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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飛世界的廣島產品

什麼是洋菜？

寶積飲料株式會社
URL http://www.hoshaku.co.jp/

●商品名稱／試試洋菜（檸檬口味、咖啡口味）

●品目名稱／清涼飲料水

●主要原材料／果糖葡萄糖液糖、水溶性食物纖維、洋菜、膠凝

劑（增黏多糖類）、氯化鎂、酸味劑等

●內容量／900ml

●日本國內希望零售價格／420日圓（含稅）（透過日本國內貿易公司時）

●包裝箱尺寸／長29.5cm×寬22.2cm ×高26.5cm

●重量、內裝數量（每1箱）／12kg、12瓶

●出貨可能日期／全年

●最少批量／30箱

●保存方法／常溫　●有效期限／1年

●JAN編碼／4976501104454（檸檬口味）等

●出口國、地區／－

採用以海藻為原料的洋菜製

造的保健飲料。自古以來洋

菜在日本就被做為食材。洋

菜在胃裡經過反復的停留而

慢慢消化，以保持著水分的

狀態到達腸子後，會抑制腸

內多余的脂肪和糖分的吸

收。試試洋菜飲料，不必經

過煮的過程，非常省事，您

可簡單輕鬆地品嘗。

■設立年／1937年　■資本金／1,000萬日圓　■員工數／115人

■地址／郵遞區號739-0043　廣島縣東廣島市西條西本町14-54

■TEL／81（82）423-2271　■FAX／81（82）422-6714

■E-mail／n.tokishige@hoshaku.co.jp

有益健康的飲料，冰一下喝下去，洋菜獨特的作用就會循環體內。

﹝洋菜﹞ Made in HIROS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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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蛋白和蛋黃混合在一起再加湯汁，用砂糖調
味後，在平底鍋上煎捲成筒狀的食品。也可用

於手握壽司的材料。據說，壽司迷們進壽司店
首先要點的是「玉子」，也就是厚煎蛋捲。因

為做厚煎蛋捲需要下工夫和時間，是個底蘊深

奧的食品，吃厚煎蛋捲可以看得出那家壽司店
的味道和廚司的手藝。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歡吃
厚煎蛋捲。

翔飛世界的廣島產品

什麼是厚煎蛋捲？

株式會社AHJIKAN
URL http://www.ahjikan.co.jp/

●商品名稱／冷凍厚煎蛋捲S

●品種名稱／煎蛋捲

●主要原材料／雞蛋、砂糖、澱粉、植物油、醋、醬油、食鹽、

湯汁(海帶及鰹魚)、山梨糖醇、磷酸鹽 ( Na )、調味料 ( 氨基酸

等 )、著色劑 ( 葉紅素 )

●內容量／500g

●日本國內希望零售價格

●包裝箱尺寸／長40．5㎝, 寬21．7㎝,高19．0㎝

●重量、內裝數量( 每1箱 )／10㎏,20包

●出貨可能日期／訂貨後2到3星期  ●最少批量／1盒

●保存方法／冷凍  ●有效期限／包括製造日在內180天

●JAN編碼／4965919015056

●出口國家、地區／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台灣

厚煎蛋捲在日本國外市場,

無論是味道還是質量都得到

最高的評價, 長期以来最受

歡迎,經久不衰。有風味,甜

而可口。切成片,可做手捏

壽司的材料, 切成棒状,也可

做卷寿司的餡兒,極其簡便,

因而得到好評。

■設立年／1965年　■資本金／11億225萬日圓　■員工數／642人

■地址／郵遞區號733-8677／廣島縣廣島市西區商工中心7-3-9

■TEL／81( 82 )277-4539　■FAX／81( 82 )278-4447

■E-mail／hiroshiunited@yahoo.co.jp

不但作為壽司材料，

還可用在西式炒雞

蛋和煎蛋餅等！

可切成供手捏壽司用的形狀,也可切成卷壽司的餡兒材料用的形狀。

冷凍厚煎蛋捲S

﹝厚煎蛋捲﹞ Made in HIROSHIMA

企業DATA

用最新的設備做出安全的商品

設備充實齊全的
生產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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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石花菜、於胡海苔等紅藻類的黏液質經過凍

結與乾燥而作成的洋菜，是日本獨創的食品。

具有經加熱溶解、經冷卻凍成膠、再經加熱恢

復液體的性質。除了做為食材以外，還應用在

工業、醫藥、化妝品的領域，根據用途的不

同，有粉末、碎片、固體等類型。

寶積飲料擁有6個生產線，提供豐富多彩的飲料。因應罐、

瓶、寶特瓶等所有的容器。在周到的管理體制基礎上，靈

活應對顧客的要求。

飲料會影響人體健康，因此，以「即使是100萬之1的次

品，對那位顧客來說是100％的不良生產」這種理念進行徹

底的工序管理，實現了高水準的生產。我們從所有飲料的

基本「水」開始，直到產品包裝的最後階段，進行多達90

項目的嚴格把關，只有通過的產品，才能作為寶積產品進

行出貨。

◎2003年取得 ISO9001認證

◎2006年取得 ISO14001認證

■寶積飲料的品質管理和生產能力

◎雞蛋產品

■AHJIKAN的各種產品

試試洋菜（檸檬口味、咖啡口味）

從雞蛋產地向日本全國供應煎蛋捲。
廣島縣採卵用的養雞產業位居日本全國第5位（2009年

度），是在雞蛋生產方面有著豐富經驗的土地。我們創

立了煎蛋捲的工場「玉子燒屋」，為適應客戶的要求，在

日本全國成立了品質和安全優良的企業，從事新產品的

開發、完善生產體系、結合製造出售環節等業務。

人們把煎蛋捲稱為「Tamagoyaki」、「Japanese omelette」等，

用在手握壽司上很有人氣！

海外的評價

由農家的副業發展到批量生產。
洋菜本來是農家冬季副業的產品，後來作為日式點心

的原料經過改良得到發展。隨著工業發達，高品質洋

菜的取得趨於穩定，有益健康的洋菜加工產品的開發

也越來越發達。

洋菜被用於各種各樣的食品當中，

作為富含食物纖維的保健食品受到矚目！

海外的評價

●壽司用煎蛋捲 ●日式和中式的雞蛋食品 ●西式雞蛋食品

◎壽司材料

●捲壽司 ●手握壽司 ●什錦壽司、模壓壽司、豆皮壽司

◎其他加工品

●米飯和蔬菜材料 ●畜產加工品 ●水產加工品

做手握壽司和捲壽司時，
厚煎蛋捲是不可或缺的材料。
我們提供品質安心可靠的業務用產品。

和明膠似是而非。洋菜，
來自天然海藻的減肥保健食品，
向市場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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