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山 口 縣 商 談 會  

   山口縣參加企業簡介 

 

主辦/山口縣・下關市外資企業招商推進委員會、中華整廠發展協會 

 

  （山口縣企業及商談會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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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山口縣商談會 in 台中 

主辦單位：山口縣・下關市外資企業招商推進委員會、社團法人中華整廠發展協會 

(山口縣、下關市、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山口貿易情報中心、 

公益財團法人山口產業振興財團、地方獨立行政法人山口縣産業技術中心) 

後援單位：(財)日本交流協會、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商談會概要】 
 

 
 
 
 
 
 
 
 

日本山口縣、下關市外資企業招商推進委員會與社團法人中華整廠發展協會為 

促進中日雙方企業交流與合作，擬於下列日期推選 12家擁有傑出機械技術的日本 

企業與台灣企業進行一對一洽談會。 
 

<山口縣商談會 in台中> 
日期：2013年 11月 13日（三） 10:30～17:00 

地點：台中裕元花園酒店４樓 温莎廣場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610 號(TEL:04-2465-6555)  

活動程序： 

10:30~11:30   開會式 

13:00~17:00  一對一洽談會（採預約報名制。當天現場報名者需視名額而定） 

洽談會場次: 

① 13:00～13:40 ②13:50～14:30 ③14:40～15:20 ④15:30～16:10 ⑤16:20～17:00 
 

１ (股)功栄商工  

２ シクア(股)(Xiqa) 

３ (股)タイチ(TAICHI) 

４ (有)石野製作所 

５ (股)YOODS 

６ (股)ワールドガレージドア 

(WORLD GARAGE DOOR INC) 

７ (股)サン精機(Sanseiki) 

８ 鶴惣工業(股) 

９ 三和産業(股) 

10  (股)白井興業 

11 エムテックス(有)(M-TEX Inc.) 

12  (股)中村鉄工所  

 

洽詢窗口 (日文／中文皆可)：百年國際商務有限公司  薛 美玉 

TEL:07-558-1488 (代表)  FAX：07-557-7488  E-mail：linda@translator.com.tw 

 

 

 

 

tel:07-558-1488


   
2013年度山口縣商談會 in台中參加企業總覽 

 

 

日
商 

編
號 

企業名稱 所在地 專精領域 交易型態 商談目的 網址 

1 (股)功栄商工 下關市 金屬加工 
進口(台→日) 

委託代工(台→日） 
尋求鋁材料製品代工廠商等。 

http://koueisyoukou.

com/  

2 
シクア(股) 

(Xiqa) 
下關市 

金屬表面處理

業（鍍金） 
技術指導（日→台） 

尋求希望接受無電鍍鎳、鎳合

金電鍍表面處理等高度金屬表

面處理技術之臺灣企業。 

－ 

3 
(股)タイチ 

(TAICHI) 
下關市 

埋入式插座、

OA 多孔插座、

轉接插座 

出口（日→台+中國+東南亞） 

尋求精通電器設備、與本公司

攜手合作，共同擴展台灣及中

國、東南亞中華圏市場之臺灣

企業。 

www.taichi-torabou.

com 

4 (有)石野製作所 山口市 家庭用榨油機 
零件進口（台→日） 

出口（日→台+中國+東南亞） 

尋求板金加工、機械加工的零

件批發零售商。尋求與本公司

攜手合作，擴展台灣及中華圏

市場之臺灣企業。 

http://www.yoods.c

o.jp/about.html 

5 (股)YOODS 山口市 

3 次元畫像檢測

系統、2 次元畫

像檢測系統 

出口（日→台+中國+東南亞） 

尋求承包製造台灣食品、藥

品、噴罐、保特瓶等生產線設

備機械的製造商。 

http://www.yoods.c

o.jp/about.html 

6 

(股)ワールドガ

レージドア 

(WORLD 

GARAGE 

DOOR INC) 

山口市 

高級木製車庫

門及其相關機

器 

零件進口（台→日） 

出口（日→台+中國+東南亞） 

從台灣採買車庫門金屬零件。

與台灣企業攜手合作，共同擴

展 WORD 製車庫門在台灣及

中華圏市場的通路市場。 

http://www.wgd.co.j

p  

7 
(股)サン精機 

(Sanseiki) 
萩市 

半導體相關治

具・醫療機器之

精密零件製造，

模具設計、製作

與維修保養 

零件外銷（日→台） 

委託代工（日→台） 

尋求模具製造、維修保養業務

之合作廠商（比如於臺灣製

造，於日本維修保養）。進口

半導體相關治具・醫療機器之

精密零件，並尋求其代工廠商。 

http://sanseiki.co.jp 

8 鶴惣工業(股) 萩市 

塑膠製品成型

加工，模具設

計、製作 

零件進口（台→日） 

委託代工（日→台） 

尋求模具製造之代工廠商。 

尋求模具零件廠商。 

http://www.turuso.c

o.jp/ 

9 三和産業(股) 下松市 金屬表面處理 

承攬加工（台→日） 

提供台灣地區服務及技術指

導（日→台） 

尋求抛光研磨、電解研磨、電

解複合研磨之代工服務。尋求

接受化學工廠、製造機器的維

修服務之臺灣企業。 

http://www.sanwa21

.co.jp/ 

10 (股)白井興業 光市 

製鐵,矽膠、陶瓷

等高精度零件

之製造 

零件進口（台→日） 

委託代工（日→台） 

將高精度零件外銷至台灣、向

台灣採購低價零件、委託代

工。 

http://www.shirai-k

k.co.jp 

11 

エムテックス

(有) 

(M-TEX Inc.) 

柳井市 
蒟蒻麵以及蒟

蒻麵製造設備 
出口（日→台+中國+東南亞） 

與台灣企業攜手合作，共同擴

展蒟蒻麵製造設備在台灣及中

華圏市場的通路市場。 

http://www.m-tex.co

.jp/company.html 

12 (股)中村鉄工所 周南市 

螺旋輸送機、破

碎機、粉碎輸送

機器等之製造 

零件進口（台→日） 

委託代工（日→台） 

承攬加工（台→日） 

尋求螺旋輸送機、破碎機、粉

碎輸送機器等之代工廠商。接

受台灣企業之委託代工。 

http://www.nakatets

u.net/gai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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