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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隨著後疫情時代來臨，全球供應鏈重組，臺灣在美國高科技

產業供應鏈中扮演更為關鍵角色。臺美政府在2020年11月召開首

屆 「 臺 美 經 濟 繁 榮 夥 伴 對 話 」 (U.S.-Taiwan 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並簽署相關高科技合作及

教育合作倡議，推動落實實質交流與合作；2021年6月更重啟《貿

易 暨 投 資 架 構 協 定 》 (Trade &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s)對話，奠定臺美經貿關係重大里程碑。 

    臺商投資美南具悠久歷史，例如臺塑集團在德州及路易斯安

納州、臺灣水泥在大休士頓地區均有設廠，案例不勝枚舉；近期

則有合作金庫及第一商業銀行在休士頓設立分行。德州憑藉低稅

賦、合理物價指數、豐沛人力及天然資源等優勢，早已是全美投

資熱點，其中休士頓更以石油、醫療、航空工業見長，奧斯汀因

特斯拉及甲骨文等高科技企業設立總部，為「矽丘」（Silicon 

Hills）奠基；達拉斯做為西南航空運輸樞紐及通信產業之都，潛

力亦不遑多讓。當然先進工業只是美南之一部分，路州紐奧良市

以美食和爵士樂聞名，每年嘉年華會慶典吸引全球無數觀光客，

帶來龐大商機，這些都是美南亮點。 

    駐休士頓辦事處在僑務委員會支持與各相關部會協助下，編

撰完成《美南地區臺商投資環境報告》，協助僑臺商認識美南地區

及其無窮商機，並瞭解政府相關單位提供之服務，進而評估投資

之可行性。本處長期推動臺灣與美南五州經貿、科技、文化及教

育交流與合作，在後疫情時代、商機爆發之際，希望本報告能成

為您投資美南之好幫手。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處長 

 

 

2022年2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7%A7%91%E6%8A%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7%A7%91%E6%8A%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5%E5%A3%AB%E4%B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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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美南地區經濟概況 

一、 德克薩斯州 

(一) 總論 

1. 全州生產毛額：1兆 8,202.3億美元（2020年） 

2. 平均州民所得：54,841美元（2020年） 

3. 出口總額：2,792.94億美元（2020年） 

4. 進口總額：2,479.54億美元（2020年） 

5. 主要出口產品：依 2020 年出口值排序：原油（15.6%）、非原油之提

煉油類（12.7%）天然氣（7.3%）、積體電路（5.1%）、聚乙烯（2.9%） 

6. 主要進口產品：依 2020 年出口值排序：小客車（8.6%）、有線無線

傳輸和接收器具（7.7%）、自動資料處理機（7.3%）、原油（6.5%）、

積體電路（3.3%） 

(二) 產業概況 

1. 德州幅員廣大，資源豐富，具穩定投資環境與出口市場，為美國重

要工業州與農業州。能源及石化工業冠全美，航太工業、資通訊及

電子、生物醫療科技及醫療器材製造業等亦頗負盛名，半導體業、

食品加工業等亦為重要產業。全美 42%對墨國出口產品皆經由德州。 

2. 德州為美國第 2 大農業州，占美國農產收入 6.4%，牛隻與馬匹占美

國總數 13.4%，居全美第 1；棉花、羊毛、羊隻、穀類、玉米、黃豆、

花生、胡桃、小麥、蔬菜、乾草飼料、木材、水產等農、畜產均豐。 

3. 德州為美國第 2 大經濟體，農、工、服務業等產業穩定成長，能源

及石化相關產業蓬勃發展，眾多工作機會吸引人口遷入，加上免州

稅、勞動規範少與技術勞動充足，在商業環境評比中領先各州。 

4. 德州能源蘊藏豐富，能源產業因頁岩油氣開採技術創新，提升德州

石油與天然氣產能，全球大型能源公司均設總部於德州。石化產品

及氦氣之生產均居全美之冠。 

5. 近年油價崩跌，全球需求重挫，德州製造業及零售業活動明顯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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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易斯安那州 

(一) 總論 

1. 全州生產毛額：2,268.1億美元（2020年） 

2. 平均州民所得：50,037美元（2020年） 

3. 出口總額：596.22億美元（2020年） 

4. 進口總額：207.74億美元（2020年） 

5. 主要出口產品：依 2020 年出口值排序：大豆（21%）、非原油之石

油煉製品（20%）、石油氣及其他氣態碳氫化合物（12.7%）、玉米

（8%）、原油（7.6%） 

6. 主要進口產品：依 2020 年進口值排序：原油（20.7%）、非原油之

石油提煉油類（15.3%）、小客車及載客機動車輛（3.7%）、咖啡

（3.6%）、含氮磷鉀兩種或三種之化學肥料（2.7%） 

(二) 產業概況 

1. 路州經濟發展有 2 大面向，一為石油、化工、能源、生技、汽車製

造產業，另一為觀光文創、數位內容、電影音樂製作、餐飲產業。 

2. 路州地理位置優越，地處美國大陸與中美洲及加勒比海諸國之中心

地帶，扼密西西比河至墨西哥灣之出海口。 

3. 製造業占路州總產值近 20%，主要產品包括石化、運輸設備、紙業、

食品及金屬鑄造品。造船業亦具競爭力，水產養殖漁業產值亦居全

美第 3。另紐奧爾良市觀光業鼎盛，每年吸引約數百萬觀光客。 

4. 路州盛產石油、天然氣、精煉油類、石化產品，而農林產品、鹽、

硫磺、漁類等亦產量豐富。 

5. 路州主要農產品為蔗糖、魚、稻米、黃豆、棉花、牛肉、櫻桃、馬

鈴薯、大胡桃、玉米、草莓等。 

6. 路州氣候溫和雨水豐富，為北美樹木成長最快速州之一，有 1,465

萬英畝之硬木與軟木森林，供生產大量之紙漿和紙及建築用之松木

製三夾板和木材，可製造加襯木板、牛皮紙及高級紙等。 

7. 路州經商環境排名近年大幅爬升，在勞工培訓、勞工成本、投資獎

勵、投資許可速度、交通基礎建設、協助取得設廠土地、就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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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有改善。 

8. 路州積極扶植新創事業，針對中小企業提供教育、管理與財務融通

計畫，創造商機。不論是留住現有企業、開發中小企業、促進產業

成長或企業員工代訓方案，均是路州經濟發展優先工作。 

9. 2021 年路州經濟已自疫情引發的衰退中逐漸復甦，但其經濟支柱

之一的能源產業復甦腳步仍緩慢，觀光旅遊與餐飲服務業預計要到

疫情結束後才會恢復正常。 

三、 阿肯色州 

(一) 總論 

1. 全州生產毛額：1,143.7億美元（2020年） 

2. 平均州民所得：47,109美元（2020年） 

3. 出口總額：51.97億美元（2020年） 

4. 進口總額：86.39億美元（2020年） 

5. 主要出口產品：依 2020 年出口值排序：航空器引擎及零件

（19.68%）、稻米（5.48%）、新鮮、冷藏或冷凍禽肉（4.61%）、紙

漿（4.42%）、帶殼禽蛋（3.27%） 

6. 主要進口產品：依 2020 年進口值排序：飛機（9.01%）、橡塑膠皮

製鞋靴（3.35%）、橡膠或塑膠或皮製外底和紡織鞋面之鞋靴

（3.11%）、電腦暨電子產品（2.98%）、玩具（2.82%） 

(二) 產業概況 

1. 阿州近年逐漸脫離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在運輸及服務、醫療保健、

生物科技等產業有明顯成長，具發展潛力之產業包括：金融保險與

不動產服務業、製造業、專業及商業服務、不動產與租賃、健康照

護等。 

2. 航太及國防產業為阿州最重要出口產業，2020 年出口值為 10.2 億

美元，阿州亦為全美國防產業成長最高的州。 

3. 阿州製造業發達，全州 13%的人口從事製造業工作，鋼鐵業為最大

產業之一，位於東北部的密西西比郡擁有全美第 2 大鋼鐵產能，未

來亦有朝汽車或鐵路製造方面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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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州積極推動科技新創產業，其他具發展潛力產業包含：食品加工、

零售業、運輸業、化學、造紙、電子設備。知名進駐企業如花生醬

Skippy、L’Oreal、紙廠 George-Pacific 及 Kimberly-Clark Corp.

等。 

四、 密西西比州 

(一) 總論 

1. 全州生產毛額：997.6億美元（2020年） 

2. 平均州民所得：41,745美元（2020年） 

3. 出口總額：102.72億美元（2020年） 

4. 進口總額：157.99億美元（2020年） 

5. 主要出口產品：依 2020 年出口值排序：非原油之石油煉製品

（21.7%）、棉花（11.6%）、內外牙科器具及儀器（8.6%）、製作發

光劑的化學品（5.3%）、小客車及載客機動車輛（4.8%） 

6. 主要進口產品：依 2020 年進口值排序：非原油之石油煉製品

（6.1%）、原油（4.8%）、整型用具（4.1%）、汽機車零組件（3.9%）、

內外牙科及獸醫用儀器（3.7%） 

(二) 產業概況 

1. 密州有豐沛水資源、石油及天然氣、硬木及軟木材，為棉花、鯰魚

重要產地，鯰魚產量全美第 1，占全美三分之一。 

2. 密州林產豐富，全州林地面積達 1,900 萬英畝，林木業及木製品為

第 2大農產品，紙張與木製品成為密州前 10大出口產品。 

3. 密州位於德州 Laredo 市與密西根州 Detroit 市之間的汽車製造業

走廊，對於汽車零組件的運輸具有優勢，知名輪胎品牌

Continental Tire 與 Yokohama Tire 均在密州設立多座輪胎工廠。 

4. 密州觀光業發達，每年到訪觀光客超過 2,000 萬人次，帶來龐大美

元商機。 

5. 密州乾淨能源業明顯成長，主要可分為太陽能、風能及生質能，其

中太陽能發電最為普遍。 

6. 密州發展局設定的目標產業包括先進製造、航空、農工、汽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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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健康保健、造船及觀光，提供各種適用專屬奬勵計畫。 

五、 奧克拉荷馬州 

(一) 總論 

1. 全州生產毛額：1,858.8億美元（2020年） 

2. 平均州民所得：49,249美元（2020年） 

3. 出口總額：53.76億美元（2020年） 

4. 進口總額：108.23億美元（2020年） 

5. 主要出口產品：依 2020 年出口值排序：航空器引擎及其零件

（8.6%）、豬肉（4.5%）、鍋爐外殼及閥門（3.8%）、液體幫浦

（3.1%）、供載客 10人以上之機動車輛（3%） 

6. 主要進口產品：依 2020 年出口值排序：原油（29%）、渦輪噴射引

擎（4.4%）、電腦暨電子產品（3.9%）、液體幫浦（1.8%）、慶典暨

狂歡節或其他遊藝用品（1.8%） 

(二) 產業概況 

1. 奧州前 3大出口農產品產值依序為：豬肉、棉花、小麥。 

2. 奧州以能源業為主，其天然氣產量全美排名第 3、原油產量排名第 4、

能源產量排名第 5。 

3. 奧州以汽車製造業為主，是美國最大輪胎製造地區。 

4. 奧州航太工業發達，約占奧州總產值 10%。 

5. 因應奧州製造業、商品流通及配銷業之發展，鐵路持續扮演重要的

地位，境內共 22條鐵道支撐整個運輸系統。公路運輸亦非常發達。 

6.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1 月，奧州採礦和伐木業工作機會大幅減少，

是該州 11個重要產業中跌幅最大產業。另隨著長期石油需求下降，

2020年 5月以後更有多家奧州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宣布破產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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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南地區商情資訊 

一、 德克薩斯州 

(一) 相關重要產業 

1. 汽車及零組件製造業：德州為美國汽車業與墨西哥汽車廠間橋梁，

當地擁有大量勞工，技術純熟，本身汽車零售市場龐大，具競爭優

勢，德、日、韓各國大廠紛紛進駐，在美墨邊境設立據點。 

2. 航太及國防：德州航太產業在世界居重要地位，目前全球前 20大航

太製造業者中，有 85%在德州成立生產或營運據點，全球客運量前 5

大的航空公司中，有 3 家在德州成立營運總部或航空樞紐中心，有

6 個機場名列全美 50 大載客最多的機場。此外，商業太空產業亦是

目前德州航太產業發展重點之一。 

3. 生物技術及生命科學：生物科技每年對德州經濟產值的影響高達

750 億美元，全球許多頂尖的生物技術公司在此設有據點。位於休

士頓的德州醫學中心（Texas Medical Center）舉世聞名，係全球

醫學專家最集中的地方，每年研究經費高達 34億美元。 

4. 半導體產業與電腦和周邊產業：近年德州奧斯汀已成為美國半導體 

產業重點聚落之一，南韓三星、Freescale 等半導體製造廠均設有

晶圓廠，半導體設備製造商應用材料在奧斯汀亦有據點。戴爾電腦、

Compaq、蘋果電腦、HP 則奠立德州電腦業基礎。我國鴻海集團在休

士頓及 Fort-Worth地區亦有據點。 

5. 石油煉製及石化產業：德州石油煉製及石化產品生產領先全球，為

世界最大的石化產業聚落，僅休士頓的石化產能即占全國 42%以上。

休士頓亦為全球能源之都，在休士頓之能源相關公司超過 5,000 家。 

6. 再生能源業：德州正規劃許多風力發電計畫，加上電力儲存設施技

術日益改進，在風力強勁的春、秋兩季風力發電量更超越燃煤發電，

德州新建的風力發電容量達 22,428百萬瓦，居全美之冠。 

7. 可供引進技術合作項目或可在當地技術合作項目：如半導體、電腦

資訊、生物科技、醫療設備用品、石化、再生能源、航太、汽車等。 

(二) 投資獎勵措施 

1. 德州企業基金:為與他州競爭外資進駐所成立，允許州政府對創造就

業之重大投資案提供補助資金，適用對象很廣泛，包括各式各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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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計畫，主要目的為吸引新投資案暨增資案。 

2. 融資：德州設有多種基金及提供融資、補助及稅收減免等優惠，協

助地方政府、社區及廠商發展經濟及促進就業。 

3. 賦稅優惠：德州及地方政府對企業的擴充及進駐提供各種賦稅優惠，

如製造業減免、自由港免稅、控制汙染設備優惠、再生能源優惠、

地方政府獎勵措施等。 

4. 人力培育：由德州勞工局提供勞工訓練方案，包含技術發展基金、

自力更生基金等。 

二、 路易斯安那州 

(一) 相關重要產業 

1. 農工業：路州氣候溫暖且毗鄰墨西哥灣，具交通基礎設施，木材、

棉花、大豆和甘蔗生產豐富。此外路州農/林/食品業產值高，水產

養殖漁業產值居全美第三，漁獲種類包括蠔、螃蟹、蝦、鯡魚、鮭

魚、鯊魚等，螫蝦及鯰魚產自專業淡水養殖場，全美 93%的螯蝦來

自路州。 

2. 能源業：路州在能源產業之技術創新向來走在前端，因高度仰賴石

油及天然氣，成為全美均消費能源最大的州。全美 90%的海上鑽油

平臺在路州海岸附近，路州離岸油港是美國唯一深水港口可以載卸

最大的原油貨櫃港口，每日可進 200萬桶原油。 

3. 加工業：路州係能源石化產品、紙漿、紙、林產品、農產品、高科

技原物料及資訊產品等集散地，有助製造加工業發展。路州擁有完

善的運輸基礎建設，具備全世界最複雜及全美最大的河港設施，為

全美重要貨品集散地。 

4. 先進製造業：路州長期以來不斷發展精密高科技製造業，包括塗料、

黏劑或膠帶、催化劑、合成物、生質相容性材料、電子材料等產品，

主要用戶包括石化、油類/天然氣生產、造船、木製品及造紙等製造

業，有助解決技術問題、降低成本、改善耐用期、減低環境損害。 

5. 汽車業：路州位於美國南方汽車走廊的中心，州內有 6 條跨州高速

公路、6 條一級鐵路、6 個深水港口、7 個重要機場，地理位置與交

通發達對汽車製造業具有優勢，路州將汽車業列入重點產業，提供

租稅優惠及協助業者員工招募訓練。 

6. 水資源管理：路州鄰近密西西比河與墨西哥灣，有 122 家具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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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墨西哥灣沿岸工程的水資源管理公司，路州每年耗費數十億美

元進行堤岸修繕與水災防制，有助路州發展為水資源管理中心。 

7. 娛樂業：路州為全美第三大電影電視製作中心，針對電影、音樂、

數位互動、軟件開發、錄音和現場表演製作等活動提供健全獎勵措

施，如影視產業的稅負抵減方案最高可達 40%、提供數位互動多媒

體和軟體開發業者產品稅負抵減優惠等，吸引 High Voltage Soft-

ware、inXile Entertainment、太陽馬戲團、The Walking Dead 

Experience等公司進駐。 

8. 軟體發展：路州軟體開發產業蓬勃發展，為鼓勵廠商持續投資，州

政府提供新設廠、擴廠或遷廠支出費用 25%投資減免，及生產相關

支出 18%投資減免，IBM及 GE與路州皆有相關投資合作計劃。 

9. 航空業：航空業在路州成長快速，路州經濟發展廳並特設專門負責

推動航太業的單位。路州內部公共建設擁有 70餘座公共機場，有數

萬名員工從事飛機之製造與維修。路州各大學與技術學院提供航空

業訓練計畫，培訓傳授相關專業知識。 

(二) 投資獎勵措施 

1. 工業租稅減免措施：針對製造商新投資或增資案提供最高 10 年的

80%財產稅減免租稅優惠。 

2. 企業特區方案：針對設置於高失業率、低所得之特定艱困地區的廠

商給予鼓勵創造就業的獎勵措施，由路州商工局負責審核申請案。 

3. 修繕稅率緩徵：符合條件之商家或自用住宅者可獲 10年財產（土地）

稅賦緩徵，以鼓勵市中心發展區、經濟發展區及具歷史性地區之建

築擴建、重修繕、改建。 

4. 優質工作方案：鼓勵設於路州之企業創造高薪的就業機會及推動經

濟發展，以生醫、製造業、軟體、清潔能源技術、食品技術、先進

材料、營運總部、飛機維修中心或石油天然氣田服務業為主。 

5. 快速啟動方案：符合路州經濟發展目標的廠商，如先進與傳統製造

業、數位媒體、企業總部、研發中心、倉儲和配銷中心等，可獲路

州經發廳協助設計最符需求人才培訓計畫之客製化服務。 

6. 研究及發展抵稅方案：鼓勵現有企業利用在路州的設備建立或持續

研發業務，對於該企業在路州的研發支出給予最高 30%的抵稅額。 

7. 機會特區方案：投資人將資本獲利再投入機會資金即可取得聯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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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減免，旨在將長期投資導向於低收入地區以協助地方社區發展，

目前路州共有 150處地區被劃定為機會特區。 

三、 阿肯色州 

(一) 相關重要產業 

1. 食品加工業：阿州農產品，除稻米與雞肉產量分居全美第一、二位

外，其他如鯰魚（全美第 4）、棉花（全美第 4）、火雞（全美第 5）、

高粱與雞蛋（全美第 10）等產量亦豐富。 

2. 交通物流業：州政府積極發展製造產品之集散轉運中心，投資外商

有更多的機會爭取各項投資獎勵補助。另 Wal-Mart要求供應廠商須

在其總部 Bentonville 設有聯絡據點以就近提供服務，此強制要求

使 Bentonville地區物流業興旺。 

3. 木材加工業：美國獨棟住宅或兩層樓公寓建築，建材仍以木料為主，

近年來房宅興建蓬勃發展，建築用相關木材或其加工產品需求量頗

大適合市場開拓。另阿州南部屬林業區，對木材加工業取材方便，

加上阿州近美國中心的地理位置，具產品銷售運輸便利優勢。 

(二) 投資獎勵措施 

1. 創造就業獎勵優惠：按企業給付薪資總額，以及州政府所估計的貧

窮線、失業率、州平均個人所得及人口成長率等因素為基準決定每

年獎勵補貼等級。 

2. 投資奬勵優惠：如 Tax Back（銷售與使用稅退稅），符合資格廠商

建廠所需購置的建材及機器可申請退回銷售與使用稅（sales & use 

tax）。 

3. 研究發展獎勵優惠：主要提供大學研究、企業內部研究、新創科技

公司的研發費用扣抵稅款。 

4. 特別化優惠：如給予數位生產與影片、觀光開發特別優惠。 

5. 目標產業優惠：阿州對於 6 大目標產業（先進材料及製造系統、農

業食品及環境科學、生物科技工程及生命科學、資訊科技、運輸物

流、生技產品）的新投資公司，訂有特別獎勵。 

四、 密西西比州 

(一) 相關重要產業 

1. 農林漁牧業：密州近 29%人口從事農業，總產值達 74 億美元，全州

農場約有 3 萬 7,100 座，可耕作面積達 1,090 萬美畝，主要農林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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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業產值依序為：紙類產品家禽產品（含肉及蛋）、林木、大豆、棉

花、玉米。 

2. 石化塑膠業：沿著 I-59 高速公路兩側為生產聚合物重鎮，超過 350

家塑膠/聚合物廠聚集在此，另有超過 100家化學品製造相關工廠。 

3. 汽車業：日系汽車 Nissan 在 Canton 設有組裝生產工廠，帶動當地

勞工就業機會；豐田汽車亦在 Blue Springs設訓練中心。 

4. 先進製造業/造船業：密州臨墨西哥灣，Port of Gulfport 及 Port 

of Pascagoula 為全美前 20大國際進出口港口。密州在墨西哥灣及

密西西比河沿岸的造船業發達，而墨西哥灣的商用造船占全美造船

業銷售額的一半，全球知名造船公司均在密州設有生產據點。 

5. 航太產業：密州標榜每架客機至少有一個零件是在密州生產的，擁

有全美最大的火箭引擎測試基地，現正推動 GTR Global Industri-

al Aerospace Park在當地成為航太製造中心。 

6. 能源業：密州擁有豐富頁岩油層及全美最大核能發電廠，豐富森林

資源使其生質能蘊藏量位全美第 6。清潔能源廠商利用密州技術勞

工及天然資源，生產再生燃料、太陽能板與省電玻璃，企業總投資

高達 37億美元並創造 3,000個就業機會。 

(二) 投資獎勵措施 

1. Jobs Tax Credit:業者在密州創造新工作機會，可減免部分所得稅。 

2.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Tax Credit：在密州設立 2年以上，且

投資超過 100萬美元的製造業者，可獲部分租稅減免。 

3. 經濟發展獎勵計畫：如經濟發展與公共建設、發展基礎建設計畫

（DIP）、經濟發展公路計畫（EDH）等，業者最多獲 250萬美元獎金。 

4. 企業融資：包括農業融資計畫（ABE）、機場活化循環融資計畫、港

口活化循環融資計畫、資本改善循環貸款計畫（CAP）、能源效率循

環融資計畫、能源基礎建設循環融資計畫等。 

五、 奧克拉荷馬州 

(一) 相關重要產業 

1. 石化業：奧州石油及天然氣產量豐富，州內 Tulsa 曾為世界石油之

都，Cushing 是全美最大的原油集散中心，Baker Hughes 在奧州設

有創新中心，為全美重要的石化業研究中心。 

2. 食品加工業：奧州農牧業發達，在當地投資食品加工業，原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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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奧州位處美國中心且有便利交通系統，可降低產品運輸成本並

保持食品新鮮；奧州企業成本低，食品加工業自動化設備發達，更

可降低人工使用成本。 

3. 物流中心：奧州位處美國地理中心，公路運輸發達，在全美各州中

企業營運成本相對低，進駐奧州之廠商包括 Amazon、BNSF Logis-

tics Center、FedEx等。 

4. 汽車業：奧州具地理環境優勢，可降低運輸成本，且勞工生產效率

高，適合汽車產業發展，境內有多家跨國輪胎製造商。為培育汽車

專業人才，奧州政府提供租稅優惠給僱用汽車工程師的產業，並給

予低電費優惠，期望成為美國下一個汽車業中心。 

5. 航太業：奧州為全美重要航空維修中心之一，除有知名航太廠商進

駐外，州內多所大學亦提供航太相關課程培訓專業人才。 

6. 風力發電：奧州位於美國風力發電走廊心臟地帶，是風力發電理想

設置地點，風力資源全美第 3，太陽能全美第 6，有足夠的風力發電

產業技術人力及流暢的供應鏈。 

(二) 投資獎勵措施 

1. 優質工作優惠獎勵：奧州製造業及特定服務業，創造新工作機會符

合一定條件時，將給予現金優惠。 

2. 小型企業優質工作優惠獎勵：員工數未達 500 人企業在奧州新投資

或擴廠所創造新工作機會符合一定條件時，將給予現金退款獎勵。 

3. 投資／新工作抵稅優惠獎勵：針對符合資格之製造業、加工業及飛

機維修業，給予投資金額或租稅減額。 

4. 資源再利用優惠條款：對購買環境保護設備的投資，可抵扣 20%所

得稅抵稅。 

5. 技術移轉所得稅減免：任何公司將技術移轉予在奧州營運符合資格

的小公司者，其權利金應課所得部分得減稅。 

6. 21 世紀優質工作獎勵：為吸引具成長潛力之知識型服務業移入所研

擬的獎勵措施，包含製造業、航運、飛行訓練、風能發電機維修、

科技、音樂、影片、表演藝術、專門醫院等。 

7. 僱用航太產業和汽車製造產業工程師：奧州的航太業和汽車製造業

僱用工程師時，公司及個人均得享有租稅抵減。 

8. 新產品開發抵減：在奧州開發或製造的新產品所取得的權利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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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免繳州所得稅。 

9. 育成中心抵減：奧州政府核准的育成中心得免除州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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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南地區臺商資訊 

一、臺商組織發展現況 

(一) 休士頓臺灣商會（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reater  

Houston）：成立於 1987 年，係由來自臺灣之旅居德州休士頓地區僑

商所組成的民間非營利組織。每年舉辦春節活動、會員聯誼、專題

演講，每月發行「臺商通訊」，提供會員們商業情報、機會及各項資

訊。致力促進會員間的交流團結、輔助會員企業的發展、支持臺灣

參與國際事務；現任會長為張園立先生。 

電子郵件：TCCHouston@gmail.com 

網站：https://www.tcchouston.org/ 

(二) 達福地區臺灣商會（ Greater  Dallas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成立於 1992 年，係由來自臺灣及認同臺灣之旅居德州

大達拉斯地區僑商所組成的民間非營利組織。每年舉辦慈善活動、

會員聯誼、各式專題演講，致力臺灣與達福地區 7 個城市締結姊妹

市及兩地學生做交流，農曆春節新春晚會及商會年會，均邀請美國

各界政要參加；現任會長為方芸芸女士。所屬青商會成立於 2005 年，

現任會長為謝旻諺先生。 

電子郵件：gdtccinfo@gmail.com 

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GDTCC/ 

(三) 北德州歌林郡臺灣商會（North  Texas  Collin  County  Taiwan-

ese Chamber of  Commerce）：成立於 1995 年，係由來自臺灣及認

同臺灣之旅居德州大達拉斯地區僑商所組成的民間非營利組織。每

年舉辦春節活動、會員聯誼、專題演講，致力促進會員間的聯絡、

輔助會員企業的發展、與美國的主流社會交流，每年農曆春節晚會

當地政要皆出席參加；現任會長為盧英蘭女士。所屬青商會成立於

2002年，現任會長為羅迪雄先生。 

電子郵件：Ntcctcc.TX@gmail.com 

臉書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69035320604475 

mailto:TCCHouston@gmail.com
https://www.tcchouston.org/
mailto:gdtccinfo@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GDTCC/
mailto:Ntcctcc.TX@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6903532060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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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in Southern U.S.A.）：世界華人工商婦

女企管協會分佈於世界六大洲，成立迄今共有 76 個分會。美南分會

為第一個海外分會，成立於 1985 年，係由來自臺灣及認同臺灣之旅

居美南地區女性企業家所組成的民間非營利組織。每年舉辦慈善活

動、會員聯誼、各式專題演講，致力促進會員間的聯絡、輔助會員

企業的發展，以及聲援臺灣參與國際事務；現任會長為何真女士。 

電子郵件：yaochristi@yahoo.com 

網站：http://gfcbw-houston.org/ 

(五)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in North Texas Chapter）：成立於 1999

年，係由來自臺灣及認同臺灣之旅居德州大達拉斯地區女性僑胞企

業家所組成的民間非營利組織。每年舉辦慈善活動、會員聯誼、各

式專題演講，致力促進會員間的聯絡、輔助會員企業的發展，以及

聲援臺灣參與國際事務；現任會長為李震台女士。 

電子郵件：gfcbwnt@gmail.com 

網站：http://www.gfcbw.org/home/article_content/235 

(六) 奧斯汀臺灣商會（Austin  Chapter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成立於 2005 年，係由來自臺灣之旅居德州奧斯汀地區

僑商所組成的民間非營利組織。該會每年舉辦中華民國國慶活動、

春節元宵活動及會員聯誼，致力結合大奧斯汀地區臺商的力量，促

進臺商與本地主流團體的交流，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現任會長

為廖施仁先生。 

電子郵件：SCHILLERL88@MAIL.COM 

網站：http://www.austintaiwanesechamber.org/home.html 

(七) 紐奧良臺灣商會（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New Orle-

ans）：成立於 1990 年，係由來自臺灣及認同臺灣之旅居路州紐奧良

地區僑商所組成的民間非營利組織。該會每年舉辦春節活動及商機

交流，致力促進紐奧良市政府及駐休士頓辦事處的多元聯繫；現任

http://gfcbw-houston.org/
mailto:gfcbwnt@gmail.com
mailto:SCHILLERL88@MAIL.COM
http://www.austintaiwanesechamber.org/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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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為陳銘敦先生。 

電子郵件：hyc5168@aol.com 

網站：https://tccna.org/e_yearbook/22nd_2009-

2010/new_orleans/new_orleans_main.htm 

(八) 美南臺灣旅館公會（ Taiwan Hotel & Motel Association of 

Greater Houston）：成立於 1991 年，由一群來自臺灣的臺商共同創

立，會員包含美國知名連鎖旅館業者及獨立的旅館業者。該會每年

辦理專題演講及商展，介紹德州及路州主要城巿商機；現任會長為

陳清亮先生。 

電子郵件：samuelscchen@yahoo.com 

網站：http://zzi.net/thmagh.org/index.shtml 

(九) 艾而帕索臺灣工商會（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El 

Paso, TX）：成立於 1985 年，係由來自臺灣及認同臺灣之旅居德州

艾而帕索地區僑商所組成的民間非營利組織。該會每年舉辦會員聯

誼，致力促進會員間的聯絡、輔助會員企業的發展；現任會長為廖

啟宏先生。 

電子郵件：alex@erimx.com 

二、各州臺商經營現況及投資機會 

(一) 德克薩斯州： 

1. 臺商經營現況：臺灣與德州在經貿互動上極為密切。臺塑及南亞公

司均在 Port Lavaca 投資設立石化廠；中油設立美國子公司

Opicoil America Inc.，負責中油國際油氣合作探勘與生產；臺泥、

中橡投資的大陸碳煙在 Sunray生產車胎用碳煙。其他如台積電、聯

發科、富士康、威盛、英業達、緯創、東元電機、李長榮化工、大

同、台達電、大成鋼、中美晶、光寶、陽明海運、長榮海運、中華

航空、長榮航空、第一銀行、合作金庫等公司在德州均有投資。 

2. 投資機會 

(1) 德州為全美石油及天然氣最大生產州，能源豐富，近年積極發展

再生能源，包含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等，能源供應相當穩定。 

mailto:samuelscchen@yahoo.com
http://zzi.net/thmagh.org/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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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州州際公路居全美之冠，貫穿全美各大城市，州內鐵路可直通

墨西哥北部，航空與海路亦發達，對於進出墨西哥及拉丁美洲市

場甚有助益。 

(3) 德州勞動力排名全美第 2，擁有充足勞動力人口，且持續成長中，

包括愈來愈多受過高等教育及具有技術的人口。 

(4) 德州因實施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及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

（CAFTA-DR），成為美洲市場地理樞紐位置，為全美第 1 商品出

口州，經濟發展非常多元化。 

(5) 德州各郡、市政府給予新投資案營業稅、庫存商品稅優惠減免。 

(6) 達拉斯是全美通訊產業走廊，半導體晶片生產重鎮；休士頓是全

球 3 大煉油中心之一，亦是 NASA 總部所在，德州醫學中心為全

美最大醫療中心；聖安東尼為美國南部陸路交通幅軸，服務業發

達；奧斯汀現發展為半導體設計等高科技產業的研發中心。 

(7) 投資法令：德州無限制外人投資法令，主要投資法令均為鼓勵投

資之獎勵措施。 

(8) 投資機構：德州經濟發展公司（Tex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Tel：1-512-981-6736，網址：

https://businessintexas.com。 

(二) 路易斯安那州： 

1. 臺商經營現況：1980年代末期，臺塑（美國）公司在 Baton Rougeg

生產塑膠氯乙烯 VCM、聚氯乙烯 PVC，南亞（美洲）公司在

Batchelor 生產軟質膠布，兩家公司投資約 10 億美元，其他不動產

投資約 5,000萬美元。臺塑化 2017年於 St. James購地設廠，投資

94 億美元，2019 年於 Baton Rouge 投資 3.32 億美元，擴產聚氯乙

烯樹脂(PVC resin)。另中油子公司在路州投資探勘油井，金額約

2,400萬美元。西湖化學公司在 Lake Charles投資煉油廠。 

2. 投資機會 

(1) 路州高度仰賴石油及天然氣，為全美對能源產品依存度最高的州

之一，惟 2020 年以來油價崩跌，液化天然氣因亞洲景氣展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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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且氣候異常致價格滑落，嚴重打擊路州石化業發展。 

(2) 路州為全美前 10 大稻米、蔗糖、胡桃、螯蝦及鯰魚等產地，並

生產黃豆、雞肉、肉牛、玉米、海鮮魚類、農畜品等。 

(3) 食品加工、園藝、二手木製品、紙漿暨紙張及水產等次產業群聚

效應，為路州帶來高加值經濟活動，創造整體所得及就業機會。 

(4) 水道為路州重要運輸幹道，美國前 11 大最大港口有 4 個位於路

州。全美近一半的穀物出口自路州，此外化學品、煤亦為船載主

要貨物。路州將近有 100 個蒸氣船航線暨船務公司每年服務超過

4,500 艘遠洋貨輪與 10 萬艘平底貨船往返境內水道，與全球 191

個國家有貿易往來。 

(5) 投資法令：為鼓勵創業及扶植中小企業成長及擴展，路州提供一

系列包含教育、管理及金融等獎勵項目，如中小企業融資及保證、

經濟園方案、小型及新興業務開發方案、赫德遜方案等。 

(6) 投資機構：路州經濟發展廳（Louisiana Economic 

Development），Tel：1-225-342-3000；1-800-450-8115，網址：

http://www.opportunitylouisiana.com/。 

(三) 阿肯色州： 

1. 臺商經營現況：臺塑集團併購之 JM Eagle 於 2004 年在阿州

Magnolia 投資 PE pipe 廠。美籍臺商 Westlake 公司所屬 North 

American Pipe Corporation，1994 年併購阿州 Van Buren 的 PVC 

pipe 廠。臺商沛恩集團旗下 Eco-Tech 在 Springdale 設廠與

Walmart合作回收塑膠製品再製。 

2. 投資機會 

(1) 阿州位處美國地理及人口中心，位置優越，運輸方便，天然資源

豐富，有足夠的食品市場及消費能力。 

(2) 阿州州政府持續推動目標產業，在製造業、農業、科技業及觀光

業創造更多的國際市場，同時吸引外人直接投資以創造就業、振

興經濟、妥善運用阿肯色的地理中心優勢。內移人口增加，對於

阿州經濟及亟需人才的跨國企業是一大優勢。 

http://www.opportunitylouisi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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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州光纖纜線與電訊網路基礎設施完善，可涵蓋資料、影像及傳

真等數位化傳輸服務，全州 99.8%的土地都可接受網路訊號，全

美各大電信公司皆進駐阿州，當地主要電信公司為 ARTELCO。 

(4) 阿州自然資源豐富如鋁礦、石油、煤及褐煤、天然氣等，其他較

特殊之礦產，如溴產量冠全球。 

(5) 阿州水土層蘊藏 84 億公升優質地下水，每分鐘可產 2,000 公升。 

(6) 阿州南部森林茂密，擁有逾 1,900 萬英畝林地，占全州土地 56%，

主要以硬木及松樹為主，近 80%屬私人林地。 

(7) 阿州為全美 42 個適合企業發展的州之一，在生活消費水準及企

業投資費用項目表現特別優異，皆排名全美第 3名。 

(8) 投資法令：州政府吸引外商投資不遺餘力，可為個別企業量身訂

作獎勵辦法;同時阿州教育體系完整，進駐的外商無須擔心子女

教育問題。 

(9) 投資機構：阿肯色州經濟發展廳（Arkansas Economic Develop-

ment Commission ）， Tel ： 1-501-682-7334 ， 網 址 ：

http://arkansasedc.com/。 

(四) 密西西比州： 

1. 臺商經營現況：密西西比經濟發展廳正式登錄資料中該州並無來自

臺灣的投資廠商。臺資企業 Westlake Chemical 集團旗下生產塑膠

管的 North American Pipe Corp.在密州設有工廠。 

2. 投資機會 

(1) 密州有石油、天然氣、煤礦與生質能源，亦有穩定電力供給、發

電廠與能源配送基礎建設，該州能源費支出低於全美平均費用。 

(2) 密州正運用特有資源積極發展木材、傢俱、塑膠、化學等製造業

及休閒旅遊事業。 

(3) 密州旅遊觀光業發達，為密州第 4 大產業，亦為全美最適合退休

地區排名第 5，直接提供 8.5萬個工作機會。 

(4) 密州鼓勵廠商利用該州有利之地理位置，便捷之水道及陸路運輸

網以及自由外貿區等優惠措施，在該州設立銷售中心或發貨倉庫。  

http://arkansase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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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資法令：為吸引廠商進駐，密州訂有許多補助及融資方案，依

投資企業性質，給予減免稅或抵稅優惠，以及不同財務補助或低

利融資方案。 

(6) 投資機構：密州發展局（Mississippi Development Authority），

Tel：1-601-359-3155，網址：http://www.mississippi.org。 

(五) 奧克拉荷馬州： 

1. 臺商經營現況：臺商服務範圍集中餐飲、零售、旅館業及貿易服務

業。中橡集團併購大陸碳煙公司在奧州 Ponca 廠房，2016 年宣布投

資 1.1 億美元改善防治污染設備。璨揚實業於 2012 年 11 月併購

Muskogee 的 Optronics 公司（製造車用燈）。長興企業於 1979 年成

立，專營各種食品批發和分銷。 

2. 投資機會 

(1) 奧州雖遍佈油井及天然氣井，2019 年起因油價不振天然氣價格

滑落使能源產業衰退，拉低就業率。 

(2) 奧州 2020 年針對 3 項目加強投資：提升汽車及航太產業工作機

會、投資創新企業、加速能源業許可證發放速度。 

(3) 奧州近美國地理中心，交通便利，可降低產品運輸成本。其農牧

業發達，如在當地投資食品加工業，原料成本低；設立發貨倉庫

及行銷據點，則除地點適中外，更有完整之海、陸、空運系統配

合，有發貨迅速及時之利。 

(4) 奧州平均工資低於全美平均工資、有可信賴及平價的豐富能源、

低稅率等，其企業成本在全美排名屬較低位。 

(5) 投資法令：奧州政府訂有「企業投資獎勵與稅賦抵減規定」，企

業可依本身需求與政府協商獎勵適用項目。 

(6) 投資機構：奧州商務廳（Oklahoma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el：800-879-6552，網址：http://okcommerce.gov。 

 

  

http://www.mississippi.org/
http://okcommerc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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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數位服務平臺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為提供美國美南地區僑胞便捷快速且免費

僑務諮詢服務，特設置本 LINE 帳號專線，以語言、圖文影像等多元方

式，讓僑胞可跨越州際透過網路快速且無須支付電話費方式獲得各項僑

務服務。 

歡迎僑胞朋友搜尋 LINE 帳號 Taiwan-Houston，將有專人免費提供

諮詢服務與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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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駐休士頓辦事處聯繫資訊 

一、 駐休士頓辦事處 

(一) 地址：11 Greenway Plaza, Suite 2006, Houston, TX 77046 

(二) 電話：1-713-626-7445 

(三) 傳真：1-713-626-0990 

(四) 電郵：hou@mofa.gov.tw 

二、 駐休士頓辦事處經濟組 

(一) 地址：11 Greenway Plaza, Suite 2006, Houston, TX 77046 

(二) 電話：1-713-963-9433 

(三) 傳真：1-713-626-0990 

(四) 電郵：houston@moea.gov.tw 

三、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一) 地址：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二) 電話：1-713-789-4995 

(三) 傳真：1-713-789-4755 

(四) 電郵：hccc@houstonoca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