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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台日企業合作，特安排日本愛媛縣企業辦理商洽會，針對醫療等系統
開發及諮詢、控制系統暨電子電路軟體設計及製作、奈米氣泡處理裝置、食品
機械製造及販賣、魚肉製品、熟食、水產加工品、冷凍食品的製造販賣等在台
尋找合作廠商。藉由面對面的溝通、商談，開發商機並尋求符合彼此需求的合
作模式，攜手合作，互惠雙贏，機會難得，敬請把握。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日本愛媛縣政府、臺日產業技術合作促進會

協辦單位：中華經濟研究院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活動時間：104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 下午13：00至 17：20

活動地點：香格里拉臺南遠東國際大飯店,B1,赤崁廳【臺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89號】

活動費用：本活動一律免費【因場地有限額滿截止，敬請儘早報名】

網路報名: https://college.itri.org.tw/SeminarView.aspx?no=27150023&msgno=314371

活動議程：

時間 議程 主持人／演講者

13:00-13:25 報到

13:25-13:50
臺南市政府開幕致詞 (10min)
愛媛縣政府開幕致詞 (10min)
禮品交換&合照(5min)

13:50-14:00 臺南市在地投資環境日文介紹短片播放 臺南市政府

14:00-14:20 Tea break (20min)

14:20-17:10 台日企業交流媒合會 預約洽談廠商

17:10-17:20 閉幕&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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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報名回條>>

公司全銜 網址

電話 傳真

公司地址

營業項目

對應語言 □日文 □中文 所屬公/協會

參加項目
□僅參與台日雙方企業介紹

□希望與日本企業進一步洽談

參加人姓名 部門 職稱 聯繫電話 email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廣告

廠商 產品 需求或有興趣合作項目概述

1. FINDEX 產品: 系統開發、諮詢 □合作開發□投資建廠□採購□代理

2. N.S. Corporation 產品: 機械製造、販賣 □合作開發□投資建廠□採購□代理

3. Cyber
產品: 控制系統、電子電路、軟
體設計/製作 □合作開發□投資建廠□採購□代理

4. Nanojet Japan
產品: 製造、販賣利用氣體旋回
方式所製作的微/奈米氣泡處理
裝置

□合作開發□投資建廠□採購□代理

5. 八水蒲鉾
產品: 魚肉製品、熟食、水產加
工品、冷凍食品的製造販賣 □合作開發□投資建廠□採購□代理

█希望與日本企業洽談者請勾選(☑)下列廠商及興趣項目:

請事先填妥報名表並於10月15日前傳真至 (06)693-9283【活動如期舉辦，不另行通知出席】
洽詢專線：(06)693-9158  何志宏博士 E-mail： patrick.he@itri.org.tw

對來訪日方企業有興趣 (請參考附件檔案)

mailto:patrick.he@itri.org.tw


企
業
概
要

企業名
株式会社FINDEX
英語表記：FINDEX Inc.

業種 系統開發 業務内容 系統開發、諮詢

代表者 相原 輝夫 URL http://findex.co.jp/

創業 1985年1月26日 員工人數 201名（2015年7月1日現在）

資本金額 2億4,771萬日圓 年營業額 28億6,391万日圓

海外據點・工廠 尋找合作夥伴中 海外交易實績
□無
■有：新加坡（商談中）

所在地 愛媛県松山市三番町4-9-6
★主要往來客戶
NEC、富士通、全國的醫療機構
1．希望商談對象（企業名、業種、具體要求等）
醫療系統：醫療機構、販賣醫療系統公司
業務系統工具：政府單位、教育機關、其他一般企業等、任何業種
2．企業沿革（主要製品等）
1998年 醫療系統的開發及諮詢業務開始
2011年 大阪証券交易所JASDAQ（一般）上市
2014年 更名從「株式会社PSC」變更為「株式会社FINDEX」
東京証券交易所市場第一部上市
★事業内容（技術、製品、服務等的特色・優勢）
文書記載系統 DocuMaker
本系統可記載多種由作成者自行格式作成的文件。記載的文件內容將由資料庫管理，可再次用
於統計、分析、搜尋等多様用途。
(除醫療系統之外，也適用於其他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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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OM影像閱覽系統ProRad Nadia
除了使用Windows/iOS的電腦之外，在醫院內外也可用iPad與Android的平板電腦觀看影像。
可於任何場所閱覽影像，因此夜間急診或出差在外時也可確認負責病患的經過情形。影像資料
將被匿名化，在醫院外也可安心使用。

連
絡
擔
當
者

姓名 横田 千明 所屬・職稱 事業戦略室

TEL 089-947-3388 FAX 089-947-1133

E－MAIL c.yokota@hos.ne.jp 使用語言 □中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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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概
要

企業名
NS CORPORATION
英語標記：N・S CORPORATION

業種 製造‧販賣 業務内容 食品機械製造‧販賣
代表者 仲井 利明 URL http://www.nscorp.jp/
創業 1999年7月 員工人數 7名
資本金額 － 年營業額 －

海外據點・工
廠

□無 ■有：泰國、
韓國、中國、孟加拉

海外交易實績
□無 ■有：泰國、台灣、韓國、
中國、香港、印度、澳洲、土耳
其等

所在地 愛媛県伊予市大平字小野甲1457-1
★主要往來客戶
國內外食品加工業者、JA(農業協同組合)、JF(漁業協同組合)
1．希望商談對象（企業名、業種、具體要求等）
食品加工業者
2．企業沿革（主要製品等）
（企業沿革）
1999年設立
2002年2月 於泰國曼谷設立辦公室
2003年5月 與韓國機械製造商業務合作
2005年4月 於韓國‧富川市設立辦公室
2006年11月 與中國‧大連市機械製造商業務合作
2013年1月 於孟加拉‧達卡設立事務所
（主要製品）
生魚片切片機、食品乾燥機、重量選別機、魚肉加工機、肉品加工機、包裝機、Tapping
Machine、殺菌水生成設備
★事業内容（技術、製品、服務等的特色・優勢）
若您常這樣覺得「有這樣的東西的話會很方便，但都找不到」「想找會對應客製化的廠商」，
那請交給我們NS絕對沒錯。本公司專門對應客人的特殊需求。
【斜切機（SLANT SLICER）・切肉(冷凍、冷藏)機(MEAT SLICER)】
新技術，操作簡單可輕鬆加工壽司用生魚片、燒肉用肉片。
本公司樣式齊全，可對應自小規模店鋪到大規模食品工廠等多種市場需求。
業界首見。單台機器可對應生肉、冷凍肉的切片。操作簡單，節省空間設計。

斜切機 冷凍‧生肉切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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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Supersonic Wave）乾燥機】
新世代乾燥機實現食物保存改革。
新開發乾燥機採用最新乾燥技術『Wave Heat Pipe System』
真實呈現日曬乾燥效果，可品嘗到食物本身的味道、風味、口感、及甜味。
（乾燥實績）
海產：海參、干貝、章魚、魷魚、魚
蔬菜：高麗菜、紅蘿蔔、小黃瓜、番茄、馬鈴薯、白蘿蔔、山菜等
水果：鳳梨、草莓、木瓜、奇異果、西瓜等
（特色）
均ㄧ的溫度：熱傳導率高，外管壁的溫度幾乎固定。沒有熱循環的差別，均ㄧ的溫度設定。
降低CO2：削減使用燃料，降低CO2的排放。有助防止地球溫暖化。
省能源：優秀的熱傳導性，減少作動中的溫度降低或上昇，可大幅削減作動成本。

【重量選別機(WEIGHT SORTER)】
操作與保養簡單。省去無謂的簡單設計與構造，操作簡單人人皆會使用。
選別精度為±0.5g～±1.0g，適合各式各樣的選別。
適用於農水產品、食品加工廣泛的選別作業，花枝魷魚、鮑魚、乾海參、蔥頭、栗子、水果、
小魚乾等
S-3000W處理能力16,000個/時，縮短作業時間，降低成本。

S-3000W-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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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絞肉機(MEAT CHOPPER)】
（特色）
刀片部分為不銹鋼設計。減少絞肉被攪拌程度較不傷肉質。洗淨簡單，容
易分解。小型機種處理能力業界第ㄧ。安全設計作業輕鬆
（對象）
肉、魚、果實、柑橘、蔬菜、水果、味噌、豆腐等

ＳＭＣ－３２Ａ

【攪拌器】
（特色）
滾筒中的3片葉片可將內容物充分混合。ㄧ台兼具攪拌、堆高功能。混合
後滾筒堆高可將攪拌物放入其他容器。攪拌位置適合放入&混合材料，堆
高後可輕鬆排出至其他大容器內。全不銹鋼，可水洗。

【BACSTER-Z】
驚異的殺菌水。業界首見，成功合成與活體相同的殺菌成分。
擁有超群的殺菌能力，可處理受細菌汙染的食品、醫療相關廢棄物等，兼
具安全性與經濟效益。具有次氯酸鈉20倍的殺菌力及80倍的速効性。

連
絡
擔
當
者

姓名 仲井利明 所屬・職稱 代表

TEL 089-983-5521 FAX 089-989-0080

E－MAIL E951566@shikoku.ne.jp 使用語言 □中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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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概
要

企業名
株式会社Cyber
英語表記：Cyber Co．，Ltd

業種 製造業 業務内容
控制系統電子電路、
軟體設計/製作

代表者 河端 和行 URL
http://www.aono.co.jp/cybe
r

創業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 員工人數 ４６名
資本金額 ５０００萬日圓 年營業額 ４億４０００萬日圓
海外據點・工廠 台灣 海外交易實績 □無 ☑有： 台灣
所在地 愛媛県新居浜市中村松木１－８－２１

★主要往來客戶
住友重機械工業株式会社、住友化学株式会社、四国電力集團、放射線醫学総合研究所、廣島
大學MGC ElectroTechno、Panasonic、NAMICS
1．希望商談對象（企業名、業種、具體要求等）
使用熱硬化性樹脂(環氧樹脂、PrePreg預浸漬體、封止劑、EMC、塗料等)的廠商

（樹脂的研究、開發、製造管理、品質管理等）
2．企業沿革（主要製品等）
（沿革）
1968年12月：有限会社伊予電子設立

電子部門・無線機器・音響製品開始販售
1974年4月：著手VTR相關的電子機器製作
1983年11月：於新居浜市高木町設立總公司
1990年11月：更名為株式会社IYO Technical
1994年12月：加入青野海運集團
1997年9月：於新居浜市中村松木新建總公司

公司更名為株式會社Cyber
2014年4月：自動硬化時間測定裝置新型機(MADOKA) 開始販售
（主要製品）
自動硬化時間測定裝置（MADOKA）：除日本國內以外，也積極的拓展至海外(台灣、韓國)
市場。

自動硬化時間測定裝置“MADOKA”

試料攪拌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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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内容（技術、製品、服務等的特色・優勢）
（事業内容）
可對應高度要求的電子工學首腦集團，專精控制領域的電子電路設計/製作、軟體開發。
現主要為住友重機的協力公司，並著手於醫療領域中最先進的癌症治療儀器(陽子線、重粒子
線)的軟硬體開發。

（主要產品）
自動硬化時間測定装置（MADOKA）及分析軟體（MADOKA TOOL）
現在多數的熱硬化性樹脂(環氧樹脂、PrePreg預浸漬體、封止劑、EMC、塗料等)的硬化時間
測定皆為手動，本公司的儀器備有特殊攪拌方式(雙軸偏心)可均勻混合。近年樹脂變化多端，
本公司亦開發適用各種樹脂的混合棒。
此次，本公司開發了可透過電腦操作、同時間量測，並搭載各種分析功能的軟體，適用於廣泛
領域(研究/開發、製造、品質管理)。
本產品適用於使用熱硬化樹脂的廠商。
除日本國內以外，亦有許多台灣、韓國廠商前來洽詢。

MADOKA TOOL特徵
・可從電腦設定儀器作動。
・可一邊從電腦畫面觀看測定結果圖表ㄧ邊測定。
・量測立矩及熱板溫度將以圖表顯示，方便分析測量結果。
・藉由近似處理，可算出更加正確的膠化時間。
・可依量測條件、計算結果、量測日期搜索數據。
・分析結果可輸出成CSV檔案。
・可對應日文、英文、中文。

連
絡
擔
當
者

姓名 河端 和行 所屬・職稱 代表取締役
TEL 0897-40-6633 FAX 0897-40-6641
E－MAIL kawabata@aono.co.jp 使用語言 ☑中文 □英文
志隆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 02-23702678 傳真: 02-23702698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112號3樓
www.g-long.com.tw
E-mail:service@g-lo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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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概
要

企業名
(株)Nanojet Japan

英語表記：Ｎanojet Japan Co.,Ltd

業種 機械製造、販賣 業務内容 氫水(水素水)生成裝置製造販賣

代表者 岸本 正 URL http://www.nanojj.com

創業 2011年8月10日 員工人數 2名

資本金額 - 年營業額 1億4000萬日圓

海外據點・工廠 ■無 □有： 海外交易實績 □無 ■有： 中國大陸

所在地 愛媛県大洲市新谷乙1522

★主要往來客戶
水素健康医学Labo株式会社、NORITAKE CO., LIMITED、大阪Sanitary株式会社、凸版印刷
株式会社、全国食品製造業社、全国飲料製造業社
1．希望商談對象（企業名、業種、具體要求等）
氫水(水素水)製造商，對微米、毫米氣泡事業有興趣的廠商(製造、銷售代理) 
2．企業沿革（主要製品等）

製造、販賣利用氣體旋回方式所製的微米、奈米氣泡處理裝置(液體食品、飲料) 

★事業内容（技術、製品、服務等的特色・優勢）
＊NanoJetter(微米、奈米氣泡生成機)可溶解各種氣體於各式液體中。
＊NanoJetter可處理醬油、醋等液體調味料的氣液混合、微細化，讓高濃度微米、奈米氣泡融
入各種液體中。

＊“將液體奈米化”所產生的附加價值，可提升原液體產品的效果、功能，促進新商品的開發、
降低成本、及新加工技術的開發。

＊本公司的技術獲得日本最大氫水製造商賞識並購買，近年其製造商的產品正以日本為中心推
廣到世界各地當中。我們可提供從氫水製造前處理到包裝殺菌一貫作業生產設備及軟體部分。

＊氫氣具有可去除活性氧功能，達到健康益壽效果。氫水(水素水)可讓身體簡單攝取氫氣。許
多學術論文中也有報導，現為注目之焦點。

NanoJetter（微米、奈米氣泡生成機）

用途：
・調味料等液體的奈米化
・氫、氧等氣體的溶解
・難溶性原料的溶解
・液體的乳化等

連
絡
擔

當
者

姓名 岸本 正 所屬・職稱 代表取締役 社長

TEL 0893-25-1331 FAX 0893-25-1346

E－MAIL tadashi.kishimoto@nanojj.com 使用語言 □中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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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概
要

企業名
八水蒲鉾株式会社
英語標記：Hassui Kamaboko Co.,Ltd.

業種 魚漿類產品製造業 業務内容
魚肉製品、熟食、水產加工品、
冷凍食品的製造販賣

代表者 富久保 仁志 URL http://hassui.jp/
創業 1957年9月 員工人數 140人
資本金額 3069萬日圓 年營業額
海外據點・工廠 ■無 □有： 海外交易實績 □無 ■有：
所在地 愛媛県八幡浜市保内町川之石1-242-4

★主要往來客戶
株式会社FUJI，株式会社SUNLIVE，株式会社SEVENSTAR，株式会社Ａ-COOP西日本，
株式会社MARUNAKA，7-11
1．希望商談對象（企業名、業種、具體要求等）
外食產業、熟食、量販、家庭用
2．企業沿革（主要製品等）
本公司於1957年9月由八幡市內的8家業者在江戶岡成立。成立後依序導入最新機器、設備。
1983年擴大江戶岡本公司的規模，1990年設立大分營業據點拓展九州地區銷路。1993年購置
全自動多功能冷凍機，並更新魚板製造線設備。2005年、原計畫將老舊的江戶岡工廠重新整建，
鑒於公司成立50週年記念，決定建設實現「食的安心‧安全」新工廠。2006年4月於以紅磚建築
聞名之舊紡織工廠舊地動土，同年11月完工至今。
主要產品：魚板、竹輪、小魚天婦羅、魚板片、蟹肉棒等
★事業内容（技術、製品、服務等的特色・優勢）

【竹輪製造現場】 【炸物製造現場】 【竹輪生產線】 【炸物生產線】

本公司本著「新鮮素材」「採用最新設備秉持專業技術」「貫徹品質管理」的3基本要素，致力於
提升最新技術、持續追求客戶滿意度、創造明日美好的飲食生活。2013年12月本公司總廠設備取得愛
媛縣食品自主管理衛生管理認証制度(愛媛縣HACCP制度)。這代表敝公司的品質管理及衛生管理方式獲
得評價，這也是愛媛縣內第一間魚肉製品製造廠獲得愛媛縣HACCP認可。

【魚板】 【蟹肉棒】 【小魚竹輪】 【小魚天婦羅】【小魚天婦羅條】【魚板片】
原料的魚肉可說如同有生命般的纖細，需由專業人員搭配季節及氣候，遵從傳統製造方法，傳遞自

創業以來從未改變的好滋味。此外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魚肉製品的需求也有所不同，本公司時時配合
時代變化開發、製造商品。

2015日本愛媛縣•臺南市企業媒合商談會

日本企業簡介



2015日本愛媛縣•臺南市企業媒合商談會

日本企業簡介

其中一例，是FD(冷凍乾燥)加工的魚肉產品。本公司開發將富含EPA和DHA的魚肉產品加入熱
湯即可恢復原狀產品，適合使用在湯品、保存類食品、及照護食品，現在被選為宇宙日本食品
等多元廣泛的商品利用方式。

【FD加工魚漿產品】 【FD竹輪片】 【FD蟹肉棒】

本公司亦提供商業用途商品，在充分注重食品安心安全的衛生管理及製造方法下，提供學校營
養午餐、外食連鎖、便利商店、及超市熟食等多様的選擇。
魚肉製品已在日常生活中成為不可或缺的食品之一。

【飯糰上的配菜】 【超商麵配料】 【超商便當食材】

連
絡
擔
當
者

姓名 橋本 修 所屬・職稱 參與
TEL 0894-36-3500 FAX 0894-36-3155

E－MAIL o-hashimoto@hassui.jp 使用語言 □中文 □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