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斯加州(Alaska) 2019.11 

人口  

Population 
735,720 

面積 663,300 平方英哩/1,717,939 平方公里(占全美面積 1/5，為最大州) 

州生產毛額 

GDP by State 
US$54,734.1 million (2018), Ranked 46th in the United States 

人均收入 

Per Capita Personal Income 
US$59,420 (2018) 

經濟成長率 

Economic Growth Rate 
0.4%( 2019 年初預估值)  

失業率 

Unemployment Rate 
6.2%  

進口值(2019.01-2019.09) 

State Import Data 
US$16.4 億 

出口值(2019.01-2019.09) 

State Export Data 
US$40.4 億 

主要進口項目 
前 5 名為石油和煤炭產品、電機設備及其零件、退關貨品(限加拿大)、

機械用具及交通運輸設備 

主要進口來源 依序為加拿大、南韓、泰國、中國、日本及馬來西亞(臺灣第 13) 

主要出口項目 
前 5 名為漁產、鋅礦石及精砂、石油及天然氣、金屬製造，與石油和煤

炭相關產品 

主要出口國家 前 5 名分別為南韓、中國、日本、加拿大及荷蘭(臺灣第 13) 

 

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現況：阿拉斯加州經濟以天然資源為基礎如石油、天然氣、海鮮、旅遊、礦產、 

木材及觀光業。 

展望：石油及天然氣相關產業為主要經濟基礎，占全州總收入的 49%，但其所 

占百分比在逐年下降。未來將持續發展現正快速增長的產業包括高科技服務業、 

零售貿易、物流運輸、通訊、公共設施和建築業等。 

重要經貿政策 

(請填列 1-5 項) 

1. 繼續發展觀光、林、漁產業等。 

2. 持續發展現正快速增長的產業包括服務業、零售貿易、運輸、通訊、公 

3. 共設施和建築業等。 

重要經貿措施 

(請填列 1-5 項) 

1. 阿拉斯加工業及出口發展局(Alask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xport 

Authority)藉由融資計畫(Credit Program)及財務發展計畫(Development 

Finance Program)來達成目標。AIDEA 並未直接貸款，而是向合格的金融機

構購買部份他們贊助的貸款，以促進阿州經濟成長及多元化。 



2. 阿拉斯加投資局(The Alaska Division of Investments)管理州政府 11 個貸款方

案。這些方案主要是透過政府直接貸款給企業，以促進經濟發展。廠商可

經由下列方案獲得貸款：a.) 漁業交易（提供長期低利率貸款以促進州內漁

業發展, 並提升阿拉斯加漁業產品品質），b.)漁業發展（貸款可使用在漁業

養殖設備及相關費用），c.)發展小型企業（提供貸款給能夠創造長期就業機

會的新成立公司或企業擴大經營，d). 郊區發展基金（貸款給人口少於

5,000 人社區的企業）。 

主要產業概況及未來

發展策略 

產業概況：造紙業、石油及瓦斯、木材業、海鮮漁產品。 

石油和天然氣為重要的經濟基礎，該州 90%的財源來自石油產品、原油及天

然氣的出口相關業務。每天有將近 8,000 萬加侖的石油經由阿拉斯加油管

(Trans-Alaska Pipeline)輸出。觀光業是阿拉斯加州第二大財源，每年來到阿

拉斯加的旅客超過 130 萬人次。 

1. 阿州擁有商業林地逾 500 萬畝，故伐木業、鋸木業和紙業也為阿拉斯加提

供許多工作機會及財源收入。  

2. 阿州是全球最大的鋅產地、也蘊藏豐富石油和天然氣、金、銅、煤、玉、

滑石及其他多種石礦。 

3. 漁業是阿州最大生產事業，魚類加工業規模居北美之冠。漁業和海產加工

業在阿拉斯加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州內多數居民都在船上或加工廠工作。 

阿拉斯加豐沃的水域提供了世界級的漁業，美國大部分的鮭魚、蟹類、比

目魚、和鯡魚都來自阿拉斯加。 

4. 州政府網站:http://www.state.ak.us 

 

未來發展策略：發展空運物流中心，阿拉斯加州除地理位置佳外，快速通關及

低廉的機場相關費用是阿拉斯加州一大優勢，Atlas Air, Federal Express, 

Northwest Cargo, United Parcel Servi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等都己在安克拉治市建立各自的國際物流中心（international cargo 

sorting and distribution hubs），該州並盼吸引外資進駐設立加工或組裝廠，

利用便捷省時的交通網，迅速供應北美及歐洲市場。 

 

台灣與阿拉斯加州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2019.01-2019.09) 
US$1,402 萬元(2019 截至 9 月)；US$2,971 萬元(2018) 

我國主要出口項目 電子及機械產品、橡膠及其製品、成衣暨配件製品、核反應鍋爐設備，以及光

學暨醫療用設備 

我國進口值 

(2019.01-2019.09) 
US$4,427 萬元(2019 截至 9 月)；US$2,563 萬元(2018) 

我國主要進口項目 煤礦及石灰、航空設施及其零件、漁產、動物或植物油，以及木材 

我對阿州投資 據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我國廠商於阿拉斯加州並無直接投資，我商於阿拉斯

加州境內商業活動包括： 

1. 中華航空及長榮航空於阿拉斯加州安克拉治均設有分公司。 

2. 永豐銀行提供融資給阿拉斯加州政府及阿拉斯加海產公司(Alaska Seafood 

Company)在安克拉治成立之漁業加工廠(Alaska Seafood International)，



加工鱈魚等高級魚類銷往美國主要市場。 

3. 阿拉斯加州盛產原油，與中油公司有生意往來。 

阿州對我投資 據經濟部投審會資料，阿拉斯加州美商對台並無直接投資。惟阿拉斯加州在台

灣設有貿易代表辦公室，推廣雙邊貿易、投資及旅遊。 

阿拉斯加州台灣代表處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 5 段 5 號 7 樓 C 區 01 室 

電話：+886-2-8786-2227 網址：www.alaska.org.tw 

雙方經貿交流  2003 年 

阿拉斯加州州長 Frank Murkowski 應邀訪問台灣，期間除會晤陳前總統

外並拜會台灣電力公司、中國石油及台塑等企業，並於台北主持舉辦「發

現阿拉斯加(Discover Alaska)」漁業貿易暨觀光產業推廣活動。 

 2004 年 

總統府康前資政寧祥及林前政務委員義夫率「高階政商人士赴阿拉斯加州

商務考察團」赴阿州訪問，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 

 2005 年 

(1.)第 2 屆「台灣-阿拉斯加經貿暨投資合作委員會」於阿拉斯加州首府安

克拉治舉行，共分漁業、林業、礦業及觀光等分組，由我相關機關及民間

產業協會代表參加。 

(2.)陳前總統率團出訪中美洲過境停留安克拉治，與阿拉斯加州前州長穆

考斯基和企業領袖會晤。 

 2006 年 

(1.)阿拉斯加州州長 Frank Murkowski 應邀訪問台灣，期間除會晤陳前總

統、呂前副總統及李前總統外，另拜會台灣電力公司、中國石油、中華航

空等，就雙邊能源、礦業、漁業及觀光產業合作進行交流。 

(2.)「第 3 屆台灣-阿拉斯加經貿暨投資合作委員會」於台北舉行。 

 2008 年 

「第 4 屆台灣-阿拉斯加經貿暨投資合作委員會」在阿拉斯加州 Fairbank

市舉行。 

 2009 年 

阿拉斯加州副州長 Craig E. Campbell 訪問台灣，期間拜會外交部、經濟

部、中華航空公司、長榮航空公司等。主要訪問目的為加強推動阿拉斯加

州與我航運、商務及觀光等經貿合作關係，並洽談台北-安克拉治定期客

運航線事宜。 

 2011 

阿拉斯加州眾議會議長 Michael Chenault 訪台出席「台美工商聯合會

議」 

 2013 年 

美國聯邦參議院能源暨天然資源委員會共和黨首席議員 Lisa Murkowski

偕該委員會資深顧問 Isaac Edwards 訪問我國。 

 2014 年 

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安克拉治世貿中心邀請美國青年企業領袖

團訪台。 



重要官方會議 N/A 

重要民間會議 N/A 

雙邊經貿協定 2004 年總統府康前資政寧祥及林前政務委員義夫率「高階政商人士赴阿拉斯

加州商務考察團」赴州訪問並簽署合作備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