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產農水業產品與食品出口商務會議 2018 in Taipei 參與企業

酒精飲料

山武市 松尾町武野里11

九十九里海風啤酒　越

光米艾爾啤酒

純米大吟釀　限量版 純米吟釀　限量版

其他飲料

久慈市 小久慈町2-2-15

山之樹葡萄　※3年真

空熟成 山葡萄無添加

100％天然果汁

樹葡萄果醬 山之樹葡萄果泥　　山

葡萄果泥

其他加工食品

三戶郡 田子町大字茂市字佐內田15-3

熟成黑蒜　200g 熟成黑蒜　100 g 熟成黑蒜　50 g

川越市 砂新田2-2-18

無麩質拉麵 清真醬油拉麵2份入附

湯

柔和口味茶蕎麥麵

南島原市 有家町原尾2905-1

隱岩松　飛魚高湯麵線 隱岩松　鹽味麵線 隱岩松　島原手擀麵線

熊本市 城南町阪野945

不含動物食材熊本肥後

拉麵

海外用東京醬油拉麵 海外用3份炒麵

964-28-7000

5 長崎縣
味噌半股份有限公

司
http://misohan.jp 〒

6 熊本縣
五木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http://www.itsukifood

s.jp/chn
〒 861-4201 +81-

859-2123

2 岩手縣
佐幸本店股份有限

公司

http://sakohonten.co.j

p
〒 028-0071 +81- 90-1404-9231

1 千葉縣 寒菊銘釀
http://kankiku.com/en

glish
〒 289-1532 02-8786-0178

+81- 3-3350-7390

4 埼玉縣
桃太郎食品有限公

司

https://www.momotar

o-shokuhin.jp
〒 350-1137 +81- 49-242-3653

3 青森縣
TAKARA股份有限

公司
https://takara229.com 〒 039-0313 +81- 179-20-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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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置市 伊集院町豬鹿倉20

有機黃豆粉抹茶 三厭五葷即食拉麵

糕點類

弘前市 百石町9

PPORO巧克力 生命(蘋果)4P 森林瑪德蓮蛋糕4入袋

裝

港區 海岸3-9-15

MONTOILE JA全農山

梨 蜜桃果凍

MONTOILE　JA京都山

城 青汁抹茶糖果

MONTOILE 乳酸菌寡

醣杏仁

金澤市 柳橋町甲14-1

葛粉條　柚子 葛粉條　夏蜜柑 葛粉條　白桃

大阪市西區 北堀江1-6-2

酷MA萌山葵豆 嚴選下酒菜大漁丸 幸福的年輪蛋糕　原味

出雲市 荒茅町2808-1

出雲結緣　鯛魚燒

853-28-3000

11 大阪府
S・TRUST股份有

限公司
https://www.s-trust.jp 〒

12 島根縣 HARAYA有限公司 http://haraya.net 〒 693-0044 +81-

550-0014

99-273-38277 鹿兒島縣 東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

higashimaru.co.jp
〒 899-2594 +81-

+81- 6-6535-7580
SUNWORLD大樓10樓

10 石川縣 小原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ohr.co.jp 〒 920-3133 +81- 76-288-6572

9 東京都
山星屋股份有限公

司

http://www.arista.co.j

p/english
〒 108-0022 +81- 3-6858-4394

LOOP-X　4F

8 青森縣
Ragueneau Sasaki股

份有限公司
http://rag-s.com 〒 036-8035 +81- 172-35-0353

2ページ



日本產農水業產品與食品出口商務會議 2018 in Taipei 參與企業

倉敷市 玉島乙島7132

西條柿千層酥 包饀柿餅 黃金柿餅

水產、水產加工品

仙台市宮城野區 仙石9-3

一次冷凍天然比目魚去

皮魚排

宮城縣三陸產水煮真星

鰻

黑醋漬鯖魚

氣仙沼市 松崎柳澤228-107

氣仙沼成熟牡蠣製蠔油

氣仙沼市 赤岩港23-1

JAPAN 魷魚明太子 三陸產 帶子海帶根

衝鼻辛辣山葵口味

三陸鍋煮海帶根　附沾

醬

名取市 下增田字南原無號地　仙台機場內

干貝 岩手南部黒牛（交雜

牛）

宮城縣產竹葉魚板

牡鹿郡女川町 石濱字高森25-1號

鮮冷干貝(CAS凍結加

工)

醬煮魚　Pro.

86-526-837313 岡山縣
國和產業股份有限

公司

https://www.kuniwa.n

et
〒 713-8103 +81-

18 宮城縣 鮮冷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onagawa

-senrei.co.jp/en
〒 986-2281 +81- 225-25-5100

17 宮城縣
東北・食品文化出

口推廣事業合作社

http://www.tohoku-

focus.jp/about
〒 989-2401 +81- 70-2817-9083

16 宮城縣
八葉水產股份有限

公司

https://www.hachiyou

suisan.jp
〒 988-0103 +81- 226-22-6230

15 宮城縣
石渡商店股份有限

公司

http://ishiwatashoten.

com
〒 988-0141 +81- 226-22-1893

14 宮城縣
Happy Ocean合股公

司

http://www.happyoce

an.co.jp
〒 983-0032 +81- 22-254-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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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仙沼市 內之脇2-133-3

冷凍帶殼牡蠣 醬油鮭魚子 金華炙燒醋漬鯖魚

埼玉市櫻區 道場2-13-32

北海道昆布沙拉 北海道魔法昆布粉

（T）

根昆布即食高湯袋裝

新宿區 西新宿1-26-2

冷凍干貝

燒津市 下江留1001-1

昆布液體高湯S 液體柴魚高湯 RYKEY

S

白高湯

度會郡南伊勢町田曾浦 3907-1

海鮮魚串 石蓴 無骨魚乾串

境港市 本町33號

紅松葉蟹

684-0025 0909-277-875

23 三重縣 山藤有限公司
http://www.yamatou.

net
〒 516-0222 +81- 599-69-3489

24 鳥取縣 梅崎水產有限公司
http://www.umesakis

uisan.jp
〒

22 靜岡縣
丸八村松股份有限

公司
http://www.08m.co.jp 〒 421-0218 +81- 54-622-7308

21 東京都
松田產業股份有限

公司

http://www.matsuda-

sangyo.co.jp/index.ht

ml

〒 163-0558 +81- 3-3346-2311
新宿野村大樓10樓

20 埼玉縣
都平昆布海藻股份

有限公司

http://www.tohira.co

m
〒 338-0835 +81- 48-854-6110

19 宮城縣
阿部長商店股份有

限公司

http://www.abecho.co

.jp/en
〒 988-0025 +81- 226-22-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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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市西區 草津港1-8-1

廣島縣產去殼冷凍粒牡

蠣

冷凍炸牡蠣 廣島縣產帶殼冷凍牡蠣

『牡蠣小町』

熊本市 春日3-20-8

美味高湯 崎原熟成茶 巧克力糖

宮崎市 橘通西4-1-32

冷凍鮮魚塊 宮崎縣產黑毛和牛 宮崎縣綾町產葡萄豬

那霸市 壺屋1-5-14

早摘生海蘊 250g袋裝 早摘生海蘊 500g袋裝 營業用1kg袋裝 冷凍海

蘊

畜產品

仙台市太白區 中田町字前沖北34-4

藏王牛 日高見牛

山形市 青田1-1-44

山形牛

990-2435 +81-30 山形縣
高橋畜產食用肉品

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akahashi-

chikusan.co.jp
〒

22-226-8068
中田花園社區202

23-623-5658

29 宮城縣
Fine Food Japan股份

有限公司
https://fine-food.jp 〒 981-1103 +81-

25 廣島縣
廣島魚市場股份有

限公司

http://www.hirouo.co

m
〒 733-0832 +81- 82-279-2315

28 沖繩縣
CHURAYUNA股份

有限公司

https://www.churayun

a.com
〒 902-0065 +81- 3-6450-6439

27 宮崎縣

TRADE MEDIA

JAPAN股份有限公

司

〒 880-0001 +81- 985-33-9711
MRT TERRACE大樓

26 熊本縣
福田佐吉商店股份

有限公司

https://www.sakichish

outen.com
〒 860-0047 +81- 96-352-1007

GRANGYARE HIRATA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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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賀郡遠賀町 廣渡2434

和牛奧運綜合優勝 和

牛日本第一！　日本產

牛肉（和牛）「鹿兒島

黑牛」

茶

島田市 道悅1-1-9

濃縮咖啡機專用　焙煎

茶

煎茶　櫻花淡香 靜岡抹茶

靜岡市葵區 北番町1174

Matcha Okabe 1st Matcha TYM17K2 Tea Koushun

京都市中京區 衣棚町45

宇治抹茶牛奶抹醬 營業用抹茶 有機檸檬香草

大阪市北區 天神橋8-4-3

抹茶

調味料

中央區 東日本橋2-8-3

粗切真山葵　100g 山葵沾醬　500ml 山葵芝麻沾醬　500ml

547-37-2196

35 大阪府 榛原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haibara.j

p
〒 531-0041 06-205-3699

34 京都府
CHIKIRIYA股份有

限公司

https://kyo-

chikiriya.com/english/

shop

〒

32 靜岡縣
KANEI一言製茶股

份有限公司

http://www.hitokotose

icha.jp/en
〒 427-0019 +81-

02-2311-445631 福岡縣
福永產業股份有限

公司

http://www.fukunaga-

brand.co.jp
〒 811-4302

604-8203 +81- 75-221-0528

33 靜岡縣
茗廣茶業股份有限

公司

http://meiko-

international.jp
〒 420-0005 +81- 54-271-8161

36 東京都
萬城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https://www.banjo.co.

jp/en
〒 103-0004 +81- 3-5839-2990

東日本橋GREEN大樓1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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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市伏見區 新町13-295

黃金咖哩粉100g 直火燒咖哩塊 Natural Basic SHICHIMI

300g

廣島市西區 商工中心7-4-18

蠔油精華 廣東白汁 豚骨拉麵高湯

築紫野市 美之丘北3-1-3

含魚下巴兵四郎高湯30

袋

細烏龍麵 抱歉太好吃的醬油露

都城市 西町3646號

高千穗峽醬油露　香菇

味

團圓　口感醇厚的整顆

黃豆釀造醬油

西鄉麥味噌

北海道

札幌市中央區 南一條西1-15-3

函館咖哩米菓 北海道米菓扇貝奶油醬

油口味

頂級辣薄荷餅乾

札幌市東區 北36條東15-3-15

姐妹瑞士捲 姐妹布丁　3種 北海道根昆布高湯　飛

鳥

90-5836-1513
SAKURA S1 E室

986-22-4611

41 北海道 ATRE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tre-

akita.jp
〒 060-0061 +81-

40 宮崎縣
山江食品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http://www.yamae-

foods.net
〒 885-0076 +81-

39 福岡縣
味之兵四郎股份有

限公司

https://www.ajino-

hyoshiro.co.jp
〒 818-0035 +81- 92-926-6983

38 廣島縣
KAKUSUN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http://kakusanfoods.jp

/en/index.html
〒 733-0833 +81- 82-277-2336

37 京都府
甘利香辛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http://www.amarisp.c

o.jp/?lang=en
〒 612-8081 +81- 80-6204-3082

42 北海道
ALWAYS股份有限

公司

http://always-

service.co.jp
〒 007-0836 +81- 11-751-3500

YUKITA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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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市手稻區 曙十一條2-3-66

山藥真空袋裝 無油洋蔥醬50% 水煮冷凍南瓜

札幌市豐平區 西岡四條13-18-6

優質貓酒（貓杯）

帶廣市 西18條南2-10-17

十勝北海道白艷焦糖布

丁

大田區 大森南1-9-7

北海道產 天然利尻昆

布

河東郡音更町 十勝川溫泉北14-4-7

十勝拉可雷特起司

MOOR WASH

小樽市 朝里川溫泉1-130號

小樽奈亞加拉葡葡酒 北海道茨威格葡萄 鶴沼葡萄園　布朗

46 東京都
丸佐屋股份有限公

司

http://www.marusaya.

co.jp/english.html
〒 143-0013 +81- 3-3742-2266

45 北海道
AIM Company股份

有限公司

http://www.aimcompa

ny.info
〒 080-0028 +81- 155-66-5000

44 北海道
K-Company股份有

限公司

https://www.instagra

m.com/neko_sake
〒 062-0034 +81- 11-876-9785

43 北海道
丹波屋股份有限公

司

http://www.kk-

tanbaya.co.jp
〒 006-0841 +81- 80-2860-7678

48 北海道
北海道萄葡酒股份

有限公司

http://www.hokkaido

wine.com/contents/pr

ofile/about/index.html

〒 047-8677 +81- 134-34-2181

47 北海道
十勝品質事業合作

社
http://tokachipride.jp 〒 080-0262 +81- 155-67-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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虻田郡新雪谷町 中央通113號

GF 新雪谷詩風音 黑千石黃豆

頂級新雪谷黃豆戚風蛋糕

新雪谷白詩風音 六雪華(絹雪

舒芙蕾) Super Food

鑑定發芽米三種口味 (有機合

鴨夢光糙米、黑千石黃豆、新

雪谷小姐黃豆) Triple Super

Food

帶廣市 西十七條北2-44-10

牛肉

50 北海道
HOBA北海道有機

牛肉振興協議會

http://www.e-

beef.jp/page_hoba.ht

ml

〒 080-0047 +81- 155-66-5159

49 北海道

味樂屢雪屋　新雪

谷食品組織企業合

作社

https://nisekofood.jp 〒 048-1512 +81- 136-4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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