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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的話 

敬愛的會員您好：  

2008 年 (第十次 )會員大會暨保健食品與護肝研討會於 97 年 2 月 22 日 (星

期五 )假國立臺灣大學凝態科學暨物理學系國際會議廳圓滿落幕，會中邀請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主治醫師兼臨床營養科主任楊美都、中國醫藥大學中醫

學系教授兼主任高尚德、臺北榮總營養部臨床營養組營養師兼組長楊雀戀、

臺北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楊素卿教授以及國立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沈

立言教授針對中、西醫或營養學觀點談護肝、酒精性與化學性肝損傷與脂肪

肝之護肝研究等作精闢演講。本次大會頒發壁報論文獎與保健食品發展特殊

貢獻獎、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及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以及第四屆白

蘭氏健康百萬論文獎，恭喜獲獎者。本學會訂於 4 月 10 日舉辦學術之旅，帶

領會員參觀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與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相關活

動請詳見「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網站」(www.chfs.org.tw)，屆時歡迎共襄盛舉！

另定於 5 月 2 日舉辦紅麴實證與應用研討會，為使國內學術與產業界對發酵

保健食品中使用極為頻繁之紅麴，其基礎研究、生產、管理與應用情形有所

認識，特舉辦本研討會。本次研討會首先對國內保健食品現況介紹，接著對

目前國內發酵保健食品中極為重要紅麴產品之研究、生產、管理現況作介紹，

並對紅麴之未來展望加以探討，使對國內紅麴有整體認識！  

理事長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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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學術之旅 

時    間： 97 年 04 月 10 日(四)  上午 8:30～下午 7:30 
地    點： 

 
上午：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03-598-3811) 
       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實踐路 3 號 
下午： 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03-469-6105) 
       桃園縣平鎮市工業區工業三路 20 之 1 號 

主辦單位：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用餐方式： 當日將免費提供與會者午膳及晚膳。 
報名方式： 

 
 

費用說明： 

請於 3 月 14 日(五)早上九點開始，至 3 月 14 日中午十二點前，將報名表(附件二)
以傳真方式回傳至保健學會。因場地之故，只開放 90 位名額，限本學會會員報名，

額滿為止。 
1. 與會者每位酌收來回車資及保險費用 300 元。 
2. 報名成功後，學會將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提供繳費資訊。 

自行前往： 
 
 

說    明： 

自行開車前往之會員，亦應於請於 3 月 14 日(五)早上九點至 3 月 14 日下午五點前，

將報名表(附件二)以傳真方式回傳至保健學會，以統計人數，開放 30 位名額，額

滿為止。 
1. 自行前往者完全免費。 
2. 自行前往者，請於 4 月 10 日上午 10:00 前，自行到達濟生化學製藥廠門口集合。

3.報名成功後，學會將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提供報名成功資訊。 
時間 內容 地點 歷時 

08:50 準時出發  台大校門口  

08:50-10:00 快樂出遊      遊覽車上 70 分鐘 

10:00-12:00 參觀濟生化學製藥廠 濟生化學製藥廠 120 分鐘 

12:00-14:00 午餐時間   餐廳 (合菜) 120 分鐘 

14:00-15:00 快樂出遊       遊覽車上 60 分鐘 

15:00-17:00 參觀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20 分鐘 

17:00-18:30 晚餐時間 餐廳 (合菜) 90 分鐘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08 年學術之旅報名表 
姓     名   服務單位   
電     話   傳    真   
電子郵件信箱    
身分證字號  ( 保險用 )       

交通方式 /費用 □ 搭乘學會遊覽車前往         □ 自行前往(免費) 
午 / 晚   餐 □ 葷食                □素食            □不用餐點 
學 會 聯 絡 人   林淑幸  TEL: 02-3366-4847   FAX: 02-3366-9676 

1.報名時間為 3 月 14 日(五)早上九點起至 3 月 14 日(五)下午五點。 
2.請於時限內將報名表傳真至保健學會(FAX:02-3366-9676)收即可。 注意事項 
3.報名成功後，學會將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與您連絡確認並提供繳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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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麴實證與應用研討會 

一、 時間：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2 日 
二、 主辦單位：國科會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行政院衛生署、臺灣保健食品學會、國立臺灣大學生

物資源暨農學院食品與生物分子研究中心、國立臺灣大學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三、 協辦單位：臺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臺灣營養學會、臺灣農業化學會、臺灣食品科技學會、臺灣

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味全公司  

四、 地點：國立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 (台北市羅斯福路四段85號) 國際會議廳。 

我國已於民國八十八年二月三日由總統令公布「健康食品管理法」，並於同年八月三日正式生效施

行。從此原本是一日常用語 (商業名詞) 的「健康食品」，在我國就轉變成為法律用語 (法定名詞)。截

至民國九十七年二月，在衛生署通過之一百零八種「健康食品」中有五十三種為發酵製品，其中紅麴

相關產品有五種。紅麴在中國傳統食品上使用至今已有一千多年的歷史，隨著現代發酵工業的進步，

以及民眾生活水平的提升，注重的不只是飽足，更要吃的健康，因此也造就了包括機能性紅麴等健康

食品的蓬勃發展。隨著民眾接受度的提升，各式的健康食品亦逐年成長。為保障食品安全，避免虛偽、

誇大功效的廣告誤導消費大眾，同時促進保健食品之正常發展，政府訂定了「健康食品管理法」等相

關法規，期使健康食品能朝正常化發展。紅麴應用於膳食及醫療已有千年以上歷史，目前紅麴之醫療

保健功效在歐美醫學界成為極受重視的課題，在台灣也有獲得健康食品認證之產品上市，成為廠商積

極研發之保健食材。紅麴菌含有許多具生理活性的二級代謝物，目前研究較為完整的成分有具降膽固

醇合成功效的 monacolins、降血壓功效的 γ-aminobutyric acid (GABA)等。為使國內學術與產業界對發

酵保健食品中使用極為頻繁之紅麴，其基礎研究、生產、管理與應用情形有所認識，特舉辦本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首先對國內保健食品現況介紹，接著對目前國內發酵保健食品中極為重要紅麴產品之研

究、生產、管理現況作介紹，並對紅麴之未來展望加以探討，使對國內紅麴有整體認識。一次研討會

時間有限，本次研討會特別徵求主講者同意，除將每個人演講內容編印成論文集外，亦將主講者所發

表過研究論文及相關資料一併收錄於附錄中，以便利相關人員參考。此研討會對於台灣之保健食品相

關人員，確實有直接影響與幫助。本研討會擬開放各界人士 300 人參加，報名表詳見附件一。 

時  間 講    員 內     容 
Section 主持人 江文章  主任 (國立臺灣大學食品與生物分子研究中心主任) 
 9:30- 10:20 鄭慧文 處長 國內保健食品管理現況 
Section 主持人 沈立言  教授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秘書長) 
10:40-11:10 潘子明 教授 以研究實證談紅麴 
11:10-12:00 劉秀枝 主任 以醫學觀點看紅麴—談阿茲海默症 
Section 主持人 潘子明  所長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理事長) 
13:00-13:50 曾春典 主任 以醫學觀點看紅麴—談腦心血管疾病 
13:50-14:40 鄭金寶 主任 以營養觀點看紅麴 
Section 主持人 鍾美玉  所長 (味全公司中央研究所所長) 
15:00-15:50 袁國芳 主任 以分生觀點看紅麴 
15:50-16:30 潘子明 教授 綜合討論 

紅麴實證與應用研討會報名表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通訊地址  

 
聯絡電話  

E - m a i l  
開立收據

抬 頭 
 用 餐

□葷食 □素食 □不需提供便當

備 
註 

主協辦會員請繳交 400 元、非主協辦會員者請繳交 600 元。請於97 年 4 月 18 日前將報名表暨劃撥

存根傳真至 02-33669676，若有任何問題，請洽劉淑玲小姐 02-33664519#15。一律採傳真報名。繳

費收據於當日領取。郵政劃撥戶名：臺灣保健食品學會，劃撥帳號：1975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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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2008 年(第十次)會員大會暨保健食品與護肝研討會 

時    間： 97 年 2 月 22 日 (星期五) 
地    點： 國立臺灣大學凝態科學暨物理學系國際會議廳 (台北市羅斯福路 4 段 1 號) 
指導單位：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與科技發展組 
主辦單位：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國立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暨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國立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協辦單位： 臺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臺灣營養學會、臺灣農業化學會、臺灣公定分析化學家

協會、海峽兩岸學術文化交流協會保健食品研究會、財團法人養樂多文教基金會、

台灣生物科技發展教育基金會 
時 間 題 目 主 講 人 主 持 人

08:30~11:10 報到手續 (1)簽到、繳費、領取年會手冊和研討會資料 (2)領紀念品券(限本會會員)

09:30~10:20 
從西醫觀點 
談護肝 

楊美都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主治醫師兼臨

床營養科主任) 

潘子明所長 
(國立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暨微生

物與生化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0:20~10:40 茶點時間 

10:40~12:00 
會員大會 (1)大會開始 (2)主席報告(潘理事長子明) (3)來賓致詞 (4)頒獎 (5)會務

報告(沈秘書長立言) (6)監事會報告(謝常務監事明哲) (7)提案討論 (8)臨時動議 

12:00~13:00 
午餐休息 
壁報論文展示 (請論文發表者於 12：30～13：30 在壁報前解說) 

13:00~13:50 
從中醫觀點 
談護肝 

高尚德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教授兼主任、

附設醫院中醫內科主治醫師) 

葉安義所長 
(國立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 

13:50~14:40 
從營養學的觀點 
談護肝 

楊雀戀組長 
(臺北榮總營養部臨床營養組營養師兼

組長) 

蔡敬民主任 
(中原大學生物科技系教授兼主任) 

14:40~15:00 
宣布壁報論文獎得獎名單並頒獎，茶點休息 
(獎金由台灣生物科技發展教育基金會提供) 

15:00~15:50 
酒精性肝損傷與 
脂肪肝之護肝研究 

楊素卿教授 
(臺北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 

謝明哲院長 
(臺北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教授兼

公共衛生暨營養學院院長) 

15:50~16:40 
化學性肝損傷與 
肝癌之護肝研究 

沈立言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江文章主任 
(國立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教授

兼食品與生物分子研究中心主任) 

16:40~17:00 綜合座談 

附註： (1)會員抵達會場請先辦理報到手續，並參加會員大會。 

(2)壁報論文發表者請於上午十時前將壁報張貼完畢，下午四時大會結束方可將壁報取下。下午

三時起請至報到處領取紀念品。 

(3)營養時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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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六年度會務報告 

一、會員： 
本學會於九十六年底計有專業會員 530 名、團體會員 59 單位、學生會員 123 名和贊助會員 35

名，共計 747 名。 
二、相關活動： 
I. 第五屆理、監事聯席會議 

(1) 第一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時間：民國九十六年三月二日(星期五) 下午五時三十分 
地點：集思台大國際會議中心洛克廳 
主席：江善宗理事長(第四屆理事長) 記錄：殷儷容 
出席理、監事： 
名譽理事：江文章 
第四屆理事：沈立言、顏國欽、潘子明、江伯倫、蔡敬民、林松洲、林璧鳳 

張素瓊、蘇正德、闕壯群、吳昭雄、盧  訓 
第四屆監事：謝明哲、孫璐西、陳光地、江孟燦、張壽昌 
第五屆理事：孫璐西、潘子明、沈立言、龔瑞林、蔡敬民、林璧鳳、江孟燦 

張素瓊、江伯倫、林松洲、顏國欽、蘇正德、蘇東茂、王銘富、盧  訓 
第五屆監事：謝明哲、殷儷容、陳銘國、陳光地、楊俊彥 
重大決議： 
1、 修正通過健康食品評估機構認定之申請程序及辦法。 
2、 第五屆理事、監事現場選舉開票結果如下：(1) 理事十五位得票數(總票數 158 票)：孫璐

西 123 票、潘子明 114 票、沈立言 111 票、龔瑞林 109 票、蔡敬民 104 票、林璧鳳 103
票、江孟燦 96 票、張素瓊 78 票、江伯倫 70 票、林松洲 59 票、顏國欽 55 票、蘇正德

48 票、蘇東茂 45 票、王銘富 44 票、盧  訓 38 票。候補五名：王進崑 36 票，盧義發 29
票，吳昭雄 27 票，洪志駿 27 票、黃怡菁 23 票；(2) 監事五位得票數(總票數 158 票)：
謝明哲 109 票、殷儷容 104 票、陳銘國 84 票、陳光地 70 票、楊俊彥 51 票。候補一名：

張壽昌 49 票。當選名單提送本次會議選出常務理、監事及理事長。 
3、 選舉第五屆常務理事、常務監事、理事長，選舉結果：常務理事當選人五名(依得票數高

低)：潘子明：10 票、張素瓊：9 票、江孟燦：8 票、孫璐西：5 票、龔瑞林：5 票；常

務監事得票數(依姓氏筆劃)如下：謝明哲：4 票、陳光地 1 票。常務監事當選人一名：謝

明哲。理事長當選人：潘子明。 
(2) 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時間：民國九十六年四月十二日(星期四) 下午五時三十分 
地點：台灣大學鹿鳴堂 
主席：潘子明理事長 記錄：黃湘玲、周筱胤 
出席理、監事： 
名譽理事：江文章 
理事：孫璐西、龔瑞林、蔡敬民、林璧鳳、江孟燦、張素瓊、林松洲、蘇正德、蘇東茂、王

銘富、盧 訓 
監事：謝明哲、陳銘國、陳光地、楊俊彥 
列席：吳昭雄、沈立言、許  輔、劉淑治、魏麗珠 
重大決議： 
1. 健康食品審查工作將有所變更，已與鄭處長溝通並表達關切，衛生署食品衛生處將舉辦

溝通會。 
2. 通過聘請沈立言教授為本會秘書長、許輔副教授及周志輝副教授為副秘書長。 
3. 白蘭氏健康百萬論文獎擬委由本學會舉辦，另經討論後決議得獎者及得獎作品表揚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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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為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於年會期間頒發獎狀。論文競賽獎學金得主，需在年會結束

後一年內，檢附經由台灣營養學會雜誌、台灣農業化學與食品科學雜誌或 SCI 期刊發表

之論文抽印本，始得具領。 
4. 全球華人保健食品大會訂於九十六年七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於芝加哥舉辦，接著二十九

日至八月一日為美國食品科技學會年會，本學會擬組團前往參加。 
5. 善笙公司擬委託學會舉辦第二屆中日樟芝研討會，經初步磋商預定於十月五日舉辦，由

秘書長及學術委員會召集人安排。 
(3)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時間：民國九十六年八月十五日(星期三) 下午四時 
地點：振芳大樓會議室(台北市新生南路一段 116 號) 
主席：潘子明理事長                                記錄：黃湘玲、周筱胤 
出席理、監事： 
名譽理事：江文章                          
理事：江孟燦、張素瓊、孫璐西、龔瑞林、王銘富、林松洲、林璧鳳、蘇東茂、蘇正德、吳

昭雄 
監事：謝明哲、殷儷容、陳光地、楊俊彥 
列席：沈立言、周志輝、闕壯群、楊榮光 
重大決議： 
1. 善笙公司委託學會舉辦第二屆中日樟芝研討會，舉辦日期訂於 10 月 5 日，由秘書長及學

術委員會召集人安排。 
2. 報告季收支結算(2007 年 4 ~7 月)，總支出為 53838 元，郵政劃撥收入為 36407 元。 
3. 市民講座—保健食品系列演講由教育委員會承辦。 
4. 經濟部工業局委託學會協辦 2007 中草藥產業技術商談會。 
5. The Regulatory Cluster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Functional Food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Australia)欲與學會交流合作，由海外學術交流委員會協助討論

相關事宜。 
6. 本會定於九十七年二月二十二日舉辦台灣保健食品學會年度會員大會，主題範疇為護肝

保健相關之議題。由秘書長負責聯絡邀請演講者並處理相關事宜。 
   (4)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時間：民國九十七年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 
地點：國立臺灣大學 三號館 213 會議室 (地址：臺北市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主席：潘子明理事長                                記錄：顏志泰 
出席理、監事： 
名譽理事：江文章、江善宗 
理事：江孟燦、張素瓊、林松洲、林璧鳳、蔡敬民、顏國欽、蘇東茂、江伯倫 
監事：殷儷容、陳光地、陳銘國(蔡瑞珍 代) 
列席：沈立言、許  輔、周志輝、劉崇喜 

重大決議： 
1. 第四屆白蘭氏論文獎已順利完成評審，感謝各位評審委員。 
2. 探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欲與本學會合作，經通訊請教理監事，均表同意，已簽廠商合

作意願書。 
3. 學會預定將於四月份籌辦學術之旅。 
4. 經監事會審查通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96 年度收支決算表、96 年度現金出納表、96 年

度基金收支表、96 年度資產負債表、97 年度收支預算表、97 年度工作計畫。 



 恭賀 2008 年會員大會學術論文壁報得獎名單！ 

壁報論文傑出獎 

編 號 作 者 論 文 題 目

PA-050 董先敏、李俐璇、吳彰哲 卵黃免疫球蛋白抗幽門螺旋桿菌感染之研究 

壁報論文優等獎 

PA-030 
Bing-Ying Ho, Tzu-Ming Pan Bioactive secondary metabolites of Monascus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Lewis lung carcinoma in 
C57BL/6 mice 

壁報論文佳作獎 

PA-017 Chin-Lin Hsu and Gow-Chin Yen Anti-obesity effects of rutin and o-coumaric acid on high fat 
diet-induced obesity in the rats 

 恭賀第四屆白蘭氏健康百萬論文獎得獎者！ 

組別 指導教授 學生姓名 論 文 題 目 系 所

張素瓊 陳盈心
利用蛋白質體學分析香椿萃取物對氧化

壓力下大鼠睪丸蛋白質表現的影響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所 

龔瑞林 許怡婷
以細胞培養模式探討蝦青素抗粥狀動脈

硬化之功能與機制 台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 

潘子明 陳汶佩
紅趜米可改善高油脂飲食引起之肥胖, 
高血脂及高血胰島素症狀 台灣大學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碩士組 

楊文欽 許曉茹
開發大花大花咸豐草水萃物為第二型糖

尿病健康食品之功能性探討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組別 指導教授 學生姓名 論 文 題 目 系 所

潘子明 李俊霖
紅趜米藉由抑制 Amyloidβ之累積以改善

腦部輸住 Amyloidβ之大鼠記憶學習能力
台灣大學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林璧鳳 陳妙齡 松杉靈芝對過敏免疫反應之調節研究 台灣大學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江文章 李明怡
薏苡麩皮甲醇萃取物之抑癌活性成分之

研究 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陳暉雯 李健群

DHA 可藉由減少 CAR nuclear 
translocation 而負向調控 PB 誘發大鼠初

代肝細胞細胞色素 P450 2B1 基因表現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科學研究所 

林璧鳳 趙文婉
穿心蓮乙酸乙酯層萃取物對保護脂多醣

引起小鼠內毒素血症之研究 台灣大學生技系暨微生所 

博士組 

曾翠華 李維駿

在人類乳癌細胞 MDA-MB-231 中芹菜素

經由抑制PI3-K/Akt的訊息路徑抑制肝細

胞生長因子促進 β4integrin相關的侵犯性

生長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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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保健食品專欄 ~ 與您分享點點滴滴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08 年(第十次)會員大會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 
二、地點：國立台灣大學凝態科學暨物理學系國際會議廳 
三、出席人員：四一九人，本會應出席人員(有效會員)七四七人，實際出席人員四一九人，超過半

數。 
四、列席人員：略 
五、主席：潘子明 理事長                 記錄：董易庭 
六、主席致詞：略 
七、來賓致詞：略 
八、報告事項：略 
九、討論提案： 

(一)案由：本會九十六年度經費收支決算表(附件一)、現金出納表(附件二)、基金收支表(附件

三)、資產負債表(附件四)審議案。 
提案者：理、監事會 
說明：本會九十六年度經費收支決算表(附件一)、現金出納表(附件二)、基金收支表(附件

三)、資產負債表(附件四)等業經第五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通過，提請大會審

議。 
決議：通過 

(二)案由：本會九十七年度經費收支預算表(附件五)審議案。 
提案者：理、監事會 
說明：本會九十七年度經費收支預算表業經第五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通過，提請大

會審議。 
決議：通過 

(三)案由：本會九十七年度工作計畫(附件六)審議案。 
提案者：理、監事會 
說明：本會九十七年度工作計畫業經第五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通過，提請大會審議。 
決議：通過 
 

十、臨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下午五時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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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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撥帳號：19754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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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連 絡 電 話 ：

M： 
Fax:： 

通訊處 (更新 )：  
敬請將上表傳真至：02-23627044 或 E-Mail：tmpan@ntu.edu.tw 

 
 
 
 
 
 
 
 
 
 
 
發 行 人：潘子明 編輯委員會召集人：殷儷容 
發 行 所：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傳真：02-23627044 
電話：02-33664519-15 
E-mail：tmpan@ntu.edu.tw 
創  刊：88 年 4 月 

地址：台北市羅斯福路 4 段 1 號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

與生化學研究所 
郵政劃撥戶名：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郵政劃撥帳號：19754318 

 

雜 誌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臺 灣 郵 政 
台北雜字第 1094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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