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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第八屆理、監事及各委員會召集人與副召集人芳名錄 

理 事 長：江孟燦  

名譽理事：江文章、江善宗、潘子明 

常務理事：龔瑞林、蘇正德、林璧鳳、顏國欽 

理    事：王進崑、王銘富、江伯倫、林松洲、陳勁初、許 輔、蔡敬民、沈立言 

王繼中、洪志駿、胡淼琳、吳昭雄 

常務監事：謝明哲 

監    事：孫璐西、方 繼、陳光地、張壽昌 

秘 書 長：張素瓊 

副秘書長：詹吟菁、郭家芬、張菡馨 

 

委  

 

員  

 

會 

國際交流委員會 召集人 孫璐西 副召集人 江文章 

兩岸學術交流委員會 召集人 蔡敬民 副召集人 王繼中 

公共關係委員會 召集人 吳昭雄 副召集人 蘇東茂、闕壯群 

編輯委員會 召集人 殷儷容 副召集人 許  輔、郭家芬 

教育推廣委員會 召集人 潘子明 副召集人 蔡文城  

保健中草藥安全與應用委員會 召集人 龔瑞林 副召集人 黃文芳 

學術委員會 召集人 顏國欽 副召集人 翁家瑞、尤文正 

實驗室認證委員會 召集人 蘇正德 副召集人 林璧鳳 

 

 

2013年會員大會暨長壽與享瘦研討會

於 2013 年 3 月 8 日 (星期五 )假靜宜大學

任垣樓國際會議廳圓滿落幕。感謝理、監

事們共同策劃安排，靜宜大學全體師生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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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會員滿載

而歸。本屆會員大會邀請邀請日本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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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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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一百二年五月 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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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3 年會員大會暨長壽與享瘦研討會 -活動剪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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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七屆第九次理、監事暨委員會召集人聯席會議記錄  

一、 時間：民國 102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五點半 

二、 地點：台大水源會館 (台北市思源街 16號 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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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子明 

常務理事：蘇正德、孫璐西、顏國欽 

理    事：王進崑、王銘富、江伯倫、林松洲、林璧鳳、許輔、蔡敬民、沈立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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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章、蘇東茂、吳昭雄、蔡文城、闕壯群、黃文芳 

四、 主席致詞 

五、 報告事項： 

1. 本次通訊選舉有效會員共 228 位 (含專業會員 194 位；團體會員 34 間)，共計寄出選

票 228份，共收到 152 份選票。 

2. 王進崑理事推薦學會理監事與委員踴躍參與 11/5–11/9 於台北舉辦的「2013 Annual 

Conference」 

六、 提案討論： 

1.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1年度收支決算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1年度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決議：該提案照案通過，並提請會員大會同意。 

2.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1年度現金出納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1年度現金出納表如附件二，提請討論。 

決議：該提案照案通過，並提請會員大會同意。 

    3.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1年度基金收支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1年度基金收支表如附件三，提請討論。 

決議：該提案照案通過，並提請會員大會同意。 

4.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1年度資產負債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1年度資產負債表如附件四，提請討論。 

決議：該提案照案通過，並提請會員大會同意。 

5.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2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2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五，提請討論。 

決議：該提案照案通過，並提請會員大會同意。 

6.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2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事宜。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2年度各月份工作計畫規劃，詳如附件六。 

決議：該提案照案通過，並提請會員大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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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由 15 人中改為 17 人，

內政部回函需於 2013會員大會上追認通過，提請同意。 

決議：該提案照案通過，並提請會員大會追認通過。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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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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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名單，提請討論。 

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得獎人：謝明哲 教授。 

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得獎人：潘敏雄 教授、陳勁初 博士 

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得獎廠商：台灣利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決議： 照案通過。 

9. 案由：新會員申請入會案。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專業會員共 7 位、學生會員共 1位、團體會員共 3 間，如

附件八 ，提請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暨委員會召集人聯席會議記錄  

一、 時間：民國 102年 4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五點半 

二、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 102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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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子明 

常務理事：龔瑞林、林璧鳳 

理事：王銘富、江伯倫、林松洲、陳勁初、許 輔、沈立言、王繼中、洪志駿、吳昭雄 

常務監事：謝明哲 

監事：孫璐西、陳光地、張壽昌 

秘書長：張素瓊 

副祕書長：詹吟菁、郭家芬、張菡馨 

列席：闕壯群 

四、 主席致詞 

五、 報告事項： 

1. 本次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3 年會員大會暨享瘦與長壽研討會，已於 2013 年 3 月 8 日

靜宜大學任桓樓圓滿結束，感謝靜宜大學的協助，並特別感謝詹吟菁教授的幫忙。 

2. 第八屆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理監事增加一位副秘書長，由中山醫學大學張菡馨教授擔任

之，共同為學會服務，請各位理監事多多支持指教。   

3. 學會將於 5/9 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與安麗紐崔萊健康機構共同主辦 「2013國際

學術 研討會植物營養素的生理效益：抗氧化物質研究發展最新趨勢」研討會，議程如

附件一，歡迎學會理監事與委員們踴躍參與。 

六、 提案討論： 

1.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八屆學術之旅。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將於今年七月份舉行學術之旅，地點與內容與提請討論。 

決議：本次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學術之旅將與日本相關學會以合辦研討會的方式進行，預

計八月底在日本九洲舉辦，請龔瑞林常務理事進行規劃，其他參觀行程由洪志駿

理事幫忙連絡規畫。 

2. 案由：新會員申請入會案。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專業會員共 5 位、學生會員共 1位、團體會員共 2 間。如

附件二 ，提請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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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臨時動議 

1. 案由：壁報展示版借用 

說明：實踐大學將於年底舉辦研討會，郭副秘書長預計借用壁報展示版 50個，詢問是

否有單位可以借用。 

決議：台大福華文教會館可以出借該數量的壁報展示版。 

2. 案由：5/9 研討會是否需要全程英文主持。 

說明：學會 5/9 與安麗紐崔萊健康機構共同主辦 的「2013國際學術 研討會植物營養素

的生理效益：抗氧化物質研究發展最新趨勢」研討會，主持人是否需要全程英文

主持。 

決議： 不需要全程英文主持，只要在國外學者的演講場次才使用英文主持。 

八、散會 

 「植物營養素的生理效益：抗氧化物質研究發展最新趨勢」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    間： 2013 年 5 月 9 日 (星期四) 

地    點：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室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主辦單位：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紐崔萊健康機構 

協辦單位：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台灣營養學會、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贊助單位： 安麗紐崔萊 

時 間 講 員 講 題 主 持 人 

08:30~09:00 報到 (簽到、領取大會手冊)  

09:00~09:30 會議開始暨貴賓致詞 

江孟燦博士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理事長 

陳惠雯女士 

紐崔萊健康機構代表暨安麗日用品公司總

經理 

09:30~10:20 

徐榮俊(Young-Joon Surh)博士 

紐崔萊健康機構科學顧問委員會

委員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藥學院分子致

癌學與化學預防國家研究實驗室

主任兼教授  

植物營養素對人體健康之最新研究及發展 

An Overview of the Role of Phytonutrients in 

Human Health, the Latest Trends and the Future 

孫璐西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終身特聘教

授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監事   

10:20~10:25 討論 

10:25~10:40 休息 

10:40~11:15 

佐藤隆一郎(Ryuichiro Sato)博

士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農學生命科

學研究科教授 

柑橘檸檬素類化合物：不易肥胖及調節

高血糖之植物營養素  

A Citrus Limonoid, Nomilin, as an Anti-Obesity 
and Anti-Hyperglycemic Phytonutrient 

林璧鳳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教授  

11:15~11:20 討論 

11:20~11:55 

顏國欽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講座教授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常務理事 

植物營養素在調控基因表現上對健康促

進之效應 

Health-Promoting Benefits of Phytonutrients on 
the Regulation of Target Gene Expression 

許先業博士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生物技術研究所教授 

11:55~12:00 討論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3:05 會議開始 

郭家芬博士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副教授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副秘書長 

13:05~13:40 

徐榮俊(Young-Joon Surh)博士 

紐崔萊健康機構科學顧問委員會

委員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藥學院分子致

癌學與化學預防國家研究實驗室

主任兼教授 

植物營養素抗癌效益之最新突破及發展 

Latest Global Breakthrough in Phytonutrient 

Anti-Cancer Benefits 

吳明昌博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兼農學

院院長 

13:40~13:45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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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講 員 講 題 主 持 人 

13:45~14:20 

潘敏雄博士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

教授兼研發長   

台灣地區植物營養素抗癌研究之最新發展 
Research of Anti-Cancer Benefits of 
Phytonutrient: Latest Development and 
Findings in Taiwan 

潘子明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特聘教授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名譽理事   

14:20~14:25 討論 

14:25~14:35 休息 

14:35~15:10 

曾春典醫師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台大醫院前心臟科主任暨中華民國心臟

學會理事 

綠茶萃取物對心臟血管的保護作用 

Cardio Protective Effects of Green Tea 
Extracts 

胡淼琳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終

身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15:10~15:15 討論 

15:15~15:50 

江伯倫醫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免疫學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 

台大醫院小兒部主治醫生 

植物營養素與調節過敏  
Anti-Allergy Benefits of Phytonutrients  

陳炳輝博士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兼民生學院院長 

15:50~16:00 討論 

~ 報名回條 ~ 

會員姓名  單位  職稱  

會籍種類 

本研討會僅開放下列學會之會員及食品營養相關科系之在學學生參加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台灣營養學會 

 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   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在學學生 (學校 / 科系 :                                     )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用餐 葷食  素食 

開立收據抬頭  

學分申請 

本人申請  營養師繼續教育積分 

            (會員編號:                     、身份證字號:                     ) 

          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繼續教育積分 

            (會員編號:                     、身份證字號:                     )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繼續教育積分 (積分認定申請中) 

            (會員編號:                     、身份證字號:                     ) 

訊息來源  學會網站  研討會網站  他人告知  其他管道:                         

備註 

 本研討會需事先報名，請預先繳交報名費 300 元。郵政劃撥戶名：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江孟燦，劃

撥帳號：50191001。請於劃撥後 2日內將劃撥存根暨報名回條傳真至(02)2463-4203，並請來電確

認是否完成報名手續。聯絡電話(02)2462-2192轉 5123柯文茜小姐。 

 報名截止日期 102年 4月 30日。繳費收據於研討會報到當日領取。 

 5月 9日研討會當天請於早上 8:30於接待處簽到並領取大會手冊。 

 完成報名手續並出席參與研討會、填寫活動問卷者，即贈送大會紀念品：安麗紐崔萊膳魔師保溫瓶

一個 (市值 1350元)。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紐崔萊健康機構(以下簡稱主辦單位)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以您填寫之

上述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行連絡，並於辦理本研討會活動之目的範圍外，於各該學會、

機構、公司業務活動地區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以上填寫之個人資料。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

消失或期限屆滿時，主辦單位將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

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若發現有疑似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

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將於查明後，以電話或信函或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中，擇其適當

方式通知您。 

若您同意，請於下方簽名。您亦可隨時以電話或郵件向主辦單位要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

充、更正、或要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要求刪除已提供之個人資料。 

簽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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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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