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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會員大會暨長壽與享瘦研討會訂於  102 年  3 月  8 日  (星期五 ) 假

靜宜大學  任垣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本次年會設有「壁報論文獎」，歡迎會員

踴躍投稿，藉由本次論文發表讓各界瞭解會員之研究成果；亦設有「保健食

品發展特殊貢獻獎」、「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及「營養保健食品創新

獎」，歡迎踴躍參加。當天將舉行「長壽與享瘦」研討會，邀請日本營養、食

品學會理事長東北大學農學研究所宮澤陽夫教授  (Teruo Miyazawa)、京都大

學食品生物科學系河田照雄教授  (Teruo Kawada) 及東京大學生命科學研究

科寄付講座加藤久典教授  (Hisanori Kato) 做專題演講；此外，署立台東醫院

祝年豐院長、靜宜大學食營系詹吟菁教授、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劉珍

芳教授及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王素梅研究員分別從體重與長壽、延緩老化保

健食材與相關可能機制之探討、藉由食物昇糖指數的觀念運用於肥胖、代謝

症候群的預防及台灣保健食品消費者偏好與行為等議題做精闢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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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活動請詳見「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網站」 (http://www.thfs.org.tw)，屆時歡

迎您蒞臨指教並共襄盛舉！本會第七屆理、監事任期將於明年元月底屆滿，

第八屆理、監事之選舉採用「通訊選舉」。目前已完成登記作業並送第八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審議，待於十二月底寄發第八屆理、監事候選人選票，並於大

會當日公佈新當選八屆理、監事名單。同時召開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選舉下屆理事長暨新、舊任理事長交接。本學會與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工研院、經濟部工業局共同合作的「保健食品專業人才能力鑑定說明會」，已

於台灣北、中、南地區進行，南部場於11月19日於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舉

行，中部場於11月27日於靜宜大學舉行，北部場於11月28日國立台灣大學舉

行，截至12/12止已有1400人報名。學會與外貿協會於11月8-10日假高雄巨蛋

共同舉辦「國際保健食品論壇 -中草藥暨天然物生技應用展」圓滿閉幕。感謝

全體會員熱情支持本學會各項活動，敬祝  新春如意  平安喜樂！  

理事長  江孟燦  

理事長的話 

中華民國一百二年一月 No. 4 

http://www.thf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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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七屆第五次理、監事暨委員會召集人聯席會議記錄  

一、 時   間：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 

二、 地點：台灣大學食品科技館 

三、 主席：江孟燦理事長                               記錄：楊宗翰 

    名譽理事：江文章 

    出席理事：龔瑞林、蘇正德、孫璐西、顏國欽、王銘富、林松洲、林璧鳳、 

陳勁初、許  輔、張嘉慧 (黃文芳代) 

    出席監事：謝明哲、方 繼、陳光地、殷儷容、張壽昌 

    秘書： 張素瓊、詹吟菁 

    列席： 沈立言、蘇東茂、蔡文城 

四、 主席致詞 

五、 報告事項： 

1. 本次全球華人保健功能食品大會，已於 2011 年 11 月 21 日台北國際會議廳圓滿結束，本

次大會有超過 500 位會員一起共襄盛舉。 

2. 本年度預計於十月將與 TTQAA 共同舉辦研討會；十二月將與安麗共同舉辦研討會。 

3. 請 2012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暨免疫與過敏研討會之褒獎委員會召集人提出報

告。 

4. 請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主任蔡永祥教授，對 2012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會員大會暨免疫與過敏研討會提出目前籌備狀況與進度。 

六、 提案討論： 

1.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0 年度收支決算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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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度現金出納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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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度基金收支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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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度資產負債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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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1 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五，提請討論。 

決議：將會訊編印費納入其他支出費後通過。 

6.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1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事宜。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1 年度各月份工作計畫規劃，詳如附件六。 

決議：於六月份加入整理會籍，以及把九月份 TTQAA 徵稿改到八月後通過。 

7.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學會章程修改。 

說明：擬修改本會原章程第三章第十六條之內容如附件七 ，改為理事 15 人中需有 4 人為

企業人士，提請同意。 

決議：更改為理事十七人中得至少三位為企業人士，監事五人中至少一位為企業人士。詳

細定義文字，尚需張秘書長確認後再更改之。 

8. 案由：新會員申請入會案。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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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贊助會員共 2 人，專業會員共 5 人，團體會員共 1 家，學生會員共

2 人，如附件八 ，提請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七、 臨時動議  

1. 案由：原理事張嘉惠離職，由黃文芳代理。 

說明：原理事張嘉惠離職，預由同為杏輝公司的黃文芳先生代理之。 

決議：張嘉惠理事一職由沈立言教授遞補，黃文芳先生改為列席。 

八、 散會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七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五點半 

二、 地點：台北市松江路 158 號 4 樓 (生達公司台北辦公室) 

三、 出席人員 

主席：江孟燦理事長                               記錄：楊宗翰 

    名譽理事：江文章 

    理事：孫璐西、林璧鳳、陳勁初、許  輔、蔡敬民、王繼中 

    常務監事：謝明哲 

    監事：方 繼、陳光地、殷儷容、張壽昌 

    秘書長：張素瓊 

副祕書長：詹吟菁、郭家芬 

    列席：蘇東茂、闕壯群、吳昭雄 (吳大維代) 

四、 主席致詞 

五、 報告事項： 

1. 本次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2 年會員大會暨免疫與過敏研討會，已於 2012 年 03 月 29 日

假國立高雄海洋大學國際會議廳圓滿結束，本次有超過 350 位會員一起共襄盛舉，感謝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協助，並特別感謝殷儷容教授的幫忙。 

2. 本會預計將在 2013 年 5 月舉行研討會 Conference on Physiological benefits of 

Phytochemicals : Evolving Science Against Oxidative Stress，詳如附件一。 

3. 本會預計於 2012 年 7 月 25-26 日，於台灣大學集思國際會議廳及台北世貿中心一館協辦

第四屆兩岸醫藥品論壇議程，詳如附件二。 

4. 本會目前正進行本年度會籍之整理。 

六、 提案討論： 

1. 案由：2012 年 11 月 8-10 日台灣國際中草藥暨天然物生技應用展  

說明：台灣國際中草藥暨天然物生技應用展，目前預定於 2012 年 11 月 8-10 日在高雄巨

蛋舉行，由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展盟展覽有限公司

共同主辦，提請討論。 

決議：學會支持共同舉辦台灣國際中草藥暨天然物生技應用展，並請張素瓊秘書長與殷

儷容監事擔任活動聯繫之窗口。 

2. 案由：內政部回函內容，提請討論。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所報 2012 年(第 7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紀錄一案，復請查照，如

附件三，提請討論。 

決議：理監事同意內政部回函之內容  (1. 內政部回函同意將理事名額改為 17 人，但需

於下次會員大會追認。 2. 內政部基於票票等值觀念，故不同意「理事十七人中得

至少三位為企業人士，監事五人中至少一位為企業人士」之章程變更。)，照案通

過。 

3. 案由：2013 年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之籌備，提請討論。 

說明：2013 年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目前預定於靜宜大學舉行，提請討論年會主題與

詳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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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2013 年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主題暫定為「長壽與享瘦」，大會總預算估約 228100

元，而詳細舉辦時間將由靜宜大學內部討論後再決定。 

4. 案由：2012 年 9 月 27 日東亞區域機能性食品與健康產業合作論壇實施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東亞區域機能性食品與健康產業合作論壇，如附件四，目前預定於 2012 年 9 月 27

日(週四)元培科技大學光恩國際會議廳舉行，提請討論實施計畫之初稿內容。 

決議： 學會在不負責負擔外國講者之食宿費之前提下，同意舉辦亞區域機能性食品與健

康產業合作論壇。中國講者人選尚需王繼中理事幫忙推薦。 

5. 案由：工業技術研究院邀請本學會協助及參與保健食品專業人才能力鑑定 

說明：工業技術研究院來信邀請本學會協助及參與保健食品專業人才能力鑑定，如附件

五，提請討論。 

決議：尚需請陳勁初理事與王繼中理事統籌後再研議。 

6. 案由：新會員申請入會案。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專業會員共 4 人，團體會員共 2 家，如附件六 ，提請審查。 

決議：同意通過。 

七、 散會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七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一、 時間：民國 101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五點半 

二、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 116 號振芳大樓 (振芳股份有限公司) 

三、 出席人員 

主席：江孟燦理事長                               記錄：楊宗翰 

名譽理事：江文章 

常務理事：龔瑞林、蘇正德、孫璐西、顏國欽 

理事：江伯倫、林璧鳳、林松洲、陳勁初、王繼中 

常務監事：謝明哲 

監事：方繼、陳光地、殷儷容、張壽昌 

秘書長：張素瓊 

副祕書長：郭家芬 

列席：吳昭雄、蔡文城 

四、 主席致詞 

五、 報告事項： 

1. 學會與外貿協會於 2012 年 11 月 8-10 日共同舉辦台灣國際中草藥暨天然物生技應用展，

相關議程現正請張素瓊秘書長規劃中(附件一)。 

2. 2012 年 9 月 27 日本會與 TTQAA (檢驗及品保協會) 共同主辦的「2012 東亞區域保健食

品產業合作論壇」已圓滿結束，共有 120 人左右參加本次論壇。 

3.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申請健康食品評估實驗認證機構，認證項目包含:「安全性評估試

驗」、「護肝功能評估試驗」、「免疫調節功能評估試驗」、「胃腸功能改善(改善腸內細菌菌

相)評估試驗」等四項。 

六、 提案討論： 

1. 案由：2013 年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之日期、議程討論。 

說明：2013 年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主題，經第六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後暫定為「長壽與

享瘦」。大會預定時間為 2013 年 3 月 8 日，大會預計邀請日本營養與食糧學會理

事長宮澤教授演講題目「Physiological multifunction of food antioxidants」，另預計

邀請京都大學河田教授演講「Foodomics and obesity」。相關議程提請討論。(附件

二) 

決議：照案通過。但如果要增加東京大學加藤久典教授來台演講，可連絡統一企業千禧

之愛基金會支持相關經費。 

2. 案由：2013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理監事選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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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2013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理監事選舉，預計採取通訊投票的方式進行，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2013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理監事選舉採取通訊投票方式進行。 

3. 案由：工研院保健食品專業人才鑑定制度：保健食品專業人才能力鑑定合作協議書(附件

三) ，提請討論。。 

說明：工研院欲與本會簽定保健食品專業人才鑑定制度：保健食品專業人才能力鑑定合

作協議書，目前工研院已與食品工業研究所進行簽約，之後訓練事宜由食品工業

研究所進行；考題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命題。 

決議：同意簽約。 

4. 案由：新會員申請入會案。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專業會員共 2 人，如附件四 ，提請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七、 臨時動議： 

1. 案由：9/27 東南論壇結餘納入學會。 

說明：9/27 東南論壇結餘約 8803 元將款項納入學會。 

決議：照案通過，並由張素瓊秘書長簽收後納入學會。 

2. 案由：協助上公文請政府協助定義保健食品行業與產業。 

說明：王繼中理事請學會協助發文，請政府單位針對保健食品行業與產業進行定義。 

決議：由統園公司擬好公文再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修改後上呈經濟部。 

八、 散會(六時三十分)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七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一、 時間：民國 101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五點半 

二、 地點：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三、 出席人員 

主席：江孟燦理事長                               記錄：楊宗翰 

名譽理事：江文章 

常務理事：龔瑞林、蘇正德、顏國欽 

理事：王銘富、林松洲、林璧鳳、陳勁初、許輔、王繼中 

常務監事：謝明哲 

監事：陳光地、張壽昌 

秘書長：張素瓊 

副祕書長：詹吟菁、郭家芬 

列席：吳昭雄 

四、 主席致詞 

五、 報告事項： 

1. 根據第七次理監事會議臨時動議第二條決議。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已於 11 月 19 號寄出公

文至經濟部商業司，請政府協助定義保健食品行業與產業。 

2.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與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工研院、經濟部工業局合作的保健食品專業

人才能力鑑定說明會，已於台灣北中南地區進行，南部場於 11 月 19 日於國立高雄海洋

科技大學舉行，中部場於 11 月 27 日於靜宜大學舉行，北部場於 11 月 28 日國立台灣大

學舉行。到 12/12 為止已有約 1400 人報名，報名截止日期預計將縮短至 102 年 1 月底。 

3.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預計於 101 年 12 月底，將第八屆理監事議選票寄給有效會員。 

4. 101 年度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人數共 697 名(含專業會員 484 名、學生會員 86 名、團體

會員 66 家、贊助會員 61 人)，其中有效會員人數共 244 名(含專業會員 194 名、學生會

員 11 名、團體會員 34 家、贊助會員 5 人)。 

5. 與外貿協會合辦的國際保健食品論壇 (11/8-11/10 高雄市)已圓滿閉幕。 

6. 預計明年 5 月 9 日與安麗公司合辦的植物營養素國際研討會。 

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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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3 年會員大會分工。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3 年會員大會分工表，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決議：2013 年會員大會大會分工表照案通過。 

2.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八屆理監事選舉人名冊資格審核。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八屆理監事選舉人名冊與選票，如附件二，提請審核。 

決議：第八屆理監事選舉人名冊與選票簡介內容修改後通過。 

3.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3 年年會報名表與相關獎項細則。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3 年年會報名表與相關獎項作業細則如附件三與附件四，提

請討論。 

決議：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3 年年會報名表與相關獎項作業細則照案通過。2013 年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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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於

2013 年 2 月 1 日收件截止，並由各獎項主任委員會負責審核。本次 2013 年會員大

會論文徵稿由殷儷容監事收集，徵稿截止日期訂於 2013 年 1 月 31 日。 

4. 案由：新會員申請入會案。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團體會員共 2 間，如附件五 ，提請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 

1.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八屆理監事通訊選舉開票事宜。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八屆理監事通訊選舉開票地點與日期討論。 

決議：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八屆理監事通訊選舉開票預計於 2013 年 2 月 19 日下午 2:00

於台大食科所進行，由本學會監事進行開票與統計，並委請許輔理事派學生協助

開票進行。 

八、散會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3 年會員大會暨長壽與享瘦研討會大會議程 

時    間： 2013 年 3 月 8 日 (星期五) 

地    點： 靜宜大學任垣樓國際會議廳 (43301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 段 200 號) 

主辦單位：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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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之愛基金會、台灣抗老化保健學會、 

台灣食品安全營養研究基金會、台灣生物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 

時間 講員 講題 主持人 

08:30~9:00 報到 工作人員 

09:00~09:10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靜宜大學 

唐傳義 校長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理事長  

江孟燦 教授 

09:10~09:50 

日本營養、食品學會理事長 

東北大學農學研究所 

宮澤 陽夫 教授 

(Teruo Miyazawa) 

Physiological multifunction of food 

antioxidants 

台灣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 

江文章 教授 

09:50~10:10 Coffee break 

10:10~10:50 

京都大學食品生物科學系 

河田 照雄 教授 

(Teruo Kawada) 

Foodomics and obesity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理事長 

江孟燦 教授 

10:50~11:30 

東京大學生命科學研究科 

寄付講座 

加藤 久典 教授 

(Hisanori Kato)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Omics for 

the Study of Food Functionality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張素瓊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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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00 會  員  大  會 

12:00~13:30 

Lunch Time and lunch Symposium、壁報論文展示 

A. 玻尿酸保健食品的開發, 日本丘比株式會社研究開發本部技術研究所健康營養研究部長, 

增田 泰伸 博士 

B. 利用基因解析證明生產食品級玻尿酸之發酵菌 (Streptococcus zooepidemicus KP-001) 的安

全性, 日本岐阜大學大學院醫學系研究科再生分子統御學講座, 大楠 清文 準教授)  

13:30~14:00 祝年豐 院長 
體重與長壽  

Body weight and longevity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王銘富 教授 

14:00~14:30 詹吟菁 教授 
延緩老化保健食材與相關可能機

制之探討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詹恭巨 主任 

14:30~15:00 Coffee Break 

15:00~15:30 宣布壁報論文得獎名單並頒獎 

15:30~16:00 劉珍芳 教授 
藉由食物昇糖指數的觀念運用於

肥胖及代謝症候群的預防 

台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謝明哲 講座教授 16:00~16:30 王素梅 研究員 台灣保健食品消費者偏好與行為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講員與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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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會將安排 上午 8:00 與 8:30 於高鐵台中站大廳 4A 與 4B 出口間 (請洽穿著靜宜大學食營系背心工作人員)，

直達靜宜大學任垣樓國際會議廳。下午 15：30，17：10 於宜園餐廳前廣場發車，直達高鐵台中站。 

 

~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3 年會員大會暨長壽與享瘦研討會出席回條 ~ 

會 員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會 籍 種 類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台灣營養學會      台灣乳酸菌協會 

 台灣農業化學會       台灣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     高雄市營養師公會 

通 訊 地 址  聯絡電話  

E-mail  用 餐 
 葷食     素食 

 不需提供便當 

開立收據抬頭  

1.本人      參加   未參加 壁報論文發表 

2.屆時本人  準時出席年會         有事無法出席年會，委託會員                 代理出席。 

3.本人申請  公務員學習時數 (身份證字號：                    ) 

4.本人申請  醫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 (會員編號：            、身份證字號：                  ) 

備 

註 

主辦會員 500 元、協辦會員 700 元、學生會員 300 元、非主協辦會員 900 元。現場報名 1000 元。 

請於 102 年 2 月 25 日前將出席費劃撥後存根暨出席回條傳真至 04-26530027，若有問題請洽   

04-26328001 轉 15034 趙語涵 小姐。 

本人搭乘上午 8:00  8:30 高鐵接駁車；搭乘下午 15:30  17:10 高鐵接駁車；如欲取消，請與大會連絡 

一律採傳真報名 (Fax: 04-26530027)，請電話確認是否完成報名。繳費收據於年會當日領取。 

郵政劃撥戶名：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江孟燦，劃撥帳號：501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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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 簡介 

本校為中部海線地區唯一一所教學卓越的綜

合性大學，也是一所富饒人文特質的大學。

目前具有人文暨社會科學、外語、理、管理

及資訊等 5 個學院，食品營養學系在本校編

制上隸屬於理學院，成立於民國 64 年，至

今已有 30 餘年歷史。本系以食品營養專業

共同發展為特色，師資及設備完善，提供由

大學部至碩士、博士班完整之學習環境，依

專業領域分組為『食品與生物技術組』及『營養與保健組』。以強化基礎與應用課

程，連結理論與實務之訓練，培育食品與營養專業兼備之人才為教育目標。歷屆畢

業系友在產學界表現出色，於食品營養相關產業機構擔任品管研發、臨床營養主管

者為數眾多，全國業界營養師從業比例也以本系畢業系友名列前矛。本系每學年度

招收新生名額，大學部 110 名、碩士班 30 名及博士班 4 名。本系目前共有 17 位

專任教師，包括 11 位教授 (含 2 位講座教授及 2 位特聘教授)、4 位副教授及 2 

位助理教授。近年來本系研究成績卓著，根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針對國內大專院校

進行近 5 個出版年（2002－2006)，臺灣地區 WOS 論文所屬之 20 個學門統計分

析，本系名列全國「農業科學學門」 IF 總積分第 7 名，98-100 學年度本系年期刊

論文發表平均超過 20 篇。此外本系教師每年均執行多項國科會及產學合作案，

98-100 年平均每年研究經費超過 2700 萬元。本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均通過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98 年度系所評鑑認可，未來持續提昇專業教學品質、加強專業

輔導並培育國家所需人才，爭取產官學計畫以強化相關研究設備、推行中區生技諮

詢、產學合作及輔導特色食品產業，並整合研發方向、增加學術交流以奠立國際名

聲。 

系主任：詹恭巨 副教授  

系上網址：http://www.fn.pu.edu.tw/ 

聯絡電話：04-26328001 轉 15300、15326 

E-mail: kcchan@pu.edu.tw 

與您分享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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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of Nature. Best of Science. Best of You 

善用植物營養素 (phytonutrients) 邁向極致健康 

~ 專訪 安麗紐崔萊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暨全球總裁 山姆仁伯博士 ~ 

植物營養素 (phytonutrients)，近年來在國際間獲得熱烈的討論，許多相關研究

陸續發表，甚至發展出新的研究學科，像是探討植物營養素對基因調控影響的

epigenetics。研究植物營養素數十年的安麗紐崔萊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暨全球

總裁山姆仁伯博士 (Samuel Rehnborg)，特別與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分享，

安麗紐崔萊78年來如何堅持將植物營養素進行研發並且運用於保健食品的經

驗談，以及分享目前最新 epigenetics 發現，期許大家一起邁向極致健康道路。 

植物營養素 靈感源自東方 

山姆仁伯博士說，紐崔萊與植物營養素的淵源可追溯到 20 年代。當時他的父親卡爾仁伯在中國工

作，認識了傳統中藥，發現草本植物與食物結合對身體健康很好；即使 20 年代的西方科學無法認

同傳統中藥，但卡爾仁伯深信中藥用了千年之久，一定有其奧妙之處，因此成為西方科學界中第一

位將營養與健康搭起橋樑的人，率先提出「植物營養素」的概念。山姆仁伯驕傲地說，在我出生之

後，西方科學界也終於證實了草本植物中確實有各種植物相關因子存在，印證了我父親在創立紐崔

萊之初提出的植物營養素觀念是正確的！ 

堅持理念 達到極致健康的完美平衡 

山姆仁伯博士也回想，小時候父親就跟他說過，草本植物裡的顏色一定代表著某些複合物，對人體

健康有一定的影響。但當時的科技還無法一窺究竟，直到幾年前，專家學者陸續發現草本植物裡擁

有上千種以上的因子，這個因子現在被通稱為「植物化學因子」，而植物營養素就是對人體健康有

影響的植物化學因子，他的英文名稱 phytonutrients 也正好說明「phyto for life」，這些植物化學因

子對生命是極具關鍵影響力的。相信生態演化的卡爾仁伯，也認為無法自由移動、趨吉避凶的草本

植物，能夠一直存活下來必定是依賴體內很多營養分子的緣故，如果人類可以攝取這樣的營養素並

搭配飲食，就可以確實保護身體的健康機制。但只攝取單一營養素是不夠的，就像交響樂一樣，需

要吃很多種營養素才能產生共鳴的效果，達到完美的平衡，進而讓人體邁向極致健康的狀態，這也

是紐崔萊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與精神。 

學術界新寵 -「表觀遺傳學｣ (epigenetics) 紐崔萊不缺席 

為了更深入瞭解營養素如何能在人體中產生及發揮共鳴，山姆仁伯博士成立了「紐崔萊健康機構」，

邀請全球上百位學者進行各項研究及科學計劃，當然也參與了目前國際學術論壇上很熱門的「表觀

遺傳學｣ (epigenetics) 研究。山姆仁伯博士表示，epigenetics 是個有趣研究，也可說是營養學的最

前線，主要是研究基因層次營養素調控且影響基因表現；目前已經發現約有 25 種草本植物，尤其

是綠色植物，可以抑制癌症細胞再複製，因此一般民眾平常可以多攝取綠色的植物營養素，並遠離

高度加工食物，就能常保健康狀態。 

與學會合辦研討會，交流植物營養素的研究與應用 

山姆仁伯博士表示，對紐崔萊來說，這一切的研究與推廣都意味著希望人類可以遵守以草本植物為

主的飲食習慣，盡量遠離高度加工的食品，吃「真正的」食物並搭配運動，雙管齊下，擁有健康的

身體。努力積極推動植物營養素的山姆仁伯，更經常飛往各國出席營養政策及研究的會議，大力宣

傳植物營養素對人體健康的助益，而他也非常希望將這個理念推廣到台灣。2013 年 5 月 9 日，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與紐崔萊健康機構將共同舉辦一場有關植物營養素生理活性的國際學術研討

會，邀請國內外重量級學者，共同發表最新有關植物營養素生理活性的研究成果，希望推動國內植

物營養素的研究及討論，歡迎有興趣的會員們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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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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