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香川県台湾商談会参加企業（香川県企業）

業種 No 社　　名 商品説明 公司特徵 希望合作企業

情報交換 產業廢棄物處理管理事業

進口
委託生產

聖誕彩燈相關產品

出口

①調理殺菌裝置（蒸餾食品製造）
②真空冷卻機
③蒸氣鍋
④蒸氣鍋爐

委託生產
①配管工程（不鏽鋼管的切割・連接）
②各種傳送帶的製造

出口
①微波侵入監視感應器
②畫面入侵監視單元
③大型卡車專用交通事故防止系統

洽談内容

1

㈱松本光春商
店
（松本光春企
業
股份有限公
司）

＜產業廢棄物包攬業務管理事業＞
●本公司作為安心・安全的廢物回收利用・廢棄物處理支援
企業，伴隨著回收利用事業的多樣化，在構築從高松走向
世界擴大的企業網路。

●在遵守法律法令的基礎上，確認安心・安全的廢棄物處理
流行，對廢棄物的能源化實現了降低成本的一元化業務系
統管理。實現了節省能源，降低了成本。並且，為了對所
有的處理進行數據化管理，在掌握現狀的基礎上，對成本
，排出量提供最佳的可行性方案。這樣，可以在運用過程
中進行改善。

●想和對上述產業廢棄物的包攬管理事業，持有相同觀點
的企業進行信息交換。

＜公司特徵＞
該公司在台灣設立子公司-台灣松本光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2016年的7月，主要承接於關西地區的清潔管理業
務)；負責提供台灣端的各項清潔指導並支援各項専門技術
専業人材、同時配合台灣本地的各優質協力厰商、以打掃
出台灣最乾浄的店舖為目標、
實施各店舖開幕前裝潢後的清潔維護、大樓辦公室等定期
清潔維護或專櫃店面等的日常駐點清潔業務，並提供台灣
各地客戶高品質・高效率・合理費用的清潔服務。

3 ㈱SAMSON

①調理殺菌裝置（蒸餾食品製造）
●對裝入小袋，罐裝，瓶裝等容器的食品，通過高溫，高
壓殺菌的熱水噴流式調理殺菌裝置。
●不只是殺菌，對放入小袋處理過的食材和調味液，可一
邊殺菌一邊調理。由於在小袋内可以進行調理，所以大大
節省了烹調時間，提高了效率。放入調味液，殺菌和調理
可同步進行，這樣的話，整體調理很均勻，還可以均勻殺
菌。

②真空冷卻機
●真空冷卻機，對加熱調理過的食品，在真空狀態下通過
食品内部均勻且急速冷卻的裝置。
●雜菌易繁殖溫度帶為（20-50℃），幾分鐘即可通過，所
以是衛生的。

③蒸氣鍋
●通過蒸氣的高傳熱性能，可在天然氣鍋1／2～1／3的時
間内使其沸騰。這樣，燃料費是天然氣的1／2。操作簡單
，只需打開關閉蒸氣閥門即可。
●鍋本身和架子採用不鏽鋼（SUS304），衛生而且耐用。
鍋可以傾斜，所以，食材取出，清洗都很方便。
●食品加工廠，配餐中心，中心食堂等地方均可使用。

④蒸氣鍋爐
●SAMSON獨自的微爐罐體和新設計的廢氣預熱，額定運轉
時，鍋爐效率達到了98％。
●並且，對燃燒量而言，在傳熱面積出現充足的低燃燒位
置，運轉效率超過100％。

＜公司特點＞
●本公司自1956年成立以來，致力於鍋爐，食品機械及水
處理機械的研發，製造，銷售，以及該類産品的維修。
●隨著時代的發展，壽命長，節能，優越於環境性能的産
品製造是不言而喩的，同時我們還要讓客戸用的安全，放
心，所以我們也致力於售後服務的充實，使客戸能長期選
擇，使用我公司的産品。
●目前在台灣，韓國，菲律賓，越南，泰國，新加坡，印
度尼西亞，緬甸，斯里蘭卡，以色列有認證的銷售店，並
提供售後服務。

5 ㈱PAL技研

○微波入侵監視感應器
　使用24GHz頻率電波的入侵監視感應器。由一組發信機及
受信機組成感測範圍，若範圍遭到遮蔽，則可感測到入侵
者。
○圖像侵入監視機組
　即時分析所拍攝的圖像，監視人物等的入侵。
　採用強健式演算法，不易受雪和霧等外來影響，也不需
學習登錄對象物體。
　可結合可見光照相機、紅外線照相機、夜視照相機等裝
置，建構高信賴度的保全系統。
○大型卡車專用防捲入系統
　由車側後視鏡下方裝設的照相機圖像感測進入危險區域
內機車、腳踏車及行人，並發出警告音及圖像提醒駕駛。

＜公司特點＞
●本公司，站在客戸角度，採用從産品設計・試作・交貨・修
理一條龍的服務的商業模式，從原材料調撥開始，始終和
協力公司密切配合，在完全考慮質量・成本・交貨期後，進
行施工，而且對産品全數檢查，保證質量，以為客戸提供
提供值得信賴的産品作為目標。

＜銷售業績＞
●畫面入侵監視單元：發電站，機場等重要的基礎設施外
圍監視
●大型卡車專用交通事故防止系統：銷售活動中

＜專利・認證・獲獎履歷＞
●微波入侵監視感應器：有必要得到各國電波法認證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①安全裝置関連廠家
（系統集成商）

②大型卡車・公共汽車等関連
事業者

【網站】
https://www.palgiken.co.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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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和日本企業有業務來往之
實績
●除了價格以外，能夠重視
產品性能之企業

【網站】
https://www.samson.co.jp
/

4 ㈱三共機械工業

●本公司對水處理設施及廢燒設施等進行設計,製造。
●本公司最大的優勢是,現場考察後,可對與降低成本,縮短
工期相關的設計・製造・施工工程提供可行性方案。
●根據本公司設計的圖紙,也在尋找製造各種傳送帶的生產
廠家。

●委託生產不鏽鋼管的切割・連接。
●根據本公司的圖紙,委託生產各種傳送帶。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可合作降低成本之台灣合
作夥伴

【網站】
https://sankyo-kg.co.jp/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在產業廢棄物處理事業進
行情報交換

【網站】
https://www.matsumoto-
mitsuharu.com.tw/

2 ㈱R-round

＜聖誕彩燈相關產品＞
要求生產以下產品。
①燈光裝飾的繩索燈
●2芯圓形繩索燈（10m、50m）
●3芯角形繩索燈
⇒彩色（白色，藍色，金色，香檳金色，混合色）
⇒規格（雙排相互排列）

②彩燈
●3芯純色型 100LED（10m）
●3芯冰柱型 180LED（3.27m）
⇒彩色（白色，藍色，金色，香檳金色，混合色）

③控制器
●繩索燈控制器
●純色等控制器
⇒控制器上有兩個按鈕
⇒規格（10種類型，三種速度）

＜公司特徵＞
●創業之初以經營廢品再利用的經營理念。回收如家電，
傢具，品牌商品，貴重飾品，還有各式各樣的雜貨。另外
，經營電子商務，主要銷售汽車零部件，雜貨等。

●經營一般廃棄物収集運搬事業，包含大型垃圾・廢棄品

回收搬運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製造電氣機器的企業（彩
燈裝置・控制系統裝置）

＜洽談內容＞
●按照該公司的要求，製作
彩燈・控制器。

【網站】
https://ecoris.jp.net/



業種 No 社　　名 商品説明 公司特徵 希望合作企業洽談内容

出口
進口

①電子零部件
②機械加件（板金）

委託生産
①線路板基板的製造・組裝
②電子迴路的設計

出口
進口
委託生産

①石膏板分類機
②熒光燈破碎機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和環境相關的機器廠家
●廢舊物回收事業主
●政府機關，和環境有關的
團體

【網站】
http://www.kamacho.co.jp
/

6 ㈲PHYTRONIX

①電子零部件
●電容器（陶瓷電容器），電阻，ＬＥＤ，機構零部件（
開關，連接器）等電子零部件。希望尋找和台灣當地廠家
有業務的零部件商社。

②機械加工件（板金）
●由於價格競爭激烈，以100個單位作為基礎進行採購。

＜公司特點＞
●生産機械的高松工廠，發揮手工作業的三豐工廠，可滿
足客戸要求生産高質化之産品。

①線路板基板的製造・組裝
②電子迴路的設計
●尋求電子基板的基板組裝，線路板的基板製造，電子迴
路設計的合作方。

産

業

機

械

7 鎌長製衡㈱

①石膏板分類
從廢石膏中板中，有效地把石膏粉和紙屑進行分類。
●通過新構造的回爐系統，石膏粉和紙屑混合物的排除量
最小限度地控制在1％以下。
●而且，附著在紙屑上的石膏粉量，通過新採用的葉片高
速旋轉，可減少大約60％。
●擅長含水量高的石膏板的分離，由於磁力分離機的進步
，減少了對異物的損傷程度。
●安裝面積小型化。

②熒光燈破碎機
用過的熒光燈回收系統。
●使用過的熒光燈，含有水銀，有必要進行適當回收。
●通過本公司的回收技術，可防止水銀的蒸發擴散，熒光
燈的處理高效安全，可使其變成資源。
●破碎後，洗凈的玻璃可以作為住房用隔熱材料及新的熒
光燈材料，鋁及金屬口，可回收作為鋁的原料。

＜公司特點＞
●本公司創業於1880年。1947年成立鐮長制衡株式會社以
來，一直作為衡器及計量系統的專門生産廠家，在行業當
中獨當一面，直至今日。
●本公司主要生産産業用衡器，計量系統，省力化機器，
記測控制，初日本國內外，還遠銷世界各國。
●另外，本公司還有回收成套業務，紙張，塑料，塑料瓶
，瓶子・罐類及大型垃圾等廢棄物的有效分類，回收。為了
更好的利用，本公司對處理對象・處理方法提供最合理的建
議，並對整個設施進行工程管理，提供高效的再生資源回
收成套設備。

＜銷售業績＞
●凈化廣場OTOKUNI，龍澤村回收中心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①電子零部件商社
②機械加工廠家

【網站】
http://www.phytronix.co.
jp/company



業種 No 社　　名 商品説明 公司特徵 希望合作企業洽談内容

出口 日本制手絹

出口
包
（自創品牌「雅 MIYABI」）

出口
服飾雜貨
（婦女披肩，今治毛巾，挎包）

進口
服飾雜貨
（手套，帽子，圍巾，女性用頭巾，圍
脖）

出口
服飾流通
（自創時裝品牌「CURLY&Co.」)

出口
服裝流通
（自創服裝品牌「nofl」）

衣

類
・

化

粧

品

等

8
㈲PASSION
CREATIVE

給生活帶來變化的布（日本制手絹）
●平織「先染」播州織
播州織，是先染線，然後用染好的線，織出各種圖案的先
染後織。播州織，在掌握消費者和服裝企業要求的同時，
還使有高技術工匠的紡織・染色・加工技術和當地豐富的自
然資源相結合。其自然風格、豐富的色彩，手感好等優點
，被用於LV、BURBERRY、DAKS等海外名牌中，一直引領世
界服裝界潮流。

●日本的絲綢，縐綢
縐綢是用捻到一起的橫線或者豎線織成的東西，表面有被
稱為「褶皺」的縮小圖案。狹義的說，橫線是用沒捻過的
線，橫線用的是用力捻過的線相互交叉平向織成的紡織
品。通過烤，除漿，燒煮，漂白，烘乾等前期處理加工工
序，紡織品由於開水及熱鹼液體處理，橫線的捻過的部分
得以還原。由於橫向部分的縮小，使布面整體布面比較細
膩褶皺比較均勻。

＜本公司的產品特徵＞
生產手絹和包袱，有以下用途，請加以利用。
①可以作為束髮帶使用，可以綁到頭頂，也可以綁到頭
後。作為頭髮的裝飾，可以和不同顏色和圖案的衣服相互
組合，會呈現一種不同尋常的美感。
②束肘帶，可作為護腕及手鐲使用，能和各種衣服搭配，
衣服的材質不同，效果也不同。運動時，可繞在手腕，也
可以擦汗。
③也可以作為圍巾使用，無論什麼服裝，脖子圍上上一條
圍巾，整體的穿著效果盡顯眼底。
④還可以作為包的弔帶，將頭巾幫到包上，或者繞到包上
也是很好的搭配。當然，各種各樣的圖案和顏色，會搭配
出很多組合，另外棉比絲的手感要好。
⑤不僅可以用來蓋托盤和桌子，吃飯的時候，還可以作為
餐巾，攤開在腿上使用。
⑥可以用來包裝。用包袱包起來的禮物，美觀大方，可以
感覺到送禮方的誠意和敬意。用包袱代替包裝紙，很有利
於保護環境。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①百貨店
②圖案設計雜貨店
③生活用品店

【網站】
https://passion-
c.com/index.php

9 ㈱高嶋三宝

只有日本才有的技術和細心的工作才可以做出來的包
自創品牌「雅 MIYABI」
●校園雙肩包
展現女性特徵的圓形雙肩包。容易打開拉上，包里的東西
可以容易取出。
●校園手提包
A4尺寸，東西很容易放進去，無論日常使用還是商用，都
會展現各種各樣的瞬間。
●化妝包
兩邊有包帶的小包。左右的袋子有隔開，東西不容易混，
切可自由收納。
●挎包
小型，緊湊實用的挎包。裡面有袋子，小東西可以分開收
納。

＜本公司的產品特徵＞
●「雅」是來自瀨戶內的品牌。「雅」品牌，男女皆用，
展現日本傳統的效果。
●本公司工廠的工匠製作，香川製造的傑作。
●材質，選自與中國・四國地方。主要材質是100%的棉，所
以對環境很好。
●輕便，結實，男女皆用的設計風格。
●除展現瀨戶內顏色的五種顏色外，還有20種顏色可供顧
客任意選擇，下訂單。
（傍晚風平浪靜的粉色，瀨戶內的藍色，橄欖綠，醬油色
，沙丁魚色）
●也可以將刺繡融入。自己用，當然不必說了，送禮也是
很令人高興的。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①百貨店
②圖案設計雜貨店
③生活用品店

【網站】
http://www.takashimamiho
.co.jp/

10 ㈱FUKUSHIN

①披肩（抗菌防臭）
由於使用天然有機抗菌防臭加工，所以有很強的抗菌・防臭
性能。可以兩面使用。

②今治毛巾
軟乎乎的手感和吸水性。軟到幾乎不會斷的程度，在極限
範圍內保持其強度製作的毛巾。
很好的手感和品質，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毛巾之鄉「今治」
的熟練工匠們，花費比平時多4倍的時間精心織成的，不易
起毛，無論烘乾幾次，其柔軟程度依舊。

③挎包
發揮了只有編織品才有的伸縮性的收納能力和由於編製方
法的改變，不至於使其過於伸張，從而減輕對肩膀的負
擔。
無論哪個季節，乾爽的手感和輕便不易疲勞的挎包，使用
起來極為舒適。定型好，洗滌時耐久性也很不錯。

＜本公司的特徵＞
●流行手套的生產・流通市場90％佔有率地方產的廠家。
1977年在香川縣東香川市創業時，從自己生產的廠家演變
成購買合適商品提供給客戶的100％的批發商。

●本職批發業的補充，對客戶的小批量要求，流行商品的
及時採購，我們引入了自動編製機，直到現在我們擁有含
最先進的自動編製機械共61台。

●為了滿足市場多種多樣的要求，我們也有粗細不同毛線
及各種各樣的設備。另外，隨時反映銷售情況，銷售渠道
，中途我們也可以追加產品生產。

●從2013年開始，大型超市EC也在直接銷售本公司產品。
除了在網上專門銷售以外，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展開市場
調查。

●2013年，公司里建成了一個裁剪・縫紉・製作・包裝一條線
的工廠。另外，在菲律賓共和國自由貿易區，也設立了
CEBU FUKUSHIN。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①百貨店
②圖案設計雜貨店
③生活用品店

【網站】
https://www.fukushin.co.
jp/

服飾雜貨（手套，帽子，圍巾，女性用頭巾，圍脖）
本公司有直營網上店鋪，打算進口很有意思的雜貨進行銷
售。

12 中商事㈱

注重天然材料，在國內生產，滿足舒適生活的服裝
「nofl」
●成人舒適的寬鬆大衣
・暖和，輕便，使用了羊毛・亞麻苧麻的寬鬆大衣。和其他
衣服容易搭配，簡約時尚，把成人的輕鬆感盡顯無疑。
・橫向使用強力捻過的羊毛亞麻，豎向使用了把羊毛織入，
然後再解捻揉搓，使其更加膨脹的加工方式。很隨意的橫
向褶皺，保暖輕便。

●使用了上乘亞麻的雙排扣有腰帶的短大衣
・亞麻材質的雙排扣寬鬆大衣。醒目的領子和絕妙的暖和感
，是其關鍵。不用扣紐扣，系腰帶即可。這樣顯得很自然
，得體。
・歐洲上等的亞麻線，在日本縫製加工成的面料。使用了展
現自然，有軟乎乎的感覺的亞麻面料。有種手工紡織呢的
感覺。

＜公司特徵＞
●為了舒適的生活
nofl是我公司的自創品牌。在翹望風平浪靜的瀨戶內海，
自然風景優美的環境中，nofl產品誕生了。nofl，由
「natural organic fashion life」前面的字母縮寫而
來。對自己來說，如何去把握自己想要的東西，如何去把
握自己認為是重要的東西，然後認認真真地過好每一天。
希望能為大家的這種幸福生活進一點微薄之力，我們注重
了使用天然材質，並在國內生產，為大家提供舒適的產品
做為理念。

●天然材質和國內生產
nofl產品，對人對環境溫和。面料講究，選用了手感不錯
的有機棉，上等亞麻等。本公司有專門的面料企劃･採購部
門，還有紡織品部門。nofl所使用的好多面料，都是紡織
品部門精選的。另外，為了給大家提供安心高品質的產品
，本品牌的產品，都是在日本國內的工廠進行生產。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①百貨店
②圖案設計雜貨店
③生活用品店

【網站】
http://www.naka.co.jp/in
dex.html

11 ㈲川北縫製

自創時裝品牌「CURLY&Co.」
●RAFFY ZIP PARKA
・裡面有毛面。使用纖維強度很強的超長吐魯番綿，透明的
光澤是其受歡迎的特徵，只使用柔軟的Supima cotton的
落綿混紡成的不均勻的再利用綿。美麗的波浪和軟乎乎的
有種被裹入其中的感覺，這種事其特徵。秋冬季節，起毛
後的質地經過揉搓，提高了身體的舒適感和保溫性。
・每到季節更換之時，起毛衣都會再次流行。秋冬季節就要
使用保溫性好，軟和舒適的起毛衣服。在拉鏈拉上時就不
必說了，注重了打開拉鏈時的美觀，外觀看起來很漂亮。
刪除了多餘的設計，在穿上袖子的那一瞬間，才完成了實
用的衣服製作。拉鏈，我們使用了注重粗細和滑動形狀而
研發的CURLY特別訂做的YKK公司制的EXCELLA。金屬是一
個一個用心研磨而成，所以不僅光滑還有很美的光澤特
徵。

●BROMLEY PO PARKA
・粗線編製兩用夾克。輕鬆，且保持線感的雙層構造編製材
質。
・講究服飾紙樣，前後身的肩寬，輕鬆但不過分，肩頭下垂
的衣袖往上提，這樣盡顯線條。腋下有口袋，即使不系扣
子也不會張開。

＜本公司的特徵＞
●特別留心看不到的地方
服裝的感覺，由是否留心看不見的地方所決定。所以，細
小的地方，用針都很在意。即使再費工，也絕不偷懶，細
心完成。我們就是抱著這樣的信念，每天努力地在加工著
服裝。

●奪回日本制的自豪
現在，在日本銷售的服裝，幾乎所有的商品企劃，調撥，
縫製工藝，都由不同廠家來完成。產品，以商品企劃擔當
為主體，進行加工。大家對材質及毛線，縫製的細小部分
並不是很熟悉。然而，設計不同，產品是有差異的。但是
，產品的差異，我們可以通過在材質和縫製上下功夫，使
不能變可能。我們在一個屋檐下，經過對所有工藝程序進
行鑽研，設計，選材和縫製方法，具體到每一個細小部位
，去實現了一個嶄新的服裝加工工藝。這樣，我們的品牌
「ＣＵＲＬＹ」就誕生了。

●我們的願望
一種瀟洒輕鬆的舒適感，回歸自我的著裝。即使材質裂了
，擦破了，也會繼續愛不釋手穿下去的服裝。為了給所有
的客戶送去這樣的服裝，我們會堅持不懈的每天繼續踩縫
紉機。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個體經營的時尚自選商場。
・HOTEL V
・ARTIFACTS
・A ROOM MODEL
・INVINCIBLE
・TRENDS
・CLUB DESIGNER
・Sense 30
・LAB TAIPEI

＜合作方式＞
・不是希望只與代理商簽約，
而是希望與各通路販賣商直
接合作。

【網站】
https://www.kawakitahous
ei.jp/company/outline.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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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商事㈱

注重天然材料，在國內生產，滿足舒適生活的服裝
「nofl」
●成人舒適的寬鬆大衣
・暖和，輕便，使用了羊毛・亞麻苧麻的寬鬆大衣。和其他
衣服容易搭配，簡約時尚，把成人的輕鬆感盡顯無疑。
・橫向使用強力捻過的羊毛亞麻，豎向使用了把羊毛織入，
然後再解捻揉搓，使其更加膨脹的加工方式。很隨意的橫
向褶皺，保暖輕便。

●使用了上乘亞麻的雙排扣有腰帶的短大衣
・亞麻材質的雙排扣寬鬆大衣。醒目的領子和絕妙的暖和感
，是其關鍵。不用扣紐扣，系腰帶即可。這樣顯得很自然
，得體。
・歐洲上等的亞麻線，在日本縫製加工成的面料。使用了展
現自然，有軟乎乎的感覺的亞麻面料。有種手工紡織呢的
感覺。

＜公司特徵＞
●為了舒適的生活
nofl是我公司的自創品牌。在翹望風平浪靜的瀨戶內海，
自然風景優美的環境中，nofl產品誕生了。nofl，由
「natural organic fashion life」前面的字母縮寫而
來。對自己來說，如何去把握自己想要的東西，如何去把
握自己認為是重要的東西，然後認認真真地過好每一天。
希望能為大家的這種幸福生活進一點微薄之力，我們注重
了使用天然材質，並在國內生產，為大家提供舒適的產品
做為理念。

●天然材質和國內生產
nofl產品，對人對環境溫和。面料講究，選用了手感不錯
的有機棉，上等亞麻等。本公司有專門的面料企劃･採購部
門，還有紡織品部門。nofl所使用的好多面料，都是紡織
品部門精選的。另外，為了給大家提供安心高品質的產品
，本品牌的產品，都是在日本國內的工廠進行生產。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①百貨店
②圖案設計雜貨店
③生活用品店

【網站】
http://www.naka.co.jp/in
dex.html



業種 No 社　　名 商品説明 公司特徵 希望合作企業洽談内容

出口
進口

化妝品
（「La chere」）

出口
化粧品
（小豆島化粧品「橄欖油系列產品」）

●關於『小豆島橄欖莊園』
『小豆島橄欖莊園』位於日本香川縣的小豆島，溫暖的氣
候孕育出天然不受污染的純淨橄欖，故以「日本橄欖發源
地」而聞名。我們不僅在小豆島擁有自家農莊，並在法
國、澳洲也有契作農莊。以橄欖的天然植萃力量結合日本
職人技術，打造喚醒肌膚原生力的天然橄欖保養品。在日
本成立已有30年，擁有約30萬會員, 於2015年成立子公司
正式登台販售。

●於嚴格品質把關下製造的純淨橄欖保養品，一瓶瓶小心
翼翼手工裝盒，自小豆島飄洋過海，只為獻給最尊貴的
您。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保養品的批發・零售商

【網站】https://shl-
olive.co.jp/

14

小豆島
HEALTHY
LAND㈱
（小豆島健康
美
有限公司）

延續「生命之樹」橄欖千年的生命傳奇，將此歷史悠久的
大自然恩澤結合日本職人技術，打造喚醒肌膚原生力的優
質橄欖保養品
①『純淨橄欖菁華』（100%頂級初搾橄欖油）
100%使用小豆島的完熟橄欖作為嚴選原料。一顆顆手工採
收，以「乳酸微發酵」專利技術讓橄欖果實發酵，極限引
出橄欖自然濃郁的香氣。透過1.5微米極細過濾紙，長時間
一滴滴自然過濾，大幅提升對肌膚的滲透力，實現清爽不
黏膩的使用感。
②『純淨橄欖化妝水』（添加50% 高保濕力的小豆島橄
欖果實精華）
富含橄欖葉精華等植物萃取、玻尿酸、植物性膠原蛋白等
美肌成分。滋潤深達角質層，打造細緻膚質! 化妝水天然
的琥珀色澤，100%原料天然原色，正是使用滿滿「橄欖果
實精華」的証明。
③『純淨橄欖皂』（無添加潔顏皂）
日本製皂職人花費2年時間研發而成。添加51%初搾橄欖油
，一律不使用防腐劑、礦物油、香料，以古法製皂技術製
成的無添加橄欖皂。未經加熱製程，故能將天然滋潤成分
鎖進皂中。富含多酚、維他命A、E、角鯊烯、亞麻油酸、
油酸等天然美容成分，呵護潔淨肌膚，洗後清爽且保有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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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成薬品工業㈱

①La chere基礎化妝品系列
●La chere・化妝水
充分補水，誘發肌膚本身保濕機能的化妝品。
●La chere・雪花膏
將水分和保濕成分留在肌膚內，防止濕潤流失，保護肌膚
不幹燥的雪花膏。
●La chere・精華
賦予肌膚彈性和濕潤，防止乾燥的濃郁型美容液。

②La chere・浴液＆美髮系列
●La chere・氨基香波
屬於氨基酸系列洗髮成分，可溫和地清洗頭髮・頭皮。
●La chere・氨基護髮素
氨基酸保濕成分，可對易斷，受傷的頭髮賦予濕潤和光
澤。
●La chere・浴液
Jojoba oil保護肌膚，遠離乾燥。有玫瑰香。

③La chere・美膚系列
●美膚上等口罩
●美膚精華口罩
膠原蛋白，透明質酸，胎盤精華液＋維生素C誘導體＋果實
・植物精華液，能夠誘導出富有彈性的肌膚。

＜本公司的特徵＞
●大成藥品工業株式會社，為了給客戶提供符合時代的商
品，導入新設備進行開發。

●從紙製品產業轉型製造化妝品，以「舒適安心的生
活！」為理念，採用安心的原材料，運用既有的技術和知
識，提供滿足客戶需求的產品。

●認真的考慮一下地球環境，然後再賦予行動。有效使用
現有資源，去創造人和地球的良好關係。「人和地球的關
係」，是大成藥品工業株式會社的主題之一。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化妝品批發商・零售商

【網站】
https://www.taisei-
yakuhin.com/



業種 No 社　　名 商品説明 公司特徵 希望合作企業洽談内容

出口
皮革制小件
（自創名牌「hmny」、「CORGA」）

出口
包
（Olive Leather「WOGNA」）

出口
進口

醫療用品
（護士專用商品）

出口
進口

美容・健康相關商品

業務提攜
資本提攜

飯店・娯楽設施等的運營管理事業
（期望和台灣企業進行合資）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誠品書店
●紀伊國屋書店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隆手創館）
【網站】
http://www.stladys.com/

16 A-LOOK㈱

Olive Leather「WOGNA」
●世界首次使用橄欖油而製成的「Olive Leather」箱包
品牌「WOGNA」
●僅用優質國產皮革和有益環境的植物—鞣酸（單寧）硝
皮子。最後作為世界首次，採用當地香川縣小豆島產的橄
欖油中最高級別的【Extra virgin olive oil】精心加工
而成。
●手感、光澤、質地都是獨一無二。柔和的質感，經過長
年使用會更有韻味。

＜公司特點＞
●創業於1933年，於80年前開始製造手套。之後、傳承手
套之町「白鳥」的傳統技能而發展至今。
●採用上等優質國產素材，全部商品都經自家公司獨自生
產。
●根據不同場合,能夠完全變換三種形式的包包,及有13個
小袋子,可收納各種東西的包包等,簡單大方,最大限度的考
慮了客戶的便利性。
●2018年開發了SS的新材質防水皮革,不只是防水,而且是
壹種防油的特殊技術的鞣皮。對雨水較多的臺灣和日本,盡
可放心使用。由於耐臟,即使淡色商品,也可以長久保持清
潔,愛不釋手。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百貨店（POP-UP-SHOP担当
BUYER）
●小賣店
（希望不通過商社等中介業
者直接銷售）

【網站】http://www.a-
look.jp/

15 Ruboa㈱

皮革制小件（包，錢包，鑰匙扣，腰包等）
●Ruboa産品的特徵，達到了「纖細且高強度的皮革製品」
的高度縫紉技術，探討合適的素材・裁剪・縫製要求非常高
的技術，在香川縣東部的東香川市誕生了。
●皮革好壞的洞察力，皮革的厚度，整體或者一部分打薄
技術，一針一針的縫合技術，窄邊的皮革斷面(寬０．數厘
米)上色等，這從1到10的工序，都是在同一工廠内完成
的。
●這些技術不是複製，每一個都是獨創的貨真價實的Made
in Japan 。國外其他廠家，想要複製我們的設計，沒有技
術，根本模仿不了。
●自創名牌「hmny」，「CORGA」是利用h-concept的整體
設計（www.h-concept.jp），具有設計性和方便使用的皮
革製品，在國内外享有盛譽且正在成長的品牌。

＜公司特點＞
●本公司所在地香川縣東香川市，是一個生産手套的城鎮
，其製造技術從1888年開始，一代一代一直傳承至今，佔
全日本90％以上的生産佔有率。本公司1961年成立起，一
直生産皮手套。現在我們利用該技術，在生産皮革制小件
（錢包，腰包，包）。

＜銷售業績＞
●國内：MoMA表參道店，直島BENESEI HOUSE，KONCENT
●海外：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Chicago、
Th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Los Angeles

＜專利・認證・獲獎履歷＞
●獲得亞洲最大級別皮革産業展覽會APLF(2012)的評委獎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①誠品書店
②百貨公司採購商
③選擇店鋪的採購商

【網站】
https://rubo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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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館，體育設施，娯楽設施，服務區（SA），停車區（
PA）等的運營管理事業（和台灣企業的 joint-
venture）
●想在台灣着手管理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主要是運營設施）。
●在設施運營方面，我公司愿提供技術，設施的設備維持
管理業務及設施的特性管理業務，想考慮和台灣企業業務
提攜及資本提攜（joint-venture）。
●実際上，目前的運營設施，維持管理業務也在委託其他
公司参与。并且，還和音像設備公司，図書館服務公司，
大型体育公司有着共同合作的業績。
●另外，本公司是東証一部上市的穴吹興産株式会社的
100％子公司，和集團公司的32家公司擁有网絡沟通，不局
限于上述事業内容，還在摸索開展多元化業務。

＜銷售業績＞
●指定管理事業：7个施設的運營業績
・SUN-MESSE香川（香川県産業交流中心）
・香川縣縣民大庁
・高松terusa（高松勤労者総合福祉中心）
・香川県総合運動公園
・三豊市文化会館Marine Wave
・観音寺市民会館
・美馬市地域交流中心 MIRAIZE

＜公司特點＞
●公司本社在香川縣。作為指定管理事業主，2005年開始
，管理産業振興施設運營。目前，指定管理文教設施，體
育設施，社會福祉設施，且設施一直在運營。
●賓館・旅館運營業，服務區事業，體育增進事業等，都很
有經驗，作為業界專家，在向新的事業展開。
●在集團公司里，台北的「穴吹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
限公司」（住宅樓管理會社、管理戸數3,000戸）和「穴吹
東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保安公司）的兩家公司，本公
司也在考慮開展台灣業務。
●不僅僅局限於管理運營，也在利用受里的技術，開展組
織活動。

＜專利・認證・獲獎履歷＞
●ISO10002（自己適合宣言），ISO27001，愛護環境21，
接待規格認證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賓館，體育設施，娯楽設
施等的運營管理公司
●高速公路的服務區，停車
區運營管理公司
【網站】
https://www.anabuki-
enter.jp/

18 ㈱MARRIENE

①熱眼罩
●受到美國眼科專刊好評的眼罩，經再次改良，不使用電
氣及發熱體，採用植物性碳素纖維促進血液循環，讓眼部
受熱。

●②蝸牛分泌液面膜
含有蝸牛粘液的「Mucins黏液素」等成分，使皮肤拥有光
泽、分解蛋白質的「蛋白酶」酵素可再次促使肌膚活性化
，增進新陳代謝的面膜。

③Deokurosu（電動耳垢清除器）
●附著在耳壁上頑固的耳垢通過「震動」脫落并被「吸
引」而清除。是構思新穎，輕巧便於攜帶的口袋式清除
器。從台灣進口的產品。

④薬用除臭液
●在舞台及電影拍攝等場合使用的專業除臭液。止汗效果
強汗，過度運動也不會影響其功效。配有「异丙基甲基苯
酚」有效成分，殺菌消臭可讓您再也不用擔心腋下味道的
製品。（專業去除器）

＜公司特點＞
●本公司主要策劃及出售有關美容、健康相關的商品，具
體有化妝品、雜貨、健康食品。
●商談會后希望能與具有一定日語、英語水平能力的企業
，及具有進出口經驗的企業合作。
●除日本製品的出口外，還希望進口暢銷台灣的台灣製
品。

＜希望合作企業・廠家＞
●在台湾国内，經營
網上銷售、郵購物品
的企業
【網站】
https://www.marriene.co.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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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用品（護士用商品）
●眾所周知，在醫院的候診室及醫院圖書室放有各種繪畫
書，其目的就是在殘酷的環境中緩和一下氣氛。

●不僅僅是可愛，而且還要實用，並且能夠和患者進行交
流，以利於充實現場為目的。

●内容
・MIFFY：筆套，手機套，醫療用剪刀，聽診器等
・MOOMYN：眼鏡盒等
・monchhichi：眼鏡盒，保濕霜等
・PETER RABBIT：腰包，手錶，帶燈筆，聽診器等
・職業棒球隊商品：Ｔ恤衫，手提待，毛巾等

＜公司特點＞
●小商品（MIFFY／MOOMYN／PETER RABBIT等）是一種標
誌，主要銷售醫療用品（面向護士）
●目前在台灣有生産廠家，今後在考慮銷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