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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福岡·台灣數位內容企業合作洽談會 
 

指導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主辦單位：福岡縣政府、公益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 

          福岡縣中小企業海外展開支援協議會(福岡 Asia Business Center) 

協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台日商務交流協進會、台日產業技術合作促進會 

執行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福岡位於日本九州北端，自古以來即是日本與亞洲交流的窗口，傳

統上以重工業聞名，現在產業重心已遍及資通訊、生技、綠能等領域。

自 2013年起，福岡更全力推動應用程式、動畫、CG、遊戲等數位內容

產業，並且每年與台灣業者或相關單位進行密切交流。其中，智源電子

(AZIO)分別與 FOREST Hunting One、HAKOBUNE 公司合作，今年度

將陸續發表螞蟻養成遊戲及多部動畫片，展現豐碩成果。 

福岡縣政府今年再度規畫率領 7 家優質數位內容企業，於 7 月 31

日(五)上午１０時，假台北電腦應用展會場(世貿一館) 二樓第 2會議室，

舉辦「2015 福岡•台灣數位內容企業合作洽談會」，來台日商包括：獲

選「經濟產業省日本 Top 300 中小企業」的 nulab 公司、在「2015 福

岡商業數位內容競賽」中獲得特別獎的 Good luck 3 公司，以及創作榮

獲「日本全國最優秀作品」的 DAILY-PLAN.NET 公司等，透過技術/

作品發表以及一對一個別媒合，促進雙方在動畫製作、遊戲開發、應用

程式軟體等相關領域，創造出跨國合作商機。 

本活動全程安排專業翻譯及工作人員貼心服務，期望台日雙方聯手

打拼，共同開創產業新契機。全日參加者主辦單位亦備有餐盒，誠摯邀

請有意願尋求合作的業者與製作單位蒞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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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福岡·台灣數位內容企業合作洽談會 

【活動議程表】 

時間：104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世貿一館二樓第 2 會議室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5 號 2 樓 

時間 活動內容 

09:30-10:00 報到、領取資料 

10:00-10:10 貴賓致詞 

10:10-10:30 
【專題演講】台日數位內容企業合作的優勢 

講師：智源電子(AZIO)  張智鈞總經理 

10:30-12:00 日本企業技術產品發表 

12:00-13:30 午餐休息時間 

13:30-17:00 

台日一對一企業媒合會(每場次 40 分鐘) 

公司名稱 事業/技術產品內容 

1. 1. DAILY-PLAN.NET 漫畫、動畫、廣告媒體(全國最優秀作品) 

2. Dream Holdings 影像、角色設計、數位內容等開發製作 

3. Good luck 3 手機遊戲、應用程式開發(福岡商業數位內容獎) 

4. Hakobune 手機遊戲、應用程式、WEB程式開發 

5. joyas 創意工作者平台，會發出聲音的抱枕「痛すぽ」 

6. nulab 協作軟體工具開發(日本 Top 300 中小企業) 

7. TM enterprise 商務影音平台經營，影片企劃、製作與經紀 

※主辦單位保有議程調整之權利。 

 

 

 

 

 

★福岡數位內容企業介紹請參照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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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DAILY-PLAN.NET 01 動畫/角色設計 

技術/產品 漫畫、動畫、廣告媒體開發 (榮獲日本全國最優秀作品) 

合作模式 行銷合作/技術合作 

媒合對象 
希望與動畫、卡通，角色設計等相關製作公司、工作室，以及掌握台灣宅
文化的企業洽談 

公司網址 http://www.daily-plan.net/ 

事業內容 

以廣告事業為基礎、進行運用漫畫的宣傳品設計、活動企劃以及動畫製作，
作品包括「越野七米神 KOMEKAM！」以及「醉醺醺女僕」等等原創作品。
目前「KOMEKAMI！」已經發表短篇動畫片與販售輕小說，打響知名度，

另外在新加坡舉辦的 AFA 當中也深獲好評。 
在全國競賽當中，以「KOMEKAMI 米神！輕小說計畫」榮獲最優秀作品，

並由創芸社出版發行銷售全國。「KOMEKAMI！」的周邊商品，主要運用
在福岡産稻米、米食糕點與菓子產品的外包裝上，另外也設計應用在手機
外殼、扇子、胸章、文件夾等產品，製作後販售。 

照片 

     

 

 

公司名稱 Dream Holdings 02 遊戲/動畫/APP 

技術/產品 數位內容/軟體製作、活動策劃和廣告製作/宣傳、機器人 

合作模式 行銷合作/技術合作 

媒合對象 

影片製作、角色設計、手機應用程式開發等相關企業或是工作室。特別希
望能與願意將來一起企畫製作、進行遊戲的在地化夥伴，以及擁有 Unity、
UE4 等技術的 3D製作者洽談 

公司網址 
http://www.dream-holdings.co.j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wv7r-hM6E0 (影像作品) 

事業內容 

主要業務包括，1.數位內容軟體製作：為客戶製作影片、設計角色人物，
WEB數位看板設計規劃與生產管理系統建構，以及 kiosk 終端與 VR 相關
軟體開發，以及智慧手機，PC 軟體開發。2.策劃和製作廣告/宣傳：為客
戶擬訂促銷推廣方案與廣告創意製作，在福岡與各地，進行商業展覽、展

http://www.daily-plan.net/
http://www.dream-holdings.co.j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wv7r-hM6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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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會與各種活動的企畫、營運。3.機器人相關業務。手機,、PC 軟體數位
內容製作團隊，運用 Unity 等進行遊戲 APP 開發。遊戲製作方面(Mac / 
Windows/iOS/Android/Xbox One），目前正開發逃脫遊戲「CRIMSON 
ROOM Decade」，是 2004 年紅及一時創造 8 億點擊紀錄的 Flash 遊戲
「CRIMSON ROOM」的進階版，將創造出 10 年後的即時３Ｄ世界。 

照片 

  

 

公司名稱 Good luck 3 03 遊戲/APP 

技術/產品 手機遊戲、應用程式開發 (榮獲 2015 福岡商業數位內容競賽特別獎) 

合作模式 行銷合作/技術合作 

媒合對象 

1. 對日本手機遊戲在台灣的發行與共同開發有意願的企業。 
2. 卡通人物或授權領域相關企業。 
找尋海外擴展計劃的合作夥伴。希望與有意承接發行(包括共同開發)的公
司媒合。此外，也希望與事業領域為卡通人物或授權相關的公司媒合。 

公司網址 http://www.gl-inc.jp/ 

事業內容 

智慧型手機卡通人物製作公司，目標成為世界第一，採取以遊戲與其他媒

體(漫畫、音樂等)合作的綜效，產出暢銷卡通人物的跨媒體策略。擁有高
度的手機遊戲企劃與開發能力，在業界裡擁有堅強的網絡。利用經營幹部
中有外國人的優勢，今後也將積極展開手機遊戲的海外擴展。 
手機遊戲的代表作包括『突擊海賊團』、『官兵衛之野望』等。在跨媒體的
展開上，『官兵衛之野望』的主題曲『黑田節 ROCK』在「2015福岡商業
數位內容獎」中獲得特別獎。 

http://www.gl-in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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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公司名稱 Hakobune 04 遊戲/APP 

技術/產品 
應用程式開發（iOS/Android）、IOT 系統開発（iOS/Android）、Web 系

統開發，以及教育事業（孩童程式設計講座／遠距教學） 

合作模式 行銷合作/技術合作 

媒合對象 
擁有販售行銷數位內容平台的企業，或是有意願共同開發手機遊戲等應用
程式的公司或是工作室。 

公司網址 http://www.hakobune.co.jp 

事業內容 

以「讓每個人興奮不已」為經營理念，讓使用者想做的事情具體實現，從
事應用程式（iOS/Android）開發、網站製作與營運、網路商店製作與營

運、教育相關事業。擁有獨立的平台銷售數位內容產品，以及客製化的行
銷。目前，瞄準亞洲市場，全力進行多語言的應用程式開發，今年更在台
灣設立了子公司，為進軍海外跨出第一步。 

照片 

  

 

公司名稱 joyas 05 APP/宅文化商品 

技術/產品 創意工作者平台、發出聲音的抱枕「痛すぽ」 

合作模式 生產合作/行銷合作/技術合作 

http://www.hakobune.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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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對象 

希望媒合對象：◎硬體量產工廠。◎內容產業相關企業。 
◎與日本企業簽訂授權契約，在台進行卡通相關事業的企業。 
◎經銷卡通、宅文化相關商品的業者。 
◎協助成立法人的諮詢業者(若在台灣工廠生產，考慮在台成立分公司)。 

公司網址 http://www.joyas.jp/index.html 

事業內容 

以支援創意工作者為公司營運的理念，創造能夠產出前所未有、有趣的產
品、以及讓創意工作者可以活躍的舞台。 
開發製作出只要撫摸就會發出聲音的抱枕「痛すぽ」。基本原理為在與身體
同大尺寸的抱枕的枕套內側黏貼傳感器，只要撫摸抱枕上方，就能從智慧
型手機發出聲音。 

照片 

  

 

公司名稱 nulab 06 協作軟體工具 

技術/產品 
開發協作軟體工具，產品包括：貝格樂專案管理工具、Cacoo 線上協作繪
圖工具與 Typetalk 企業即時通等。 

合作模式 行銷合作/技術合作 

媒合對象 
台灣軟體開發或是資訊及設計等相關領域的企業或是工作室，以及對協作
工具有興趣的業者。 

公司網址 http://nulab-inc.com/ 

事業內容 

為日本敏捷式軟體開發公司，以開發協作軟體工具為主，目前旗下產品有
貝格樂專案管理工具、Cacoo 線上協作繪圖工具與 Typetalk 企業即時通。
用戶遍及全球 100 多國，擁有超過百萬名用戶，其中不乏知名企業。Nulab

總部位於福岡，並在東京、京都、新加坡、紐約設有分公司，而台北和越
南則設有辦事處。2015 年獲選經濟產業省「日本 Top 300 中小企業」。本
公司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想法，積極在日本 IT 與新創社群裡
分享技術與創業經驗，也希望與台灣業者分享資源與技術，促進交流。 

http://www.joyas.jp/index.html
http://nulab-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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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公司名稱 TM enterprise 07 影片製作/網站營運 

技術/產品 「QBC」商務影音平台經營，影片企劃、製作與經紀 

合作模式 行銷合作/技術合作 

媒合對象 

規劃製作「QBC」商務影音平台亞洲版。期望能與以下廠商洽談。 
1.對於動畫、影片製作有興趣的企業，以及營運管理動畫或是入口網站的
企業、機構。 
2.想要在「QBC」刊載高品質 PR 影片的台灣企業或是在台日商。 

公司網址 http://qb-ch.com/ 

事業內容 

具備企畫製作與經紀業務能力，管理營運「QBC 九州 business channel」
商務影音平台網站，每天發佈新聞動畫，一手包辦地區與企業廣宣影片的
攝影、編集與製作，提供低價格高品質的映像。透過該網站也可以刊載企
業廣告，另外動畫也可以放在自家公司網站等，進行多元化的運用。 

照片 

 

 

http://qb-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