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LIQUOR INNOVATION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零售業, 

網址：https://liquor-innovation.co.jp/  

攤位 

< 06 > 《東京都》 

酒精飲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Hiroto Azuma 

電子郵件: h-azuma@liquor-innovation.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香港,東南亞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 

 

  

Tehajime 米酒－Tehajime－   

 
 
 
 

男山本店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en.kesennuma.co.jp/  

攤位 

< 12 > 《宮城縣》 

酒精飲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Hiroki Sugawara 

電子郵件: hirotrek105@gmail.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東南亞,法國,其他歐盟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 

   

蒼天傳 特別純米 蒼天傳 大吟釀 蒼天傳 純米吟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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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武釀造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www.hokosugi.com/  

攤位 

< 17 > 《三重縣》 

酒精飲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Wey Alec 

電子郵件: alecwey@email.yfp.com.tw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香港,台灣,東南亞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製造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電子零售商,加盟授權者,出口商 

取得認證: 

   

鉾杉 特撰 純米吟釀 紅標 鉾杉 山廢釀製 純米酒 鉾杉 柚子濁酒 

 
 
 
 

大和實業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貿易公司, 

網址：http://www.daiwa-trading.com/  

攤位 

< 27 > 《兵庫縣》 

酒精飲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Ryo Sagehashi 

電子郵件: ryo-sagehashi@daiwaco.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其他中東,德國,法國,澳洲,美國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 

取得認證: 

  

 

菊彌榮 純米酒 石見野 芥末燒酒 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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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佐吉商店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貿易公司, 

網址：https://www.sakichishouten.com/  

攤位 

< 28 > 《熊本縣》 

酒精飲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s. Wakako Fukuda 

電子郵件: wakako@sakichishouten.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台灣 

目標買家（業種）: 

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 

 

 

 

柚子薄荷利口酒 純米吟釀酒 萬坊 辣椒大蒜味噌 

 
 
 
 

SKY FOOD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 

網址：https://www.sky-food.jp/english-chinese/  

攤位 

< 18 > 《大阪府》 

其他類飲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yoji kataoka 

電子郵件: kataoka@sky-food.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澳洲,美國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 

取得認證:ISO9001 

   

Sky Beat 牛奶玉米濃湯 四季之彩日式高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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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屋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零售業, 

網址：https://www.kyusyuya.co.jp/  

攤位 

< 19 > 《東京都》 

其他類飲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SHOICHIRO TAKEDA 

電子郵件: s.takeda@kyusyuya.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東南亞 

目標買家（業種）: 

量販商／經銷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 

 

 

 

大澤葡萄汁 720ml 大澤葡萄汁 180ml 禮盒組  

 
 
 
 

松尾農場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批發業, 

網址：http://matsuofarm.jp/  

攤位 

< 20 > 《長崎縣》 

其他類飲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kimiharu matsuo 

電子郵件: aen71050@leaf.odn.ne.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目標買家（業種）: 

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其他認證,島原特殊品質 

   

感動的紅紫蘇 感動的青紫蘇 紅紫蘇汁 薑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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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商事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批發業,貿易公司, 

網址：https://www.ishimitsu.co.jp/  

攤位 

< 29 > 《兵庫縣》 

其他類飲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DAISUKE KASHINE 

電子郵件: d-kashine@ishimitsu.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台灣,東南亞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製造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 

取得認證:有機 JAS,FSSC22000 

 

 

 

KABUTO 濾滴咖啡袋 KABUTO 優質咖啡液  

 
 
 
 

松下園 組織形態：製造業,批發業,零售業, 

網址：http://suppinn.com/  

攤位 

< 30 > 《靜岡縣》 

其他類飲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Yoshiharu Matsushita 

電子郵件: suppinn@gmail.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美國,加拿大 

目標買家（業種）: 

製造商,量販商／經銷商 

取得認證:有機 JAS,其他認證,IFOAM 認證 

   

有機抹茶 有機焙煎茶粉 有機綠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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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榮光堂 組織形態：製造業,批發業,貿易公司, 

網址：https://japancandy.net/  

攤位 

< 15 > 《岐阜縣》 

糕點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SHUSUKE TAKEDA 

電子郵件: s.takeda@s-eikodo.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香港,台灣,東南亞,澳洲,加拿大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電子零售商,加盟授權者 

取得認證:HACCP,ISO9001 

  

 

牛奶糖 ＜玫瑰＞ 牛奶糖 ＜牛奶（北海道產鮮奶油）＞ Ramelle＜水蜜桃＞ 

 
 
 
 

須崎屋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suzakiya.com/en/  

攤位 

< 16 > 《長崎縣》 

糕點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Taisei Kikizu 

電子郵件: kikizu.suzakiya@gmail.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出口商 

取得認證:正在申請認證中（勾選就會顯示輸入欄。）,HACCP 

 

 

 

五三燒蜂蜜蛋糕 蛋糕邊 極上五三燒蜂蜜蛋糕 五三燒蜂蜜蛋糕 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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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UTO 製菓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www.marutoseika.com/  

攤位 

< 23 > 《廣島縣》 

糕點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Tuo Zheng 

電子郵件: tei@marutoseika.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香港,台灣,其他東北亞,東南亞,法國,英國,俄羅斯,澳洲,美國,加拿大,巴西 

目標買家（業種）: 

量販商／經銷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電子零售商 

取得認證:其他認證,ISO22000、FSSC22000 正在努力諮詢申請中 

 

 

 

長崎蜂蜜蛋糕 香蕉半熟蜂蜜蛋糕 考維曲巧克力 

 
 
 
 

HATADA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www.hatada.co.jp  

攤位 

< 24 > 《愛媛縣》 

糕點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Yasuhiro Mitsumori 

電子郵件: hatada-matsuyama089@nifty.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美國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 

取得認證:其他認證,愛媛縣 HACCP 

   

鳴門金時地瓜 巴里桑巧克力餅乾 6 個 金時地瓜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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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食品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s//www.daiichisyokuhin.com  

攤位 

< 25 > 《新潟縣》 

糕點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s. Hiroko Yamada 

電子郵件: hyamada@daiichisyokuhin.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其他東北亞,東南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 

目標買家（業種）: 

製造商 

取得認證:ISO22000 

  

 

整粒草莓大福 MOCHIMORE 提拉米蘇 豪華最中餅宇治抹茶與大納言紅豆 

 
 
 
 

北九食品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www.kitakyushokuhin.jp  

攤位 

< 26 > 《福岡縣》 

糕點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Kohei Fukuda 

電子郵件: k.fukuda@kitakyushokuhin.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東南亞,其他歐盟,美國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ISO22000 

 

 

 

櫻花櫻花 蕨餅抹茶 哈蜜瓜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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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ST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 

網址：https://www.s-trust.jp  

攤位 

< 35 > 《大阪府》 

糕點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Kenji Sagahara 

電子郵件: info@s-trust.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 

目標買家（業種）: 

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電子零售商 

取得認證: 

 

 

 

大漁丸嚴選豆果子 豆極量販包 無殼綠開心果芥末口味 

 
 
 
 

IRIS FOOD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s://www.irisfoods.co.jp/  

攤位 

< 13 > 《東京都》 

米、米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TAKEOMI YOSHIMURA 

電子郵件: takeomi_yoshimura@irisohyama.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東南亞,荷蘭,法國,其他歐盟,美國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 

取得認證:FSSC22000 

 

 

 

包裝米飯 低溫製法米 生切年糕 生鮮米 5 種品牌試吃比較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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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商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tanesho.co.jp  

攤位 

< 14 > 《佐賀縣》 

米、米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kazuma morotomi 

電子郵件: kazuma-m@tanesho.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東南亞,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 

目標買家（業種）: 

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電子零售商 

取得認證:清真認證 

  

 

二十一穀米 30gx6 包 日本產十六穀米 營業用 500g 超級食物 飯糰 BOX 

 
 
 
 

KURIYA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零售業, 

網址：https://www.kuriya.jp/  

攤位 

< 21 > 《香川縣》 

米、米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NOBORU MUGURUMA 

電子郵件: n_muguruma@kuriya.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東南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HACCP 

 

 

 

Oco-Mail（精米 150g 真空包裝） Oco-Mail 47（300g 精米真空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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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賀冷凍食品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s://kanesue-saga.jp  

攤位 

< 22 > 《佐賀縣》 

米、米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Teruki Koga 

電子郵件: t-koga@kanesue-saga.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美國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 

 
 

 

冷凍壽司 雞肉飯糰  

 
 
 
 

SOL JAPAN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 

網址：https://sol.co.jp/  

攤位 

< 36 > 《島根縣》 

水產品、水產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Tanaka Shinichi 

電子郵件: export@sol.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東南亞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出口商 

取得認證: 

 

 

 

山陰海岸產 黑喉魚 去除魚鰓及內臟 

新鮮真空包裝（生魚片用） 

山陰海岸產 厚質肉身黑喉魚排 新鮮真

空快速冷凍包（生魚片用） 

山陰海岸產 蠑螺生魚片用 快速冷凍

（含殼、蓋、肝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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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設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貿易公司,零售業, 

網址：http://kaname-k.com/  

攤位 

< 37 > 《茨城縣》 

水產品、水產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tetsuya takahashi 

電子郵件: t.takahashi@kaname-k.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目標買家（業種）: 

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ISO9001 

 

  

鮮魚 鰤魚   

 
 
 
 

若女食品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wakashoku.jp/  

攤位 

< 38 > 《島根縣》 

水產品、水產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katsuhiko morino 

電子郵件: morino@wkm-f.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其他東北亞, 

目標買家（業種）: 

超市與連鎖店鋪,餐廳與外燴服務 

取得認證:ISO22000 

 

 

 

講究的居酒屋套裝組合 什錦燒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木村水產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www ayukimura.co.jp  

攤位 

< 39 > 《滋賀縣》 

水產品、水產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masahiro kimura 

電子郵件: masahiro@ayukimura.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 

取得認證: 

 

  

油漬小香魚（罐頭） 鹽烤香魚 碎魚肉塊 對剖香魚 

 
 
 
 

池添魚板店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零售業, 

網址：https//www.rakuten.ne.jp/gold/ikezoe  

攤位 

< 40 > 《德島縣》 

水產品、水產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s. Tomoko Ikezoe 

電子郵件: ikezoe@mandala.ne.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 

目標買家（業種）: 

量販商／經銷商,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 

 

  

冷凍魚排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關空運輸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貿易公司, 

網址：http://www.kanku-

unyu.com/export/images/pdf/kanku_about_us.pdf  

攤位 

< 46 > 《大阪府》 

水產品、水產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Masahiro Domoto 

電子郵件: m-doumoto@kanku-unyu.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香港,台灣,東南亞,德國,澳洲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電子零售商 

取得認證: 

 
 

 

各種海鮮 鮪魚 冷凍海鮮 

 
 
 
 

YAMASA 竹輪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s://yamasa.chikuwa.co.jp/  

攤位 

< 47 > 《愛知縣》 

水產品、水產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Taisuke Kurano 

電子郵件: t.kurano@chikuwa.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東南亞,加拿大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電子零售商,出口商 

取得認證: 

  

 

豆竹輪 柔軟蔬菜魚餅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HAPPY OCEAN 合同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批發業, 

網址：http://www.happyocean.co.jp/  

攤位 

< 48 > 《宮城縣》 

水產品、水產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Akira Takishima 

電子郵件: hello@happyocean.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東南亞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電子零售商 

取得認證:其他認證,都道府縣保健所營業許可證 

   

宮城縣金華山海岸酒蒸鮑魚 宮城縣三陸產星鰻魚乾 OceanHam 鰤魚 

 
 
 
 

越河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批發業, 

網址：http://www.k-chef.jp/  

攤位 

< 49 > 《鳥取縣》 

水產品、水產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MICHIAKI YAMAMOTO 

電子郵件: m-yamamoto@k-chef.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香港,台灣,東南亞,其他歐洲 

目標買家（業種）: 

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ISO22000 

   

美乃滋蟹肉 蟹黃燒賣 焗烤蟹殼超值包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丸一前田商事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貿易公司, 

網址：https://www.maeda.ne.jp/  

攤位 

< 50 > 《山口縣》 

水產品、水產加工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HIROSHI ANDO 

電子郵件: shimonoseki@maeda.ne.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HACCP 

 

  

MAEDA SAUCE   

 
 
 
 

株式会社 CHIKIRIYA  組織形態：製造業,批發業,零售業, 

網址：https://kyo-

chikiriya.com/english/index.html#sec01  

攤位 

< 31 > 《京都府》 

其他加工食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Yoshifumi Sasaki 

電子郵件: y.sasaki@kyo-chikiriya.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香港,台灣,東南亞,法國,美國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製造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飯店,電子零售商,加盟授權者 

取得認證:ISO9001 

  

 

牛奶果醬宇治抹茶 牛奶果醬京都焙煎茶 抹茶 30g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長崎五島烏龍麵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 

網址：http://www.510udon.com  

攤位 

< 32 > 《長崎縣》 

其他加工食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Hiroaki Norimura 

電子郵件: norimura.510u@gmail.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東南亞,法國 

目標買家（業種）: 

量販商／經銷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 

取得認證:HACCP 

  

 

五島手工擀製烏龍麵（日本小麥） 五島手工擀製烏龍麵（營業用） 飛魚麵醬露（稀釋用）鋁箔包 30ml 

 
 
 
 

武生製麵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s://www.echizensoba.co.jp/  

攤位 

< 33 > 《福井縣》 

其他加工食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TOMOFUMI NAKADE 

電子郵件: takefu@ymail.plala.or.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東南亞,法國,美國,加拿大 

目標買家（業種）: 

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其他認證,福井縣認證 HACCP 

 

 

 

海外營業用 50%蕎麥麵 PC5-100 海外營業用的抹茶蕎麥麵 PT-100 海外營業用 30%蕎麥麵 N3-100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五木食品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www.itsukifoods.jp/lang/chn/  

攤位 

< 34 > 《熊本縣》 

其他加工食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HIDEO OGATA 

電子郵件: ogata.h@itsukifoods.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香港,台灣,其他東北亞,東南亞,印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荷蘭,德國,法國,英國,其他歐盟,其他歐洲,俄

羅斯,澳洲,紐西蘭,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巴西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電子零售商 

取得認證:ISO9001 

  

 

海外用熊本 Mokkosu 拉麵 海外用 3 餐份炒麵  

 
 
 
 

KAWAMAN 商店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 

網址：http://www.kawaman.com/  

攤位 

< 41 > 《沖繩縣》 

其他加工食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Yoichi Soeishi 

電子郵件: y-soeishi@kawaman.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其他東北亞 

目標買家（業種）: 

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電子零售商 

取得認證: 

 

  

藥膳龍花的健康飲料「YURURI」 洗淨海蘊 冷凍扁實檸檬果實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和田萬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s://www.wadaman.com/zh-TW/  

攤位 

< 42 > 《大阪府》 

其他加工食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s. Biro Chen 

電子郵件: chen@wadaman.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香港,台灣,東南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德國,法國,英國,其他歐盟,澳洲,美國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製造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HACCP,ISO22000,有機 JAS,清真認證,FSSC22000 

 
 

 

黑芝麻糊 黃金烤芝麻  

 
 
 
 

GLOBAL EYE 有限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globaleye-yamagata.jp/  

攤位 

< 43 > 《山形縣》 

其他加工食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s. SHINWEI CHEN 

電子郵件: macosinsin@gmail.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其他西亞,法國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餐廳與外燴服務, 

取得認證:有機 JAS 

 

  

米片調味粉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原田產業株式會社 組織形態：,貿易公司, 

網址：https://www.haradacorp.co.jp/  

攤位 

< 44 > 《大阪府》 

其他加工食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CHUN JUNG HUANG 

電子郵件: huang@haradacorp.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台灣,東南亞,德國 

目標買家（業種）: 

製造商,量販商／經銷商,餐廳與外燴服務 

取得認證: 

 

 

 

酒糟粉 焙煎茶粉 蔬菜細粉（紫芋、南瓜、甜玉米） 

 
 
 
 

NIBISHI 醬油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s://www.nibishi.co.jp/  

攤位 

< 45 > 《福岡縣》 

調味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SHOJI TATEISHI 

電子郵件: s-tateishi@nibishi.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香港,台灣,其他東北亞,東南亞,德國,法國,美國,加拿大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製造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 

取得認證:正在申請認證中（勾選就會顯示輸入欄。）,FSSC22000 

   

拉麵高湯（不含動物來源成分） 液狀味噌 蜆味高湯 液狀味噌 蔬菜高湯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朝倉物產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www.asakurafarm.co.jp  

攤位 

< 51 > 《福岡縣》 

調味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hanada shinichi 

電子郵件: postmaster@asakurafarm.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德國,美國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製造商,飯店 

取得認證:GLOBAL GAP 

   

來自朝倉農場〜蔥醬 香辣葱醬 海苔多多蔥醬 

 
 
 
 

YAMAE 食品工業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s://www.yamae-foods.net/  

攤位 

< 52 > 《宮崎縣》 

調味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yuji yamashita 

電子郵件: yamashita@yamae-foods.net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香港,台灣,其他歐洲 

目標買家（業種）: 

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 

取得認證:HACCP,ISO22000 

 

  

高千穗峽沾麵露 香菇口味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築野食品工業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s://www.tsuno.co.jp/en/  

攤位 

< 53 > 《和歌山縣》 

調味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ATSUYUKI HATSUZAWA 

電子郵件: hatsuzawa.atsuyuki@tsuno.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香港,台灣,東南亞,法國,澳洲,美國,加拿大 

目標買家（業種）: 

製造商,量販商／經銷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ISO9001,ISO22000,清真認證,猶太潔食 

   

米糠油 500 毫升 米油 180g 米油 1500g 

 
 
 
 

株式會社 丸八村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s://www.08m.co.jp/  

攤位 

< 54 > 《靜岡縣》 

調味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Daisuke Ueda 

電子郵件: daisuke.ueda@08m.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香港,台灣,東南亞,荷蘭,德國,法國,英國,其他歐盟,俄羅斯,澳洲,美國,加拿大 

目標買家（業種）: 

製造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HACCP,FSSC22000 

  

 

白色高湯 鰹魚高湯包鰹魚粉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笛木醬油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kinbue.jp/en  

攤位 

< 55 > 《埼玉縣》 

調味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MASUMI NAKAZATO 

電子郵件: kinbue@nifty.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東南亞,法國,澳洲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其他認證,JFS-B 規格 

   

金笛 柚子醋 金笛 春夏秋冬的高湯醬油 金笛 二次釀製生醬油 

 
 
 
 

EDO DESIGN WORKS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零售業, 

網址：https://soyandco.com  

攤位 

< 56 > 《東京都》 

調味料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Toshihiko Okazaki 

電子郵件: 1879@soyandco.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台灣,東南亞,法國 

目標買家（業種）: 

量販商／經銷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 

 

  

美容醬油 水果醬油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大和食品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批發業,貿易公司, 

網址：http://www.daiwashokuhin.co.jp/  

攤位 

< 57 > 《大阪府》 

畜產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Simon Cheng 

電子郵件: simon@rikyunosato.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電子零售商,出口商 

取得認證:HACCP,FSSC22000 

 

 

 

和牛原料 熊本赤牛 和牛烤牛肉  

 
 
 
 

千成亭風土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批發業,零售業, 

網址：https://www.sennaritei.jp/  

攤位 

< 58 > 《滋賀縣》 

畜產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Kino Yoshio 

電子郵件: y.kino@sennaritei.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台灣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餐廳與外燴服務 

取得認證:HACCP,其他認證,S-HACCP 滋賀縣食品自主衛生管理認證制度 

 

  

近江牛肉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TRADE MEDIA JAPAN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貿易公司, 

網址：https://www.tm-japan.jp/  

攤位 

< 59 > 《宮崎縣》 

畜產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Naoki Shou 

電子郵件: naokichung@tm-japan.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台灣,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 

 
 

 

炸鮪魚肉餅等 日南魚子醬 日向牛 

 
 
 
 

ADVANCE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 

網址：http://saikanokenbinabe.com/  

攤位 

< 60 > 《大阪府》 

畜產品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s. kyomi kashihara 

電子郵件: saikanokenbinabe@kyj.biglobe.ne.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東南亞,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餐廳與外燴服務 

取得認證:HACCP 

  

 

牛肉 日本產牛肉湯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美好生活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 

網址：http://wonderfullifejapan.com/en/  

攤位 

< 01 > 《北海道》 

北海道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Kenji Sadayasu 

電子郵件: sadayasu@wonderfullifejapan.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 

取得認證: 

 

 

 

和牛 1 頭套組 乾燥海參  

 
 
 
 

RAIN COLOR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零售業, 

網址：  

攤位 

< 02 > 《北海道》 

北海道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takeshi mikami 

電子郵件: beastkitchen@gmail.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台灣,東南亞 

目標買家（業種）: 

製造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餐廳與外燴服務 

取得認證: 

  

 

米製糖漿 蜆味醬油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LOCO FARM VILLAGE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 

網址：http://www.hokkaido-loco.com/  

攤位 

< 03 > 《北海道》 

北海道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MASAKI IWAMOTO 

電子郵件: m.iwamoto@ttc-gr.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其他西亞 

目標買家（業種）: 

百貨公司, 

取得認證: 

   

夕張哈蜜瓜巧克力夾心餅乾 北海道玉米軟綿起司 北海道牛奶楓糖蛋糕 

 
 
 
 

NASIO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貿易公司, 

網址：https://www.nasio.co.jp/en  

攤位 

< 04 > 《北海道》 

北海道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Masaaki Morimoto 

電子郵件: gogojiayounlt@gmail.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香港除外）,台灣,東南亞 

目標買家（業種）: 

加盟授權者 

取得認證: 

  

 

純日本產洋芋片薄鹽口味 Pporo 巧克力 烏骨雞蜂蜜蛋糕百華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MARUMASU 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  

攤位 

< 05 > 《北海道》 

北海道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SATO SAKARI 

電子郵件: marumasu@mrms.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 

取得認證:ISO22000,其他認證,日本冷凍食品協會認證工廠／食品衛生法許可 7 件 

   

北方紙包燒鮭（胡椒鹽口味） 北海道昆布和鯡魚乾米漢堡 北海道冷凍南瓜 

 
 
 
 

北海道環球事業推廣機構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貿易公司, 

網址：http://hgbp.co.jp/  

攤位 

< 07 > 《北海道》 

北海道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Toshikatsu Sato 

電子郵件: tsato@hgbp.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其他中東,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 

取得認證:清真認證 

 

  

牛肉（和牛）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牧野農園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www.rice-factory.jp/  

攤位 

< 08 > 《北海道》 

北海道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Daisuke Hasegawa 

電子郵件: ajo.bros.hsgw@ajoblack.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百貨公司,餐廳與外燴服務,飯店,電子零售商 

取得認證: 

 

  

黑美人 北之黑   

 
 
 

 

 

艾妥列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批發業, 

網址：http://www.atre-akita.jp/  

攤位 

< 10 > 《北海道》 

北海道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shinya funaki 

電子郵件: funaki@atre1.co.jp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紐西蘭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 

取得認證: 

 

  

 

沙丁魚棒 烤鮭魚鬆 北海道起司巧克力夾心餅乾 



參展者資訊 
台北晶華酒店 Grand Ballroom（3 樓） 
台北日本產農漁業產品暨食品出口商談會 2019 ,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台北 , 台灣 

不二屋本店株式会社 組織形態：製造業, 

網址：http://www.fujiyahonten.jp/  

攤位 

< 11 > 《北海道》 

北海道 聯絡資訊 
 

負責窗口: Mr. Hiroki Kamata 

電子郵件: master@omiyage-takuhai.com 

主要出口目的地: 

香港,台灣,東南亞, 

目標買家（業種）: 

進口商,量販商／經銷商,獨立零售商,超市與連鎖店鋪,百貨公司 

取得認證: 

   

魚卵仙貝（調味魚卵海鮮仙貝） 北方工匠製作的海鮮香鬆 五島軒大地沙拉醬 山芥末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