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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華民國臺灣與加州經貿合作密切，係加州第 6大貿易夥伴，

亦是加州農產品第 9 大海外市場，政府於舊金山設立駐舊金山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服務轄區包括北加州(南至 Visalia 為界)、內華

達州及猶他州，主要任務在推動臺灣與此地區之各項實質交流。 

舊金山在美國以至整個北美洲華人移民社區的歷史和文化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華人從早期淘金潮、鐵路華工、留學、移民、投

資、創業等，胼手胝足，勤奮耕耘在此落地深耕發展，從舊金山逐

漸向灣區矽谷及加州其他地區擴展，彼此緊密互動，形成華人社區。

高科技產業獨步全美，其中矽谷為高科技產業及創投業重鎮，國際

知名廠商 Google、Apple、Facebook、Nvidia、Intel、Cisco 及 Vi

sa 總部均在此地。我政府積極推動五大創新產業之一的「亞洲‧矽

谷」計畫，連結矽谷國際研發中心，建立健全臺灣研發創新的科技

產業，我國許多科技公司均設有據點。 

內華達州經濟以博奕觀光、礦產為主，每年赴內州觀光旅客高

達 4000萬人，「賭城」拉斯維加斯為內州引以為傲之沙漠奇蹟，

為赴美觀光客必經之地，近年因電腦及數位技術發展，與其有關之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CES)規模發展迅速，已成為世界第二

之展會。我國每年組團赴該市參加汽車零件、環保設備、電子醫療

設備、五金、家具等商展及國際會議之廠商多逾千家，每年亦有上

千家廠商前來參展及舉辦國際會議。猶他州天然資源豐富，近年來

致力發展能源產業，主要產業有能源、航太國防、金融、生命科學、

軟體研發及戶外運動休閒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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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轄區商會組織蓬勃發展，包含僑臺商組織、專業性(含科技)

僑團、工商婦女會、科技商會、華商經貿協會等，會員在各行各業

堅守崗位，繁榮美國經濟外，亦堅定支持中華民國臺灣政府、協助

推動臺美經貿發展、促進國民外交，實為本處推動相關工作之重要

助力及資產。為加強與商會組織之聯繫服務，僑務委員會特編纂臺

商投資環境報告，彙整本轄區經濟發展現況及相關投資機會並促進

商機交流，希望能深化臺商朋友們與政府的聯繫，本處除透過參與

商會活動等方式瞭解臺商建言，並將持續思考如何提供大家更便捷

之服務，倘各位臺商有任何指教亦請不吝與我們分享。 

最後，謹祝各位身體健康，事業鴻圖大展。 

 

 

 

駐舊金山辦事處 處長 

 

 

         2022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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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舊金山轄區經濟狀況 

一、加州 

加州2020年總體生產毛額（GDP）約為3.09兆美元，2019年臺

灣、加州雙邊貿易額約260億美元，臺灣係加州第7大貿易夥伴。加

州素有「金州」(Golden State)美稱，倘視為獨立國家，可列為世

界第5大經濟體（次於美國、中國、日本、德國，高於英國、法

國、印度、義大利、巴西及加拿大）。對美主要出口貨品包括機械用

具及其零件、電機設備及其零件、非鐵道運輸設備、鋼鐵及其製品、

塑膠及其製品、光學等精密儀器、玩具及運動用品、家具、金屬工具

及零件等。自美主要進口貨品則包括機械用具及其零件、礦物燃料及

礦油、電機設備及其零件、光學等精密儀器、航空器及其零件、關稅

配額貨品、雜項化學品、有機化學品、塑膠及其製品、肉類等。 

    加州貢獻美國國內生產毛額約 14%，為全美各州之冠。其高科

技產業獨步全美，矽谷為高科技產業及創投業重鎮，國際知名廠商

Google、Yahoo、Apple、Cisco、Oracle、HP 及 eBay 總部均在此。 

    加州亦是全美最大農業州，輸往臺灣重要農產品包括棉花、牛

肉及相關產品、桃子及油桃、稻米、食用葡萄及杏仁。2019年我國

自加州進口農產品總值為 3億 9千 4 百萬美元，為加州農產品第 9

大出口市場。 

二、內華達州 

    內華達州又稱「銀州」(Silver State)，金、銀產量皆居全美

之冠。2020年雙邊貿易我國享有約7.08億美元順差，係該州在亞洲

第5大出口市場、全球第14大出口市場，內州出口至臺灣總值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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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億美元；我國輸出至內州總值為8.36億美元，雙邊貿易額成長

近32.2％。近年內州積極發展 IT及潔淨能源等高附加價值產業。

經濟成長率（Economic growth rate）為-4.6％ ，失業率為 3.8

％。2020年家戶收入平均所得為77,124美元。2020年我國在該州留

學生數為近百名。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內華達州美商赴

臺投資總金額約為新臺幣1.79億元。我國每年組團赴該市參加汽車

零件、環保設備、電子醫療設備、五金、家具等商展及國際會議之

廠商多逾千家， 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內華達州美商赴

臺投資總金額約為新臺幣1.79億元。2021年中等家庭平均所得為

60,365美元。 

三、猶他州 

    猶他州為摩門教總部，為全美平均年齡最低及人口出生率成長

最快之州，犯罪率低，治安極為良好。全州摩門教徒約占 62%。至

2021 年止，該州總人口約 331 萬人。白人約占 86.43%，亞裔 2.3%、

非裔 1.2%。2020年猶他州家戶年收入中位數為 83,670美元，高於

全美中位數收入 79,900 美元。 

    猶他州天然資源豐富，除生產天然氣、石油及煤礦外，且為美

國唯一生產鎂礦、鈹礦、硫酸鉀及硬瀝青的地方。近年來猶他州致

力發展能源產業，促使該州能源成本下滑，對該州各產業發展及經

濟成長頗具貢獻。主要產業有能源、航太國防、金融、生命科學、

軟體研發及戶外運動休閒業，據美方資料統計，2020 年我出口至猶

他州約 6.33 億美元，主要項目為運輸設備、電腦與電子產品、製

造類產品、塑膠產品及金屬製品，自猶他州進口約 6.5億美元，主

要項目為電腦及電子產品、調製食品及化學製品。目前我國在該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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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之廠商約有 10 餘家，大部份屬從事電腦、生化、印刷、房地

產及旅館等行業。2021 年 10月時，該州之失業率為 2.2%，遠低於

全美平均值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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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舊金山轄區商情資訊 

    北加州經濟體系非常大，主要產業包括高科技的軟體和半導

體、綠色能源、生技醫藥、與金融業；次要行業則有旅遊業、運輸

業和農業，雖然北加州的行業大多與科技業相關，但其他產業亦相

當興盛多樣。矽谷是美國發展尖端技術的重鎮，首府沙加緬度則集

政治商貿為一體；而舊金山灣區的金融、運輸、貿易等行業亦非常

旺盛。 

    我國廠商在加州投資設廠及設立分支機構共約1,500家，直接

投資總金額約85億美元，居全美各州之首，設於北加州舊金山及矽

谷地區之分支機構估計約1千家，以從事電腦及電子等高科技相關

產業最多，其他行業包括貿易業，旅遊業及金融業等。我國科技大

廠包括鴻海、臺達電、廣達、友達、華碩、宏碁、日月光，運輸業

之中華航空、長榮航空、長榮海運、陽明海運及食品物流業味全等

知名企業，均在北加州設有分公司或海外分支機構。加州美商在我

國投資及設立商業據點則約800家，金額約16.7億美元。 

    舊金山市2019年家戶平均所得（household income）約為

114,696美元，較全美平均值高出48,984美元。基本物價方面，受

高科技產業移入影響，房價大幅上漲，連帶帶動日常生活用品價格。

最低基本時薪從2021年7月16.32美元將於2022年7月將調整為16.99

美元。基本物價方面，加州日常生活用品價格仍高於全美其他地區，

如2022年3月普通無鉛汽油每加侖價格5.27美元，高級汽油每加侖

價格達5.67美元以上，銷售價格為全美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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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賦稅 

當地所得稅及銷售稅稅率：所得稅稅率單身約為35%，二人家庭

約為20%至25%。舊金山加值營業（銷售）稅率約為 8.75%。 

 房屋租賃 

主要地區房屋供給情況（包含學區及交通情況）舊金山因係觀

光城市，近年外來人口大量移入，物價消費水準升高，更造成

住屋需求大增，租金節節上揚，名列全美房價最高地區十大排

行榜之內。而租屋價格已高居全美之首，中等住宅區連棟房屋

二房一廳平均月租價約為4,500美元。旅館價位亦較他地為高，

單人房每日房價約195至300美元左右。 

 經濟部協助臺商各項措施與資源 

有關經貿合作方面，駐舊金山辦事處經濟組主要工作為增進與

轄區各州州政府經貿單位及工商團體之經貿交流及友好關係、

推廣與轄區各州之雙邊貿易、投資及技術合作。為協助臺商拓

展商機，提供轄區各州投資環境資訊及相關服務；另協助美商

來臺投資，提供據點選擇等相關諮詢、安排來臺投資考察行程

及洽談合作事宜。 

 相關商業貿易平臺如下： 

1. 臺灣國際專業展 

網址： 

https://www.taiwantradeshows.com.tw/zh_TW/index.html 

2. 美國經貿資訊 

網址：https://www.trade.gov.tw/  

 

https://www.taiwantradeshows.com.tw/zh_TW/index.html
https://www.trad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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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hotonics West 美西光電展 

網址：https://spie.org 

4. CES 美國消費性電子展 

網址：https://www.ces.tech/ 

5. ISC West美西國際安全科技展 

網址：http://www.iscwest.com/ 

6. SupplySide West 美國國際醫藥及保健食品原料西部展 

網址：https://west.supplysideshow.com/en/home.html 

7. RSA 資訊安全研討會 

網址： https://www.rsaconference.com/ 

 外貿協會協助臺商拓展商機說明 

外貿協會（舊金山臺灣貿易中心）不定期辦理貿易訪問團、海

外參展團及線上採購洽談會等推廣活動，促進美商向臺採購。

為協助臺商拓展商機，設置臺灣經貿網（www.TaiwanTrade.com）

提供最新市場商情；經營臺灣國際專業展，建立美臺交流平臺；

維繫與駐地工商團體之交流管道，推動美臺經貿關係。 

聯絡人：鄒長青主任 

電話：408-9885018 分機 201 

email：sf@taitra.org.tw 

網址：https://sf.taiwantrade.com 

  

https://spie.org/conferences-and-exhibitions/photonics-west
https://www.ces.tech/
http://www.iscwest.com/
https://sf.taiwantra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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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州 

加州主要投資法令為 California Commercial Code，相關網

站：http://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xhtml。 

投資相關機關： 

加州州長商務暨經濟發展廳 

The Governor’s Office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針對有意投資加州業者，提供 CA Business Investment 

Services (CalBIS)電子報最新資訊服務。 

地址：1325 J Street, Suite 1800 Sacramento, CA 95814 

電話：1-877-345-4633 

網址：https://gobiz.zendesk.com/hc/en-us/requests/new 

二、 內華達州 

    內州經濟以博奕觀光、礦產為主，每年赴內州觀光旅客高達

4,000萬人，「賭城」拉斯維加斯為內州引以為傲之沙漠奇蹟，亦為

赴美觀光客必經之地。觀光博奕業為內州主要稅收來源，拉斯維加

斯每年定期舉辦環保設備、汽車零件、醫療設備、五金、農產品等

大型商展，以促進該州之商業發展；近年因電腦及數位技術發展，

與其有關之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CES)規模發展迅速，已

成為世界第二之展會。我國每年赴內州觀光旅客達4千萬人次，觀

光、餐飲、表演秀場及展場等為內州最主要稅收來源。拉斯維加斯

市係我國人熱門觀光景點之一，臺灣旅客每年多達10餘萬人，每年

亦有上千家廠商前來參展及舉辦國際會議。 

 

 

http://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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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華達州投資相關法令列於 Nevada Revised Statutes and 

Administrative Codes，詳細規定可上內華達州州務卿辦公室

（Secretary of State）網站(http://nvsos.gov)查詢。 

投資相關機關： 

內華達州經濟發展廳 

Governor’s Off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epartment 

Northern Nevada Office 

 808 West Nye Lane, Carson City, NV 89703 

Tel：1-775-687-9900 

Fax：1-775-687-9924 

網址：https://goed.nv.gov/contact/SouthernNevada Office 

 555 E.Washington Avenue, Suite 5400, Las Vegas, NV 

89101 

Tel：1-702-486-2700 

Fax：1-702-486-2701 

網址：https://goed.nv.gov/contact/ 

三、 猶他州 

    猶他州主要產業為礦業、製造業、運輸及服務業，近年來積極

補助研究型大學，將研究成果商業化，並努力推動生物科技（特別

是化妝保養品、營養食品、藥品等）、觀光業、軟體及資訊科技業、

金融服務業等。南猶他州則以觀光業為主，有五座國家公園

(Arches, Bryce Canyon, Canyonlands, Capitol Reef 及 Zion)。

東猶他州有石油提煉業。中猶他州有礦業(產煤業)。鹽湖谷區—生

物科技、觀光及會議服務業、金融服務業、滑雪。2020年與我國雙

https://goed.nv.gov/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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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貿易總額為12億8300萬美元，臺灣為該州全球第6大貿易市場，

僅以亞洲而論，則為該州第3大出口市場。猶他州主要產業為科技、

生化及航空，近年來致力發展成為另一個高科技重鎮—矽坡

(Silicon Slopes)，已吸引約4500家廠商進駐。 

猶他州投資法令可參考 Utah Division of Corporations and 

Commercial Code 部門網頁公布之法規，網址：

http://corporations.utah.gov/ucc-cfs/ucc.html。 

投資相關機關： 

猶他州政府經濟發展廳 

Utah Governor’s Off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60 East South Temple, Suite 300, Salt Lake City, UT 84111 

Tel：1-801-538-8680 

Fax：1-801-538-8888 

網址：http://business.utah.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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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舊金山轄區臺商資訊 

    本轄區僑臺商組織：矽谷美華科技商會、北加州臺灣工商會、

北加州臺灣青商會、舊金山灣區臺灣商會、舊金山灣區臺灣商會青

商會、大拉斯維加斯臺灣商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加州

分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拉斯維加斯分會、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猶他州分會、舊金山國際獅子會、大鹽湖區臺灣商

會，其中，北加州臺灣工商會、舊金山灣區臺灣商會、拉斯維加斯

臺灣商會及大鹽湖區臺灣商會等4個商會隸屬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

總會及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一、 矽谷美華科技商會 Silicon Valley Chinese American 

Computer & Commerce Association 

成立於 1987 年，由臺灣留學生在矽谷經營的電腦經銷商、軟

體應用工程師為主所組成的科技商會組織，擴大到至今的企業家、

進出口業、銀行金融業、風險投資業、地產業及保險業等，讓各地

的企業家、專業人士和美國主流社會相互溝通及認識，加強彼此間

的友誼，進而促成事業方面的合作機會；同時支持中華民國臺灣各

項經貿政策，協助加入區域經貿組織。 

商會網址：www.svcaca.com 

聯絡資料：svcaca@gmail.com 

二、 北加州臺灣工商會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Northern California 

成立於 1988 年，隸屬於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該會除提

供平臺讓年輕人拓展人脈，提升個人與團體的領導技能，及海外青



 

13 
 

年創業心得分享，該會輔導協助北加州臺灣青商團體，提攜青年後

進，溶入主流社會。 

商會網址：www.taccnc.org 

聯絡資料：taccne@taccnc.org 

三、 舊金山灣區臺灣商會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成立於 1995 年，隸屬於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爭取臺商

在美國社會應有的權益，生根立足；強化會員友誼，關心臺灣；提

升臺商在美國的地位；促進臺美文化及經貿交流。成員包括主流高

科技公司高管、成衣製造商、銀行業、飯店業者、醫生、律師、會

計師及房地產公司負責人等。青商會成立於 2013 年，與北加州臺

灣青商會常有交流及合作學習。 

商會網址：www.tccsfba.org 

聯絡資料：tccsfba@gmail.com 

四、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加州分會 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NorthernCalifornia (USA)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於 1994 年在舊金山成立，1997 年

正式更名後向國內內政部申報登記通過，成為唯一由臺灣發展至全

球的國際工商婦女社團組織，北加州分會成立於 2012 年，是第 41

個分會。 

商會網址：http://www.gfcbw.org/home/article_content/268 

五、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拉斯維加斯分會 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Norther 

California (USA) 

http://www.taccnc.org/
mailto:taccne@taccnc.org
http://www.gfcbw.org/home/article_content/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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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於 1994 年在舊金山成立，1997年

正式更名後向國內內政部申報登記通過，成為唯一由臺灣發展至全

球的國際工商婦女社團組織，該會成立於 2012年 8 月，隸屬世界

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聯合總會，是第 42個分會。 

商會網址：http://www.gfcbw.org/home/article_content/270 

六、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猶他州分會 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UTAH(USA)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於 1994 年在舊金山成立，1997 年

正式更名後向國內內政部申報登記通過，成為唯一由臺灣發展至全

球的國際工商婦女社團組織，該會成立 2019 年 8 月，是第 68 個分

會。 

商會網址：http://www.gfcbw.org/home/article_content/1501 

七、 舊金山華商經貿協會 Federation of Chinese Traders 

Associations-San Francisco Chapter 

成立於 2013 年 6月，為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宗旨為聯絡

美國舊金山灣區及矽谷地區曾參加僑務委員會舉辦之各型各類研習

班的結業學員，彼此聯誼、資訊交流、互助合作及共謀事業發展。 

八、 大鹽湖區臺灣商會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reater Salt Lake 

2007年成立，並於翌年承辦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

會員以地產經紀人、教師、零售業者與建築師等小商或自雇者為

主。 

http://www.gfcbw.org/home/article_content/270
http://www.gfcbw.org/home/article_content/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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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數位服務平臺 

一、金山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數位 

總機服務時間：美西時間周二至周日 9:00 至 17:00。 

服務轄區：加州舊金山以北各郡及猶他州。 

二、金山灣區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數位總機服務時間：美西時間周二至周日 9:30至 17:30。 

服務轄區：北加州舊金山灣區、中加州斯郡、佛列斯諾及內華

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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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駐舊金山辦事處聯繫資訊 

    本處為中華民國政府派駐單位，前身為中華民國駐舊金山總領

事館，1979年1月1日我國與美國斷交後，雙方依據「臺灣關係法」

協商，將本總領館更名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舊金山辦事處」，

1996年復改採現行名稱。 

    本處轄區包括北加州（南至 Visalia為界）、內華達州及猶 

他州， 主要任務在推動臺灣與此地區之各項實質交流。有領務、

教育、經濟、科技、觀光、僑務、移民等組。 

    領務組業務包括國人護照、外國人士簽證、文件證明及旅外國

人急難救助等；教育組旨在促進臺美間學術合作與交流，並聯繫海

外學人、留學生及學術社團；經濟組主要促成與轄區各州之雙邊貿

易、投資及技術合作；科技組負責推動臺美間科技合作及人才交流，

提供國內各相關機構的求才、創業資訊；觀光組推廣臺灣觀光，行

銷旅遊景點，並提供旅遊行程和資訊；僑務組（僑教中心）負責服

務及聯繫僑胞及僑團，推廣華語文教育，主協辦僑界各類活動，並

出借場地供僑團舉辦活動。 

 駐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地址：555 Montgomery Street, Suite 501 San Francisco, 

  CA 94111, USA 

電子信箱：sfo@mofa.gov.tw 

電話：(415)362-7680 

傳真：(415)362-5382 

網址：www.taiwanembassy.org/ussf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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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務組 

地址：555 Montgomery Street, Suite 200 San Francisco,  

 CA 94111, USA 

服務項目：中華民國護照、簽證、文件驗證及授權書 

電話：(415)362-7681  (中文領務語音專線) 

傳真：(415)364-5629 

電子信箱：sfo@boca.gov.tw ; sfo@mofa.gov.tw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行動電話：(415)265-1351 (此電話號碼限於

國人在本處轄區遭遇車禍、搶劫、被捕等緊急求助之用。)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800-0885-0885。 

mailto:sfo@boc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