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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自去年發生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全球既有的經濟運行模式及

人與人互動型態被迫改變。美國面臨產業外移，對外貿易逆差擴

大，供應鏈脆弱等挑戰，加上美中貿易摩擦未歇，全球產業供應

鏈加速重組，對海外僑臺商之衝擊與挑戰甚鉅。僑臺商在美國地

區擁有豐沛資金、人脈、技術與商務網絡，向來是深化臺美實質

關係與協促經貿發展的重要推手。面對國際情勢瞬息萬變，中斷

五年的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於本(110)年 6 月間正式展

開，美琴相信透過對話，未來臺美在供應鏈、投資及以勞工為中

心的貿易政策上，將有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對強化兩國經貿關係

應具正面積極的影響。 

    本報告係彙整大華府地區投資環境資料，涵蓋區域包括華盛

頓特區、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西維吉尼亞州、德拉瓦州。產

業以生技藥品、航空、電信及製造占多數，為吸引國際業主投資

設廠，各州政府也積極提供多項獎勵措施，如租稅抵減、投資補

助及優惠貸款等多項方案。目前包含海運長榮、東元電機、臺達

電子、遠東新世紀、天仁茗茶…等眾多臺資企業皆進駐本區。我

臺商更成立臺灣商會，結合更多臺美人力量，創造更大商機及發

揮更大乘數商業效果。 

    駐美代表處為使各界瞭解大華府地區經濟發展狀態，相關投

資機會並促進商機交流，撰寫本「華府臺商投資環境報告」，報告

內容係參考經濟部商情資訊，並考察本區臺商發展狀況，期提供

大華府地區經濟概況，以及各種商情與臺商資訊，給臺灣及海外

各界參考。 

最後，謹祝各位身體健康、事業鴻圖大展。 

駐美代表處  大使 

 

202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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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美國經濟概況 

依據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2021年1月28日公布數據及相關報導，

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2020年第 4季增加 4%，但 2020年全年

仍萎縮 3.5%，為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 GDP首次衰退。經濟學家

預測，一旦新冠肺炎疫情獲得控制，2021年美國經濟將會成長，惟新

冠疫情仍對全球經濟構成威脅。標普全球評等(S&P Global Ratings)美

國首席經濟學家 Beth Ann Bovino 在談到美國經濟成長時表示「我們

還有一段路要走，但趨勢是好的，此為緩慢恢復過程。」B 氏指出，

經濟中仍有部分業別正在經歷陣痛，例如面對面之服務業及能源生產

業。美國之消費者支出 2020 年第 4 季成長放緩至 2.5%，低於同年第

3 季成長 41%，原因為居高不下的感染率及部分地區商業關閉導致消

費者減少購物。ING Financial Markets LLC 經濟學家 James Knightley

表示，企業投資、住宅投資於同年第 4 季持續成長有助於 2021 年美

國經濟成長。2020年 12月及 2021年新冠疫情紓困計畫，配合較高的

家庭儲蓄和疫苗接種計劃，都有助於 2021 年美國經濟復甦。2020 年

疫情初期採取的防疫措施及相關商業限制在同年年初對美國經濟造

成重大衝擊，導致企業及學校關閉，商品和服務需求急劇下降，工作

流失規模創下紀錄，惟在下半年，美國經濟在重新開放後出現反彈，

數兆美元的刺激措施使美國就業及消費支出大幅增加。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預測，2021年美國經濟將增加 5.1%。2020年美國家庭將可

支配所得的相當大比例進行儲蓄，同年第 4 季個人儲蓄率為 13.4%，

2019 年同期僅為 7.3%。經濟學家表示，一旦疫情限制放鬆，額外的

儲蓄將可帶動更多消費支出。支出回升將刺激更多招聘，特別是在受

疫情衝擊最嚴重的行業，例如餐館、酒店、商店及面對面服務業。根

據華爾街日報調查的經濟學家預測，2021年美國將增加 500多萬個工

作機會，2022年美國就業人口預估仍將比新冠疫情前減少數百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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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華府商情資訊 

馬里蘭州: 

一、自然環境 

（一）位於美國東海岸，東瀕大西洋並與德拉瓦州接壤、北臨賓夕法尼亞

州，南部則與西維吉尼亞州、維吉尼亞州及華府相臨。 

（二）面積約32,133平方公里（9,844平方英哩），係全美第42大州。 

（三）本州氣候：春季暖和，氣溫自攝氏8至18度；夏季炎熱，氣溫自攝

氏25度至35度；秋季溫和，9至17度；冬季-5至5度。年平均降雨量

約1,000-1,300公厘。 

二、人文及社會環境 

（一）馬州首府為Annapolis市，2020年估計馬州人口約605.58萬人，排名

全美第19大。58.5%為白人、31.1%非裔、拉丁裔10.6%、6.7%亞裔。

馬州有24個郡（含Baltimore City）、157個城鄉及市鎮，南部係人口

成長較快速地區，其中蒙哥馬利郡人口最多，約107萬人。 

（二）宗教：以基督教與天主教為主。 

（三）主要城市：Baltimore市因緊鄰Baltimore港，係馬州最大城市及主要

商業及貿易中心，人口約84.26萬人。 

（四）教育：55所高等教育機構。 

三、經濟概況 

（一）2020年馬州國民生產毛額（GDP）為4,227.27億美元，經濟成長率

為-2.6%，高於同年全國成長率-3.5%。2020年馬州平國民人所得達

64,640美元。 

（二）2021年3月勞動人口為310.83萬人，馬州向來以高品質人力著稱，

是美國人力素質最高的州，分布領域以政府部門、專業及商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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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教育及醫療服務業、零售貿易等行業為主。2021年3月失業率

為6.2%。 

四、天然資源 

 礦產：有石材、砂石、水泥及煤等，惟產量不多。 

五、產業概況 

（一）COVID-19後疫情投資布局之產業鏈變動情形： 

1. 馬州州長於本年 4 月 13 日簽署數位連結法案(Digital Connectivity 

Act of 2021)，將設立「州寬頻辦公室」(Office of Statewide Broadband, 

OSB)，協助管理聯邦政府「美國救援計畫」提供 3 億美元，推動

在 2026年前，所有州民可連接到快速且可負擔的寬頻網路。 

2. 馬州的 Montgomery 郡在 2020 年獲得 80 億美元資金開發

COVID-19相關疫苗、及其他疾病之治療方法等，包括 Novavax 及 

Emergent BioSolutions 等公司獲得資金投入疫苗開發工作。 

（二）馬州為各項高科技產業之重要聚落，在州政府大力推動下，各項高

科技產業蓬勃發展，概況如下： 

1. 航太及國防產業：美國前 25大航太公司中，有 16家位於馬里蘭；

美國百大國防承包商，有 70 家位於馬里蘭。航太產業在馬州蓬勃

發展之領域包括：太空探險相關科技、衛星科技、無人航空載具

（UAV）之研究、設計與製造；國防產業方面，馬州企業所獲美

國國防部承包案件中，包括生化防衛、電腦安全、航空電子、資訊

及軍械等。 

2. 永續能源產業：馬州除天然氣、煤、核能等傳統能源外，亦致力開

發潔淨能源，並訂出「馬里蘭綠色目標」（Maryland Green Goals），

2022年全州能源來自於再生能源的比例須達到 20%；在 2030年之

前，達到 50%再生能源比例及減少 40%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馬州

環境部2021年2月提出「2030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計畫」(2030 GGRA 

https://technical.ly/baltimore/2021/04/01/maryland-covid19-broadband-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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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馬州設立目標 2030年減少 50％溫室氣體，2045年實現淨

零溫室氣體排放的長期目標。 

3. 資訊科技產業：馬州資訊科技發展蓬勃，約有 10%勞動力投入該

產業，優勢領域主要為網路安全、資訊科技、互動科技及通訊等。 

4. 生命科學：馬州境內約 50 家重要醫療院所，包括被評選為全美第

一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相關產業及研

究網絡完整而綿密。 

5. 製造業：除上述先進產業之外，製造業在馬州經濟扮演重要角色，

為馬州出口及研發之驅動力。馬州最大的製造業從 40 年前的重金

屬製造業轉為高科技製造業，最大部門為電腦與電子產品，60%製

造業者認為其屬於先進製造（Advanced Manufacturing）。 

六、政府重要之經濟措施及經濟展望 

（一）為因應COVID-19疫情對企業所帶來的衝擊，馬里蘭州發布經濟損

害災難貸款計畫（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 EIDL），該計畫亦

受到美國中小企業署（U.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BA）的

正式核可，為受到COVID-19影響的小企業提供低利率聯邦災難貸

款。馬里蘭緊急事務管理局（Maryl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MEMA）與當地聯邦緊急事務管理機構緊密合作，以加快

速度推動災難貸款計畫。這項貸款計畫與其他州和聯邦政府的援助

相結合，將為企業提供繼續營運所需的幫助。計畫有助於緩解小企

業的財務壓力，並允許小企業支付帳單、薪資、和應付帳款。該貸

款期限長達30年，小企業及私人非營利組織均可以直接向SBA申請

財務援助。有關COVID-19爆發期間可用的其他資源，可至連結查

看:businessexpress.maryland.gov/coronavirus。 

（二）馬州現任州長Larry Hogan以賦稅減免為其經濟政策之主軸。馬州

另推動法規改革，設立「法規改革委員會」（Regulatory Reform 

Commission），由上而下檢視馬州每一種法規，以刪除不必要之繁

https://businessexpress.maryland.gov/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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瑣規定，吸引企業進駐。 

（三）外商於馬州設立公司應申請聯邦稅、州稅及地方稅許可，又設立公

司前應申請聯邦雇主識別號碼（Federal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俾供聯邦稅務稽查之用，該號碼亦作為馬州營利事業稅

號碼。 

（四）馬州共有4個類似我國自由貿易港區之自由貿易區（Foreign Trade 

Zone, FTZ）、28個企業區（Enterprise Zone），及1個州授權區（Federal 

Empowerment Zone）。FTZ區內廠商進行貨品加工、組裝或倉儲均

可享受州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地方財產稅等之減免、享受企業貸款保

證基金之保證，及較高額度之貸款。另外，由巴爾的摩市發展公司

（BDC）推動之FTZ方案可依客戶需求在港口方圓60英哩內設立自

由貿易區，不受地點之限制，對促進當地貿易及商務活動頗具助益。 

七、市場環境分析及概況 

（一）根據美國勞動部數據，2021年3月馬州有310.83萬勞動力。馬州向

來以高品質人力著稱，是美國人力素質最高，也是投入研發最多的

州。馬州25歲以上人口具有大學以上學歷者占總人口40.2%，在全

美為具博士學位科學家及工程人員比例最高的州。馬州地理環境得

天獨厚，由於緊鄰美國首府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與50多個聯邦機

構及400多個聯邦、學術及私人研究中心關係密切。 

（二）馬州州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各項經貿政策，包括扶植多項策略性高

科技知識產業，鼓勵創投，改善經營環境，投資基礎設施升級等。

馬州優越的地理位置及高素質人力，加以各項具前瞻性之政策，均

為長期經濟發展相當有利之條件。 

（三）投資環境風險：馬州各式投資法規完善且行政部門運作透明，社會

高度穩定，幾無政治或社會所誘發之經商風險。惟2015年4月間，

巴爾的摩市因黑人青年在遭警察羈押期間死亡，引發大規模抗爭，

情況愈演愈烈，諸多商店（包括華人經營者）遭到破壞，隨後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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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宵禁並有國民兵進駐，方使情勢趨緩。有意投資者仍須注意此

類風險。 

八、臺（華）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馬州因緊鄰華府，臺裔人士在馬州從事律師、會計師或任職於美國聯邦

政府或馬州州政府各機構之比例甚高。馬州重要臺（華）商組織包括大

華府地區玉山科技協會、大華府臺灣商會等。 

   臺商在馬州投資經營之公司如下： 

（一）Evergreen Marine Corp.：海運（長榮）。 

（二）Transcend, USA：電腦及電子零組件公司（創見科技）。 

（三）天仁茗茶：食品公司。 

九、投資機會 

我國廠商適合赴馬州投資或技術引進之產業包括生物科技、資訊軟體、

航太，及電子業等，近年相關投資情形： 

（一）我國在馬州投資以從事電腦業、電子業、餐飲業、小型超市為主，

主要廠商包括長榮海運公司、天仁茗茶及創見科技等。因馬州緊鄰

華府，許多臺裔人士擔任律師、會計師，或任職於美國聯邦政府。 

（二）馬州州政府相當重視長榮公司在馬州之投資，2012年3月時任馬州

州長Martin O’Malley與長榮公司會面，遊說其加碼在巴爾的摩港新

碼頭之投資。長榮海運公司已在馬州巴爾的摩港投資設立

Evergreen America, Inc.，從事海運貨櫃運輸業務，亦與巴爾地摩港

管理局簽有合作營運契約。 

（三）馬州著名美商Lockheed Martin歷來與我國防科技合作關係相當密

切，並曾與我經濟部及我多家航太業者簽有策略聯盟合作計畫。 

（四）馬州運動服飾廠商Under Armour長期與我國紡織業者合作，我國不

僅為該公司最重要供應來源，也是主要紡織品研發夥伴，該公司

2013年起在臺灣設立5個銷售據點，2014年正式成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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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09年馬州政府關閉馬州駐臺經貿辦事處，另委由我「中美經濟合

作 策 進 會 」（ ROC-USA Business Council ）（ 網 址 ：

www.rocusabc.org.tw）自2010年起代理馬州在臺的商貿工作，推動

雙邊貿易與投資合作業務。 

十、投資獎勵措施 

    COVID-19後疫情之投資優惠政策或補助措施：為協助受 COVID-19

影響之小型企業，馬州 2021年 2月 15日通過「2021救援法案」。(Relief 

Act of 2021)，包括 10億美元的稅收減免及經濟刺激計畫，將透過以下

計畫提供資金：小型企業 COVID-19補助計畫(Small Business COVID-19 

RELIEF Grant Program)、擁有企業帳戶的小型、少數族群及女性之

COVID-19 救援計畫 (Small, Minority and Women Owned Business 

Account COVID-19 RELIEF Program)、通勤巴士 COVID-19 補助計畫

(Commuter and Shuttle Bus COVID-19 RELIEF Grant Program)、線上銷售

及遠距辦公 COVID-19 補助計畫(Online Sales and Telework Assistance 

COVID-19 RELIEF Grant Program)、餐飲業 COVID-19 補助計畫

(Restaurant and Caterers COVID-19 RELIEF Grant Program)、住宿業

COVID-19補助計畫 (Lodging and Accommodations COVID-19 RELIEF 

Grant Program)。 

    馬州開放所有外商赴該州投資，各公司可在相關計畫下申請投資獎

勵措施（不限外人直接投資），包括：幹細胞研究計畫、生化投資案賦

稅減免、馬州合資基金、馬州單一賦稅減免案、產業聚落賦稅減免以及

勞工訓練合作計畫等。 

    為鼓勵投資及設立新公司，馬州提供多項投資獎勵措施，包括租稅

抵減（tax credit）、投資補助及優惠貸款等多項措施，重要方案包括：馬

州經濟發展協助基金（Maryl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uthority and Fund, MEDAAF）、經濟發展機會基金（ Economic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und）、馬州產業發展補助計畫（Maryland 

https://www.marylandtaxes.gov/RELIEFAct/
https://www.marylandtaxes.gov/RELIEFAct/
https://commerce.maryland.gov/fund/small-business-covid-relief-grant-program
https://commerce.maryland.gov/fund/small-business-covid-relief-grant-program
https://commerce.maryland.gov/fund/small-minority-and-women-owned-business-administration-covid-relief-program
https://commerce.maryland.gov/fund/small-minority-and-women-owned-business-administration-covid-relief-program
https://commerce.maryland.gov/fund/small-minority-and-women-owned-business-administration-covid-relief-program
https://commerce.maryland.gov/fund/small-minority-and-women-owned-business-administration-covid-relief-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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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Development Financing Authority, MIDFA）、馬州小型企業發展

補助計畫（Maryland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Financing Authority, 

MSBDFA）、馬里蘭創投基金（Maryland Venture Fund）等。另租稅抵減

措施之實施項目主要包括： 

(一)從事生物科技投資之稅額抵減(Biotechnology Investment Incentive 

Tax Credit, BIITC)：投資額之50%為稅額抵減上限，最高額度為25萬

美元。馬州為符合條件的生物技術公司提供收入稅收抵減，抵減額度

占投資的50%。此計畫支持對種子和新創生物技術公司的投資，以促

進和發展馬州的生物技術產業。 

(二)從事研發之稅額抵減(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ax Credit, R&D)：基

本研發稅額抵減率為10%，法定最高額度為1,200萬美元。 

(三)馬州亦推動「資訊安全投資稅收抵減」 (The Cybersecurity 

Investment Incentive Tax Credit, CIITC)計畫，馬州為符合條件

的資安公司提供收入稅收抵減，抵減額度占投資額的33%。每財年合

格投資者之稅收抵免最高限額為25萬美元。 

(四)州企業專區（State Enterprise Zones）之稅額抵減：前5年土地增

值稅可抵減80%，接下來5年每年抵減比率降低10%。每增聘1位員工，

可抵減1,000美元。 

(五)創造就業之稅額抵減(Job Creation Tax Credit)：每增聘一位員工

可稅額抵減3,000美元，條件為必須於24個月內創造60個全職工作機

會。 

(六)整治工業區（Brownfields）之稅額抵減。 

(七)馬州提供之各項租稅減免措施及獎勵措施之申請步驟，可逕參考其網

頁：https://open.maryland.gov/business-resources/funding-pr

ograms/ 

十一、租稅 

（一）租稅方面，於馬州設立公司應申請聯邦及州稅稅籍，又設立公司前

https://open.maryland.gov/business-resources/funding-programs/
https://open.maryland.gov/business-resources/funding-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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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申請聯邦雇主識別號碼（ Federal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俾供聯邦稅務稽查之用，該號碼亦作為馬州營利事業稅

號碼。馬州設立單一服務窗口Taxpayer Registration Assistance Center

（網址：www.marylandtaxes.com）協助相關申請及諮詢，電話：

1-410-7671300。 

（二）州營利事業所得稅：淨收入之8.25%。 

（三）個人所得稅：2%至5.75%不等。 

（四）銷售稅：6%。 

德拉瓦州 

一、自然環境 

（一）德拉瓦州東濱大西洋及德拉瓦灣，北接賓州，東北臨紐澤西州，西

部及南部均與馬里蘭州接壤。距華府及紐約市約僅1個半小時車

程，交通便捷，地位適中。 

（二）德拉瓦州總面積1,948平方英哩（陸域），為美國僅次於羅德島之最

小州。 

（三）德拉瓦州氣候終年溫和，年平均溫度約華氏54度。 

二、人文及社會環境 

（一）德拉瓦州總人口2019年約為97萬3764人，白人約占70%、非洲裔美

國人約占21%。 

（二）德拉瓦州分為New Castle、Kent及Sussex三郡，其主要城市為威明頓

市及多佛市： 

1. 威明頓市（Wilmington）：位於德拉瓦州北部，距費城車程約50分鐘，

為該州第一大城、主要商港及文化中心，亦享有世界化學工業首都

之雅號，人口7.2萬人。 

2. 多佛市（Dover）：位於德拉瓦州中央，為該州首府，該市經濟活動

http://www.marylandtax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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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零售業、製造業、食品加工業以及在德拉瓦州政府、Kent郡

政府及多佛空軍基地就職之公務員，人口約3萬7,000人。 

三、政治環境 

（一）州長4年1任，得連任1次。州議會由參眾兩院組成，參議員計21名，

任期為4年；眾議員計41名，任期為2年。 

（二）現任州長為John Carney（民主黨）；聯邦參議員Chris Coons（民主

黨）及Thomas Carper（民主黨）；聯邦眾議員Lisa Blunt Rochester（民

主黨），任期至2023年1月3日。 

四、經濟概況 

（一）德拉瓦州以位居美國大西洋沿岸之中間位置，距離東岸商業中心紐

約及全美政治中樞華府均不超過125英哩，極適合發展產業活動；

加以生活水準及企業營運成本相對低廉，工商發展空間相當大。 

（二）德拉瓦州具有低稅賦之商業環境，州政府亦採取穩健之財政政策，

其2017年支出重心包括公共安全、醫療、教育等。 

（三）重要數據： 

國內生產毛額 776億美元（2020年名目GDP） 

經濟成長率 -3.9%（2020年實質GDP 成長率） 

平均國民所得 35,450美元（2020年名目人均所得） 

產值最高前五大產

業 

金融、保險、房地產、租賃業、保險業（以上

占45.3% GDP）、專業及商業服務（11.5%） 

五、天然資源 

砂石、鎂、鈦。另禽肉製造及加工業係該德拉瓦州主要農業部門，約占該

州每年農業現金收入（annual farm cash receipts）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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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業概況 

（一）製造業 

製造業係德拉瓦州最大之所得來源及第三大雇主，包括食品加工、

化學及生物科技等，係該州居民主要收入來源，年產值為47億美

元。自杜邦公司於1802年成立於德拉瓦州以來，該州傳統上即以化

學業為最主要製造業，其出口占該州製造品出口約50%。然最近幾

年德拉瓦州經濟結構產生變化，傳統化學及汽車裝配業規模逐漸縮

小，金融服務業之重要性日益提高。在該州之重要製造商包括Miller 

Metal Fabrication及ILC Dover。 

（二）生物科技業 

該州亦係美國少數幾州具有4項主要生物科技（bioscience）產業

者：農業、飼料及化學製品；藥品；醫療器材；研究及實驗服務。

該州與賓州及紐澤西州同位於美東主要生命科學及藥品產業帶，約

占美國藥品產值80%。於該州發展之生物技術公司包括Incyte、

Adesis、WL Gore＆Associates、Prelude Therapeutics及Agilent。得

意於德拉瓦州位於創新走廊（Innovation Corridor，華盛頓特區到紐

約）之中間位置、有效運輸系統及強健之智慧財產權保護法規使諸

多生技公司選擇在德拉瓦州落腳；生物科技係該州重點發展產業。 

（三）金融服務業 

自該州於 1981 年通過金融中心發展法（ Financial Center 

Development Act），金融服務業已成為該州經濟成長之主要動力，

擁有2,000家金融機構、提供約36,600就業機會。美國大型金融服務

企業如Barclays, Capital One, Deutsche Bank, Wells Fargo, BNY 

Mellon, Bank of America,及JP Morgan Chase皆在該州設有重要營運

據點。 

（四）農業及漁業 

農業係德拉瓦州最繁盛產業之一，產值約80億美元；德拉瓦州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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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州土地面積約43%，其中有85%農地用於種植，其餘則係牧場

及林地。農業向為德拉瓦州重要產業，禽類、玉米及黃豆農產品產

量豐富。另該州之海上經濟亦十分強勁，海邊及河口含有豐富天然

資源；捕魚業平均每年為該州貢獻3,400萬美元。 

七、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及經濟展望 

  (一)德拉瓦州州政府多年來以謹慎之財政政策，提供低稅賦之商業環

境，例如：無銷售稅（sales tax）、個人財產或存貨稅（personal property 

or inventory tax）、極低之地產稅（real property tax）等。 

  (二)依據德拉瓦州經濟發展廳（Delawar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fice）

之資訊，該州提供多項稅務減免計畫，例如：研發支出稅賦抵減、

製造業採用節能設備之稅賦抵減、創造就業機會之稅賦抵減等。 

  (三)根據德拉瓦州州務廳企業及國際發展處（Divison of Corporate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lobal Delaware）提供資訊，德拉瓦州為

吸引外人投資，依據企業投資計畫預估創造之就業機會、薪資及投

資金額等，提供相應之投資誘因，列舉如下： 

1. 德拉瓦州策略資金（Delaware Strategic Fund）：該州最主要之金

融協助資金，可提供低利貸款、補助或其他金融工具。 

2. 資本投資資助（Capital Investment）：屬於資本投資性質、創造

新就業機會且提供穩定薪資之投資案，提供現金補助，上限為

其資本支出之3%，總額不超過150萬美元。 

3. 營業所得稅抵免（New Business Facility Corporate Income Tax 

Credit）：該州企業倘新投資額在20萬美元以上、僱用5名以上員

工，可申請稅收抵免：每名員工或每10萬投資額可抵免500美元，

惟總抵免額不得逾該年度應負稅額50%。 

八、市場環境分析及概況 

（一）德拉瓦州重要經濟統計數據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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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州國民生產毛額：776億美元（2020年名目GDP） 

 平均國民所得：35,450美元（2020年名目人均所得） 

 失業率：6.0%（2021年1月） 

 出口總額：39.18億美元（2020年） 

 主要出口產品：化學物品、電腦及電子產品、工具機、醫藥製劑等

（2020年） 

（二）企業重要數據：66.8%財星500大企業、130萬家企業在德拉瓦州登

記設立；2017年80%之在美上市企業將總部設於德拉瓦州。 

（三）在僱用員工方面，德拉瓦州僱用勞工人數前5大產業為：醫療及社

會救助、零售、金融服務、旅宿及餐飲、行政及廢棄物處理服務等。 

九、投資環境風險 

德拉瓦州各式投資法規完善且行政部門運作透明，社會高度穩定，幾無政

治或社會所誘發之經商風險。根據德拉瓦州州務廳企業及國際發展處

（Division of Corporate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lobal Delaware）資訊，

該州投資環境具有以下優勢： 

（一）連續5年評定為全美前5名對企業最為友善之州別； 

（二）設立州長服務團隊（Governer’s Concierge team），協助國際企業之

投資設立； 

（三）設立自由貿易區，減免輸入該區之原物料關稅； 

（四）超過65%之美財星500大企業總部設於該州； 

（五）經商成本低於全美平均值； 

（六）網路速度全美最快、全球第三； 

（七）州信用評價自2000年起每年皆為AAA； 

（八）人均博士學位數全美第二高； 

（九）40%全美人口消費市場位於1日車程範圍內。 

十、外商在當地經營現況及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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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於德拉瓦州對公司設立程序簡便及稅賦考量，近年來除吸引相當

多美國公司前往德拉瓦州登記，歐洲及亞洲等外國公司亦有相當多

在德拉瓦州登記。德拉瓦州並未針對外商公司在該州登記進行細部

統計。該州為有名之企業避風港，據統計，目前約有130萬家企業

在德拉瓦州登記設立。 

（二）德拉瓦州由於提供良好之法律體系，自2002年起每年皆獲美國總商

會所公布之年度調查報告評為全美第1名。德拉瓦州法院向以公平

及效率著稱，為在德拉瓦州經商提供良好服務。 

（三）由於德拉瓦州近年來強調發展汽車、化學、金融服務與保險、生技

及旅遊等產業聚落，鼓勵該等企業至該州投資及尋求合作機會。 

十一、臺（華）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一）依據經濟部投審會之資料，於德拉瓦州登記成立公司之我國企業計

有：茂迪、南亞、台化、東元電機、台達電子、國喬石化、臺灣慧

智、中環、台南紡織、聯國貿、陽明海運及英業達等多家公司。 

（二）惟據瞭解，除少數幾家公司以外，多數均係基於稅賦之考量而設籍

於德拉瓦州，實際之投資活動則於其他各州進行。其中台塑位於該

州之PVC廠為該公司於1981年購自美商Staffauer Chemical，其所生

產之乳化PVC粉，年產能約54,000公噸，為美國最大之乳化PVC粉

工廠，占全美26%之市場。另州政府為吸引美國或各國企業前來設

立登記公司，基於隱密性之考量，並未彙編公布各國在本州投資情

形之相關資料；惟該集團基於營運考量業關閉前述工廠。 

十二、投資機會 

由於德拉瓦州近年來強調發展汽車、化學、金融服務與保險、生技及

旅遊等產業聚落，鼓勵該等企業至該州投資及尋求合作機會。德拉瓦

州近年來快速成長並尋求外人投資的產業包括：生物科技、資訊科技、

化學製造、能源、物流、金融與保險、企業及法律服務、國防及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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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主要投資法令 

無特別規範外人投資之法令。 

十四、投資申請之規定、程序、應準備文件及審查流程 

在設廠的情況下，州方面牽涉環境許可（environmental permits）

及土地使用許可；地方及各大城市則依投資行業之不同，另須申請不

同之許可。建議有意前往德拉瓦州投資之我商，先洽州政府經濟發展

廳（Delawar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fice）或德拉瓦州預算管理局行

政處（Executive Department,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提供必

要之協助。 

我商亦可透過德拉瓦州州務廳企業及國際發展處（Divison of 

Corporate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Global Delaware）洽繫相關議

題，如財務、安居、選址、廠房興建等。 

十五、投資獎勵措施 

（一）新經濟就業計畫（new economy jobs program）：企業新增僱用員工

超過50名，且每名員工最低年薪至少10萬美元，雇主預扣稅額可減

免65%。 

（二）製造、批發、研究、電腦處理、電信、航空等行業，在一定之條件

下，每增僱1名員工可抵減500美元之公司所得稅，每增加10萬美元

之投資額亦可有500美元之抵減。 

（三）研發稅負抵減（Research & Development Tax Credit）：在德拉瓦投

入研發經費超過德拉瓦基礎金額的10%，聯邦研發可歸於德拉瓦之

50%。 

（四）淨能科技設備製造商稅負抵減（Clean Energy Technology Device 

Manufacturers' Tax Credit）：僱用5個以上員工或投資額超過20萬美

元之淨能科技設備製造商，每名員工可抵減750美元之公司所得稅。 

（五）公用服務製造商客戶稅負抵減（Public Utility Tax Rebat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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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Users）：五年內可享有公用服務稅對折之優惠。 

根據德拉瓦州州務廳企業及國際發展處（Divison of Corporate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Global Delaware）提供資訊，德拉瓦州為吸引

外人投資，依據企業投資計畫預估創造之就業機會、薪資及投資金額等，

提供相應之投資誘因，列舉如下： 

（一）德拉瓦州策略資金（Delaware Strategic Fund）：該州最主要之金融

協助資金，可提供低利貸款、補助或其他金融工具。 

（二）資本投資資助（Capital Investment）：屬於資本投資性質、創造新

就業機會且提供穩定薪資之投資案，提供現金補助，上限為其資本

支出之3%，總額不超過150萬美元。 

（三）營業所得稅抵免（New Business Facility Corporate Income Tax 

Credit）：該州企業倘新投資額在20萬美元以上、僱用5名以上員工，

可申請稅收抵免：每名員工或每10萬投資額可抵免500美元，惟總

抵免額不得逾該年度應負稅額50%。 

十六、其他投資相關法令 

 法令未明文規定不准投資之行業，惟投資計畫一般須經環保評估之

程序，且須符合土地分區使用之相關規定。此部分業務係由天然資源及

環保廳（The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

統籌辦理。 

 德拉瓦州向來以較少的約束及官僚體系著稱，其法庭政策更是以開

明的方式解釋公司法，並且闡明法令中任何不清楚、不確定之處，以達

到最合理公平的說明。此外，優惠的賦稅制度更是一大誘因。以下為德

拉瓦州幾項對投資者有利的因素： 

（一）具有免稅之誘因，若正確登記，依規劃操作，可達免稅之效。 

（二）無銷售稅、個人財產稅、存貨稅、無形財產稅等。 

（三）公司適用聯邦稅則，海外收益所引用的稅基，則因不同國家而互異。

若在德拉瓦州內沒有實質交易的公司，不須向州政府繳納所得稅。



18 
 

非德拉瓦州居民，也不須就其擁有股份在州內繳稅。 

（四）設立公司，無最低資本額的要求。任何人均可到此地成立公司，而

且不必親自辦理。公司的會計紀錄，也可存放於世界的任何一地。 

（五）法庭制度與效率為全美之冠。大部分的公司，在德拉瓦州可於幾分

鐘之內完成登記，而文件也可在24小時內得到。德拉瓦州的公司法

擁有完好確立的法律判例，其法庭在公司法的專業知識也為全國所

尊重。 

（六）公司可在世界各地營業，不一定要在美國設立辦公地點，只要在本

州有一法定代理人即可。 

（七）公司股東年度會議可在世界任何地點舉行，並不限制在德拉瓦州。

公司可固定董事會的法定人數：不少於整個董事會的三分之一人

數；若只有兩個股東則需兩人；若僅一個股東則需一人。此外，公

司董事不必要也是股東。 

（八）公司無論在州內或州外，皆可持有股票、債券或其他公司的有價證

券、不動產或私人財產，數量均無限制。 

（九）一般來說，股東的責任僅限於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範圍內。 

（十）在德拉瓦州登記設立的公司，適於作控股公司到各地轉投資。 

（十一）在德拉瓦州登記設立的公司，可在臺灣的銀行開立OBU（Offshore 

Banking Unit）帳戶，押匯、開狀均無問題。 

維吉尼亞州 

一、自然環境 

（一）維吉尼亞州位於美國東岸，東臨大西洋，北與華府及馬里蘭州為界，

南與北卡及田納西兩州為界，西接西維吉尼亞州及肯他基州；面積

110,862平方公里，居全美各州第36位。 

（二）由於靠近大西洋，氣候多變化。年平均溫度在華氏53至59度之間。

元月平均溫度攝氏2度，七月攝氏24度，年降雨（雪）量約109公分。 



19 
 

二、人文及社會環境 

（一）2019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維州人口組成，其中白人占69.5%、非裔

占19.9%、亞裔占6.9%、印地安及阿拉斯加原住民0.5%、夏威夷及

他太平洋原住民0.1%、其他3.1%。 

（二）英語為主要語言，74%為基督教新教徒（Protestant）。 

（三）首府Richmond，重要城市有維州北部之Alexandria、Arlington、

Fairfax、Falls Church、維州中部之Norfolk、 Roanoke及Blacksburg。 

三、經濟概況 

經濟多元化使維州經濟維持穩定，共計 65 家年營業額超過 5 億美元以

上之公司總部設在維州，財星雜誌全美前 1,000大企業則有 37家。另超

過 550 家來自 40 餘國之外國公司在維州設立子公司或分部；依據美商

務部國際貿易署發布資料顯示，2015 年外資企業在維州僱用逾 18 萬

2,000位員工，主要外資企業來自英國、法國、日本、德國及荷蘭等。 

維吉尼亞州位於美國東岸，東臨大西洋，北與華府及馬里蘭州為界，南

與北卡及田納西兩州為界，西接西維吉尼亞州及肯他基。維州有完善運

輸系統，位於美大西洋沿岸中間位置，接近美國各主要市場，全美 43%

人口均在該州 10小時車程內。 

四、天然資源 

森林、漁業、煤、砂石等。 

五、產業概況 

（一）COVID-19後疫情投資布局之產業鏈變動情形： 

1. 維州醫療協會(VHHA)於2020年9月與維州當地Olivian公司建立夥

伴關係，Olivian公司在維州首府Richmond郊區生產醫療用口罩，

維州生產「個人防護裝備」 (PPE)地點包括Virginia Beach、

Harrisonburg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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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維 州 州 政 府 於 2018 年 設 立 「 維 州 電 信 倡 議 」 (Virginia 

Telecommunication Initiative, VATI)，至2021年4月已提供7,310萬美

元興建寬頻設施，使76,351位州民取得寬頻網路。 

3. 綠色能源發產情形：風力發電方面，位於維吉尼亞沿海的12MW維

吉尼亞沿海試驗風場(Coastal Virginia Offshore Wind,簡稱CVOW)

計劃於2021年初開始營運；至於太陽能新增發電量，2020年維吉

尼亞州為第四大州，安裝超過100萬瓩。 

（二）總部中心 

65家年營業額超過5億美元以上之公司總部設在維州，其中23家之

年營收規模達500億美元，財星雜誌全美前1,000大企業則有37家。 

（三）食品加工業 

為該州製造業最大部門之一，僱用超過3萬7,000名勞工，占維州總

就業人數 16%。主要廠商有Gatorade、Hershey、Sabra、Stone 

Brewing、Lipton、Mondelez、Monogram Food Solution、Perdue、

Smothfield及MillerCoors等。 

（四）資訊科技 

維州為從事資訊科技產業人口密度為全美第3，提供近18萬個工作

機會（每10位受僱人員即有1名從事資訊科技產業），主要強勢領域

包括網路安全、數據中心及軟體開發等；維州以其網路安全人才聞

名，該州有近1萬1,000名訊息安全分析師，且有近7萬名之網際網路

之人才庫。主要廠商包含IBM、Micron Technology、General Dynamics

等國際大廠。 

（五）生命科學 

約有1,000家廠商，提供2.5萬個工作機會，主要範疇包含生科產品

銷售（29%）、藥品測試研發（42%）、藥品生產（15%）、醫療器材

生產（13%）。主要廠商包括Abbott Laboratories、Merck、Owens & 

Minor及Pf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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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製造業 

維州重要之製造業包括先進材料（Advanced Material）、航太

（Aerospace）、汽車（Automotive）及林木產品（Wood Products）等。

維州航太產業發達，多數為國防部採購之承包商，主要廠商包含

BAE System、 Lockheed Martin、 Northrop Grumman、 General 

Dynamics等。先進材料領域約有200家廠商，提供2萬個就業機會，

主要廠商包含General Dynamics、DuPont及Honeywell。至於汽車業，

維州有175家汽車產業相關公司，總計僱用超過2萬600名員工；林

木產品製造業則僱用逾3萬1,000名員工，為維州第3大製造業。 

（七）供應鏈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 

      維州境內具有東岸之第3大港口（全美第5大），全美重要銷售商皆

在維州境內設有物流中心，包括Walmart、Target、Amazon、Home 

Depot等；該產業總計僱用7萬8,000名員工，主要部門包括倉儲

（24,511人）、貨運（21,034人）及其他運輸支援（16,231人）。 

六、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及經濟展望 

維州各式高科技產業聚落發達，境內共有 11處聯邦研究機構，以及 23

處聯邦實驗室。維州軟體產業居領導地位，未來該州在高科技經濟產

業之發展，未來亦將利用此一優勢，繼續發展高科技產業。維州提供

公平及穩定稅賦結構，營造良好之稅賦環境：1972 年迄今，所得稅皆

維持6%；除Northern Virginia及Hampton Roads地區之消費稅為6%外，

其餘地區均為 5.3%。另並提供多項財務協助方案，特別為中小企業提

供各類之貸款方案。對與製造相關之原料、工具設備、燃料等購入提

供租稅減免。 

七、市場環境分析及概況 

維州致力於創造有利之投資環境，保持傳統優良財政管理，不斷成長

及多元化之經濟，合理及穩定稅制及保守但著重成果為導向之商業法



22 
 

規等，再加上原有優越之條件如優越之地理位置、高生產力之勞動力

及高品質之生活環境，使得維州成為全美最佳投資標的之一。 

 維吉尼亞州重要經濟統計數據如次： 

（一）全州GDP（2020年）：4,769億美元。  

（二）州個人平均國民所得（2020年）：64,229美元。 

（三）經濟成長率（2020年）：-2.5 %。 

（四）進口值（2020年）：289.5億美元（主要項目：化學品、非電子類機

械產品、電腦及電機產品、運輸設備等）。 

（五）出口值（2020年）：164億美元（主要項目：電腦及電機產品、化學

品、食品、礦物等）。 

（六）失業率（2021年1月）：5.3%。 

（七）維州未來仍將持續以高科技產業為發展重心，維持其原有投資獎勵

措施以吸引外資，輔以培養高科技人才以應廠商需求，同時加強公

共建設，改善軟硬體設備，維持維州之競爭力，展望維州未來，在

高科技產業方面仍將維持領先地位。 

八、投資環境風險 

維州各式投資法規完善且行政部門運作透明，社會高度穩定，幾無政

治或社會所誘發之經商風險。另維州主要城市治安大抵良好，十分安

全。 

九、外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超過 750家外國公司在維州設立子公司或分部，2012-2016年外人投資

金額排名前 10名分別為中國大陸、日本、德國、英國、法國、西班牙、

盧森堡、瑞典、加拿大及韓國，該期間外人直接投資總金額達 56億美

元，僱用人數達 1萬 6,6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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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臺（華）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根依維州州政府網站資料，我商僅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ternal Technology Corporation，生產光膜乾阻劑，投資金額為 1,900

萬美元）及吉茂精密股份有限公司（Cryomax Cooling Systems Corp.，

生產汽車水箱，投資金額未告知）於維州進行投資。另依據駐美代表

處調查，截至 2018年 12月共有 12家臺（僑）商於維州投資（含前開

2家公司），投資業別包含製造業、資訊軟體系統開發、房地產仲介、

汽車零件經銷等產業，總投資金額至少為 3,440萬美元。維州臺裔人士

多從事律師、會計師、財務顧問等服務業，或任職於政府機構。 

    依商務部最新統計資料及研究報告估算，我國對維州之投資與貿

易支撐及創造維州 4,527個就業機會。其中投資創造及支撐 397個就業

機會，維州出口至臺灣之貨品及服務分別支撐及創造 2,263 個及 1,867

個就業機會。 

十一、投資機會 

維州投資發展廳列出在維州具發展潛力之產業計有食品加工、航太工業、

塑膠與先進材料、資料中心、資訊科技、生物科學、汽車、能源、物流

及企業總部多項產業，每一項產業均有其利基。 

十二、投資獎勵措施 

（一）COVID-19後疫情之投資優惠政策或補助措施：為協助維州中小企

業因應 COVID-19，維州提供之補助措施包括聯邦政府之補助措施，

如薪資保障貸款(Paycheck Protection)、經濟損失災害貸款(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經濟損失援助(Economic Injury Grant)、大眾

商業貸款(Main Street Lending Program)等；維州州政府提出之援助

措施，如 SWAM 微型貸款(SWAM Microloan)、幼兒園貸款(Child 

Care Financing Program)。 

（二）聯邦機會基金（Commonwealth’s Opportunity Fund）：州長可權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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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擬在維州之投資之新創企業或擴張投資計畫之現有企業資金。 

（三）維州投資夥伴法案（Virginia Investment Partnership Act）：針對資本

相關投資提供相關補助，主要包含Virginia Investment Partnership

（VIP）Grant及Major Eligible Employer Grant（MEE）兩部分。 

（四）維州經濟發展獎勵措施（The Virginia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entive Grant）：提供擬投資維州產業相關獎勵。 

（五）州長農林業發展基金（Governor's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Industries 

Development Fund）：由維州農林廳報州長同意決定獎勵條件。 

（六）菸草區域機會基金（Tobacco Region Opportunity Fund）：對於菸草

產區創造就業及投資計畫提供優惠貸款。 

（七）維州港區經濟與基礎建設開發基金計畫（Port of Virginia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Grant Program）：由維州港務局監

督，提供從事港區開發公司優惠貸款。 

（八）增進工作機會方案（Virginia Jobs Investment Program）：提供有意

擴大招募員工企業量身訂製之人員培訓獎助。 

（九）經濟發展交通設施便捷方案（Economic Development Access 

Program）及工商業區鐵路交通設施補助方案（Rail Industrial Access 

Road Program）。 

（十）企業園區（Enterprise Zone Program）：對進駐專區廠商提供獎勵措

施。 

（十一）外貿園區（Foreign Trade Zones）：現有6處，以鼓勵廠商進行國

際貿易，並給予相關優惠。 

十三、租稅 

（一）營利事業所得稅：40年來均維持6.0%。 

（二）一般銷售稅：5.3%（州稅4.3%及地方稅1%）。 

（三）州個人所得稅：2.0%-5.75%，分四個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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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金融 

（一）民營機構貸款：承作傳統工商貸款機構包括商業銀行、保險公司、

儲蓄貸款公司、投資銀行、抵押貸款公司及退休基金等，Richmond

為維州金融中心。 

（二）公營機構貸款：數項州及聯邦計畫提供維州企業貸款，包括工業發

展債券（IDB）、維州小型企業財務局，社區發展補助、小型企業

管理局、農民房舍管理局及經濟發展管理局等提供中小企業各類型

貸款。 

十五、匯兌 

商業交易無管制，商業帳戶匯款額度不限。 

西維吉尼亞州 

一、自然環境 

（一）位於美國東岸，北與俄亥俄州、賓州及馬里蘭州為界、東邊及南邊

與維吉尼亞州接壤，西鄰肯塔基州及俄亥俄州。總面積62,758平方

公里，居全美第41位。西維州地理基本上區分為阿帕拉契高原、阿

帕拉契山脊與山谷區、以及東部狹長區等3個地理區域。阿帕拉契

高原約占全州面積80%。全境海拔高度之中間值為457公尺，係密

西西比河以東最高的一州。 

（二）西維州人口總數約為179.2萬人，居全美50州的第38位。 

（三）西維州屬潮溼大陸型氣候，夏天炎熱，冬天寒冷。年溫度中間值自

西南部的攝氏13度，以至較高地帶的攝氏9度不等，年平均溫度則

為攝氏12度。 

二、人文及社會環境 

（一）1861年4月，美國南北戰爭，維吉尼亞州之西部與東部的經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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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甚大，蓄奴制度不普及，並不支持自聯邦分離。美國會於1863

年通過該州獨立於維吉尼亞州，成為美國第35個州。 

（二）西維州為美國各州中移民最少州之一，該州僅有1.1%居民在外國

出生，主要語言為英語，為全美「英語非母語」人數最少之州，僅

占2.8%。 

（三）該州白種人比例約94.9%，為德國、愛爾蘭、英格蘭及義大利等後

裔。 

（四）西維州重要城市包括首府Charleston（人口約5萬）、交通要鎮

Huntington（人口約4.9萬）、Wheeling（人口約2.9萬）、Parkersburg

（人口約3.1萬）等。 

三、經濟概況 

（一）全州生產總額：737.09億美元（2020年） 

（二）平均國民所得：41,299美元（2020年） 

（四）出口總額：45.7億美元（2020年，占美國全國出口比重0.3%） 

（五）主要出口產品：主要出口項目包括煤礦及鐵礦、化學產品、運輸設

備、機械、初級金屬、非電機類機械、電腦及電子產品等。主要出

口市場為：加拿大、烏克蘭、荷蘭、印度及中國大陸等。西維州出

口3,029.8萬美元至臺灣，臺灣是西維州的第19大出口市場（2020

年）。 

（六）主要產業：化學業、生物科技、能源業、航太業、汽車業。 

（七）主要農產品：菸草、蘋果、梨、牛肉、雞肉。 

（八）西維州出口提供約70%製造業之工作機會。 

四、天然資源 

（一）西維州位於聞名世界之阿帕拉契山脈硬木帶地理中心，擁有474萬

公頃林地，硬木產量豐富，占此一地區總產量90%以上，西維州林

地所有權有83%屬個人或企業，7%屬工業、8%為國有林地，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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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其他公有地，硬木林種甚多，可供建材、櫥櫃、家具及條板。 

（二）西維州煤炭生產超過全國總產量16%，為美國焦炭和煤氣主要供應

來源。農業原為西維州經濟的骨幹，至1890年代煤礦、原油、天然

氣及木材等開採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刺激二級產業發展，包括化

學、鋼鐵、玻璃等，均已成為該州主要產業。 

五、產業概況 

西維州就業人口約為 72 萬，主要從事化學、木材、玻璃、機械 等製

造業。由於西維州天然資源豐富、勞工成本低廉，交通運輸便利等，

於該州投資或擴廠之公司日增，包括豐田汽車公司（Toyota Motor）、

Dow Chemical、杜邦（Du Pont）、GE Plastics、American Cyanamid、

Bruce Hardwood Floor、Columbia Gas Transmission、Walker Systems、

NGK Spark Plug、Roll Coater Inc., States Industries, TeleTech, Diamond 

Electric、Bayer、Pfizer、Novartis等公司。 

（一）西維吉尼亞州主要工業為化學業、生物科技、能源業、航太業、汽

車業。 

（二）禽肉為西維州主要農產品出口及農民主要收入之一。 

六、經濟展望 

西維州政府之重要經貿政策包括： 

（一）協助發展生物科技等高科技產業，強化該州企業在全球之競爭力。 

（二）發展小型企業及觀光業。 

（三）加強生物科技研發。 

（四）提供新設和既有企業各種稅收減免、豁免等誘因。 

（五）設置製造與物流園區、化工與聚合物工業園區、木材加工業園區、

商業服務園區、研發技術園區及外貿區等園區。 

（六）商務廳發展處（Development Office），負責協助外商申請投資獲得

政府通過，並在廠房選址、合作夥伴、財務、稅務、招聘及培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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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供協助。 

七、市場環境 

西維州接近華府（聯邦政府）及美東市場、天然資源豐富、勞工成

本低廉、交通運輸便利等投資利基，且該州積極吸引化學及生物科

技廠商進駐，於全州 10 餘所大專院校積極投入相關研究，涵蓋醫

藥、食品、環保及農、林、牧等產業。相較於西維州鄰近之馬里蘭

州與維吉尼亞州等地區生物科技等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西維州雖

在萌芽階段，但積極吸引美國及國外廠商前往該州投資。為鼓勵投

資，該州設置投資顧問辦公室設有「小型事業發展中心」，協助創

業者評估創業可行性、市場分析、貸款等，對有意進入美東市場的

外商，應具有投資潛力。 

八、投資環境風險 

    西維州各式投資法規完善且行政部門運作透明，社會高度穩定，幾無

政治或社會所誘發之經商風險。 

九、外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一）西維州之外人控制公司（foreign-controlled companies）僱用2萬9,300

人（2020年2月更新），約占西維州私人企業僱用人口（private-industry 

employment）之5.1%。 

（二）主要外國廠商來自英國、日本、加拿大、德國、瑞士，從事汽車、

化學、塑膠樹脂、木材工業等。 

十、臺（華）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我投資西維州重要廠商：遠東新世紀集團於 2018年 2月 1日宣布，其

透過破產拍賣程序，以 3,350 萬美元標下 PET 樹脂廠商 M&G Polymers 之

生產廠房及俄亥俄州研發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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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投資機會 

（一）觀光及農業：西維州土地與勞工成本，較美國其他州低，接近美東

廣大市場，商業機會甚大。 

（二）工業：西維州的重要產業包括汽車、化學、塑膠樹脂、木材工業等，

亦具投資機會。 

十二、主要投資法令 

西維州依據聯邦法律規定對外資開放，採無歧視，互惠、國民待遇等

政策，惟國家安全等限制因素仍然存在，例如 1950年國防生產法第 721

條款，或稱「Exon-Florio」條款，並納入 1988 年貿易法，授權美國總

統基於國家安全，得撤銷或禁止擬進入美國之外資（併購案）。 

十三、投資申請之規定、程序、應準備文件及審查流程 

西維州有關設立公司及其他企業組織登記相關業務，由西維州州務卿辦

公室（Secretary of State）負責。不同行業之投資可能須向不同的主管

單位申請許可，有意前往該州投資之我商宜先洽西維吉尼亞州政府商務

廳發展處（West Virginia Development Office）提供必要之資訊與協助。 

十四、投資相關機關 

（一）「西維州商務廳發展處」（West Virginia Development Office）：為西

維州投資主管單位。 

（二）「西維州CAZ」（Chemical Alliance Zone）：負責西維州化學產業投

資。 

（三）「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負責投資金融、

貸款等計畫。 

（四）另在西維州申請事業許可登記，涉及單位包括： 

1. 「農業廳」：農產品製造、經銷、零售等之發照及監督。 

2. 「環保廳」：管理有關影響空氣、水質、土地等事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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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務廳勞工局」：有關執照、工資及工時等之管理。 

十五、投資獎勵措施 

州政府除制定各項獎勵投資措施外，亦是落實聯邦法令之執行者，如

相關環保、稅賦、勞工規定等。郡（county）級地方政府並未制定特

別之獎勵投資措施，惟設有單位負責聯繫接洽，如 Morgan County設

有 Econ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 

促進投資之政策工具，包括融資、稅賦、現金補助及其他優惠措施等，

例如： 

（一）「直接貸款計畫」（Direct Loan Programs）：西維州經濟發展局

（Econ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提供企業低利貸款融資，額度

最高為固定資產之45%。 

（二）「州長勞工保證計畫」（ Governor’s Guaranteed Work Force 

Program）：州政府提供每位勞工在職訓練費用最高2,000美元，以

提升工作技術。 

（三）「稅賦抵減」（Tax Credit）：主要包括：（1）「製造業投資抵減」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Credit），企業投資合格之廠房設備，最

高可獲得淨所得60%之租稅抵減；（ 2）「製造業存貨抵減」

（Manufacturing Inventory Credit），企業投資原料、半製品及製成

品存貨，可獲得公司所得稅抵減；（3）「製造業銷售稅減免」

（Manufacturing Sales Tax Exemptiont）：購買直接用於製造業之原

料及設備，免除6%之銷售稅以及（4）「研發銷售稅減免」（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les Tax Exemption）：購買直接用於研發之個人

有型資產與服務，免徵銷售稅。 

十六、租稅 

（一）租稅方面，於西維州設立公司應先申請聯邦稅、州稅，以及地方稅

稅籍，又設立公司前應先申請聯邦雇主識別號碼（Federal Emplo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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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Number），俾供聯邦稅務稽查之用，該號碼亦作為西

維州營利事業稅號碼。 

（二）Corporation Net Income Tax：6.5%。 

（三）Business and Occupation Tax：對公用事業、發電業及天然氣業者徵

收。 

（四）Severance Taxes：對石油、天然氣、木材、礦石、煤等天然資源業

者徵收。 

（五）個人所得稅（Personal Income Tax）：稅率自10,000美元應稅所得的

3%至超過60,000美元的6.5%。 

（六）其他稅捐尚有：Consumers Sales and Service Tax and Use Tax（6%）、

Business Registration Tax、Property Tax等。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提供多項企業獎勵、補助及協助措施（可參考網址

https://dmped.dc.gov/page/business-resources），包括： 

1. 資金援助（grants）：提供符合資格之中小企業最高 5 萬美元之援助。 

2. 僱用及招聘：提供促進招聘之培訓、稅務獎勵及工資補助等，包括實

習生工資補助、學徒計劃費用補助、稅務減免等，可參考網址：

https://dmped.dc.gov/page/talent。 

3. 科技刺激計劃（Qualified High Technology Companies， QHTC ）：提

供 科 技 公 司 較優 惠 之 稅 率 及稅 務 減 免 ， 可參 考 網 址 ：

https://dmped.dc.gov/qhtc。 

4. 其他詳細獎勵措施可參考網址：https://incentives.dc.gov/。 

  

https://dmped.dc.gov/page/business-resources
https://dmped.dc.gov/page/talent
https://dmped.dc.gov/qhtc
https://incentives.d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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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華府臺商資訊 

一、馬里蘭州： 

臺商包括Evergreen Marine Corp.(海運長榮)、Transcend, USA（創見科技）

及天仁茗茶等。許多臺裔人士任職於聯邦政府、州政府、智庫或相關研

究機構(如醫學生技等)，亦有從事律師、醫師、會計師或財務顧問等服

務業。 

二、德拉瓦州： 

於德拉瓦州登記成立公司之我國企業計有：茂迪、南亞、臺化、東元電

機、臺達電子、國喬石化、臺灣慧智、中環、臺南紡織、聯國貿、陽明

海運及英業達等多家公司；多為稅賦考量，主要投資活動在他州。 

三、維吉尼亞州： 

依維州州政府網站資料，我商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ternal 

Technology Corporation，生產光膜乾阻劑，投資金額為1,900萬美元)及

吉茂精密股份有限公司(Cryomax Cooling Systems Corp.，生產汽車水

箱，投資金額未告知)於維州進行投資。目前約有12家臺(僑)商於維州投

資(含前開2家公司)，投資業別包含製造業、資訊軟體系統開發、房地產

仲介、汽車零件經銷等產業，總投資金額至少為3,440萬美元。維州臺

裔人士多從事律師、會計師、財務顧問等服務業，或任職於政府機構。 

四、西維吉尼亞州： 

臺商有遠東新世紀(Far Eastern New Century)(石化塑膠業)在西維州投

資。 

 

本轄區內臺商多經營貿易、房地產、金融、餐館、電腦科技等產業；華

商則經營餐館、廚具、批發及超市等。另本轄區由於僑胞多任職於美國

聯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臺商經濟規模有限，目前並無獨立運作之青商

組織。以下為本轄臺商組織： 

（一）大華府臺灣商會：1993年12月1日成立，為商會組織中較具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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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宗旨為促進大華府地區臺商之合作，並共謀工商業之發展及國

際市場之開拓。平日工作重點在加強本地區臺商間之交流、互助及

聯誼，並協助交換工商管理與電腦科技之經驗，同時提供工商及財

經諮詢服務。 

     聯絡人：白會長 

     電子信箱：eugeniahenry@gmail.com 

（二）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大華府分會：1998年10月15日創立，下

設會長1名，幹部16名。 

      聯絡人：何會長 

      電子信箱：gfcbwdc@gmail.com 

（三）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巴爾的摩分會：2016年12月17日舉辦創

會典禮，下設會長、副會長、財務長、秘書長各1人，幹部15名。

聯絡人：白會長 

      電子信箱：eugeniahenry@gmail.com 

 （四）選擇臺灣（Select Taiwan）：「選擇臺灣!」(Select Taiwan）於2020年3

月成立，為非營利事業組織。組織成員包含1位執行長、1位營運長、

1位財務長及10位董事等16位，皆為北美各地臺商會成員。該會成

立宗旨係藉由臺商們不同行業及專長，推動臺灣各類產品給美國廠

商及投資人，幫助提升臺灣經濟發展。 

       聯絡人：白執行長 

電子信箱：eugeniahenry@gmail.com 

 

 

 

 

mailto:eugeniahenry@gmail.com
mailto:gfcbwdc@gmail.com
mailto:eugeniahenry@gmail.com
mailto:eugeniahenr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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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數位服務平台 

華府僑教文化中心 LINE帳號:Taiwan-DC 

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服務範圍涵蓋華盛頓特區、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

西維吉尼亞州、德拉瓦州等僑區，服務項目包含僑團聯繫服務、僑校聯繫

及文化教育推廣、僑臺商經營輔助及組織服務、僑民青年聯繫服務及研習

活動、辦理僑生回國升學，並組織青年志工服務團隊及辦理臺灣文化導覽

活動等，此外並提供中心場地租借、中文圖書及文物借閱等服務。 

便利鏈結: https://line.me/ti/p/6k3dl_oF_n  

 

電話:1-301-869-8585 

傳真:1-301-869-8883 

電郵:cctecro@ocac.gov.tw 

Line ID:Taiwan-DC 

https://line.me/ti/p/6k3dl_oF_n 

 

 

 

 

 

 

 

 

 

 

 

 

https://line.me/ti/p/6k3dl_oF_n
https://line.me/ti/p/6k3dl_oF_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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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駐華府代表處聯繫資訊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4201 Wisconsin Ave NW, Washington D.C. 20016 

電話:1-202-895-1800 

 

經濟組 

電話:1-202-686-6400 

傳真:1-202-363-6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