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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佛羅里達州（Florida State）首府為北邊之塔拉哈西（Tallah

assee），但在國際上較為知名的城市則為地處佛州東南方的邁阿

密（Miami）及中部之奧蘭多（Orlando）。其他如傑克森維爾

（Jacksonville）、天霸（Tampa）、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海爾里爾（Hialeah）、羅德岱堡（Ft. Lauderdale）等亦為佛州主

要城市。主要族裔有白人、拉丁美洲裔及非洲裔等。佛州因氣候

宜人且鄰近拉丁美洲，成為北方氣候相對寒冷及拉丁美洲諸國移

居/民美國之主要地點之一，亦因此成為全美第3大人口州。 

佛州主要產業為觀光業、房地產業、專業和商業服務、機械

設備、零售批發業，州政府近期也致力發展為高潛力、高收入的

產業，許多政策與活動也為發展高科技提供很好的條件，像是航

空與航太產業，生命科學、資訊科技、金融和專業服務、國防工

業、物流配送與製造業等。 

佛州因與中南美洲經貿往來極為頻繁，尤其是邁阿密為中南

美洲進口科技產品、零售和民生用品的來源地，大多數想出口至

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的廠商，都會選擇邁阿密地區為轉運地，

該地因而成為許多放眼拉美市場外商設立行銷據點或發貨倉庫的

首選地。此外，由於邁阿密擁有全美最大的貨運機場，交通運輸

便捷，當地英西語人才充沛，邁阿密素有拉丁美洲金融中心之稱，

國際銀行林立，已經成為全球知名企業前進中南美洲市場之跳板，

目前包括微軟、蘋果、雅虎、三星、新力、惠普、IBM等超過1,0

00多家跨國企業已入駐邁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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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阿密臺北經濟文化處係以協助我國企業爭取佛州市場、

保障來此投資之臺商、協助臺商在佛州當地發展並促進與臺灣經

濟連結等為目標。在此也感謝僑務委員會編整各界資訊，彙編臺

商投資環境報告，爾後倘有須本處協助之處，尚請不吝告知，希

望能深化臺商朋友們與本處的聯繫。 

 
 

駐邁阿密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中華民國1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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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邁阿密地區經濟概況 

一、佛州經濟概況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臺灣入口網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 

（一）州民生產毛額：10,959億美元，排名全美第4名（2020）。 

（二）平均州民所得：55,337美元，排名全美第26名（2020）。 

（三）經濟成長率：-2.9%（2020）。 

（四）失業率：4.7%（2021.2）、7.7%（2020）。 

（五）主要產業：觀光業、房地產業、專業和商業服務、機械設備、

零售批發業。 

（六）出口總額：458億671萬美元（2020）（下跌18%）。 

（七）主要出口市場：巴西、加拿大、墨西哥、英國、哥倫比亞，

臺灣為該州第30大出口市場（2020）。 

（八）主要出口產品：電腦和電子產品（23.9%）、交通運輸設備

（17.9%）、化學品（11.4%）、非電機設備 （8.8%）、雜項

製品 （5.6%）。 

（九）進口總額：764億5,974萬美元（2020）（下跌6.44%）。 

（十）主要進口市場：中國大陸、墨西哥、加拿大、愛爾蘭、德國，

臺灣為該州第16大進口來源國（2020）。 

（十一）主要進口產品：電腦和電子產品（13.1%）、交通運輸設備

（12.5%）、化學品（8.6%）、農產品（6.7%）、非電機設備

（6.2%）。 

（十二）出口至我國：4億7,749萬美元（2020）（成長38%）。 

（十三）主要銷我產品：交通工具（46.9%）、廢五金（14.5%）、

化學品（13.6%）、電腦及電子產品（6.5%）、非電機設備

（4.2%）。 

（十四）自我國進口：13億817萬美元（2020）（下跌3.72%）。 

（十五）主要對我採購：電腦及電子產品（33.6%）、交通工具（17.

3%）、金屬製品（8.8）、非電機設備 （6.5%）、雜項製

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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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動態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臺灣入口網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衝擊後，佛羅里達復甦之

路尚為平穩，2021年12月佛州失業率下滑至4.4%，僅比經濟衰退前的

高1.1%。同樣令人鼓舞的是，截止2022年1月初勞動力和家庭就業均連

續三個月呈現增長，旅遊業除郵輪業外，其餘均已復甦，顯見「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病例減少，除使整體就業逐步恢復，

對高度仰賴民眾信心的休旅業反彈至關重要。 

此外，佛州一向熱門房地產市場不受疫情影響，反倒繼續衝高，

住房銷售量增長18%，中位數價格增長15.1%，上市到售出期間已從去

年的3.4個月縮短為1.6個月。公寓及大廈銷售亦如此熱賣，銷售量增

長24.6%，中位數價格增長15.0%，銷售期縮短20.5%，顯見強勁的需求

和市場供應短缺跡象。 

就業市場和房市表現雖為佛州財政帶來福音，因佛州放寬各種防

疫措施，因此經濟逐漸復甦，預估2022財年歲入將提升10.87%。因此

美國救援計畫撥至佛州的170億美元如及時雨，是該州歲入缺口的兩倍

多。隨著州和地方財政的支持以及疫苗的增加，可成為當地重要的旅

遊產業復甦之強力助攻，2021年佛州GDP較2020年強勁增長到7.0%，預

估在2022年將可再增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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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邁阿密地區商情資訊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臺灣入口網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 

佛羅里達經濟發展局致力於發展高潛力，高收入的產業。佛羅里

達州對這些高科技的重視，不僅在市場開發和銷售的努力上可見一斑，

佛州的許多政策和活動也為發展高科技提供很好的條件，這些產業包

括： 

一、航空與航太產業 

佛州是全球航太科技中心，排名全美第2大航太產業州，超過600 

多家知名航太廠商，包括： Boeing, Embraer, GeneralDynamics, Lockhe

ed Martin, Northrop Grumman, Pratt & Whitney, Sikorsky等均在當地設有

據點，提供83,200個就業機會。佛州州內擁有22個大型機場，兩個太

空站（spaceports）。涵蓋飛機製造、零組件裝配、飛航管制與監控、

飛彈測試、航太研發、航太服務業在內，知名廠商包括 Airbus,Comme

rcial Jet, FedEx, Flight Safety International, LAN Cargo, Live TV,Signature 

Flight Support Corporation, Spirit Airlines, UPS等，從事製造、物流、民

航、貨運、飛行訓練等業務，使得佛州航太產業供應鏈完整綿密。 

二、生命科學 

為全美最大產業聚落，超過10%之相關企業落腳於佛州，企業家數

計有生物科技260家、藥品220家、醫療器材659家、醫療院所720家；

生醫科學園區8個、生技研究機構及相關科系大學共14所（其中佛羅里

達大學每年生命科學研發預算超過10億美元）、生技育成中心及加速

器15所（其中6所設有實驗室）。醫療器材製造業規模排名第2、藥品

製造規模排名第3、臨床試驗件數第4、生物科技研發第7。奧蘭多當地

4號公路沿線已成為生技醫療產業走廊，佛羅里達奧蘭多醫院（ Florida

 HospitalOrlando）為全美排名第2大之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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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科技 

排名全美第3位，有超過27,000多家高科技公司，僱用246,000多

名員工，產業涵蓋：虛擬、光學、資訊軟體、微電子和電腦、數位媒

體及通訊等高科技製造與研發。 

(一)虛擬科技（MST）的發展全球最大，有超過300家企業和22,500

名專業人士，每年給佛州帶來35億美元經濟效益，主要應用於

國防、醫療、娛樂和教育等模擬構建和培訓。 

(二)光學發展全美第1大，有270家公司，僱用5,800名人員，從事

光子學及相關系統的設計、開發、製造、測試和整合。 

(三)資訊軟體研發全美第1大，有14,100家公司，僱用84,400人，

應用領域包括電玩、醫療、金融、國防等。 

(四)微電子和電腦由745家公司及其31,000名員工組成，生產廣泛

的設備，從微處理器、電路板到奈米設備和其他技術。 

(五)數位媒體有4,200家工業公司，僱用近11,000名員工，結合創

意和科技，開發視頻遊戲，移動應用和其他相關科技。 

(六)通訊業有7,300多家公司和91,200名員工，高度集中於網站和

網路相關的開發，以及移動技術和設備，使佛州成為美國通往

拉丁美洲和歐洲的互聯網門戶。 

四、金融和專業服務 

全美排名第3，超過97,000家公司，提供140萬人就業，主要從事

於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包括金融、保險、共用服務、法律、會計、

諮詢、建築、工程等行業。佛州在金融方面表現卓越，有170家商業銀

行，資產達1,310億美元。 

五、國防工業 

美國國防安全的需要，扶植了佛州的國防科技，當地20個主要軍

事設施和3個統一的作戰司令部，加上數以百計的軍工業，幾乎美國所

有主要承包商都聚集佛州，軍事部署每年給佛州帶來了300億美元的經

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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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物流配送 

作為通往拉丁美洲的商業門戶，加以巴拿馬運河擴建工程的完成，

佛州升級眾多物流基礎設施，利用複式聯運系統、自由貿易區和其他

競爭優勢，發展高附加價值之物流服務。大型IT物流公司在此產業中

起關鍵推動作用，如運輸管理、庫存控制和安全防範等附加價值，推

動當地國際貿易，提供超過500,000人就業。頂級物流公司包括Ryder 

System、Inc.、Landstar System Inc.、CEVA Logistics US，Inc.等。 

七、製造業 

計有20,000家廠商，提供331,000個就業，發展多種先進製造產品，

從塑膠、食品到汽車，尤以塑膠工業技術發展穩健，有800多家相關廠

商，連帶推動航太、國防、汽車等相關產業發展。知名廠商有：

BoschMotorola、Maverick Boat、E-One、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SunHydraulic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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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邁阿密地區臺商資訊 

一、臺商組織 

（一）大奧蘭多臺灣商會  

連絡人：林會長 

Email: georgecklin@gmail.com 

（二）天柏灣臺灣商會 

連絡人：張會長 

Email: tcctf.board@gmail.com 

（三）佛州臺灣廠商聯誼會 

連絡人：徐會長 

Email： TsaiHuiWu2@gmail.com 

（四）佛州華商總會 

連絡人：牛會長 

Email: suwhab@gmail.com 

（五）邁阿密臺灣商會 

連絡人：黃會長 

Email: yale.huang@kus-usa.com 

二、臺商在佛州投資產業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臺灣入口網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 

（一）明碁公司（BenQ America Inc.）：邁阿密行銷據點成立於

2001年，主要產品包括高階液晶顯示器、投影機、大型液晶、

專業電競螢幕等，員工30人。 

（二）國睦工業（Merits Health Products Co., Ltd.）：邁阿密行銷據

點成立於1993年，生產居家照護器材輔具，年營業額約700

萬美元，員工30人。 

（三）長榮花卉（Golden Vision Flower Inc.）：花坊設立於2004年，

培植蘭花及熱帶植物，年營業額約130萬美元，員工12人。 

（四）龍盟機械（Lung-Meng Machinery）：邁阿密分公司成立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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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主要行銷臺南總公司製造之包裝機、塑膠機械、塑膠

袋製造機、編織袋機、吹袋機等機械設備，負責美國與墨西

哥、阿根廷、秘魯、委內瑞拉、多明尼加與宏都拉斯等中南

美洲國家業務，員工約100人。 

（五）微星科技（MSI Miami Corp）：成立於1993年，行銷電腦面

板、電腦周邊設備，年營業額約210萬美元，員工17人。 

（六）TissueTech Inc：邁阿密總部成立於1997年，由旅美臺籍僑胞

曾垂拱醫師創立，研發運用人體胎盤羊膜做為生物敷料，對

眼角膜、神經、肌腱、皮膚及其他組織的損傷，加強自體修

復癒合能力，為再生醫學工程業界龍頭之一。該公司目前有

兩家子公司，分別位於佛州邁阿密Bio-Tissue及喬州亞特蘭大

Amniox Medical，該公司擁有40餘項專利，員工逾250位。 

（七）風扇大王（King of Fans）：旅美臺商於1971年在佛州羅德岱

堡市成立，為美國最大之吊扇供應商之一，產品另有景觀照

明和衛浴通風設備等。 

（八）千峻機械：旅美臺商創立，為表面處理機械業的領導品牌之

一，專門處理木質、金屬、塑料及其他複合材料的表面研磨。 

（九）中華航空公司：設有臺北直航邁阿密貨運航線。 

（十）長榮海運公司：於1996年5月在邁阿密設立行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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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數位服務平臺 

為提供佛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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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具影像等多元方式，讓僑胞可跨

越州際透過網路快速且無須支付電話費用方式獲得各項僑務服務。

歡迎僑胞朋友搜尋LINE帳號:Taiwan-Miami，會有專人免費提供諮

詢服務與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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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駐邁阿密辦事處聯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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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駐邁阿密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l Office in Miami 

網址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usmia/index.html 

 

館址 
2333 Ponce de Leon Blvd.,  

STE 610, Coral Gables, FL 33134 

電話境外撥打/ 

境內直撥 

+1-305-443-8917 

經濟組：電話：+1-404-892-5095 

        傳真：+1-404-892-6555 

電子郵件 
tecomia@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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