定，外籍勞工之雇主（保證人）禁

止任職一個以上之職位或部門。

並且，外籍勞工之雇主或保證人不得僱用已

被其他雇主僱用之外籍勞工，除非該名外籍

勞工在其他公司的股東大會上被指定為董事

或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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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4： 招募本地工人的程

序為何？

答覆：

根據印尼2003年第13號有關人力法第35

條，雇主得直接招募本地勞工或透過勞工配

置服務提供商或代理商招募本地勞工。雇主

應為員工提供福利、安全與身心衛生等方面

的保障。勞工配置服務機構應從招募到人力

配置期間提供保障。



  

Q -35：雇主與員工之間的

工作關係狀況為何？

答覆：

雇主與員工之間有兩種工作關係：

1.	 「未指定期間的工作關係」，適用長期

員工。未指定期間的工作協議得要求最

長三個月的試用期，給付該員工之薪資

不得低於最低工資。

2.	 「指定期間的工作關係」。此類工作關

係應根據期限（最長三年）並完成一定

的工作進度。指定期間的工作協議不得

要求試用期。指定期間的工作最多可申

請兩年，最多只可延長一年。

注意：

請參考2003年印尼第13號法律，瞭解詳細

資訊。

Q -36：允許外包業務嗎？

答覆：

是的，外包業務是允許的。外包在此方面的

定義為：經過簽定完整的工作合約或服務提

供合約，將部份工作或業務流程分發給其他

商業實體執行。然而，從社會的觀點來看，

大部份的外包工人是根據臨時委派工作協議

而受僱，或是臨時的合約工人。

基於此，則有2種外包定義：

1.	 如果外包是指雇主直接招募有指定期間

及未指定期間協議之工作關係的工人，

則此類外包定義與2003年印尼第13號法

律第56-59條及第100/MEN/VI/2004人

力部長令有關。

	 定期間的工作協議是針對於指定時間內

完成的特定工作，包括以下一個類別：

•	 一次完成或臨時性的工作

•	 預估最多需要三年才完成的工作

•	 季節性工作

•	 與仍在實驗或調查的新產品、新活動

或額外產品有關的工作

不符合指定工作協議類別的工作即適用未指

定期間之工作協議。

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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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Muhammad Syofri Kurniawan “Membangun Dermaga Baru”, 2016

每名勞工都有權
成立並成為
勞工工會的
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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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外包是指將部份工作或業務流程分

發給一方或其他公司執行，那麼此類外

包之定義必須符合2012年第19號人力部

長令。將部份工作或業務流程分發給一

方或其他公司執行又分為兩類：

•	 全包式服務提供商，必須符合下列條

件：

1.	與主要活動分開執行，不只是管

理還包括落實工作活動。

2.	執行雇主的直接或間接命令。

3.	能支持並促進主要活動的支援性

活動。

4.	不直接干擾製程。

•	 工人服務提供商（只限工人）應屬支

持性的服務而不直接處理製程：

1.	清潔服務

2.	工人的餐飲服務

3.	保全

4.	石油及天然氣產業的支援性服務

5.	工人運輸提供商

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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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7：可以在印尼成立工

會嗎？

答覆：

可以。根據印尼2003年第13號有關人力法

第102條，勞工及工會應依其義務執行工

作，使生產得有序地持續進行，以民主方式

表達願望，發展專業技能，參與促進公司成

長及確保工會成員及家人之福利。

每名勞工都有權成立並成為工會的一員。工

會有權累積並管理基金，以及對組織之基金

負責。



 

政府支持

Q -38：萬一資方與工會發

生糾紛，政府扮演怎樣的

角色？

答覆：

根據印尼2003年第13號有關人力法第102

條，勞工與工會、政府應有效制定政策提供

服務，監管現行法律並對違反法律者採取行

動。政府係指國家層級的印尼人力部以及省

級人力部門。

政府代表為三方合作機構以及雇主組織及工

會之成員。三方合作機構為政府及有關方就

政策制定與人力問題解決提供建議、意見及

看法。

若發生勞資糾紛，雇主與工會應先進行協商

談判。若談判破裂，應將此爭議提交三方合

作機構。

注意：

有關勞資三方合作機構之詳情，請參考2004

年印尼第2號有關解決勞資糾紛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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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9：印尼有任何法律規定

勞工罷工嗎？

答覆：

有的。勞工罷工於2003年第232號人力部長

令有所規定。根據該規定，罷工之定義為由

工人/勞工工會策劃及聯合進行停止或減緩工

作之工人/勞工的行動。罷工是工人/勞工人

權的一部份，在談判破裂後，得依法、有秩

序、和平的進行罷工活動。

所謂談判破裂應指，所有有關方經過協商談

判，在解決爭議的過程中仍無法達成協議，

因為雇主不願意進行談判或工會或工人/勞工

在為期14個工作天內已經兩次書面要求雇主

或者談判記錄中聲明談判陷入僵局，此即視

為談判破裂。

下列行為視為違法罷工：

1.	 非因談判破裂而罷工；及/或；

2.	 未通知雇主及人力領域的主管機關：

3.	 罷工通知低於七天；

4.	 於上市公司及/或類似公司中的罷工活動

可能危害人類安全。



  

 

違法罷工應視為缺勤。雇主應連續兩次於寬

限期七天內，以適當形式及書面要求呼籲罷

工者返回工作崗位。罷工之工人/勞工未回

應此項呼籲者視同辭職。

在工人分階段合法罷工，爭取雇主所違反的

規範性權利集會的情況下，工人有資格獲得

工資。

Q -40：終止聘用的規定為

何？

答覆：

2003年第13號人力法第12章停止工作關係

之規定。由於某事項而終止工人/勞工與雇

主間的權利與義務時，解僱勞工並終止工作

關係。

雇主、勞工、工會、政府應盡力避免終止工

作關係。如果已盡一切努力但終止工作關

係仍無可避免時，雇主應與工會或不屬於工

會成員之勞工個人協商一份終止工作關係計

畫。

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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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之談判完全無法達成協議，在取得

經許可解決勞資糾紛的契約後，雇主得與勞

工終止工作關係。

欲申請終止工作關係契約，應向解決勞資糾

紛的主管機關提交申請書，並附上理由做為

終止依據。

如果糾紛已經過談判，解決勞資糾紛的主管

機關得接受契約申請。只有在終止工作關係

的計劃經過談判而未能達成協議時，解決勞

資糾紛的主管機關才可簽發終止工作關係的

契約申請。

雇主不得因下列理由終止工作關係：

1.	 工人/勞工因病未出勤而有醫師證明，且

連續缺勤時間不超過12個月者。

2.	 工人/勞工因依國家法律履行其義務而未

能執行其工作者。

3.	 工人/勞工奉行其宗教信仰。

4.	 已婚的工人/勞工。

5.	 懷孕、生產、墮胎之女性工人/勞工。

6.	 與同公司的工人/勞工有血緣關係及/或

與其他工人/勞工結婚的工人/勞工，除

非工作協議、企業規定或集體工作協議

另有規定外。



 

 

7.	 工人/勞工成立工會、成為工會會員及/

或為工會幹事，在工作時間內根據雇主

協議或工作協議、企業規定或集體工作

協議，工人/勞工於工作時間之外擔任活

動或工會活動承辦人。

8.	 工人/勞工向有關當局舉發雇主不法行

為。

9.	 因為信仰、宗教、政治意識形態、種

族、族群、行別、身體狀況或婚姻狀況

不同。

10.	工人/勞工因為工作意外而導致終身殘疾

或生病，或與工作有關之疾病，經醫生

證明無法確定復原期者。

下列情況無須申請終止工作關係契約：

1.	 試用期之工人/勞工，如果已在事前書面

聲明。

2.	 工人/勞工根據其意圖以書面形式提出辭

職，而不是受雇主脅迫壓力而提出。

3.	 工作關係到期是因首次按照指定期間的

工作協議而終止。

4.	 根據工作協議之規定、企業規定、集體

工作協議或現行法律，工人/勞工達強制

退休年齡。

政府支持

5.	 工人/勞工過世。

6.	 如果解僱勞工，雇主有義務支付適當的

遣散費及/資遣費。

雇主、勞工、工
會、政府應盡力避
免終止工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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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土地所有權

Q	-41：我可以在印尼購買

並持有土地嗎？

答覆：

投資人可依下列權利在印尼購買並持有土地

一段特定時間：

1.	 為期25年以下的開發權（Hak	Guna	

Usaha，簡稱HGU），可延長25年。對

於需要較長期限的企業/法人實體，則授

予為期35年以下之開發權。

2.	 建物權（Hak	Guna	Bangunan，簡稱

HGB），指有權利在非個人財產之土地

上建造並擁有地上建物，期限不超過30

年，得延長但不超過20年。

3.	 使用權（Hak	Pakai），指有權使用及/

或採收國有土地或私人土地產品，私人

土地所有人經主管官員同意在決議中表

明權利與義務，或者於該土地的工作協

議書中表明即可，只要不與法律之規定

與精神相違背。

印尼公民、居住在印尼之外國人、依印尼法

律設立且總公司位在印尼的企業組織、以及

在印尼設有辦事處的外國公司得持有開發權

（HGU）、建物權（HGB）及使用權。

合約有效期間，可以變更開發權（HGU）

與建物權（HGB）的所有權。同時，經相關

政府官員批准後，土地之使用權可以轉讓給

另一方。

屬於個人的土地使用權也可變更。

Q -42：外國人或PT. PMA

可以在印尼購買房產嗎？

答覆：

可以。視房產類型而定：

1.	 外國人或PT.	PMA只允許擁有地上建物 

（房子、辦公室、工廠），而該土地狀

態為建物權（HGB）或使用權。

	 關於地上房屋之所有權，印尼政府最近

公布一項新的條例	-	2015年第103號政

府條例，有關居住在印尼之外國人的房

屋所有權規定。此項規定允許外國人依

使用權類別購買地上房屋，為期可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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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期為30年，其後可分別延長兩

次，一為20年之後再延長30年）。

2.	 有關大樓或公寓及辦公室空間，若不屬

於政府補貼住宅開發案，外國人或PT.	

PMA可擁有它，並且使用權中的建物土

地狀況為分管產權。

	 根據相同規定，關於公寓方面，外國

人得根據使用權類別購買公寓，但這部

份只限價格超過100億印尼盾之豪華公

寓。

Q	-43：我想在印尼購買種

植用土地。土地的狀況

如何？

答覆：

1.	 土地種植之權利即指開發權（HGU），

有權從事農業、漁業或畜牧業之活動。

您可以購買並持有土地，但土地狀態為

國有土地且開發權只為期一段特定時

間。

2.	 作物種植的種類應適合開發權性質。

Photo credit: Junaidi Hanafiah “Petik Kop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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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工作賺取收入者必須承擔與居民納稅

義務人相同的稅務義務。使用自我評估法計

算所得稅。

個人與企業之稅率說明如下表：

印尼採用扣繳稅額（Pajak	Pemotongan）

制徵收所得稅。如果特定收入項目須按扣繳

稅額，則繳款人有責任預扣稅額或代收取稅

額。例如，雇主必須預扣應付給員工薪資的

所得稅，並代表員工向稅務局繳納稅款。

注意：

所得稅詳細資訊，請參考2008年第36號所

得稅法。

政府支持

 

3.	 印尼之公民或實體以及政府核准的 

PT.	PMA（外國合資）公司可以擁有此

權利，且可以作為抵押。

Q	-44：對於身份為房地產

開發商的PT. PMA而言，

土地狀態為何？

答覆：

身份為房地產開發商之PT.	PMA	公司，可在

印尼購買土地，開發房地產。土地狀態為建

物權（HGB），因此土地將被分割為小塊土

地。其後，房地產買家可以申請變更土地狀

態為只有印尼公民允許擁有的所有權（Hak	

Milik）。

Q	-45：外國直接投資的稅

務架構為何？

答覆：

基本的稅務義務為所得稅（Pajak	

Penghasilan，簡稱PPh），所得稅為漸進

式，適用個人與企業。PT.	PMA	公司設在印

尼並在印尼進行商業活動者，外籍人士個人

C. 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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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46：是否有任何其他與

外國投資人稅務義務相關

的資訊？ 

答覆：

土地與建物稅（Pajak Bumi dan 

Bangunan，簡稱PBB）

土地與建物所有權人必須就土地、建物及

永久結構每年繳稅。有效稅率為額定，通

常不超過此類資產價值的每年百分之零點一

（0.1%）。

增值稅（VAT）（Pajak Pertambahan 

Nilai，簡稱PPN）

一般情況下，10%增值稅適用於進口、製成

品及大部份的服務。然而，根據2007年第

7號政府條例，有關對特定已課徵增值稅商

品之進口免課徵增值稅有策略性的條款，包

括：

1.	 屬機械與工廠設備的資本貨物，不論其

為已安裝或分離者，包括備用零件。

2.	 飼養家禽和魚類之飼料，或製作飼料之

原物料。

3.	 農業原料、種植園、林業、畜牧業、水

產養殖業或漁業種子/播種。

4.	 農產品。

 

奢侈品銷售稅（Pajak Penjualan 
atas Barang Mewah，簡稱
PPnBM）

這些稅率範圍從10%至75%。稅務清單應參

考2001	jo第12號政府條例。2002	jo第43

號。2003第46號以及其他相關稅務實施法

規。

印花稅

某些文件之印花稅為3,000印尼盾或6,000

印尼盾。6,000印尼盾之稅率適用協議書或

其他證書，如公證證書、土地權狀，含其影

本。文件載有金額者，該文件上所述金額

超過1百萬印尼盾者，印花稅為6,000印尼

盾；文件上所述金額在5千萬至1百萬印尼

盾之間者，印花稅為3,000印尼盾。低於50

萬印尼盾者，不必繳納印花稅。支票方面，

不論支票上所述金額高低，印花稅為3,000

印尼盾。。

視同扣繳稅額

適用設在印尼的貿易辦事處。稅務總局

KEP-667/PJ./2001令規定，貿易辦事處的

視同扣繳稅額應以1%出口總值的0-44%繳

納。

這只適用無雙重徵稅協定的外國納稅

人。更多有關繳稅資訊，請參考第SE-2/

PJ.03/2008稅務總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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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47：我需要簽證才能進

入印尼嗎？

答覆：

是的。外國人前往印尼應於各自國家的印尼

大使館申請簽證，來自免簽證國家之外國人

或持有落地簽證（Visa	on	Arival）（Visa	

Kunjungan	Saat	Kedatangan）之外國人

除外。

所有入境旅客都必須持有有效效期滿六個月

之護照，日期以抵達印尼當天起算並須持有

有效的回程票。海關之移民官員得要求旅客

提供任何必要證件（如飯店訂房記錄及財力

證明）。

關於入境目的，東協國家之人民得免簽證進

入印尼進行公務、教育、觀光、商務、政府

與社會文化等活動，並可在印尼停留最多

30天，無須選擇更新或轉換成其他類簽證。

Q -48：聽說有免簽證入境

印尼之規定，我可以知道

內容嗎？

答覆：

根據2015年第104號總統條例（修訂2015

年第69號總統令有關免簽證入境），針對

前往印尼的外國旅客，印尼政府給予更大彈

性，並增加免簽證國家數，對於這些國家之

人民因特定目的在期限內入境印尼者免除申

請簽證之義務。

來自下列90個國家及地區之人民持護照得

免簽證進入印尼並停留30天，無須選擇更

新或轉換成其他類簽證。

來自15個國家及地區的護照持有人得前往

印尼，從事觀光、經商、教育、政府相關工

作、社會文化、新聞或過境等活動。這些

國家之人民可於任何機場或港口進出印尼。

同時，來自75個國家及地區之人民前往印

尼，只得從事觀光活動並只得從指定機場與

港口進出印尼：

 D. 移民入境

除稅收之外，省級或市級地方政府會對部份

商業領域徵收懲罰性費用，費用視地區而有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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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49：除了免簽證入境，

還有其他種類的簽證嗎？

答覆：

是的。尚有落地簽證（VOA）及入境簽

證（Visa	before	Arrival	或	Indonesian	

Calling	Visa）。	

下列4個國家之人民可繳交一定金額後取得

落地簽證並停留印尼30天。任何年齡層之

旅客均收取相同金額。嬰兒同樣需要支付此

筆簽證費用。印尼落地簽證得延長30天，

只可延長一次。

1. 安道爾	 	 3.	巴西

2. 澳大利亞	 	 4.	利比亞

不符合免簽證或落地簽證之人民必須在印尼

大使館或領事館申請簽證。來自下列10個

國家之人民出發前往印尼從事商務、觀光

及社交訪問前，必須先獲得印尼移民局之核

准。

1.	阿富汗	 6.	尼日

2.	喀麥隆		 7.	奈及利亞

3.	幾內亞	 8.	北韓

4.	以色列	 9.	巴基斯坦

5.	賴比瑞亞共和國		 10.	索馬利亞

Q -50：申請簽證的一般規

定有哪些？

答覆：

任何一種簽證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一般規

定：

1.	 提供完整且已簽名的簽證申請表。申請

表可向大使館取索取，或於擬申請之各

別大使館網站下載該表格。

2.	 護照正本及影本。

3.	 護照必須至少留有2頁空白頁，以供黏

貼簽證及蓋章。單次進入之簽證，護照

有效效期必須滿6個月，自入境當日後算

特別為75個國家免簽證進入印尼之指定機
場與港口：

5座機場

•	 峇里；Ngurah	Rai國際機場（DPS）。

•	 雅加達；Soekarno	Hatta國際機場（CGK）。

•	 棉蘭；Kualanamu國際機場（KNO）。

•	 泗水；Juanda國際機場（SUB）。

•	 巴淡島；Hang	Nadim國際機場（BTH）。

9座港口

•	 巴淡島，Batam	Center港。

•	 巴淡島，Citra	Tri	Tunas港。

•	 巴淡島，Marina	Teluk	Senimba港。

•	 巴淡島，Nongsa	Terminal	Bahari港。

•	 巴淡島，Sekupang港。

•	 民丹島，Sri	Bintan港。

•	 民丹島，Tanjung	Uban,	Bentan	Telani/Lagoi 

							港。

•	 廖內，Karimun,	Tanjung	Balai	Karimun。

•	 廖內，Tanjung	Uban,	Sri	Udana	Lobam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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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多次入境之商務簽證及臨時停留簽

證（VITAS），護照有效效期必須滿18

個月，自入境當日後算起。

4.	 在印尼的生活費用之可用資金證明 

（如：最近3個月之銀行存款證明或旅行

支票）。

5.	 兩張照片（彩色背景，護照用尺寸）。

6.	 申請人未列在移民警戒清單上並且必須

本人親自申請。

注意：
•	 大使館有權利拒絕任何申請人。
•	 視停留目的不同，將會要求額外的證

件。

Q	-51：簽證費是多少？

答覆：

有關簽證申請費，因貨幣波動，故簽證費依

每一國家之貨幣而有調整。因此，建議簽證

申請人直接與各自國家的印尼大使館或總領

事館聯絡。如果申請人居住之城市或地區未

設有印尼政府辦事處，請上印尼外交部網

站：www.kemlu.go.id。

Q -52：如何申請印尼的工

作與停留簽證？

答覆：

申請人可線上申請：www.imigrasi.go.id，

於頁面上按一下「Visa	Section」或直接前

往移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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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wi Prasetya “Industri Penerbang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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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外國人擬在印尼工作並停留者，必須取

得「臨時停留簽證」（VITAS）。要取得「

臨時停留簽證」（VITAS），申請人必須在

其國家及印尼都有保證人，

由印尼保證人向位於雅加達的移民總局提出

申請。申請核准後，雅加達的移民總局將對

該保證人或印尼的相應方及領取簽證的印尼

大使館發出批准函。

只有在收到雅加達移民總局的批准函後，大

使館才會核發VITAS簽證。持VITAS簽證入

境印尼之外國人，應向當地移民局申請「臨

時停留許可證」（KITAS）。

注意：

申請工作許可證將於「勞動法」一章進一步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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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53：我可以攜眷進入印

尼嗎？

答覆：

可以。您可與家人一同入境印尼。您的家人

必須取得「臨時停留簽證」（VITAS）及「

臨時停留許可證」（KITAS），申請流程同

上述。。

Q -54：有為投資人設置的

簽證便利措施嗎？

答覆：

有。簽證便利措施方案適用位於經濟特區

（KEK）內的投資人。目前，移民總局指定

綜合投資服務組（Kepala	Unit	Pelayanan	

Investasi	Terpadu，簡稱UPIT）組長負責

為位於經濟特區內之投資人提供執照與投資



 

政府支持

簽證便利措施方
案適用位於經濟
特區（KEK）內
的投資人。

之便利措施，範圍涵蓋巴淡島、民丹島、以

及廖內的卡里蒙。

移民官員可批准限制停留簽證（Limited	

Stay	Visa）給居住在特別經濟區，其身份

為：

•	 投資人

•	 從事出口業務者

•	 限於停留許可持有人之配偶

•	 未滿18歲兒童之父母

•	 外國住宅持有人及/或年長者，根據現有

的法規。

在接到經濟特區內的綜合投資服務組

（UPIT）的批准函後，海外印尼辦事處官

員可為投資人批准為期兩年的「臨時停留簽

證」（VITAS）。

在經濟特區的評估與商業發展架構中，海外

印尼辦事處經授權得提供多次入境簽證，此

簽證效期為一年，適用停留60天之外國人。

為經濟特區之發展而提供短期工作，取得免

簽證臨時訪問證（Bebas	Visa	Kunjungan	

Singkat，簡稱BVKS）之外國人，可給予為

期7天之落地簽證。

「臨時停留簽證」（VITAS）規定（適用經

濟特區）：

•	 公司或保證人之要求

•	 填寫申請表及保證表

•	 公司或保證人個人資料

•	 外籍員工聘僱計劃書（RPTKA）

•	 申請人履歷

•	 護照影本

•	 4x6	cm照片兩張

多次入境簽證規定（適用經濟特區）：

•	 公司申請

•	 填寫申請表及保證表

•	 公司或保證人個人資料

•	 申請人履歷

•	 護照影本

•	 4x6	cm照片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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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90個國家及地區之人民
持護照得免簽證進入印尼
並停留30天，
無須選擇更新或轉換
成其他類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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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55：我想將我的產品出

口到印尼。我該怎麼做？

答覆：

有兩種方式可將產品出口至印尼：

1.	 指定印尼當地公司做為您的代理商或經

銷商。

	 當地經銷商公司必須履行所有規定才可

進口您的產品，包括向各別的部會/機關

登記產品。但是，若發生爭議，產品登

記之所有權可能會與擁有市場商標的合

法所有權人產生衝突。

2.	 設立自己的貿易（進口/出口/經銷）公

司。

	 如果您的貿易公司之活動只是進口，您

的公司無法自行經銷產品給客戶，您仍

必須指定當地經銷商或代理商。

這兩種方式下，您的產品都應向印尼貿易部

登記後才允許經銷。如果產品為食品或藥

品，應向國家藥物食品管理局（BPOM）登

記。[網站：www.	pom.go.id]

Q -56：聽說印尼的進口商

公司必須持有進口執照 

(API)。什麼是API？

答覆：

進口執照（Angka	Pengenal	lmportir，簡

稱API）構成進口商必須持有的識別號碼，

才可進口商品。進口執照（API）是政府用

來管制進口秩序的工具，目的是在進口領域

實施對外貿易政策。

無進口執照（API）而進口之貨物只能在取

得印尼貿易部的核准後進行，且只准許下列

貨物：

1.	 單一的進口商品。

2.	 促銷品。

3.	 用於科學研究與發展的商品。

4.	 裝運之商品。

5.	 用於贈與、禮物、用於公共敬拜、慈

善、社會、文化之禮品、或用於天災目

的的商品。

6.	 商品屬於使用在政府預算之藥品與醫療

設備者。

7.	 根據「出口貨物通知」

（Pemberitahuan	Ekspor	Barang）

，為維修及測試目的而出口再進口之商

品，再進口之數量不超出當時出口之數

量。

 E.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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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據「出口貨物通知」，國外買家拒絕

之出口商品，多數再進口者。

9.	 非銷售目的之單一商品。

10.	用於政府機構，自行進口之商品。

11.	屬外國辦事處之商品，而該辦事處官員

在印尼服務者。

12.	用於國際機構之商品，而該機構官員派

駐印尼者。

13.	運輸的商品。

進口執照（API）包括以下幾種：

1.	 一般進口執照（API-U），由貿易公司

取得。

2.	 生產者進口執照（API-P），由進口原

物料及資本貨物為自己使用的產業公司

取得。

進口執照（API）可向BKPM	OSS-C申請；

進口執照（API）效期五年，得延長。進口

執照（API）適用於印尼整個海關地區。

Q -57：我可以在印尼進出

口任何種類的產品或商品

嗎？

答覆：

針對某些特定的產品或商品其進出口有部份

限制。您可在印尼國家單一窗口（INSW）

網站上查看清單。網站：	http：//

eservice.insw.go.id/

Q	-58：印尼的產品與商品

之進出口關稅為何？

答覆：

您可直接查看印尼國家單一窗口（INSW）

網站說明。

Q -59：印尼進口關稅流程

為何？

答覆：

簡單扼要的說明進口產品之海關通關流程如

下：

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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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口商必須提交「進口貨物通知」

（Pemberitahuan	Import	Barang，簡

稱PIB）給海關官員。

2.	 進口商至銀行繳納關稅及進口稅。

3.	 提交下列文件進行通關：

•	 繳款證明

•	 進口執照（API）

•	 稅籍編號（NPWP）

•	 海關註冊編碼（NIK）

•	 進口貨物通知（PI	B）

•	 稅款及關稅存款證明

•	 發票

•	 裝箱單

•	 提單（Dokumen	Pengangkatan	

Barang，簡稱B/L）

•	 保險文件

通關程序完成後，進口商會收到「海關通

關核准證」（Surat	Perintah	Pengeluaran	

Barang，簡稱SPPB）。

檢附以下文件，貨物即可自海關放行交給進

口商：

•	 船務代理人的交貨單

•	 海關通關核准證（SPPB）

Q -60：對於進口關稅稅

率，我還可以從哪裡找到

更詳細的資訊？

答覆：

進口關稅稅率詳細資訊可於以下的印尼海

關官方網站查詢：http：//www.beacukai.

go.id!?page=apps/browse¬tarif-dan-

lartas.html

該資訊要求進口商確認其進口產品之國際商

品統一分類（HS）代碼。可在印尼國家單

一窗口（INSW）網站查看國際商品統一分

類（HS）代碼。

Q -61：如何查找禁止進口

至印尼的商品清單？

答覆：

印尼進出口限制規定（Larangan	dan/	

atau	Pembatasan	Ekspor-Impor，簡稱

LARTAS）有完整的產品進出口活動限制，

此項資訊可在印尼國家單一窗口（INSW）

網站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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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62：向國家藥物食品管

理局（BPOM）登記食品

與藥品的程序為何？

答覆：

所有食品及藥品包括藥物、傳統藥材、保健

品及加工食品都必須符合安全規範才可進入

印尼市場。進口食品及藥品之登記受國家藥

物食品管理局（BPOM）規範，其中一項規

定為2015年第12號印尼國家藥物食品管理

局局長條例，是有關食品及藥品進入印尼領

土的監管規定。

在產品於印尼進行通關作業之前，本地之公

司、代理商或經銷商必須先完成產品登記。

要進口藥品與食品，進口商必須向國家藥物

食品管理局（BPOM）主管申請進口許可證

（Surat	Keterangan	Impor，簡稱SKI）。

申請進口許可證（SKI）之流程如下：

1.	 線上（http：//www.e-bpom.pom.

go.id）登記e-bpom申請書，或在印尼

國家單一窗口（INSW）網站（http：//

eservice.insw.go.id/）使用單一登入機

制。

2.	 上傳下列證明文件至上述其中一個網

站：

•	 主管或授權主管簽名的申請書。

•	 責任承諾書（正本）。

•	 進口執照（API）。

•	 貿易許可證（Surat	Izin	Usaha	

Perdagangan，簡稱SIUP）（正

本）。

•	 稅籍編號（NPWP）（正本）。

•	 由公證人以一般證書的形式製作的進

口授權書，在申請人方面，是取得授

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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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於印尼進行通關作業之前，本地之公
司、代理商或經銷商必須先完成產品登記。



 

權進口的公司（正本）。

•	 擬進口之產品的國際商品統一分類

（HS）代碼清單。

•	 特別針對藥品之進口許可證，申請人

應檢附製藥業執照。

3.	 線上繳費（做為非稅收入之一

[Penerimaan	Negara	bukan	Pajak，

簡稱PNBP]）。

4.	 提交電子文件，如：

•	 經銷商核准執照

•	 檢驗證明書（Certificate	of	

analysis）

•	 發票

•	 非稅收入（PNPB）之繳款證明

5.	 疫苗及血清之申請，申請人應檢附：

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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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放行國家主管機關所發出之批次

放行證明書。

•	 工廠發佈的分批/批次協定摘要。

•	 含活性物質來源之檢驗證明書。

6.	 原產國生產者函件（若出口商與來自生

產者不相同）。

7.	 加工食品之進口：動物原產國農業部之

推薦函。

8.	 視產品類別，可能另外要求其它證明或

測試。

政府支持

Photo credit: Stanlie “Industri Minum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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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相關政府機構

政府支持

Q -63：我可以在哪裡找到

有關政府機構與其他機關

的資訊？

答覆：

以下是在印尼投資的相關政府機構與其他機
關列表：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
(Badan Koordinasi Penanaman Modal/ BKPM)

Jalan Jend. Gatot Subroto Kav. 44,
Jakarta Selatan, DKI Jakarta 12190

電話：+62 21 - 525 2008
客服中心OSS-C：+62 807 100 2576

Email：info@bkpm.go.id
網站：www.bkpm.go.id

印尼貿易部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RI)

Jalan M. I. Ridwan Rais No. 5
Jakarta Pusat, DKI Jakarta 10110

電話：+62 21 - 385 8171
Email：contact.us@kemendag.go.id

網站：www.kemendag.go.id

印尼工業部
(Kementerian Perindustrian RI)

Jalan Jend. Gatot Subroto Kav. 52-53
Jakarta Selatan, DKI Jakarta 12950
電話：+62 21 - 525 5509, ext. 2737

傳真：+62 21 - 525 5609
網站：www.kemenperin.go.id

公共事務與住宅部
(Departemen Pekerjaan Umum RI)

Jalan Pattimura 20, Kebayoran Baru, 
Jakarta Selatan - 12110
電話： +62 21 - 722 8497
網站：www.pu.go.id

印尼人力部
(Kementerian Ketenagakerjaan RI)
Jalan Jend. Gatot Subroto Kav. 51

Jakarta 12950
電話／傳真：+62 21 - 522 9285/

+62 21 - 797 4488
網站：www.naker.go.id

印尼環境與林業部
(Kementerian Lingkungan Hidup & 

Kehutanan RI)
Gedung Manggala Wanabakti Blok I Jalan Gatot 

Subroto, Senayan, Jakarta 10270
電話：+62 21 - 570 4501-04/

+62 21 - 573 0191
網站： www.menlhk.go.id

Indoneisa Investment
Coordinating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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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農業部
(Kementerian Pertanian RI)

Jalan Harsono RM. No. 3, Ragunan,
Jakarta Selatan, DKI Jakarta 12560

電話：+62 21 - 780 6131/ +62 21 - 780 4116
傳真：+62 21 - 780 6305

Email : webmaster@pertanian.go.id
網站：www.pertanian.go.id

印尼旅遊部
(Kementerian Pariwisata RI)

Gedung Sapta Pesona, Jalan Medan Merdeka Barat 
No. 17 Jakarta 10110

電話：62 21 - 383 8167/ +62 21 - 383 8899
傳真：+62 21 - 384 9715

網站：www.kemenpar.go.id

印尼衛生部
(Kementerian Kesehatan RI)

Jalan HR. Rasuna Said Blok X.5 Kav. 4-9, 
Jakarta 12950

電話：+62 21 - 520 1591 (hunting)
傳真：+62 21 - 5292 1669

Email : kontak@kemkes.go.id
網站：www.kemkes.go.id

警察 (Kepolisian RI)
Jalan Trunojoyo No.3, Jakarta Selatan, 

DKI Jakarta 12110
客服中心：+62 21 – 9126 1059
傳真：+62 21 – 721 8741

Email : mabes@polri.go.id, Web : www.polri.go.id

通訊及資訊科技部
(Kementerian Komunikasi dan Informasi RI)

Jalan Medan Merdeka Barat No. 9, Jakarta 10110
電話：+62 21 - 345 2841

Email : humas@mail.kominfo.go.id
網站：www.kominfo.go.id

國家標準總局
(Badan Standarisasi Nasional RI)

Gedung I BPPT Jalan M.H. Thamrin No.8, 
Kebon Sirih, Jakarta Pusat 10340
客服中心：+62 21 - 392 7422
傳真：+62 21 - 392 7527

Email : bsn@bsn.go.id
網站：www.bsn.go.id

海洋事務暨漁業部
(Kementerian Kelautan dan Perikanan RI)

Jalan Medan Merdeka Timur No. 16 - Jakarta Pusat
電話：+62 21 - 351 9070
傳真：+62 21 - 386 4293

Email : birokeramas@kkp.go.id
網站：www.kkp.go.id

財政部
(Kementerian Keuangan RI)

Gedung Djuanda I Lt. 12 Jalan Dr. Wahidin Raya 
No. 1 Jakarta 10710

電話：+62 21 - 386 1489
傳真：+62 21 - 350 0842/ +62 21 - 350 0847

網站：www.kemenkeu.go.id

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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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與空間規劃部
(Kementerian Agraria dan Tata Ruang RI)

Jalan Sisingamangaraja Nomor 2, 
Kebayoran Baru, Jakarta 12110
電話：+62 21 - 739 3939
Email : humas@bpn.go.id
網站：www.bpn.go.id

能源和礦產資源部
(Kementerian Energi dan Sumber Daya Mineral RI)

Jalan Medan Merdeka Selatan No. 18, 
Jakarta 10110

電話：+62 21 - 380 4242
傳真：+62 21 - 344 0649

Email : puskom@esdm.go.id
網站：www.esdm.go.id

交通運輸部
(Kementerian Perhubungan RI)

Jalan Medan Merdeka Barat No.8, 
Jakarta Pusat 11011

電話：+62 21 - 381 1308/ +62 21 - 350 5006
Email : info151@dephub.go.id
網站：www.dephub.go.id

文化暨初級和中等教育部
(Kementerian Kebudayaan dan Pendidikan 

Dasar dan Menengah RI)
Jalan Jend. Sudirman Senayan, 

Jakarta Pusat 10270
電話：+62 21 - 5 703 303/ +62 21 - 571 1144

轉2115
客服中心：177

Email : pengaduan@kemdikbud.go.id
網站：www.kemdikbud.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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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藥物食品管理局
(Badan Pengawas Obat dan Makanan RI)

Jalan Percetakan Negara No.23,
Jakarta 10560 Indonesia

電話：+62 21 - 424 4691/ +62 21 - 4288 3309/
傳真：+62 21 - 426 3333
Email : ulpk@pom.go.id
網站：www.pom.go.id

印尼國家電力公司(PLN)
(Perusahaan Listrik Negara)

Jalan Trunojoyo Blok M1 No. 135, Jakarta Selatan
電話：+62 21 726 1122/ +62 21 725 1234

Ext. 4000
傳真：+62 21 722 2328

Email : infopublik@pln.co.id
網站：www.pln.co.id

印尼法律及人權部
(Kementerian Hukum dan Hak Asasi Manusia RI)

Jalan HR. Rasuna Said Kav 6-7, Kuningan
Jakarta Selatan 12940

電話/傳真：+62 21 - 525 3004
網站：www.kemenkumham.go.id

國防部
(Kementerian Pertahanan RI)

Jalan Medan Merdeka Barat No. 13-14 Jakarta 
Pusat, 10110, KOTAK POS 2005 , AKARTA 10020

電話：+62 21 - 384 0889
Email : ppid@kemhan.go.id
網站：www.kemhan.go.id

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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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 
   （BKPM）

Q -64：何謂BKPM？

答覆：

是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的簡稱，BKPM是印

尼企業與政府間的主要聯繫單位，其任務旨

在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促進國內及國外的

直接投資。

BKPM於2009年恢復為部級單位，並且直

接向印尼總統報告。

此間投資機構的目標不只在尋找更多國內

外投資機會，同時尋找優質投資以刺激

經濟成長、改善社會不平等，並降低失業

率。BKPM除了是積極的投資促進機構，也

是投資人的媒合機構。

Q	-65：BKPM會如何支援

我的投資計畫？

答覆：

BKPM制定策略為投資人改善其端對端服

務。我們已強化我們的行銷團隊，專注拓展

印尼投資。我們是齊心齊力專注為國的團

隊，協助投資人尋找商機、取得執照、建構

計畫、進而開始營運。

我們加強改革，落實改革。未來將會有更多

一站式整合服務在各區域設立。「3小時內

完成投資許可發證服務」提供更多許可證核

發及便利措施。

更多工業區將有資格實施直接建設便利措

施。

BKPM與商業協會及投資人密切合作，將持

續鼓勵政府制定有利投資的政策。

政府支持

Photo credit: www.panoramio.com “Photo of Gedung BKPM”,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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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印尼投資促進中心
 (IIPC)

東京 新加坡

首爾

紐約

台北

雪梨

政府支持

Fukoku Seimei Building 23F 2-2-2 
Uchisaiwai-cho, Chiyoda-ku Tokyo 100-0011 
Japan
P : +81 3 3500 3878
F : +81 3 3500 3879
W : http://www.bkpm.go.id/en/
       home-iipc/tokyo/13
PIC : Saribua Siahaan (Mr)
E : bkpm521@bkpm-jpn.com

8 Temasek Boulevard, Suntec Tower 3, 
#33-03 Singapore 038988
P : +65 6334 4410
F : +65 6334 4891
W : http://www.bkpm.go.id/en/home-iipc/        
        singapore/10
PIC : Ricky Kusmayadi (Mr)
E : invest@bkpmsingapore.com

Two IFC, 15 fl. 10 Gukjegeumyung-ro, 
Yeoungdeungpo-Gu, Seoul 150-945, 
Republic of Korea
P : +82 2 6137 9455
F : +82 2 6137 9456
W : http://www.bkpm.go.id/
        en/home-iipc/seoul/9
PIC : Imam Soejoedi (Mr)
E : imams@bkpm.go.id, 
   iipc.seoul@bkpm.go.id

370 Lexington Ave. Suite 1903 New York, 
NY 10017, United States
P : +1 646 885 6600
F : +1 646 885 6601
W : http://www.bkpm.go.id/en/
   home-iipc/new-york/8
PIC : Rahardjo Siswohartono (Mr)
E : anton@bkpm.go.id
   rahardjo.siswohartono@gmail.com

114台北內湖區瑞光路550號6樓
P : +886 2 8752 6170 ext. 631,
       +886 2 8752 6084 (direct)
F : +886 2 8752 3706
W : http://www.bkpm.go.id/en/
   home-iipc/taipei/12
PIC : Mohamad Faizal (Mr)
E : mohamad.faizal@kdei-taipei.org

Suite 903 / 1 Alfred St, Gold Fields House, 
Sydney 2000 Australia
P : +612 9252 0091
F : +612 9252 0092
W : http://www.bkpm.go.id/en/home-iipc/
   sydney/11
PIC : R.R. Sri Moertiningroem (Mrs)
E : iipc-aussie@bkpm.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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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 阿布達比

政府支持

St. Martins House, 16 St. Martins le Grand, 3rd
Floor London, EC1A 4EN, United Kingdom
P : +44 207 397 8564; +44 207 397 8566
F : +44 207 397 8565
W : http://www.bkpm.go.id/en/home-iipc/
   london/7
PIC : Nurul Ichwan (Mr)
E : nurulichwan@bkpm.go.id

Level 4 Building B- Al Mamoura Mohammed
Bin Khalifa Street (15th St) Muroor District,
Abu Dhabi, UEA
P : +971 2659 4275 / 2659 4274
F : +971 2659 4150
W : http://www.bkpm.go.id/en/home-iipc/
   abu-dhabi/6
PIC : Agus Prayitno (Mr)
E : iipc.abudhabi@bkpm.go.id

IIPC代表BKPM，目標在發展網絡，

促進商業機會與印尼的外國直接投資。

紐約

倫敦

阿布達比

東京首爾

台北

新加坡

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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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

Facebook
Pan page BKPM

Twitter
@BKPM

You Tube
THEBKPMVIDEO

頻道

於www.bkpm.co.id
訂閱BKPM電子報

客服中心

@

0807-100-2576 (BKPM)

info@bkpm.go.id



投資印尼

常見問答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

Jl. Gatot Subroto No. 44, Jakarta 12190 Indonesia
PO. Box 3186, Indonesia

電話：+62 21 5292 1334, +62 21 5292 1304
傳真：+62 21 5264 211, +62 215253 866

e. info@bkpm.go.id
w. www.bkpm.g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