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稱 MINORS JAPAN株式會社    http://www.minors.co.jp/ 

地址 

〒970-8003 

福島縣磐城市內鄉高坂町大町 33 

 

電話 (+81) 246-26-2350 

員工人數 20名 資本額 3,000,000日圓 

設立日期 2001年 10月 營業額 200,000,000日圓 

負責人 
姓名 佐藤實 

所屬／職位 董事長 

聯絡窗口 

姓名 佐藤實 

所屬／職位 董事長 

電子郵件信箱 satomn@minors.co.jp 

 

主要往來戶（日本國內、海外） 

日本國內：SMK株式會社 IRISO電子工業株式會社 FCIJapan株式會社 大宏電機株式會社 大村技研株式會社  

株式會社日立資訊通信工程 株式會社磐城 YUASA 株式會社 MEDEC 

海外：松川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希望媒合的型態或希望往來的業種、領域或條件等 

【擴大銷路、設計技術】 

我們希望與連接器廠商洽談。（※如以下三家連接器廠商） 

我們不但提供自動機台的生產製造，也可單純承包設計。 

・Neltron Industrial Co.,Ltd 

・Joint Tech Electronic Industrial Co.,Ltd 

・Green conn 

自我宣傳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連接器與繼電器的自動組裝機台或治具工具的設計製造，同時也提供連接器或纜線插件加工服務。

近年來由於連接器和繼電器趨向超小型化，不使用自動組裝機台便難以生產製造。本公司可配合客戶用途，為客戶量

身打造連接器或繼電器的自動組裝機台，提供從試作到量產的生產技術服務。 

 

往來實績：臺灣某繼電器大廠曾向本公司採購繼電器自動組裝機台。 

 

  

「臺灣全球技術合作線上展示商談會」企業自我宣傳 



事業內容、營業項目 

【設備開發】                      【加工承包】 

・連接器自動組裝機台、治具工具             ・連接器的組裝和檢查 

・繼電器自動組裝機台                  ・內部連接線材加工 

・光學收發器的組裝和檢查 

 

  

自家產品或商品等商談概要 

‧連接器自動組裝機台 

本公司自動機台均為日本製造，既高速又穩定。創業二十年來我們已製造了 50座以上的機台提供給客戶，從未發生過

遲交或品質瑕疵等情事。 

 

我們希望出口自動機台給連接器、電子零件或自動機台廠商。 

本公司自 2001年創業以來，已製造了 50座以上的自動機台提供給客戶。 

本公司可配合客戶用途，提供從試作到量產的連接器生產技術以及降低生產成本的解決方案。 

 



 

公司名稱 株式會社富士 P.S    https://www.fujips.co.jp/ 

地址 

〒970-1144 

 福島縣磐城市好間工業團地 16-1（磐城工廠、技術中心研究所） 

※〒810-0022 福岡縣福岡市中央區藥院一丁目 13番 8號 九電不動產大樓 3樓 

 

電話 (+81)03-5858-3161 

員工人數 名 資本額 2,379,270,000圓 

設立日期 1954年 3月 營業額 27,000,000,000日圓 

負責人 
姓名 八木 洋介 

所屬／職位 海外事業部長 兼 技術中心工程團隊隊長 

聯絡窗口 

姓名 深町 里南 

所屬／職位 技術中心 工程團隊 

電子郵件信箱 r.fukamachi@fujips.co.jp 

 

主要往來戶（日本國內、海外） 

國土交通省 鐵路、大眾運輸機構 其他各種公團、公社 地方政府、鄉鎮市 高速公路各公司 JR 鹿島建設 

清水建設 大成建設 大林組 其他 

希望媒合的型態或希望往來的業種、領域或條件等 

【事業合作】 

我們希望將預力混凝土的設計施工技術運用到臺灣，盼能藉此機會尋找事業合作對象。 

（特別是陸地或海上的風力發電設施） 

 

【共同開發】 

我們希望將預力混凝土的設計施工技術運用到臺灣，盼能藉此機會尋找共同開發對象。 

（特別是陸地或海上的風力發電設施） 

自我宣傳 

本公司主要從事需要預力混凝土技術的土木建築事業（橋樑、大型儲存槽等），為社會基礎設施做出貢獻。此外，本公

司對風力發電設施（混凝土電塔、混凝土浮體）也非常積極，曾經參與過環境省和 NEDO（國立研究開發法人 新能源

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的風力發電相關實驗。 

  

「臺灣全球技術合作線上展示商談會」企業自我宣傳 



事業內容、營業項目 

●預力混凝土結構物或建築物的設計施工 

●既有建築物的耐震補強工法之設計施工 
●預力混凝土產品的製造與銷售 
 
●土木方面 ●建築方面 

橋樑、儲水槽、既有結構物的補修或補強等 PCaPC 工法、FR 板、FC 板、現場打樁或施加鋼材拉
力等 

  

●耐震補強 ●工廠產品 

耐震補強：平行工法、交叉工法 JIS橋樑、枕木、地板等 

  

 

  

 

自家產品或商品等商談概要 

●預力混凝土風力發電塔及海上浮體 

 本公司為了將預力混凝土技術運用到風力發電相關設施，目前正致力開發鋼材與混凝土的雙材發電塔以及混凝土浮
體技術。在海上風力發電方面，預力混凝土可提高設施結構耐久性，便於維護管理；在陸地風力發電方面，使用鋼材
與混凝土兩種建材可建設更高的發電塔。 

 



 

公司名稱 株式會社 HAT 福島事業所    http://www.h-a-t.co.jp/ 

地址 

〒975-0076 

福島縣南相馬市原町區信田澤字下信田 210 

 

電話 (+81)0244-25-4155 

員工人數 36名 資本額 10,000,000日圓 

設立日期 1998年 9月 營業額 430,000,000日圓 

負責人 
姓名 吉田隆史 

所屬／職位 董事長 

聯絡窗口 

姓名 橋本崇志 

所屬／職位 福島事業所 所長 

電子郵件信箱 hashimoto@h-a-t.co.jp 

※適宜、記入欄を拡幅して頂いて構いません。 

主要往來戶（日本國內、海外） 

日本國內： IHI、東芝、川崎重工、三菱、JAMCO、本田技研 等 

海外： 無 

希望媒合的型態或希望往來的業種、領域或條件等 

【擴大銷路、事業合作、共同開發、企業夥伴、銷售代理商、貿易公司、加工委託、承包、製造委託、承包】 

我們希望與對本公司的技術和服務有興趣的企業洽談。 

此外，我們也積極開拓新事業（內容未定），未曾往來的公司也歡迎與我們洽談。 

自我宣傳 

【生產部門】 

本公司提供航空、宇宙和防衛設備引擎零件以及各種試作開發產品的加工，並且已取得 JISQ9100認證。在放電加工（雕

模、線切割、五軸細孔加工機）方面我們擁有豐富經驗，無論水刀、切削機或大型車床等，從材料採購到設計、加工

到檢查都能提供一連串的服務。在檢測儀器方面，三次元測定儀或圖像檢測儀我們都能提供廠商校準，校準品質也都

符合嚴密的航空標準。 

【非破壞檢測（NDT）部門】 

在非破壞檢測裝置方面，從設計、製作、施工到開始運作，我們都有能力為您服務。相關機器的使用和用於該機器的

校準調整裝置的國際校準，我們都以符合 ISO/IEC17025認證的嚴密標準進行。 

 

事業內容、營業項目 

「臺灣全球技術合作線上展示商談會」企業自我宣傳 



・國立事業所：航空、宇宙及其他設備或試作開發等相關產品加工 

 

 

 

・福島事業所：防衛、民間設備引擎零件及周邊零件的量產加工 

開發中的零件或機翼的切削加工等 

 

 

 

・昭島事業所：航空設備的非破壞檢測裝置設計製作、校準調整（紫外線強度計、 

壓力計、溫度計） 

檢測液可用性檢查 

自家產品或商品等商談概要 

 

工廠據點 

【國立總公司工廠】◆各種放電 ◆切削（小型）◆水刀◆圖像檢測儀 

【福島事業所】◆各種放電（細孔放電除外） ◆切削（含 5 軸）、車床（豎型Φ1000）◆三次元測定儀（通過

IHI檢測認證） 

【昭島事務所】◆非破壞檢測裝置的設計製作 ◆販售檢測機材和消耗品 ◆儀器校準、溶劑檢測等 

 

事業內容 

航空、宇宙、防衛裝備引擎零件金屬加工及非破壞檢測相關事業 

■製造事業（JISQ9100認證） 

多以航空、宇宙、防衛設備零件為對象。 

◇放電加工事業（雕模放電加工、細孔放電加工） 

◇水刀事業 

◇機械加工事業、切削、大型車床、Gr五軸加工 

◇線切割 

◇品質保證（通過 IHI檢測認證） 

■非破壞檢測（NDT）相關事業 

◇螢光滲透探傷裝置的設計製作與施工 

◇相關儀器與消耗品的販售等 

◇檢測儀器或檢測裝置的改造或改修 

□校準團隊（ISQ17025認證） 

以需要符合國際標準的校準調整為對象。 

◇光學儀器校準調整（紫外線計、輝度計、照度計） 

◇壓力計、溫度計 



 

公司名稱 株式會社 ECO-HITEC Corporation    http://eco-hi.jp/ 

地址 

〒971-8138 

福島縣磐城市若葉台二丁目 19番地之 2 

 

電話 (+81) 090-7792-1045 

員工人數 1名 資本額 5,000,000日圓 

設立日期 2010年 12月 營業額 5,000,000日圓 

負責人 
姓名 篠﨑 良司 

所屬／職位 董事長 

聯絡窗口 

姓名 篠﨑 良司 

所屬／職位 董事長 

電子郵件信箱 info@eco-hi.jp 

※適宜、記入欄を拡幅して頂いて構いません。 

主要往來戶（日本國內、海外） 

日本國內：株式會社成田畜產  株式會社 GAIYA  小名濱製鍊株式會社  IKARI消毒株式會社 株式會社 BelatecUchi 

北茨城市企業衛生株式會社  TRUST企劃株式會社  MYT-SYSTEM株式會社 

 

希望媒合的型態或希望往來的業種、領域或條件等 

【擴大銷路、材料供給】 

我們在開發生產除臭材料時，很多客戶都希望能夠從根解決異臭問題，尤其是水產養殖場、流動廁所、養雞場或養豬

場這些設施，他們的期盼更是殷切。本公司在實驗過程中不僅獲得極大成果，實際解決養豬場、養雞場和食品廢棄物

處理場的異臭問題之後也得到了很大的迴響。我們計劃將這些除臭產品的銷路擴大到國外，但不知從何著手。我們希

望藉由本商談會，將本公司的除臭材料供給到臺灣，進而擴大銷路。 

 

【銷售代理商、貿易公司】 

我們已經與其他公司共同開發出室內專用的除臭塗料商品，本公司的產品便是其中原料。這種塗料以化學方式吸附氨

氣、甲醛和乙酸等，除臭效果特別長。本公司希望能在臺灣找到銷售代理商或貿易公司。 

 

自我宣傳 

本公司不僅透過產官學合作開發出吸附型除臭劑 ECO-OH，同時也從事產品製造。我們的產品以天然素材為基本，講

究循環利用，為提高產品品質，我們也不斷調查研究。本公司開發出來的除臭產品不僅吸附性能極佳，效果也非常持

久，氨氣吸附率高達 99.5%。在除臭塗料方面，我們使用不會對人體造成影響的天然素材，可以分解吸附甲醛等有害人

體健康的氣體。此外，ECO-OH可作為原料，投入污水當中分解磷和硫化氫，有助水質淨化。有機物也可以促進發酵，

幫助可以減少殘渣的發酵菌成長。我們很希望臺灣的企業可以試試看這樣的產品，讓我們的生活環境跟品質可以一起

更加美好。 

 

事業內容、營業項目 

「臺灣全球技術合作線上展示商談會」企業自我宣傳 



‧吸附型除臭劑 ECO-OH的開發、製造、販售 

‧販售除臭塗料（marinatul） 

‧製造販售避免蔬果過熟的產品（膜狀） 

 

自家產品或商品等商談概要 

‧吸附型除臭劑 ECO-OH並非傳統的物理吸附，而是一種化學吸附，利用羥基進行吸附是它的特徵。ECO-OH的吸附

能力比活性碳高出數倍，效果也更為持久，由於利用羥基進行化學吸附，對氨氣、硫化氫、甲醛或乙酸等都能進行化

學分解。因此，ECO-OH不僅可以消除空氣中的異臭氣體，對污水也能起到淨化效果。在分析土壤成分的溶出試驗中，

ECO-OH符合 28項環保標準。在山形大學農學部的實驗中，資料也顯示 ECO-OH可讓 4000PPM的硫化氫驟降到 200PPM。

此外，ECO-OH可分解發酵有機物，促進甲烷生成，在標榜環保的生質氣體發電中也能有所貢獻。 

 

‧本公司的除臭塗料以 ECO-OH和天然素材為原料，既可吸附分解氨氣或甲醛等有害健康的氣體，同時也具有調濕性，

可兼顧人體健康。本產品為粉末狀，使用時可配合工作現場，在施工時加水攪拌製成溶劑。我們的除臭塗料可吸附室

內異臭，效果持久，施工基準也制定得非常明確。除了規定的滾輪之外，噴漆或抹刀施工也能使用我們的除臭塗料。 

 

○事業內容 

環保型產品的開發、製造、販售 

 

○主力產品 

吸附型除臭劑（環保土）、原料 10公斤裝、 

抗甲醛塗牆料、寵物用除臭劑、除臭劑包裝 

 

○自我宣傳事項 

「取自自然、回歸自然。為地球環境設想的環保產品。」 

 

除臭劑 ECO-OH 

可吸附室內的氨氣和甲醛，解決住宅綜合症候群。 

用途：去除菸味或鞋櫃、冰箱、汽車、廁所、流動廁所等異臭。吸附型消臭塗料原料。 

 

○運用實績 

‧2010年 公益財團法人福島縣產業振興中心 福島振興基金事業採用 

‧2010年 福島縣工商勞動部 減少產業廢棄物及循環利用技術開發支援事業採用 

‧「利用淨水過程中產生的泥土開發塗牆料」 （專利 5070636） 

 

○來自海洋的天然消臭塗牆 

「marinatul」 

專利技術 



 

公司名稱 株式會社品川通信計裝服務 

地址 

〒971-8125 

福島縣磐城市小名濱島字高田町 44-7 

 

電話 (+81) 0246-58-3334 

員工人數 52名 資本額 5,000,000日圓 

設立日期 1986年 7月  營業額 日圓 

負責人 
姓名 松崎 辰夫 

所屬／職位 董事長 

聯絡窗口 

姓名 關根 雄一 

所屬／職位 營業部 部長 

電子郵件信箱 y-sekine@sinagawa-tsushin.co.jp 

※適宜、記入欄を拡幅して頂いて構いません。 

主要往來戶（日本國內、海外） 

汽車廠商、汽車零件廠商、電機廠商、電機零件廠商、地方政府、醫療機關等 

希望媒合的型態或希望往來的業種、領域或條件等 

擴大銷路 

自我宣傳 

本公司主要從事機械設計、電子迴路設計和軟體設計的承包開發，另外也從事 ODM或 OEM產品的企劃製造。我們的

電路板不僅被應用在各種工業用噴墨印表機當中，許多布料、食品、紙箱等列印設備也都使用我們的電路板。此外，

我們的載玻片印字機也幫助大醫院提高了業務效率。 

這次我們推出的新產品備有 5個送片器和片匣，適合大量的載玻片印字。 

 

事業內容、營業項目 

「臺灣全球技術合作線上展示商談會」企業自我宣傳 

mailto:y-sekine@sinagawa-tsushin.co.jp


本公司可承包以下項目的開發，自家產品也可提供販售。 

‧各種自動省力化裝置（自動組裝機、電氣特性檢測儀、外觀檢查裝置等） 

‧微型電腦電路板（噴墨頭電路板、馬達電路板等） 

‧軟體（醫療、防災、研究實驗等韌體／電腦或平板電腦軟體） 

 

自家產品或商品等商談概要 

■工業用噴墨印表機噴墨頭電路板 

本公司開發製造的電路板已用於多家印表機大廠（理光、船井電機、京瓷、惠普、柯尼卡美能達等）的噴墨頭。 

 

 

 

 

 

 

 

■可連續大量進行的載玻片印字機 

本機適合大醫院或檢查中心的病理檢查業務，連續印字能力高達 150片。 

※備有五個片匣，一個片匣可容納 30片載玻片。 

 

 

  

 



 

公司名稱 株式會社鈴木電機吾一商會   https://www.denki51.jp/ 

地址 

〒973-8403 

福島縣磐城市內鄉綴町川原田 165 

 

電話 (+81)0246-26-2442 

員工人數 16名 資本額 20,000,000日圓 

設立日期 1979年 10月  營業額 750,000,000日圓 

負責人 
姓名 鈴木清友 

所屬／職位 董事長 

聯絡窗口 

姓名 鈴木達也 

所屬／職位 董事 新事業開發部 

電子郵件信箱 denki51@olive.ocn.ne.jp 

※適宜、記入欄を拡幅して頂いて構いません。 

主要往來戶（日本國內、海外） 

日本國內：全國各地 

海外：臺灣、東南亞 

希望媒合的型態或希望往來的業種、領域或條件等 

【擴大銷路、合作、企業夥伴、銷售代理商、貿易公司、用途研究】 

自我宣傳 

本公司目前以電工事業為主，創業 74年以來業務未曾間斷。今後的經營方向，本公司將持續掌握時代潮流，保持現有

體制，並且同時發展新事業。 

作為打頭陣的新事業，我們已經開發出使用電動馬達的輪椅、四輪電動代步車以及電動手推車等產品，銷售業務也在

順利發展。 

 

  

「臺灣全球技術合作線上展示商談會」企業自我宣傳 



事業內容、營業項目 

因應高齡化社會的電動輪椅、四輪電動代步車和電動手推車。 

 

 

自家產品或商品等商談概要 

●全球首創 

樹脂一體成型 電動輪椅 

 

FDA強度測試合格 

由於本體結構無熔接部位，剛性極高。 

輕鬆摺疊設計，可平放或縱放，小發財車也可收納。 

 

●超輕量 

鎂製電動輪椅 

僅需 3秒便可輕鬆折疊展開 

大尺寸車輪設計，不易受困於台階或高低不平之處 

重量 17公斤（不含電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