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錄（一） 

受訪韓資企業基本資料 

l．T電子公司 

生產汽車音響（Car Stereo Cassetne）、彩色電視（Color TV）的獨資企

業，總投資額為 190 萬美金，1992 年靠貿促會辦理設廠於青島市郊區，現有員

工 340 人（韓籍幹部 5 名），原料全由韓國進口，產品全出口到韓國、南美、

美國、歐洲等地，訪談對象（1）為公司副總經理，無中文能力，專科畢業。 

2．P 通商 

從事於報關行的獨資企業，1995 年設廠於青島市區，現有員工 3 人，主要

客戶為在青島的韓資企業，訪談對象（2）為公司總經理，無中文能力，大學畢

業。 

3．Q 纖維有限公司 

生產 POLI 纖維的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1,040 萬美金，1994 年靠貿促會

辦理設廠於青島市郊區，現有員工 915 人（韓籍幹部 15 名），原料全由韓國購

買，全部產品出口到東南亞及美洲，訪談對象（3）為公司總經理，無中文能

力，大學畢業。 

4．L 玩具有限公司 

生產 SKIN 玩具的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50 萬美金，1992 年靠貿促會辦理

設廠於青島市郊區，現有員工 648 人（韓籍幹部 8 名），原料由韓國採購佔

70% 比例，由當地採購比例佔 30%，全部產品出口到美洲等地，訪談對象（4）

為公司總經理，無中文能力，高中畢業。 

5．M 實業 

生產 POLI 纖維的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900 萬美金，1994 年靠貿促會辦

理設廠於青島市郊區，現有員工 1,500 人（韓籍幹部 27 名），原料（原紗）全

由韓國購買，全部產品出口到中東、東南亞等地，訪談對象（5）為公司總經

理，無中文能力，專科畢業。 

6．D 電線有限公司 

生產電線的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1,180 萬美金，1993 年設廠於青島市郊

區，與 A 市國營電線廠合資經營兩年後，雙方對擴大投資事宜等達不到共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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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合資合約，1995 年轉為獨資企業。現有員工 1,270 人（韓籍幹部 23 名），

訪談對象（6）為公司副總經理，有中文能力，大學畢業。 

7．H 玩具公司 

生產縫製玩具的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50 萬美金，1992 年靠貿促會辦理

設廠於青島市郊區，現有員工 1,300 人（韓籍幹部 25 名），原料由韓國採購佔

60% 比例，由當地採購佔 40% 比例，訪談對象（7）為公司總經理，無中文能

力，國中畢業。 

8．DM 染織有限公司 

從事於染色、印花行業的合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500 萬美金，韓方佔股

80%，中方（國營印染廠）佔股 20%，主原料全由韓國採購，1994 年靠貿促會辦

理設廠於青島市郊區，現有員工 340 人（韓籍幹部 9 名），訪談對象（8）為公

司總經理，無中文能力，高中畢業。 

9．S 橡膠製品有限公司 

生產運動鞋的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500 萬美金，1992 年靠貿促會辦理設

廠於青島即墨市郊區，現有員工 2,836 人（韓籍幹部 36 名），原料由韓國購買

佔 80% 比例，由當地採購佔 20% 比例，全部產品出口到韓國、美洲、東南亞等

地，訪談對象（9）為公司總經理，無中文能力，國中畢業。 

10．K 電器有限公司 

生產馬達（Motor）的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600 萬美金，1993 年靠貿促

會辦理設廠於青島市郊區，現有員工 1,380 人（韓籍幹部 16 名），訪談對象

（10）為公司總經理，無中文能力，專科畢業。 

11．XJ 商社 

韓國某大企業集團貿易部門的青島辦事處，該公司甚為重視中國大陸市

場，扮演綜合貿易商的角色，提供該集團產品及其他在韓國的中小企業產品，

如重工業機械、家電用品、各式整廠設備、鋼鐵金屬及建築材料、通訊電腦產

品、紡織品及成衣、日用消費品等數千種產品，尤其因該集團生產化學原料，

所以較注重化學原料及製品。1992 年設辦事處於青島市中心，其營運方式大致

為商情資訊中心，擔任業務推廣與接單，辦事處本身不開 L/C，均由韓國總公

司負責，現有員工 12 人（韓籍幹部 3 名），韓籍幹部皆具備中文能力，訪談對

象為韓籍幹部及中國員工（11）。 

12．錦湖食品有限公司 

生產各種食品及食品添加物，並營運高速巴士的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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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萬美金，1992 年設廠於青島市郊區，現有員工 230 人（韓籍幹部 17 名），

全部原料由當地採購，產品主要出口到韓國，訪談對象（12）為總經理，有中

文能力，大學畢業。 

13．HS 汽車維修廠 

1992 年現代汽車開始販賣中國大陸時一起進來設維修廠於青島市區，主要

客戶為韓國產汽車保證維修及外國產汽車，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50 萬美金，

現有員工 39 人，其中韓國專業技師 3 人輔導當地技師維修技術，訪談對象

（13）為總經理，有中文能力，高中畢業。 

14．YH 紙箱有限公司 

生產產品包裝用紙箱（Inner Box and Cannon Box）的獨資企業，總投資

額為 10 萬美金，1995 年設廠於青島市郊區，現有員工 30 人（韓籍幹部 1

名），原料全由當地外資企業購買，產品供應給當地外資企業，主要客戶為青

島韓資企業訪談對象（14）為公司總經理，有中文能力，研究所畢業。 

15．青島 S食品 

生產泡麵及乾菜的合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600 萬美金，韓方和中方各佔

50% 股份，1989 年靠貿促會辦理設廠於青島市郊區，現有員工 254 人（韓籍幹

部 3 名），原料全由當地採購，內銷為主，訪談對象（15）為總經理，無中文

能力，大學畢業。 

16．青島 O縫紉針有限公司 

生產縫紉針的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170 萬美金，1991 年靠貿促會辦理設

廠於青島市郊區，現有員工 125 人（韓籍幹部 9 名），原料全由韓國採購，產

品出口到韓國、美洲等地，訪談對象（16）為總經理，無中文能力，高中畢

業。 

17．B 玻璃製品有限公司 

生產小型玻璃瓶的合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183 萬美金，韓方和中方各佔 50% 股

份，1989 年靠貿促會辦理設廠於青島市郊區，現有員工 215 人（韓籍幹部 5

名），原料全由當地採購，產品中 30% 可內銷中國當地，但目前 100% 出口到

韓國總公司。訪談對象（17）為總經理，無中文能力。大學畢業。 

18．L 服裝有限公司 

生產 Knit 成衣的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45 萬美金，1993 年靠貿促會辦理

設廠於威海市郊區，現有員工 330 人，韓籍幹部 10 人，5 個生產線皆由朝鮮族

負責管理，原料由韓國進口佔 80% 比例，由當地採購則佔 20% 比例，產品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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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到歐洲、美洲、韓國等地，訪談對象（18）為總經理，無中文能力，大學畢

業。 

19．XX 商社青島辦事處 

韓國大企業集團貿易部門的青島辦事處，扮演綜合貿易商的角色，提供該

集團生產產品及韓國中小企業產品至中國大陸市場，1993 年設廠於青島市中

心，現有員工 6人，訪談對象（19）有中文能力，大學畢業。 

20．N 電子有限公司 

生產 SWITCH、RELAY、MOTOR、CAR-AMP 的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500 萬美

金，1992 年靠貿促會辦理設廠於青島市郊區，現有員工 630 人，韓籍幹部 15

人，原料由韓國進口佔 70% 比例，由當地採購佔 30% 比例，產品全出口到韓

國、南美、美國、歐洲等地，訪談對象（20）為總經理，無中文能力，高中畢

業。 

2l．H 銀行 

1994 年韓國第一銀行與中國工商銀行合資設在青島的合資銀行，總投資額

為 3,600 萬美金，現有員工 47 人（韓籍幹部 2 名），韓籍幹部皆具備中文能

力，且具大學學歷。 

22．SYDECAL 有限公司 

負責印染工程的外包加工廠，獨資企業，主要客戶為同地區的韓資企業，

原料 100% 由韓資發包廠提供，所有產品則供應給發包廠。總投資額為 40 萬美

金，現有員工 72 人（韓籍幹部 2名），1994 年設廠於青島即墨市。 

23．D 水產有限公司 

加工各種水產（蟹肉、魚卵）的合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50 萬美金，中方現

金投資 40%，韓方現金投資 60%，產品中 70% 為出口，30% 為內銷，但內銷比

例還未達 30%，主要原料由遠洋漁船採購，1991 年先設辦事處，管理當地外包

加工廠，1996 年正式設立投資公司設廠於青島市郊區。考量勞資問題韓方只負

責貿易部門，工廠完全由中方負責，現有員工 400 人，韓籍幹部 2 人，訪談對

象（21）為公司韓方負責人，無中文能力，大學畢業。 

24．胡皮革有限公司 

生產皮包、腰帶的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50 萬美金，1993 年靠貿促會辦

理設廠於青島市膠洲市，現有員工 200 人，韓籍幹部、人，原料由韓國進口佔

90%，由當地採購佔 10%，產品全出口到歐洲、韓國等地，訪談對象（22）為公

司總經理，無中文能力，高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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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SS 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生產運動用皮球（足球、籃球、排球、手球等）的獨資企業，總投資額為

420 萬美金，現有員工 1,018 人，韓籍幹部 19 人，原料全由韓國進口，產品全

出口到韓國、歐洲等地，1991 年靠貿促會辦理設廠於青島市郊區，訪談對象

（13）為負責工廠管理的管理階層，有中文能力，大學畢業。 

26．JU 不銹鋼製品有限公司 

生產不銹鋼保溫瓶的獨資企業，總資本額為 300 萬美金，現有員工 155

人，韓籍幹部 5 人，1994 年靠貿促會辦理設廠於青島膠洲市，原料全由韓國母

公司購買，全部完成品出口到歐洲、美洲等地，部份半製品出口到韓國母公

司，訪談對象（24）為管理階層，有中文能力，大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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