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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會員大會暨免疫與過敏研討會於

2012年 3月 23日 (星期五 )假國立高雄海

洋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1樓國際會議

廳圓滿落幕。感謝理、監事們共同策劃

安排，水產食品科學系全體師生協助，

全體會友熱情參與。更感恩許多企業廠

商捐贈紀念品與設攤參展及產品成果發表會等，讓會員滿載而歸。本屆會

員大會邀請臺大醫學院小兒科及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江伯倫醫師以「研發

過敏疾病的治療藥物和調節免疫的保健食品」為題做專題演講，並邀請海

洋大學食科系龔瑞林教授以「飲食免疫調節對發炎性腸病與雄性生殖力之

影響」、中國醫藥大學免疫學研究所李珍珍教授以「細胞模式與氣喘動物模

式評估中草藥萃取成分 -紫草素與蘇木素在過敏性氣喘的治療潛力」、高雄

醫學大學醫學系微生物學科孫昭玲教授以「環境荷爾蒙和塑化劑對免疫與

過敏反應的影響」、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林璧鳳教授以「篩選具調節過敏

免疫反應的食物因子的實務經驗」等議題做精闢演講。大會當日宣佈「保

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得獎人為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曹德風董事長、

「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得獎人為胡淼琳教授與陳炳輝教授及「營

養保健食品創新獎」之得獎公司為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濟生化學

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黑松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利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最後，謝謝各位會友共襄盛舉，讓本次會員大會圓滿結束，大家相約

明年再見！  

理事長江孟燦  

理事長的話 

中華民國一百一年五月 No. 3 

http://www.thf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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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七屆第四次理、監事暨委員會召集人聯席會議記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四十分 

二、地   點：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1樓國際會議廳 

三、主   席：江孟燦 理事長                                             記錄：楊宗翰 

四、出席理、監事： 

    名譽理事：江文章、潘子明 

    理    事：蘇正德、龔瑞林、陳勁初、顏國欽、林璧鳳、江伯倫、王繼中 

監    事：謝明哲、殷儷容、張壽昌、陳光地 

五、列席人員：張素瓊、詹吟菁、郭家芬、闕壯群、吳昭雄、蘇東茂 

六、出席人員：三百五十三人，本會應出席人員(有效會員)六百九十二人，實際出席人員三百五十 

三人，超過半數。 

七、大會議程：  

 (1)大會開始 (2)主席報告 (江理事長孟燦) (3)來賓致詞 (4)頒獎 (5)會務報告(張秘書長素瓊)  

(6)監事會報告(謝常務監事明哲) (7)提案討論 (8)臨時動議 

八、討論提案： 

(一) 案由：本會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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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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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業經第七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提請大

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本會一百零一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附件五) 審議案。 

     提案者：理、監事會 

     說明：本會一百零一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業經第七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提請 

大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三) 案由：本會一百零一年度工作計畫 (附件六) 審議案。 

    提案者：理、監事會 

    說明：本會一百零一年度工作計畫業經第七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 過，提請大會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四)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學會章程修改 (附件七)。 

    提案者：理、監事會 

    說明：原章程第三章第十六條更改為: 本會設理事十七人，(學界代表不得少於 12 人，企

業界代表不得少於 3人)，監事五人(學界代表不得少於 3人，企業界代表不得少於

1人)。 

決議：照案通過 

十、散會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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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2 年會員大會暨免疫與過敏研討會」圓滿落幕！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2年會員大會暨免疫與過敏研討會議程表 

時    間： 2012 年 3 月 23 日 (星期五) 

地    點：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1樓國際會議廳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142號) 

主辦單位：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高雄市營養師公會 

協辦單位：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台灣營養學會、台灣農業化學會、台灣乳酸菌協會 

台灣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 

時間 題目 主講人 主持人 

09:1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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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0~10:20 
研發過敏疾病的治療藥物和調節

免疫的保健食品 

江伯倫醫師 

台大醫學院小兒科及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 

台大醫院小兒部過敏免疫風溼科主治醫師 

兒童過敏及氣喘文教學術基金會執行長 

江孟燦理事長 

海洋大學食科系教授 

10:20~10:40 茶點時間 

10:40~11:40 

會員大會 

(1)大會開始 (2)主席報告 (江理事長孟燦) (3)來賓致詞 (4)頒獎 (5)會務報告  

(6)監事會報告 (7)提案討論 (8)臨時動議 

11:40~13:00 
午餐休息 

壁報論文展示 (請論文發表者於 12：00～13：00在壁報前解說) 

13:00~13:40 
飲食免疫調節對發炎性腸病與雄

性生殖力之影響 

龔瑞林教授 

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 

林璧鳳教授 

台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教授 

13:40~14:20 

以細胞模式與氣喘動物模式評估

中草藥萃取成分-紫草素與蘇木素

在過敏性氣喘的治療潛力 

李珍珍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免疫學研究所教授  

14:20~14:40 宣布壁報論文獎得獎名單並頒獎，茶點時間 

14:40~15:20 
環境荷爾蒙和塑化劑對免疫與過

敏反應的影響 

孫昭玲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微生物學科教授 

張素瓊秘書長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所

特聘教授 

15:20~16:00 
篩選具調節過敏免疫反應的食物

因子的實務經驗 

林璧鳳教授 

台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教授 
 

16:00~17:00 綜合座談 
江孟燦理事長 

海洋大學食科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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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wYnfbQJPsUYAdlVr1gt.;_ylu=X3oDMTE2dHY2ZjNl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NNRVRXMTdfMzg3/SIG=1280qkc2u/EXP=1325588063/**http%3a/www.biodiv.ncku.edu.tw/people/bio.php%3fPID=3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wYnfbQJPsUYAdlVr1gt.;_ylu=X3oDMTE2dHY2ZjNl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NNRVRXMTdfMzg3/SIG=1280qkc2u/EXP=1325588063/**http%3a/www.biodiv.ncku.edu.tw/people/bio.php%3fP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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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花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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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簡介 

本校於民國50年揭示「食品科學與營養科學兼顧，

理論與實務並重」之理念成立「食品營養科」，成

為台灣首創之食品營養相關科系。民國80年更名為

「食品營養系」，民國89年成立「食品營養研究

所」，招收碩士班學生（民國96年整合大學部與碩

士班為「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所)」）。為因

應食品營養領域多元化發展，本系自93學年度起正

式更名為「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教學課程

規劃以「食品科學」與「營養科學」為基礎，配合

「保健生技」課程，訓練學生具有應用食品知識、照顧人類營養、供應團體膳食、

分析食品品質、溝通語表達五項核心能力，以培育食品科學與營養科學相關領域

人才。本系目前有14位專任教師，其中有3位教授、5位副教授、4位助理教授、2

位講師。每學年招收日間部2班學生，進修部1班、碩士班12人。本系位於實踐大

學台北大直校區，交通便利，文創氣息豐富的校園帶給學生科學訓練以外的人文

陶冶，是個極佳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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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