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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機能性食品改善代謝異常與老化之國際研討會-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nctional Food for Metabolic Disorder and Aging」研討會

謹訂於 108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五) 假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文教會館卓越堂

舉行。大會主題以機能性食品改善代謝異常與老化為核心，並邀請國外學者-日本

東京大學佐滕隆一郎博士主講 「Food factors regulate muscle mass」 和佐佐

木崇博士主講 「Bile acid regulates muscle mass」；美國羅格斯大學何其儻博

士與我們分享「Functional foods for elderly population」；亦邀請國內海洋

大學食品科學系江孟燦教授主講 「Chitosan ameliorates fatty liver induced 

by high fat diet」 和臺灣師範大學劉宏文博士主講 「Role of dietary 

supplements and exercise in the prevention of disease-related muscle loss」，

歡迎大家共襄盛舉，相信本次會議能為所有與會者帶來許多新觀點。 

本次研討會同步舉辦壁報論文等諸多競賽，並設有「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

獎」、「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已開始遴選與申請，

請踴躍報名參加！為豐富大會手冊與增進會友情誼，懇請團體會員賜贈紀念品或

於手冊上刊登廣告及設攤展示，各活動之詳細資訊請詳見「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網

站」(http://www.thfs.com.tw/)，歡迎您蒞臨指教並共襄盛舉！ 

理事長張素瓊  

理事長的話 

中華民國一 O 八年二月 No. 1 

http://www.thf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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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十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五) 下午 5 時 00 分 

二、地點：圓桌鐵板燒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552 號 B1) 

三、出席人員 

主  席：張素瓊理事長     記錄：  

常務理事：詹吟菁、蘇正德、龔瑞林 

理  事：王進崑、王繼中、吳昭雄、林松洲、陳勁初、張菡馨、徐慶琳、蔡文城、 

          顏國欽、蘇東茂 

監  事：陳光地、張壽昌 

秘 書 長：潘敏雄 

副秘書長：陳億乘、楊登傑 

請假人員：王銘富、洪志駿、翁家瑞、方 繼、孫璐西、謝淑玲、李其芸、謝明哲 

四、主席致詞 

五、報告事項： 

1.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7 年 7 月 27 日第十屆第六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已於 107 年 8 月 2 日以電

子郵件寄送給各位理監事委員確認無誤。 

2. 本會已向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超商繳費通路，俾利會員繳交 108 年研討會報名費暨會費。

(附件一，P.4-6) 

3. 學會英文官方網站已於今年與廠商更新合約時完成後台架設並已繳費，請潘秘書長協助敦請國

際交流委員會副召集人羅教授翊禎協助相關資訊之翻譯，俾以完成正式英文網頁的建置，以作

為本學會國際交流之公開平台。(附件二，P.7-8) 

4. 本會會籍資料更新持續進行，目前已完成 2 次會費繳費通知，預計 12 月 7 日前會以電子郵件

完成第三次繳費通知，繳費日期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預計將於 108 年 1 月底以前依規定

將有效會員會籍造冊併同第十一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冊函送內政部核備。(附件三，P.9) 

5. 本會與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及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共同主辦「2018 機能性食品市場現況與發

展趨勢國際研討會」，時間 107 年 9 月 14 日，地點: 福華文教會館前瞻廳。 

6. 本會協辦「2018 穀物產業國際研討會」，時間:2018 年 11 月 6-7 日，地點: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

華國際文教會館-前瞻廳，此研討會屬國際穀物學會（ICC）會議，由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

業技術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及台灣穀物產業發展協會主辦。 

7. 王理事繼中代表學會出席 107 年 10 月 3 日食藥署召開之「兩岸食品專題研究」會議。 

8. 原定由江名譽理事孟燦及吳理事昭雄表學會出席 107 年 10 月 5 日（五）之 107 年度「特

定疾病配方食品管理制度研析」第二場產官學界討論會議，嗣後主辦單位通知該場會議取消。 

9. 吳理事昭雄代表學會出席 107 年 10 月 31 日食藥署召開之「食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

生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草案」會議。 

10. 本會 107 年 10 月會訊已公告於網站上，並 email 轉知會員，感謝殷儷容老師的協助。 

六、討論事項： 

1. 案由：2019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之籌備與主題等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2019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會議時間為 2019 年 3 月 15 日，地點:福華文教

會館卓越堂，主題: 「2019 機能性食品改善代謝異常與老化之國際研討會」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nctional Foods for Metabolic Disorder and Aging，本次大

會委託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承辦，並請潘秘書長敏雄統籌規劃，檢具大會議程

草案提供參考。(詳如附件四，P.10-13) 

決議：議程中 Special topic，由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贊助，其他照案通過。 

2. 案由：2019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三獎項褒獎委員會召集人及訂定申請截止日期，提請討

論。 

(一) 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 

召集人：江孟燦名譽理事，截止日期: 

(二) 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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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潘敏雄秘書長，截止日期: 

(三) 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 

召集人：龔瑞林常務理事，截止日期: 

決議：三獎召集人如上，截止日期為 108 年 1 月 3 日。 

3.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9 年會員大會籌備進度及各工作組負責人及成員表。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2019年會員大會籌備進度及各工作組負責人及成員表，提請討論。

(如附件五，請秘書長說明。P.14) 

決議：第十一屆理監事選舉由謝常務監事明哲負責。 

4.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9 年會員大會論文徵稿通知及報名表、大會手冊刊登廣告與設

攤回覆函、提供年會贈品回覆函、研討會議程及出席回條。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9 年會員大會網站上各類表格及資訊，提請討論。(如附件六，

P.15-22) 

決議：表格部分修改後，公告於學會網站上。另有關論文徵稿部分，收件截止後，擇期公

告接受論文名單於學會網站上，並以 mail 通知本人確認無誤。 

5.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十一屆理監事選舉候選選人登記表，提請審查。 

說明：本會將於 108 年 3 月 15 日當日辦理第十一屆理監事選舉，選舉方式採現場投票，並

擬於 15:00 截止投票，接續由常務監事暨監事們督導開票及監票事宜，理監事候選人

登記表(如附件七，P.23)，提請審查；審查通過後，將以電子郵件方式，預計於 12/3

開始每週一，通知本會會員辦理候選人登記，開放登記時間於 107 年 12 月 3 日起至

108 年 1 月 3 日止。 

決議：照案通過。 

6. 案由：新會員申請入會案，提請審查。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團體會員 1 位及贊助會員 1 位，共 2 位。(如附件八，P.24) 

決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 

王理事繼中提議，成立第十屆台灣保健食品理監事 line 群組以利後續理監事聯繫。 

照案通過，並已於當日建立群組。 

八、散會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十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 108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 下午六點 

二、地點：銀翼餐廳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 18 號 2 樓) 

三、出席： 

主  席：張素瓊理事長 

名譽理事：江孟燦 

常務理事：王銘富、蘇正德、龔瑞林 

理  事：吳昭雄、林松洲、張菡馨、翁家瑞、徐慶琳、蔡文城 

常務監事：謝明哲 

監  事：方繼、孫璐西 

秘 書 長：潘敏雄 

副祕書長：陳億乘、楊登傑 

列席：沈立言 

請假人員：王繼中、洪志駿、蘇東茂、詹吟菁、顏國欽、陳勁初、江文章、陳光地、 

張壽昌、王進崑 

四、主席致詞 

五、報告事項： 

1. 1.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7 年 11 月 30 日第十屆第七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已於 107 年 12 月 10

日以電子郵件寄送給各位理監事委員確認無誤。 

2. 本學會「2019 機能性食品改善代謝異常與老化之國際研討會」，謹訂於 108 年 3 月 15 日(五)假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文教會館卓越堂」舉行，恭請理監事及委員蒞臨參加，欲報名者請通

知 秘書處，由秘書處統一報名、製作貴賓名牌，理監事及委員享有年會報名費免費之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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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歡迎利用年會當天繳交 108 年學會會費，收據將於當場開立，敬請妥善保管。 

3. 本學會協辦 108 年 3 月 3 日（日）台灣褐藻醣膠發展學會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 樓主辦之

「第十一屆褐藻醣膠研討會」，歡迎踴躍參加(活動免費報名)。 

4. 本次第十一屆理監事選舉，選舉有效會員共 151 位 (含專業會員 119 位；團體會員 32 間)。 

六、討論事項： 

1.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7 年度收支決算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7 年度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2.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7 年度現金出納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7 年度現金出納表如附件二，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3.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7 年度基金收支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7 年度基金收支表如附件三，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4.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7 年度資產負債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7 年度資產負債表如附件四，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5.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8 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8 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五，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6.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8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事宜。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8 年度各月份工作計畫規畫，詳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7.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營養保健食品

創新獎，得獎名單提請審查。 

說明：三項獎項，業經各獎項審查委員會通過下列推薦名單，提請討論。 

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得獎人： 王繼中理事。 

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得獎人：徐慶琳理事。 

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得獎廠商： 

      蘭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蘭亭樟芝菌絲體滴粒 

      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褐抑錠-褐藻寡醣加強配方 

      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無加糖希臘式優格 

      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高鈣牛乳 

      善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方善源「殿粉樂」炊飯粉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菌王粉末顆粒 

      台灣綠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寶藻精乳酸菌錠 

      台灣德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紫錐花丹蔘護體飲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三多金盞花葉黃素 Plus 蝦紅素軟膠囊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三多維他命 D3+B 膜衣錠 

決議：照案通過。 

8.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十一屆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冊、選舉人名冊資格與選票審核。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十一屆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冊、選舉人名冊與選票，如附件七，提

請審核。 

決議：資料修正通過。 

9. 案由：新會員申請入會案。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專業會員 6 位、團體會員 1 位、學生會員 2 位，如附件八，提請審查。 

決議： 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 

案由：蔡文城理事提案，建議本學會理事增加為 21 人，監事增加為 7 人，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因涉及修改學會組織章程，故提報下次會員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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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機能性食品改善代謝異常與老化之國際研討會~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nctional Food for metabolic disorder and aging ~ 

時    間：2019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五） 

地    點：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文教會館卓越堂 

主辦單位：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國立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協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所、 

台灣保健食品產業發展協會、台灣營養學會、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時間 Time 講員 Speakers 講題 Topics 主持人 Chairs 

9:00~9:20 報到 Registration 

09:20~09:40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Open Ceremony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吳秀梅 署長 

Shou-Mei Wu 

Director General,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盧虎生 院長 

Huu-Sheng Lur 

Dean,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張素瓊 理事長 

Sue-Joan Chang 

President, Health Food Society of Taiwan 

09:40~10:20 

日本東京大學 

佐滕隆一郎 博士 

Ryuichiro Sat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Biological 

Chemistr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Food factors regulate 

muscle mass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張素瓊 特聘教授 

Sue-Joan Ch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0:20~11:00 

日本東京大學 

佐佐木崇 博士 

Takashi Sasaki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Biological 
Chemistry Graduate School of 

Agricultural and Life Sciences 

Bile acid regulates muscle 

mass 

國立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江孟燦 教授 

Meng-Tsan Chi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11:00~11:20 Coffee Break 

11:20~12:00 

美國羅格斯大學 

何其儻 博士 

Chi-Tang Ho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Rutgers University, USA 

Functional foods for elderly 
population 

國立台灣大學 

食品科學研究所 

孫璐西 名譽教授 

Lucy-Sun Hwang 

Professor Emeritus, 

Institut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2:00~14:00 
Lunch Break 

2019 台灣保健學會 會員大會 

14:00~14:40 

國立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江孟燦 教授 

Meng-Tsan Chi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Chitosan ameliorates fatty 

liver induced by high fat diet 

國立台灣大學 

食品科學研究所 

江文章 榮譽教授 

Wen-Chang Chiang 

Professor Emeritus, 

Institut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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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競賽獎: 獎金由財團法人台灣生物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提供 

 

 ~ 2019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2019 年會員大會論文徵稿通知~ 

本學會 2019 年會員大會訂於 108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五) 假台北市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卓越

堂隆重舉行。本屆大會論文發表均以壁報展示方式進行，敬請會友踴躍參與，為大會增添光彩。

學術論文發表摘要規則如附件所示。請將論文徵稿報名表與論文摘要 E-mail 至國立臺灣大學動

物 科 學 技 術 學 系 陳 億 乘 教 授  ( 聯 絡 人 ： 吳 奕 賢 同 學 ， e-mail: 

taiwanhealthfood2019abstract@gmail.com，聯絡電話：(02)33664174)。參加壁報論文發表，作

者群中任一作者必須向大會報名註冊，否則不予受理。 

論文摘要截止日期為 108 年 1 月 18 日，逾期不予受理。 

 

  

14:40~15:00 
Coffee Break 

第十一屆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理監事選舉 投票結束 

15:00~15:4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劉宏文 博士 

Hung-Wen Li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Role of dietary supplements 
and exercise in the prevention 

of disease-related muscle loss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顏國欽 講座教授 

Gow-Chin Yen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5:40~16:20 Special topic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龔瑞林 教授 

Zwe-Ling Kong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16:20~16:40 
2019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傑出學術研究獎得獎人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張素瓊 特聘教授 

Sue-Joan Ch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6:40~17:00 

壁報論文獎頒獎 

Award Ceremony 

閉幕式 

Closing Ceremony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張素瓊 理事長 

Sue-Joan Chang, President ,Health Food Society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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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散會 

 

 

 2018 食品安全供應鏈智慧科技研討會 

2018.12.14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與您分享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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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邦昌 所長             Sang Moo Kim 教授        S. A. Viktorovich 教授 

 

       
      徐承堉 總經理           陳旭初 董事長           陳冠宏 總經理             張正明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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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BEST WISH ~追求卓越 成就你的未來希望！~ 

 

根據知名人力銀行調查，2019 年企業最愛大學整體排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簡稱高科大) 榮

獲全國第三、南部第一，深受企業肯定。高科大前身為海科大、高應大與第一科大，自 2018 年 

2 月 1 日合併迄今，學生數達 2 萬 8 千多人、教師數逾 800 人，具備三校融合後的加乘效

益，並匯合「親產優質」、「創新創業」與「海洋科技」三大教學特色與地理優勢，提供學生豐

富多元、跨界學習的場域。 

 

面對 AI 人工智慧、全球化的競爭、多變的產業和地球環境艱鉅的挑戰，高科大正積極培養人

工智慧所不能替代的能力。學生不但要會邏輯運算的思維，還要兼具藝術人文的素養，因此高

科大特別重視學生通識博雅教育的開展，這學期已在校園辦理超過六十場的藝文活動，希望培

養一群兼具理性與感性、文武全才，擁有跨領域思維的全方位人才。 

 

而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高科大更要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有國際移動力的人。此類人才，需要具

有外語、跨國思維、並能和不同文化的人合作的能力。因此，學校努力建構多面向的國際化環

境與外語學習環境。另外，未來將補助 500 位一年級同學出國學習英文，預計 3 年後，將選送 

700 位學生到國外體驗學習；招募 700 位國外學生到本校來學習。 

  

此外，面對當今產業轉型的迫切需要，高科大致力成為高雄的智庫、產業的引擎，為國家科技

與產業發展擘畫未來。學校也積極結合政府、產業界、學術界及公部門等各方資源，扮演產官

學界的橋樑，最重要的是藉產學合作嘉惠學子，就學生實習及生涯就業進行合作，讓產學無縫

接軌，提升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 

 

目前校務發展上，高科大以「BEST」追求卓越為目標，期許成為高雄的智庫 (Brian)、產業的

引擎 (Engine)、南向的基地 (South)，與融合的校園 (Together)，在人才培育上，以「WISH」

成就希望為願景，培育學生成為具備全方位跨域 (Whole Person)、國際移動 (International 

Mobility)、永續學習 (Sustainability Learning)，及具人本關懷 (Humanity)，讓校園成為師生自

由發想、勇敢築夢、實現理想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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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 簡介 

 

本校於民國 106 年 8 月 1 日奉教育部核准，

由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更名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共兩校區，座落於新北市淡水區與台北市士林區。

學術單位依專業屬性及發展特色規劃為「海洋事

業學院」、「樂活民生學院」與「創新設計學院」

三大學院，海洋事業學院有航海系、輪機工程系、

海洋休閒觀光系、海洋運動休閒系；樂活民生學

院有食品科技與行銷系、餐飲管理系、海空物流

與行銷系、旅遊管理系、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及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創新設計學院有數位

遊戲與動畫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時尚造型設計管理系、表演藝術系，共計 14 個系。 

 

因應台灣邁入高齡社會，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成立於 104 年 9 月 1 日，隸屬於樂活民生

學院，創系第四年，共有 7 位專任教師、6 位兼任教師，設有日間四技部 4 班；進修四技部 3

班。教育目標旨在培育「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之理論與實務兼備的產業服務人才」，為使學生多

元發展，系上建置健康身心機能活化教室、健康評估管理科技教室、多功能感官輔療教室、磨

課師數位學習教室，另與他系教學資源共享健康照顧發展中心與體育室健康體適能中心，培養

學生具備「健康促進與指導能力」、「健康評估與管理能力」、「銀髮保健與輔療能力」、 「關懷

與尊重素養能力」、「團隊溝通與合作能力」及「產業與創新服務能力」六大核心能力，於學習

中融入專業服務實習與證照輔導機制，鼓勵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如照顧服務員、銀髮體適能檢

測員、運動傷害防護員、初級推拿技術員、運動貼紮指導員、芳香保健師、健康管理師等，也

與其他科系開設「多元輔療學分學程」與「銀髮族健康休閒旅遊學分學程」，學生修畢相關學分

即可取得跨領域學分學程證書。另配合體育署辦理運動傷害防護員資格，讓學生在校修滿相關

課程即取得報考資格；亦配合全國長期照顧課程-照顧服務與居服督導模組，學生修讀完模組對

應必修課程，由教育部健康照護產學合作中心發予全國長期照顧核心模組課程修業證書；因應

亞健康和高齡健康養身產業之需求，推動民俗調理

課程，學生在校修讀完課程，即具備由勞動部發證

之傳統整復推拿初級技術員考照資格，為臺灣唯一

相互結合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之大學部科系。本系

期望學生畢業即就業，就業即上手，故與產業界合

作，媒合學生實習機會，聘請業界師資協同教學，

讓學生能與業界接軌，達到學以致用之成效。 

 

系主任：任曉晶 助理教授 

系上網址：http://hpgc.tumt.edu.tw/bin/home.php 

系上粉絲專業：https://www.facebook.com/tcmthpgc 

連絡電話：02-28059999#5150 

E-mail：f1216@mail.tum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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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會員加入我們的行列 ~ 

如果您想與我們一同分享保健食品的真善美，請立即至學會網站下載入會申請表

並繳交相關費用！郵政劃撥戶名：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張素瓊，劃撥帳號：(申

辦中，待取得帳號將立即公告周知)，入會費一律為貳佰元，共分為四種會員，

其常年會費分別繳交：(請註明繳款項目)專業會員伍佰元，學生會員參佰元，

團體會員一萬元，贊助會員：至少柒佰元。 

為使各位會員能迅速接獲本會訊，請各位會員提供 E-mail address (請以正

楷書寫後回傳本學會 )。  

姓名或單位名稱  職稱  

E-mail  

連 絡 電 話 
O: 

M: 

傳 真  

通 訊 處 ( 更 新 )  

敬請將上表傳真至：02-82366114 

 

 

發行人：張素瓊 編輯委員會召集人：殷儷容 

發行所：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傳真：02-82366114 

電 話：02-82366023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 號轉 

E-mail：taiwanhealthfood@gmail.com 創刊：88 年 4 月 

郵政劃撥戶名：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張素瓊 郵政劃撥帳號：50335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