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山形縣企業商談會 in台灣 

邀請函 

為協助強化台日企業交流，攜手走向國際化，拓展出海口市場，山形銀行及山形県共同規

劃 2018 台日地方經濟產業研討商談會，邀請山形縣數間地方產業業者來訪台灣，舉辦研討會

及商談會。期望促進台日廠商在市場行銷、技術開發，甚至投資等各面向合作，以創造雙方開

拓市場的新利基。 

本次商談會，為提高台日雙方合作機會，採邀約制（免費），僅限受邀廠商報名，請於報

名截止日前繳交報名表，主辦單位將於收到報名後寄送商談時段確認函會議通知，並請受邀廠

商準時參加。 

 主辦單位：山形銀行、山形県、山形県国際経済振興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協辦單位：Jetro山形、台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TJPO） 

 時    間：2018年 11月 16日(星期五)  

 地    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12號) 

議程表 

時     間 商談會 

9:30-10:00 廠商報到 

10:00-12:00 個別商談會(50分/1 場) 上午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16:00 個別商談會(50分/1 場) 下午 

16:00 商談會結束 

 

說明與商談會報名表 

公司名稱  公司網址  

主要產品或服

務 
 

貴公司強項 □生產製造□技術研發□市場行銷□資金□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本次商談

目的 
□生產製造□技術合作□代理合作□開拓市場□情報蒐集□其他_______ 

參加懇親會 □是□否 

公司地址 □□□ 

電話 （  ） 傳真 （  ） 



參加者姓名 部門/職稱 手機號碼 參加者 e-mail 

    

    

    

※ 為提高台日雙方合作成功率與商談效率，本商談會採預約制，請勾選有意洽談的日商與合作需求，

並事前通知 貴公司報到時間。 

※ 現場備有口譯人員，協助中日語逐步口譯。 

V 廠商名稱 推廣產品(技術)內容/商談目的 網站 

□ 
1. (株)office 

confort M 

【業務內容】製造業：VIRGIN CRYSTAL 保濕水 

非製造業：經營美容沙龍 

【洽談對象】可協助出口 VIRGIN CRYSTAL 保濕水之企業或代理商 

http://offi

cecomfort

-m.jp/ 

□ 

2. Oriental 

Carpet(株) 

【業務內容】販售給個人顧客的絨毯品牌『山形緞通』：在日本是唯一

從絲線的製造、染製、織造到成品照護，全程細心照料，

由專業職人進行一貫生產。 

【洽談對象】可協助出口山形緞通(手工編織地毯,手工簇絨地毯)、有意

願之代理商（希望可以代理自家產品或設備）、或販賣店 

http://ya

magatad

antsu.co

.jp/ 

□ 

3. Happy 

Japan 

（株） 

【業務內容】1.裁縫機及其零件、周邊商品製造、加工、檢查及販售、

修理。 

2.一般機械器具製造、加工及販售、修理。 

【洽談對象】可協助出口縫紉機、刺繡機、食物機器的生產零件或加工

零件之企業 

http://ww

w.happyj

pn.com/e

n/ 

□ 
4. (株)Food 

Systems 

【業務內容】販賣由山形縣農家所產的美味水果及已處理為適合零售販

賣山形牛和豬肉，亦販賣山形與北海道的聯名商品 

【洽談對象】食品批發商或零售商 

【洽談商品】山形縣的水果或加工食品 

 

 

□ 

5. (株)丸十

大屋 

【業務內容】從事日本傳統的醬油‧味噌釀造，過去曾在舉辦 45 次的全

國醬油品評會中，獲得 6次最高獎的農林水產大臣獎。品

質備受肯定。 

【洽談對象】食品批發商或零售商。 

【洽談商品】醬油、味增、滷麵醬、蒸煮袋食品、沙拉醬料、調味料 

http://ww

w.marujy

u.com/ 

 

□ 

6. 山形放送 【業務內容】進行廣播節目的製作‧販賣‧活動舉辦，及其他廣播一切

相關事業，及與地方相關活動事業為事業經營內容。 

【洽談對象】代理商 

【洽談商品】1.出口電視節目等播放影片：販賣以山形縣為主及東北地

方為題材的節目。 

      2. 入口電視節目等播放影片的製造業務：主要以山形縣及

東北地方取材‧拍攝時之支援業務及製作派遣人員的派遣 

http://ww

w.ybc.co.j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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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株)山形

飛鳥 

【業務內容】各種調味料、生食用加工食品、加工食品、其他食品全部

製造、販賣。 

【洽談對象】食品批發商或零售商。 

【洽談商品】Salted Squid Guts、Squid Sauce-dressed Deshes、The Liver soy 

source of Squid、Rao squid noodle 

http://yam

agata-ask

a.com/ 

 

□ 

8. 天童木工 【業務內容】木製室內擺設製品設計製造販賣 

【洽談對象】 

【洽談商品】木製家具、椅子、桌子 

http://ww

w.tendo-

mokko.co

.jp/ 

□ 

9. (株)加藤

物產 

【業務內容】以觀光物產事業為中心，作為觀光名產、健康食品、禮品

及營業用食品、民藝品及飲料等的批發商。 

【洽談對象】食品批發商或零售商。 

【洽談商品】DEWA FUJI WATER 

info@kat

oubussan.

jp 

 

□ 

10.東根水果

酒合同公

司 

【業務內容】100%使用山形縣產水果，製造健康又好喝的好水果酒為理

念。作為果實酒，除葡萄（MBA）紅酒外、還有 3種櫻桃、

西洋梨、桃子及富士蘋果等共 7種水果酒。 

【洽談對象】代理商 

【洽談商品】RUBY Cherry Wine、AMETHYST MBA Red Wine、JUDY La 

France Wine 

http://ww

w.h-fruit

wine.com

/company

01/ 

 

□ 

11.高橋畜産

食肉(株) 

【業務內容】從事肉牛的生產。在日本國內也是少數，從牧場繁殖到育

肥‧到販賣給消費者的一貫生產體制。 

【洽談對象】食用肉批發、零售企業 

【洽談商品】山形牛 

http://ww

w.takahas

hi-chikus

an.co.jp/ 

□ 

12.(有)渡邊

鑄造所 

【業務內容】產業機械・油空壓零件・升降機耐磨損鑄造物品・鑄造物

設計 

【洽談對象】代理商 

【洽談商品】三次元溫控調配管內藏鑄造物模具（合成樹脂模具・壓鑄

模具） 

http://ww

w.watana-

f.com/inf

o/ 

 

□ 

13.菅原鮮魚 【業務內容】鮮魚批發零售業(主要商品以庄內濱的新鮮魚貝類為中心) 

【洽談對象】水產加工品進出口商、水產品加工業者（委託醃漬加工） 

【洽談商品】  

□ 

14.菊勇株式

会社 

【業務內容】清酒的釀造販賣 

【洽談對象】 

【洽談商品】純米酒 出羽の里三十六人衆 

      純米大吟釀 三十六人衆 

      菊勇吟釀酒粕燒酎 山形梅酒 

http://ww

w.kikuisa

mi.co.jp/ 

 

□ 
15.麓井酒造 【業務內容】以生酛(酒母)釀製的清酒之製造販賣 

【洽談對象】在台灣有影響力的、流通業（零售、批發商）、零售業 

http://ww

w.ha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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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uzou.co

.jp/ 

※上述資料因涉及個人隱私，主辦單位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傳輸給第三方。 

 

本會於 2018年 11月 16日舉辦 2018台日地方產業研討商談會，為遵守個人資料保

護法令及本公司個人資料保護政策、規章，於向您蒐集個人資料前，依法告知以下

事項，如您同意參加本活動並回覆本報名表，即表同意本會於以下蒐集目的之必要

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之個人資料，敬請詳閱。 

1. 蒐集目的 1. 執行或辦理本次活動之用。 

2. 未來辦理相關活動邀請及業務聯繫用途。 

2. 個人資料類別 如姓名、任職部門/職稱、聯絡方式（工作地址、電話、傳真號碼、

手機號碼及信箱等）。 

3. 個人資料利用

之期間、地區、

對象及方式 

除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您的個人資料僅供本會於中華民國領域、

在前述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以合理方式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

止。 

4. 當事人權利 您可依前述業務、活動所定規則向本會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

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之權利。 

5. 不提供個人資

料之權益影響 
若您不提供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服務。 

 報名方式 

■報名方式（E-mail 回傳報名表）：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蕭賢維 

電話：02-3327-7777 ext 6077 

E-mail：Wayne.hsiao@ctbcbank.com  

■報名截止日期： 

2018年 11月 9 日（星期五 ），限受邀廠商免費參加，額滿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