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1 月，在布魯金斯研究所最受高
校畢業生歡迎的城市中，奧斯丁名列第一

 
2010 年 11 月，奧斯丁名列福布斯十大
最經濟實惠城市名單之中 

 
2011 年 1 月，奧斯丁榮獲 PayScale 公
司評出的第二大資訊科技創業「熱點」地
區   

 
2010 年 12 月，布魯金斯研究所將奧斯
丁提名為最具活力的美國城市，奧斯丁當
時還是唯一一個在世界排名前 30 位的
美國城市  

 
奧斯丁還是美國十大最具綠意城市，自然
母親網絡(Mother Nature Network)，2009

年 10 月 

 

別光聽我說。敬請光臨，親
眼看看奧斯丁能為您提供什
麼。我們期待著和您在生意
上展開合作。 

德克薩斯，奧斯丁。
就連數據也強勁亮麗。 

奧斯丁是全球創新經濟中的熱門美國
城市，Innovation-cities.com，2010 年

2011 年 7 月，福布斯將奧斯丁稱為
美國第一「繁榮城市」   

2010 年 5 月，奧斯丁榮獲「Kiplinger 

未來十年最佳城市」冠軍  

 
奧斯丁是美國青年人熱門城市，《商業
週刊》 2011 年 6 月

Lee Leffingwell 市長 

我們成功的關鍵動力在於：從
我們頂級教育機構源源不斷
湧現的創業人才渠道；持續吸
引美國最具前途的公司和專
才；為大型企業以及開發太陽
能科技、無線應用等各種技術
的初創公司提供日益擴大的
基地。 

其它大型雇主 

雇用 1,000-5,999 名員工(經選) 

飛思卡爾 半導體 半導體，總部 5,000 

AT&T 電信 3,450 

蘋果 客戶及內部支援服務 3,000 

AMD 半導體，地區總部 2,933 

應用材料公司 半導體 2,250 

美商國家儀器公司 軟體、硬體，研發，總部 2,200 

Girling 醫療保健 醫療保健，總部 1,952 

偉創力 電子製造 1,875 

時代華納有線 媒體和通信 1,765 

全食超市公司 雜貨零售商，總部 1,694 

科羅拉多河下游管理局 保護和開墾區 1,544 

JP 摩根大通 銀行業 1,400 

動視暴雪公司 遊戲軟體呼叫中心 1,200 

Hospira 公司 製藥  1,365 

PPD 發展公司 生物製藥 1,100 

三星半導體 半導體，地區總部 1,050 

英特爾公司 微處理器設計中心 1,000 

3M 公司 電子製造，研發 1,000 

奧斯丁頂級雇主 

雇用 6,000 名員工及以上 

德克薩斯州 政府 69,777 

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教育 25,313 

戴爾 電腦製造，  

銷售，總部 

14,000 

奧斯丁市 政府 12,000 

聯邦政府 政府 11,991 

Seton 醫療保健 醫療保健服務 11,500 

AISD 教育 10,672 

IBM 電腦製造，  

銷售，總部 

6,239 

St. David’ s 醫療保健  醫療保健服務 6,600 

新聞中的奧斯丁 

2011 年 7 月，《商業週刊》將奧斯丁
評為創辦小企業最熱門城市 

2010 年 12 月，CNBC 將奧斯丁評
為美國最適合移居的城市之一 

奧斯丁是 「最適合工作生活的美國城
市」之一，《美國商業評論》，2011 年
1 月 

2011 年 2 月奧斯汀榮獲福布斯評選
的「最大的吸引腦力人才城市」第三
名 

 

謝謝各位對奧斯丁的興趣。我
有幸擔任這一最具活力城市
的市長。奧斯丁是一個國際創
新中心，也是未來高科技綠色
經濟的樞紐。 

按行業劃分的大奧斯丁就業情況

圖表：大奧斯丁商會  

原始數據：德克薩斯勞工委員會 



 
 

人口 
美國人口普查局 

        2010 年 百分比變化    百分比變化
             人口      1990 –  2000    2000 –  2010 

 奧斯丁          790,390   30.7%      20.4% 

 大奧斯丁         1,716,289       47.7%      37.3% 

 德克薩斯       25,145,561       22.8%       20.6% 

 美國      308,745,538       13.2%       9.7% 

年齡 

美國人口普查局，2010 年 
奧斯丁市百分之五十的人口處於 18-44 歲這一高峰工作年
齡段（全國為 36.5%)。奧斯丁年齡中位數為 31 歲，比全
國中位數 37.2 歲少六歲。  

按年齡劃分的人口分佈 
美國人口普查局，2010 年     

0-17 歲         22.2% 

18-24 歲         14.5% 

25-64 歲         56.3% 

65 歲及以上 7.0% 

收入 
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  

美國經濟分析局 

生活成本指數 
美國 = 100  

社區及經濟研究局 

亞特蘭大          95.6 

奧斯丁   95.5 

波士頓   132.5 

芝加哥   116.9 

達拉斯   91.9 

丹佛   103.2 

洛杉磯           136.4 

曼哈頓           216.7 

鳳凰城   100.7 

羅利   98.2 

鹽湖城           100.6 

舊金山           164 

中位數房屋銷售價 

現有單戶住宅房，2010 年 

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 

大奧斯丁 193,600 美元 

美國 173,100 美元 

 
 

2009 年  大奧斯丁 德克薩斯        美國  

中等家庭         $73,300 $57,400    $64,000  

人均收入         $37,544 $38,546    $39,626 

 

相對酬薪 
2010 年 7 月大奧斯丁區主要職業團體相對酬薪 

勞工統計局 

指數，美國           100 

所有職業            94 

管理、商業和財務                    92 

專業及相關           92 

服務業    91 

銷售及相關   102 

辦公及行政支持                   95 

建設和提取           84 

安裝、維護和修理                   108 

生產            90 

運輸和物料搬運                   97 

稅收 
 

根據稅務基金會指數，2011 年德州營業稅收環境在各州
中排名 13。 

 

2010 年，德州州稅歲收就個人收入百分比而言為全美第
三低（資料來源：稅務管理員聯合會）。  

本地房地產稅稅率 (%), 2010 年 

特拉維斯縣稅估員

奧斯丁市    0.4571 

特拉維斯縣  0.4658 

學區   1.227 

社區學院  0.0951 

衛生保健  0.0719 

合計   2.3169 

 

奧斯丁銷售及使用稅稅率 

德州公共帳目審計長 

州稅    6.25% 
市稅    1% 
公交管理局          1% 
合計    8.25% 

教育水平 
25 歲或以上人士，2005-09 年 ACS 估計 

美國人口普查局
               

研究生學歷 15.9% 

學士或以上  43.5% 

學院就讀，無學位 18.6% 

高中畢業或以上 84.3% 

 

學院註冊 
大奧斯丁區的學院和大學 

美國全國教育統計中心 
 入學人數 

（2010 年秋季） 

研究生（2010 年 6 月學年末） 

進修生 學士 碩士 博士 

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51,195    8,838 2,906 1,382 

德克薩斯州立大學聖馬科斯分
校 

32,572  5,293 1,231 26 

聖愛德華大學，奧斯丁 5,454  989 249  

康考迪亞大學，奧斯丁 2,573 12 989 475  

西南大學，喬治城 1,373  285   

Huston-Tillotson 大學，奧斯丁 901  94   

奧斯丁社區大學 44,100 1,369    

合計 138,168 1,381 15,684 4,861 1,408 

       

 

 
 
Economic Growth and  
Redevelopment Services Office  

(經濟發展與再開發管理局) 
301 West 2nd Street Suite 2030 
Austin, TX 78701 
 
512-974-7819 
 

http://ci.austin.tx.us/redevelopment

2000 年至 2010 年以來，大奧斯丁地區是全國第八大增長最為迅
速的都市區。 

奧斯丁的得天獨厚之處 
數據不會告訴你的事實： 

 
除了強勁的經濟數據以外，奧斯

汀還有任何來訪者都能強烈感

知到的獨特文化特徵。除了此

地，還有什麼地方您可以... 

 

...觀看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蝙蝠群

夜間飛行？ 

 

...參加電影經典臺詞引用大家

樂？ 

 

...躍入水溫終年維持在華氏 68 

度的涼爽天然泉水中？  

 

... 在  1300 多 輛 食 車 挑 選 美

食？ 

 

...享受一年一度的  SXSW 電

影、 音樂和互動節日？ 

 

...沿著一條穿越市中心的河流小

跑、散步、或騎自行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