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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ABE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加工人稱「珍味」的水產品為中

心的食品廠。說到珍味，會讓人強烈聯想到啤酒的下酒菜，不過，

在近年來的健康食品熱潮下，也被特寫為富含鈣質的健康食品。

在業界整體暢旺下，OKABE自是躬逢其盛，順勢急速成長，至今

持續以業界龍頭企業之姿活躍著。

另外，銷售區域遍及全國，各地均設有營業據點，熱烈從事營業

活動。同時，也致力市場調查、商品開發，目標是更進一步擴大

營業力與商品力。支撐著OKABE成長的員工們，是精力充沛的行

動派團隊，與明快的公司氣氛相輔相成，充滿朝氣。在OKABE，

無關乎學、經歷，而是以員工未知的可能性，做高度評估。同時，

也是一個配合「健康、安全、安心、美味」口號，積極拓展事業

的企業。

急速成長
業界中的龍頭企業

OKABE集團的存在與發展，繫於

提高顧客滿意度。

員工的幸福，是公司發展的基

礎，公司的繁盛，才能帶來員

工的幸福。

在OKABE集團工作的人們，靠著

信賴與合作，孜孜不倦地在創

意上下工夫，提高顧客滿意度。

這也同時對飲食文化做出貢獻。

OKABE集團經營理念

■OKABE集團的使命感

OKABE集團，將顧客的想法視為我的想法，

將健康、安全、安心、美味，視為永遠的中心思想

■行動原點

商品製造商品製造商品製造商品製造

我們透過提升自家公司的技術，回應顧客的聲音，致力開發能夠長久

交易的商品。

人才培養人才培養人才培養人才培養

我們，自我精進，成為具創意、行動力及協調性的人。

創造老主顧創造老主顧創造老主顧創造老主顧

我們，創造與公司生意作風、製造想法有共鳴，能共榮共存的老主顧。

品質品質品質品質、、、、價格價格價格價格、、、、交期交期交期交期

我們，透過比任何地方都更衛生且均質化的商品，降低成本，嚴守交

期。

基本動作基本動作基本動作基本動作

我們，全體員工一心，落實九項基本動作，打造態度優良的公司風氣。

※注釋

「顧客的想法」 滿足要求事項及對持續性改善的期待

「我的想法」 實行這些的誓約

OKABE概要

OKABE？



在凡事以一貫積極姿態面對的OKABE，我們確信，掌握企

業成長之鑰的，就是『開發力』，在此基礎下，力圖強化

技術力、開發力，做為一家開發提案型企業。徹底調查消

費者的需求及渴望，旋即著手商品開發。OKABE的想法就

是：火速的商品開發論。資訊蒐集方法部分，OKABE貼近

全國各地製造廠、批發商，抓緊更近於消費者心聲的資訊。

也戮力與龍頭量販店「共同開發」。在這部分，不單單是

價格競爭，更供應能吸引市場的商品，致力於商品開發，

以自有商品憾動市場。另外，IT革命引發的互聯網銷售也

是其中一個項目。

商品開發的中心，正是企劃開發部。在這裡，舉凡新產品

企劃、包裝設計或命名、農特產品直營推廣中心的企劃、

既有產品重新包裝、銷售途徑開拓等，業務範圍廣泛，公

司內部業務自不在話下，公司外部的資訊蒐集，更是不遺

餘力。企劃的理念，關鍵字就在於更加命中目標的商品開

發，不分日夜挑戰開發熱賣商品。

資訊是
OKABE的發想「根本」

銷售部門

商品開發即
調查與規劃



化「發想」
為「力量」…

智庫部門

進攻式發想
堅守式管理

肩負商品開發及品質管理兩項重責大任者，正是OKABE的

智庫部門｜品質保證部。由企劃開發部產出的想法，會在

這裡產出試作品。試作品將更進一步淬鍊，最終以量產品

之姿上到生產線，OKABE打造從試作階段到量產的一貫化

系統，以因應商品開發重要的要素｜速度。堪稱另一大支

柱的品質管理，則是以食品廠最重要的衛生層面為中心，

針對生產流程，一道一道仔細檢查確認。OKABE的智庫部

門，組合「進攻」式商品開發與「堅守」式品質管理的強

力標籤，成就OKABE品牌。



OKABE的主力工廠，是1996年完成的五色濱工廠，於1999年，取

得業界首次FDA（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HACCP（HACCP=危害分

析重要管制點）。這表示：我們有能力在製造食品時，針對預期

會在該工程發生危害的點，做全面管理，藉此確認個別產品全方

面安全性。

另外，2002年也取得足以因應高度且多樣化顧客要求與期待︵顧

客滿意度︶的ISO9001認證，透過維持及改善採用品質管理系統

製造的業務流程，力圖提升產品品質。

在這裡生產的小銀魚、沙丁魚、丁香魚、竹筴魚等調味小魚商品，

均仔細留意溫度、處理時間等，進行適合各項素材的適當加工處

理。該工廠具有完備的高度水處理技術及食材預處理功能，不僅

珍味產品，也逐步朝家常小菜方面擴大業務。

生產部除了有加工部門，還包含了包裝工程等，整備妥善的綜合

性環境，打造出安全、『美味』第一的堅實生產系統。

以先進的衛生管理系統
領導業界

我們本著食品產業從業者使命，誓言遵守衛生問題為

經營之最重要事項，恆常提供無害且衛生之食品予顧

客。

OKABEOKABEOKABEOKABE集團衛生憲章集團衛生憲章集團衛生憲章集團衛生憲章

水產食品加工設施HACCP認證

社團法人 大日本水產會

認證工廠

OKABE總公司/五色濱工廠

SETO QUEEN股份有限公司

1,有危害人體之虞的原材料、資材，一概不予使用。

2,在全數作業工程中，絕不行使混入有害物質之虞之行為、

非衛生之行為。

3,有害、非衛生之虞的食品，絕不提供給顧客。

4,OKABE集團商品，為國民健康奉獻。

生產部門

HACCP
認證取得工廠



OKABE逐步擴大營業範圍，目前，從北海道到九州，全國

皆在範圍內。營業人員的巡迴銷售自不在話下，同時，也

將目光投注在各地市場動向、開拓新客戶。將最貼近消費

者的營業人員資訊，帶回OKABE公司內部，做為商品開發

及營業拓展基礎資料，甚是重要。

每月出差20天以上的營業人員不在少數，對負責地區的責

任感，以及認清自己是OKABE門面的這份自信，是促使他

們進行大量洽公的活力來源。

『據點雖在愛媛，卻能在東京、大阪等高消費地做著高價

值的工作，是莫大的喜悅』某營業人員如是回答，感覺

OKABE的營業人員，不只把工作當成工作，也把透過工作

拓展的人際關係，視為對未來有助益的個人資產。

OKABE的門面
營業部門

拓及全國的
營業活動



以①開發健康且安心的商品；②開拓新流通管道；③培養

想像力豐富且有活力的人材為支柱，提出落實根本、迎接

新挑戰的口號，以達成營業額100億日圓為目標。

商品開發部分，當然要做公司內的企劃開發，也將與點心、

寵物食品廠共同開發，傾力在新領域商品開發上。

擴大流通管道方面，將以營業部為中心，透過提案型、開

發營業來開拓新管道，充實各地據點。此外，也著眼農特

產品直營推廣中心及通訊販售等通路進行拓展。

海外策略部分，1992年，在泰國設立集團公司「THAI 

OKABE PROMOTION CO.,LTD.」。這不單單只是轉移到海外

生產，現在更兼具擴大泰國境內銷售及做為出口亞洲據點

的功能。再者，藉著擴充海外販售通路的專案小組，

OKABE產品正確實地擴展到世界市場。

擴大路線
及世界性策略

經營策略

全力進攻的
營業策略

泰國OKABE PROMOTION CO.,LTD. 五色濱工廠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1.公司名稱 OKABE股份有限公司

2.所在地

總公司 愛媛縣伊予市市場150番地 〒799-3195

TEL +81-(0)89-983-1230 FAX +81-(0)89-983-1239

首頁(URL)http://www.okabe-group.com

E-Mail 0001@okabe-group.com

工 廠 五色濱工廠

愛媛縣伊予市下吾川1693-11 〒799-3111

TEL +81-(0)89-983-5150 FAX +81-(0)89-983-1983

營業所 東京營業所

埼玉縣埼玉市浦和區高砂二丁目2番3號

埼玉浦和大樓4樓〒330-0063

TEL +81-(0)48-835-1230 FAX +81-(0)48-835-1239

3.資本額 5,000萬日圓(集團總計10,400萬日圓)

4.負責人 常務董事長 岡部悅雄

常務總經理 岡部光伸

常務董事 富野雄三郎

董事 岡部俊孝

5.營業項目 農水產加工品製造、販售

●小魚加工製品/芝蔴小魚乾、綜合小魚乾、五色煮（註：綜合小魚零嘴）、

杏仁小魚乾、小蝦零嘴、小魚乾零嘴、海苔小魚、醋漬小魚、魚骨仙貝、

調味即食小魚乾、拌飯小魚乾等

●香魚片製品/剝皮魚片、蝦虎魚片、星鰻魚片等

●烤魚乾、甜漬魚片乾產品/竹筴、剝皮魚、金線魚、沙鮻、鰩魚、星鰻、白帶魚、

青花魚、清酒釀造系列等

●佃煮（甜滷）產品/沙丁魚佃煮、佃煮鮮蝦、佃煮芝蔴小魚、梅乾羊栖菜、

調味川燙小魚、烤帆立貝條等

●乾壓產品/小魚乾、干貝、蝦子、減鹽小魚乾、混合產品（海苔小魚乾、

蝦子小魚乾、飛魚乾、鰹魚乾）等

●三明治起司產品/四國三明治用奶油起司、鮮魚起司、鬆軟雪花起司系列、

其他水果起司三明治系列

●調味加工堅果/堅果及水果藍莓味、黑糖核桃、楓糖核桃等

●禮品/磯之花瓣、瀨戶內小魚、瀨戶海遊鮮等

●古早味產品/瀨戶內媽媽味系列、膨脹發泡食品（雜粥）系列、高湯粉、

魚貝粉末系列、全魚乾、一夜乾、味噌湯配料、各種客製化產品等

6.公司沿革

7.往來銀行 伊予銀行 郡中分行 愛媛銀行 郡中分行

8.往來客戶 全國食品批發商、全國食品製造廠、全國中央批發市場、

全國各縣漁業合作社

9.集團企業

宇和海 股份有限公司

愛媛縣南宇和郡愛南町久良2347 〒798-4353

TEL +81-(0)895-73-1230 FAX +81-(0)895-73-1619

伊予乃國 股份有限公司

愛媛縣伊予市市場150番地 〒799-3122

TEL +81-(0)89-982-1492 FAX +81-(0)89-983-1239

SET QUEEN 股份有限公司

愛媛縣伊予市市場150番地 〒799-3122

TEL +81-(0)89-982-7116 FAX +81-(0)89-983-1239

THAI OKABE PROMOTION CO.，LTD .

230 Mu6 Sol SINSAMUT KRAM-KLAENG

RAYONG 21190 THAILAND

TEL +66-(0)38-65-7279 FAX +66-(0)38-86-6748

10公司組織圖

1974年 2月 於愛媛縣伊予市森創業

11月 新建並遷移工廠至愛媛縣伊予市米湊1473番地

1979年 8月 於愛媛縣伊予市米湊1502番地新建剝皮魚產品加工工廠

1984年 7月 新建包装工廠

1985年 1月 岡部商店改組為剛部商會股份有限公司

1989年 8月 於愛媛縣伊予市市場150番地新設市場工廠

1990年 6月 總公司遷移至愛媛縣伊予市市場150番地

8月 資本額增資為2,500萬日圓

11月 設立宇和海（股）

1992年 2月 設立THAI OKABE PROMOTION CO.,LTD.

1994年 1月 設立伊予乃國（股）

1995年 4月 設立SETO QUEEN（股）

1996年 9月 新建五色濱工廠(臨海工業園區)

1998年 2月 公司名稱改為OKABE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 5月 五色濱工廠取得美國FDA認證HACCP

2000年 3月 五色濱工廠取得JAS工廠認證

6月 SETO QUEEN（股）取得美國FDA認證

2002年 4月 OKABE（股）取得IS09001認證

4月 SETO QUEEN（股）取得IS09001認證

2004年 3月 「油炸小魚乾」獲大阪府知事獎

2005年 1月 常務總經理阿部悦雄，就任常務董事長

常務董事阿部光伸，就任常務總經理，引進雙負責人制

7月 THAI OKABE PROMOTION CO.,LTD.取得泰國政府認證HACCP

2006年 3月 「無添加系列」獲松山商工委員會會長獎

2008年 12月 「奶油起司三明治」獲愛媛縣知事奬

2009年 4月 獲鄉土振興獎（企業部分）

11月 THAI OKABE PROMOTION CO.,LTD.取得IS09001認證

2010年 5月 「無添加小魚乾」獲2010國際品質評鑑大賞銀賞

2011年 5月 「無添加小魚乾」獲2011國際品質評鑑大賞銀賞

6月 農商工等合作事業計劃認證

6月 THAI OKABE PROMOTION CO.,LTD.取得HALAL(清真)認證

2012年 2月 「海苔小魚雜粥」獲松山商工委員會會長獎

2013年 4月 岡部悦雄董事長受勳旭日小綬章

6月 「瀬戸内小魚乾」獲2013國際品質評鑑大賞金賞

12月 決定企業吉祥物「OKAMARU」

2014年 6月 「瀬戸内小魚乾」獲2014國際品質評鑑大賞金賞(連續2年)

10月 通過海外加工食品等商品開發、改良事業

2015年 6月 「瀬戸内小魚乾」獲2015國際品質評鑑大賞金賞(連續3年)

2016年 1月 制訂公司形象歌曲「更多想望」

3月 公益社團人日本食品衛生協會「食的安心・安全・五星事業」

五色濱工廠取得「五星店家」

10月 產官學合作商品「熱壓酥脆魚板」上市

12月 愛媛縣伊予市立郡中小學贈書(地區社會公益活動)

2017年 12月 「堅果&水果藍莓味」獲JNEXT ONE優秀賞

2018年 5月 擴建五色濱工廠，以提高生產性。調味加工堅果類，正式開始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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