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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全球華人保健食品大會」訂於

2011 年 11 月 20-21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盛大舉行，與「2011 國際食品保健因

子大會」同步舉行。本次主題共分：(1)

兩岸保健(功能)食品管理之變革；(2)保健(功

能)食品與降低疾病風險；(3)保健(功能) 食

品的市場與行銷；(4)機能性食品與癌症。

Speakers 共有 13 名，分別來自：台灣 4 名、美國 4 名、中國 3 名、東南亞 1 名、

東北亞 1 名。主持人分別來自台灣、中國、東南亞（香港）、美國各 1 名。目前也

已接受數十篇論文摘要發表，相信本次研討會對台灣保健食品發展影響甚巨！另

感謝蔡敬民理事代表學會帶領產官學研等會員參加 2011年 8月 17~21 日假北京裕

龍國際酒店舉行之「2011 年京台青年科學家論壇」，就京台健康食品進行論壇，

會中熱烈討論，也由蔡團長轉贈中國印之紀念品。本學會亦組團參加 2011 年 10

月 15-17 日於福州舉行「第二屆海峽(福州)醫藥健康產品博覽會」，希望藉由本次

博覽會的參與，也能帶動保健產業發展的活力。2012 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即將籌備，秘書處將發出公告，接受有意願舉辦年會之機關學校報名，於第四次

理、監事會議時，由申請機關學校提出計畫書並口頭報告，進行甄選。讓本學會

之年會可在全台灣隆重舉行，結合愛好健康的會友們一起共襄盛舉！本會訊開放”

與您分享點點滴滴”，本學會團體會員或學校相關系所可由此專欄介紹其特色，吸

引更多同好一同參與本學會！ 

理事長江孟燦  

理事長的話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 No. 2 

http://www.thf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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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七屆第三次理、監事暨委員會召集人聯席會議記錄  

一、 時間：民國 100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下午六時三十分 

二、 地點：基隆長榮桂冠酒店 

三、 主席：江孟燦理事長                       記錄：辜敏芳 

四、 主席致詞：(略) 

五、 報告事項： 

1.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報告並頒發當選證書與聘任證書。 

2. 蔡敬民理事代表學會帶領學會團體會員於 2011 年 8 月 17~21 日參與「2011

年京台青年科學家論壇」詳如附件一。 

3. 2011 全球華人保健(功能)食品大會籌備進度報告，詳如附件二、三。 

4. 報告第二季收支結算 (2011 年 4 ~7 月)，總支出為 17791 元，郵政劃撥收

入為 62080 元。 

5. 研討會訊息：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於 100 年 9 月 17 日星期

(六)14:00~18:00；100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08:30~13:30 假振興醫院舉行代

謝症候群研討會。 

六、 提案討論： 

1. 案由：新申請入會資料。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案共計專業會員 13 位、學生會員 2 位及團體會員 3

家，詳如附件四，提請審查。 

決議：除學生會員李靜怡需補齊證件留待下次審查外，其他申請照案通過。 

 

2. 案由：2012 年會員大會，提請討論籌辦事宜。 

說明：保健食品學會 2012 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大會主題與舉辦時

間、地點，提請討論。 

決議：由學會發出公告接受報名，有意願舉辦年會之機關學校，於下次理

監事會議召開時提出計畫書與口頭報告甄選。 

七、 臨時動議 

1. 案由：本會組團參加今年 10 月 15-17 日於福州舉行「第二屆海峽（福州）

醫藥健康產品博覽會」案。 

說明：台灣健康食品協會邀請本會團體會員一同參與 10 月 15-17 日於北

京舉行之「第二屆海峽（福州）醫藥健康產品博覽會」，提請討論。 

決議：將訊息轉知學會會員並公告於學會網站，有意願參加之會  

       員請自行向統園公司董事長連絡。 

八、 散會：下午七時三十分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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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全球華人保健食品大會」與「2011 國際食品保健因子大會」同步舉行 

「2011 國際食品保健因子大會」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ood Factors 

(ICoFF 2011)將在今年 11 月 20-23 日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行。本屆 ICoFF

由台大食科所孫璐西終身特聘教授擔任大會主席，大會主題為「食品與健康－由

保健功效到食品加工」(Food for Wellbeing – from Function to Processing)，內容以

食品之保健因子與保健成分為核心，範圍包含醫學、營養、保健、化學、生物化

學、分子生物學、食品加工、食品化學與食品包裝等領域，已邀請到 70 餘位來自

世界各地國際知名教授與專家蒞會演講，舉行 17 場大會演講（plenary lecture）、

120 場口頭報告（oral presentation），預期 ICoFF 將會是場高水準之國際學術盛宴。 

「2011 全球華人保健食品大會」將於 ICoFF 大會期間同步舉行，使用中文演

講，議程如下，請逕至 ICoFF 網站 (http://www.icoff2011.org) 報名。「全球華人保

健食品大會」將於 11 月 20 日下午 1:30-3:30 舉辦一場壁報論文研討會，您可以

一個報名費同時參加 ICoFF 和「全球華人保健食品大會」，收費標準比照國內來

賓，請直接於 ICoFF 網站報名並繳費完成註冊。期待您的熱烈參與 !!! 

~ 2011 全球華人保健(功能)食品大會演講程序表 ~ 

http://www.elitepco.com.tw/gchfs2011/ 

11 月 20 日(星期日)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1 室 

09:00-09:15 開幕主持人：張素瓊，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秘書長 

兩岸保健（功能）食品管理之變革  

主持人：張素瓊，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秘書長 

09:15-09:35 
大陸保健食品之昨日、今日、明日  

金宗濂  中國食品科技學會功能食品分會 理事長 

09:35-09:55 
日本機能性食品之昨日、今日、明日  

祝嘉鴻  東京大學 博士，日本鴻樹生科元有限會社 代表取締役 

09:55-10:15 
台灣健康食品之昨日、今日、明日  

蔡敬民  中原大學生物科技系 教授 

保健（功能）食品與降低疾病風險  

主持人：陳君石，中國工程院 院士 

10:35-11:00 

亞熱帶特色水果生物活性物質的化學表徵與其降低慢性疾病風險

的機制 

張名位  廣東省農業科學院農產品加工研究所 所長 

11:00-11:25 
機能性食品能預防慢性疾病嗎？  

黃青真  台灣大學生化科技系 教授，台灣營養基金會 董事長 

11:25-11:50 
食物活性物質對處理併發糖尿病之影響 

何其儻  美國羅格斯大學食品科學系 教授 

11:50-12:15 
為何近年來「杏仁」突然能被營養師們那麼地肯定？ 

黃光偉  美國杏仁商會 食品技術首席專家 

http://www.icoff2011.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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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星期日）-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2:30-13:30 

午餐研討會 

1. 杏輝藥品公司 (101 室)  

○1  中藥開發成保健食品之經驗分享 

林漢欽  杏輝醫藥集團 副研發長 

○2  中藥茯苓對於免疫調節與緩解過敏之保健功效 

吳文勉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 助理教授 

2. 廣達食品公司 (3 樓 宴會廳) 

○1  薏仁保健食品開發及其保健功效研究現況 

江文章   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教授 

   ○2  Progress in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adlay 

施純光   台北醫學大學 副教授 

○3  Effects of adlay extract on endocrine-related diseases 

      夏詩閔   開南大學 助理教授 

13:30-15:30 海報論文發表 (201 室) 

 

11 月 21 日（星期一）-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2 室 

保健（功能）食品的市場與行銷  

主持人：陳峰，香港大學 教授 

13:30-14:00 

大陸保健（功能）食品之市場特色  

賈亞光  中國保健協會 副秘書長 

中國食品科技學會營養與支持委員會 主任委員 

14:00-14:30 
台灣消費者對營養保健食品觀念的轉變與市場之消長  

高敏航  統一生活事業公司（康是美） 總經理 

14:30-15:00 
亞洲地區保健（功能）食品之銷售通路特色與經驗分享  

陳銘國  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汶萊如新公司 總裁 

保健（功能）食品與癌症 

主持人：何其儻，美國羅格斯大學食品科學系 教授 

15:30-16:00 
機能性食品在代謝症候群與癌症的應用 

蘇益仁  台灣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所長 

16:00-16:30 
預防癌症的植物分子標靶 

董子鋼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細胞分子生物系 講座教授 

16:30-17:00 
茶對降低致癌風險之影響 

楊中樞  美國羅格斯大學藥學院化學生物學系 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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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署委辦計畫「評估研訂健康食品規格標準」聯合研討會 

時    間： 100 年11 月 4 日（五）13:30-17:30 

地    點：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4F 演講廳 

指導單位： 行政院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理局 

主辦單位：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臺灣大學食品暨生物分子研究中心、中原大學生

物科技學系、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目    的： 為廣納各界意見，蒐集彙整建立草案，以提供食品藥物管理局參考未

來增列健康食品規格標準之依據。 

議    程： 燕麥、綠藻、芝麻、綠茶健康食品規格標準研討會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暨研究所 簡介 

水產食品科學系主要在培養國內食品加工、品管

檢驗及研究開發實務人才，使其能在食品產業界

擔任中、高級幹部為目標。本系設有四技日間部 

2 班及進修部 1 班，皆招收高中職之畢業生；

研究所碩士班招收 21 名，碩士在職專班招收 

17 名，經過培育後成為產業界之專業技術人

才。其次，本系目前共有 16 位專任教師，其中

有 6 位教授、6 位副教授、2 位助理教授及 2 

位講師。近年來本系教師研究傑出，獲得多項研究獎勵或殊榮，如潘敏雄教授榮

獲全國十大傑出青年、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及教育部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獎勵等；陳文明教授榮獲教育部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勵；蔡永祥教授榮獲台

灣食品科技學會-蔣徐蓮貞女士食品科技榮譽獎與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獎

助；殷儷容教授榮獲台灣食品科技學會-蔣徐蓮貞女士食品科技榮譽獎與台灣農業

化學會學術榮譽獎；謝淑玲副教授榮獲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獎助。本系於 99 

年度獲得教育部評鑑為一等科系，於 100 年 8 月遷入新完工厚生樓，每位教師

皆有獨立研究空間；另將新建獨棟三層樓之食品加工實習工廠，對提升本系教學

與研究水準有極大助益。學校交通便利，可由高鐵左營站轉搭高雄捷運紅線於後

勁站下車，步行 100 公尺即可到達本校，歡迎各位先進蒞臨指教。 

系主任：蔡永祥教授 

系上網址： http://www.seafood.nkmu.edu.tw/ 

聯絡電話：07-3617141 轉 3602   E-mail: yht@mail.nkmu.edu.tw

與您分享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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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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孟燦，劃撥帳

號：501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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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463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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