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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江文章名譽理事 與 龔瑞林常務理事 榮獲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食品產學貢獻獎」！ 

恭賀    潘子明名譽理事 「台灣紅麴研究報告」領先國際 榮登 全球頂尖期刊！ 

 

 

2014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暨國際藻類與茶之保健研發研討會謹訂

於  2014 年  3 月  7 日假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舉行，大會主題以茶與藻類為主。

邀請日本與台灣學者進行精彩精闢演講，包括：北海道大學水產科學研究院宮

下和夫教授 (Kazuo Miyashita)主講「 Functionality and application of brown 

seaweed lipids」、京都大學食品生物科學系河田照雄教授 (Teruo Kawada)主講

「Food and brown adipocytes: a strategy for the control of obesity」及九州大學尖

端醫療研究中心藤村由紀准教授 (Yoshinori Fujimura)主講「 The biological 

function of tea via EGCG receptor」、元培科技大學生技製藥系林志城校長主講

「茶的機能活性與多元應用」、台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黃凱文助理教授主講

「藍藻 Bpogen 在慢性肝病變之治療潛力研究」、九州大學系統生命科學府白畑

實隆教授主講「Anticancer activity of fucoidan extracts from seaweeds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及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吳彰哲教授主講「藻類多醣萃取物

在抗病毒感染之研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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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攤展示，上述活動請詳見「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網

站」(http://140.121.155.213/)，屆時歡迎您蒞臨指教並共襄盛舉！匯集保健食品

界優秀產官學研進行研究成果論文發表與競賽，相信會為所有與會者帶來許多

新的觀點與新知。本學會與台灣檢驗與品保協會合作，以強化台灣檢驗與品保

協會之「檢驗與品保雜誌」學術刊物內容，積極協助政府把關國人食的安全與

健康。本會訊開放 ”與您分享點點滴滴”，團體會員或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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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  新春如意  平安喜樂！  

理事長  江孟燦  

理事長的話 

中華民國一百三年一月 No. 7 

http://www.thfs.org.tw 

會 員 通 訊         NEWS  LETTER  Ja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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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八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3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五點三十分 

二、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12號 (喜來登飯店 地下一樓 辰園餐廳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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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善宗 

常務理事：龔瑞林、蘇正德、林璧鳳、顏國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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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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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菡馨 

列    席：蘇東茂、闕壯群、蔡文城 

     

四、 主席致詞 

五、 報告事項： 

1. 2014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之褒獎委員會決議如下： 

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從缺。 

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從缺。 

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綠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光

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2.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主任龔瑞林老師報告 2014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

會暨國際藻類與茶之保健研發研討會籌備狀況與進度。 

六、 提案討論： 

1.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2 年度收支決算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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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度現金出納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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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度基金收支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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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度資產負債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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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3 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五，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6.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3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事宜。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03 年度各月份工作計畫規劃，詳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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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案由：2014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徵稿。 

說明：本次 2014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徵稿內容，提請同意，詳如附件七。 

決議：照案通過。 

8. 案由：2014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年會贈品或大會手冊刊登廣告回覆函。 

說明：本次 2014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贈品或大會手冊刊登廣告回覆函內容，

提請同意，詳如附件八。 

決議：照案通過。 

9. 案由：2014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年會報名表。 

說明：本次 2014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報名表內容，提請同意，詳如附件九。 

決議：照案通過。 

10. 案由：新會員申請入會案。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贊助會員共 1 人，專業會員共 11 人，團體會員共 1 家，如

附件十，提請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 

1. 案由：預計降低 2014 臺灣保健食品會員大會廠商設攤費用。 

說明：往年廠商於年會設攤之費用為每攤 7000 元，本次 2014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年

會為提高廠商設攤意願，預計降低為每攤 5000 元，原設攤相關事項可見附件

八，提請同意。 

決議：同意將 2014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年會廠商設攤費用變更為每攤 5000 元。 

2.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與台灣檢驗與品保協會合作之事宜 

說明：有關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協助強化台灣檢驗與品保協會「檢驗與品保雜誌」學術

刊物內容，提請討論。 

決議：委請龔瑞林常務理事與蔡文城委員共同商議。 

八、散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簡介： 

本系成立於民國 46 年，現設有大學部分為食品科學組與

生物科技組各一班，並有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及博士班，師生總人數近 800 人，專業強項與特色在於

以教學水產資源有效利用之技術與理論，涵蓋培育食品產業

全面各領域之技術、研究、管理人才為宗旨，大學部之教學

以基礎養成教育與專業訓練為主，研究所之授課則以獨力研

發與邏輯思考為教學導向。 

大學部分為食品科學組與生物科技組，現有二位獲選為教育部農科領域的終身國家講座教授，分別

是蕭錫延講座教授與江善宗講座教授，並且已有四位教授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現有二十五位專精於

食品科學各個次領域的專任教師，就讀本系的同學大多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選擇本系或學院已有的學

程由淺入深學習，以培養未來繼續攻讀碩博士學位或直接就業的專業實力。開授之課程涵蓋食品科學、

食品加工學、食品營養學、食品工程學、生物科技學等五組的學習課程組合，亦可參與本校教育學程中

心的中學和小學教育學程。於畢業取得學士、碩博士學位後，不論繼續進行學術研究、到各級學校任職、

或選擇到食品產業服務，均可以有良好的發展成果。       (本系網址：http://www.fs.ntou.edu.tw/) 

與您分享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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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4年會員大會暨國際藻類與茶之保健研發研討會 

時    間： 2014 年 3 月 07 日 (星期五) 

地    點：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海洋廳/展示廳/第二演講廳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號) 

主辦單位：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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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9:30 報    到 工作人員 

09:30~09:40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江孟燦  理事長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09:40~10:10 

Dr. Kazuo Miyashita 

宮下和夫 教授 

北海道大學水產科學研究院 

Functionality and application of 

brown seaweed lipids 

江文章  教授 

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10:10~10:30 Coffee break /壁報論文展示 

10:30~11:00 

Dr. Teruo Kawada 

河田照雄 教授 

京都大學食品生物科學系 

Food and brown adipocytes: a 

strategy for the control of obesity 

張素瓊  特聘教授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11:00~12:00 會員大會 

12:00~13:20 Lunch time /壁報論文展示 (安麗餐會演講) 

13:20~13:50 

Dr. Yoshinori Fujimura 

藤村由紀 准教授 

九州大學尖端醫療研究中心 

The biological function of tea via 

EGCG receptor 

王進崑  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 

13:50~14:20 

Dr. Chih-Cheng Lin 

林志城 校長/教授 

元培科技大學生技製藥系 

茶的機能活性與多元應用 
蘇正德 教授 

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 

14:20~14:40 Coffee Break /壁報論文展示 

14:40~15:10 頒發壁報論文獎 (台灣生物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提供) 

15:10~15:40 

Kai-Wen Huang, MD, Ph.D. 

黃凱文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藍藻 Bpogen 在慢性肝病變之治療

潛力研究 

胡淼琳  特聘教授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

學系 

15:40~16:10 

Dr. Sanetaka Shirahata 

白畑實隆 教授 

九州大學系統生命科學府 

Anticancer activity of fucoidan 

extracts from seaweeds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潘崇良 教授 

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16:10~16:40 

Dr. Chang-Jer Wu 

吳彰哲 教授 

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藻類多醣萃取物在抗病毒感染之研

發 

龔瑞林 系主任 

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16:4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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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4年會員大會暨暨國際藻類與茶之保健研發研討會出席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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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抗老化保健學會 

通 訊 地 址  聯絡電話  

E-mail  用 餐 葷食 素食 不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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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師繼續教育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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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2 月 25 日前將出席費劃撥後存根暨出席回條傳真至: 02-24634203，若有問題請洽： 

     02-24622192 轉 5134 吳奕智 助教。 

一律採傳真報名(Fax: 02-2463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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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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文章名譽理事 榮獲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食品產學貢獻獎」，

受獎人簡介： 
A. 培育我國食品產業人才之具體貢獻事項： 

1. 江文章教授於 1978 年取得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後，隨即返國任教

於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36 年來從事食品科學與技術的教學

與研究工作，已指導碩、博士生 98 人 (其中碩士生 83 人，博士生 15

人)，參與研究的專任研究助理有 27 位，對培育我國食品科技和行政

管理的優秀人才貢獻卓著。 

2. 在指導過近百位學生中，現在仍活躍於食品產業界者，有 4 位博士 (陳克廉、吳宗沛、黃

博偉、林弘育) 和 45 位碩士 (其中丘宗屏、李昆鴻、范振家、蔡昭明、薛亦玲、蔡良正、

李俊龍、蔡至宏等 8 位已超過 15 年)。踏入學術研究單位作育英才者，有 8 位博士 (施

明智、黃士禮、郭靜娟、徐欣億、施純光、余嚴尊、夏詩閔、李明怡) 和 10 位碩士 (其中

朱中亮、張永和、邵貽沅等 3 位繼續出國取得博士學位)，這些學生也培育不少食品產業

人才。 

3. 江教授撰寫諸多食品相關科普教育書籍，曾多次前往中國大陸、日本和歐美專題演講，也

經常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舉辦穀類雜糧食品、保健食品及中醫食療與藥膳研討會，對推動

我國食品產業的發展竭盡心力、貢獻良多。 

B. 推動產學合作之具體貢獻事項： 

1. 江文章教授的研究主題是有關稻米、甘藷、冬瓜、蘿蔔、黃豆、綠豆、小米、薏仁等穀類

雜糧之理化特性、加工利用與產品研發。每年除向國科會、農委會和衛生署等申請研究計

畫外，亦積極推動產學合作計畫，學以致用，成效顯著。 

2. 36 年來總共執行 29 件產學合作 (含建教合作) 計畫，總經費約 4,000 萬元，主要是協助

食品廠商解決加工技術面和品質不良問題以及研發新產品，例如協助瓜瓜園公司開發各種

甘藷加工產品；輔導弘陽食品公司利用食品擠壓技術生產組織化蛋白 (素肉)，此系列產品

年營業額約二億元；輔導廣達食品公司以薏仁為主要原料製造「薏而康」和「薏而美」等

保健機能性食品。上述三家公司產品，均已行銷國內外將近 20 年，頗受好評。 

3. 江教授的研究成果技術移轉給食品業者的件數，已有四件，分別如下：(1)華元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利用穀類豆類製造速食粥湯類產品 (1997/01/10 至 2001/12/31)；(2)弘陽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含薏仁和山楂調節血脂保健食品製造技術 (2005/08/05 至 2010/08/04)；(3)東潤

水資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臺大清爽茶保健飲料配方及製造技術  (2008/07/10 至 

2013/07/10)；(4)喬本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薏仁麩皮萃取物應用於減輕乳癌患者放射線治療

引發之副作用 (技術買斷方式)，本案已於 2013 年 7 月簽約完成 (技轉金 3,000 萬元)，

技術移轉工作正進行中。 

 龔瑞林常務理事 榮獲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食品產學貢獻獎」，

受獎人簡介： 
A. 產業服務公眾事務： 

1. 自 1996 年參與北京「海峽兩岸首屆營養保健食品學術研討會」後，協

助成立保健食品學會及健康食品管理法草案，曾擔任秘書長、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等服務工作，特別重視兩岸產學交流，並曾於 2003 年率團赴

大陸深圳參加全球華人保健食品科技大會。 

2. 1999 年主導聯合宜蘭縣政府推動於壯圍鄉蔀後段成立海大蘭陽生物科技創新育成中心，宜

蘭縣政府投入 5 千萬元整地夯土。 

3. 鼓勵學生參與發表連續榮獲 3 屆白蘭氏百萬論文獎及多次學術發表會優秀論文獎，並落實

產學合作，近 20 年有實質輔導持續達 3 年以上的廠商約 48 家，目前有七項產品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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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市場表現亮眼，並有六家廠商衍生創設新事業單位或新公司。 

B. 開拓國際合作市場： 

1. 輔導群海科技公司 Sea Party Technology 自 2008 年起至今，規畫於馬來西亞沙勞越洲的 

Tanjung Manis Hala Hub (77,000 hectares) 設置 Taiwan Food Park 目的是做為向中東國家

輸出用的糧倉。事業規模涵蓋甚廣，食品相關主體為發展綠藻化生態漁業養殖、吳郭魚膠

原蛋白廠、及水產品冷凍加工廠之整廠輸出。 

2. 於 2012 年起受台商委託整合距北京 160 公里之河北省望都縣交通與農業資源優勢，主導

規畫成立國際食品生技產業園，總計 10 萬畝地 (初期面積有 3 千畝投入 4 億人民幣，

規劃給台灣廠商作為優先招商基地)。 

3. 協助推動中東市場及 Halal 認證產品之製造供需行銷，於 2012 年受邀赴卡達杜哈參與 

Inside Investor Forum Asia 投資會議。 

4. 聯合加拿大魁北克駐台代表處 (CTOT) 產業活動，體驗加拿大 (IEC) 及澳洲駐台辦事處 

(ACIO) 產業資源，協助廠商開拓雙邊市場、青年人力資源互動及促成國際間投資合作機

會。 

 潘子明名譽理事~台灣紅麴研究報告領先國際，榮登全球頂尖期刊 
從 2010 年至今，潘子明特聘教授

研究團隊，紅麴相關研究共發表 111 篇

論文，針對紅麴改善糖尿病功效，發表

了  13 篇論文，全部刊登於  SCI 期

刊。研究團隊先前探討紅麴發酵產物對

血液中血糖的調節作用，發現效果極

佳，其效果接近糖尿病患者常使用之藥物 pioglitazone。以胰島素抗體對胰臟中分泌胰島素之 β 

細胞進行免疫染色，發現糖尿病模式鼠因為病情未加以控制，體內氧化壓力及發炎反應大增，

導致 β 細胞被破壞，幾乎沒有胰島素外泌功能，餵食紅麴發酵產物則可改善 β 細胞被破壞情

形，維持胰島素分泌功能。為瞭解紅麴發酵產物中那些成分具有血糖調控功能，乃將由紅麴發

酵產物分離純化所得的 34 種純化合物進行功效確認，由發表於「食品與功能」雜誌之本論文

結果得知：紅麴發酵產物中黃色素 monascin 調節血糖效果極為良好。以糖化終產物處理小鼠 

22 周，誘導成為糖尿病模式老鼠後再給予小鼠葡萄糖，測試血糖並進行口服葡萄糖耐受性試

驗。結果血液中的葡萄糖濃度，monascin 處理組比誘導所得模式鼠更能減緩血糖上升，並促使

血糖值較快下降。胰島素耐受性試驗實驗結果顯示：小鼠給予胰島素後，與誘導所得模式鼠相

較，monascin 處理組能顯著降低血糖值，顯示 monascin 能促進小鼠的胰島素敏感程度，效果

極為顯著。抗氧化劑 NAC 於此實驗做為正對照組，效果仍不如 monascin 處理組。 

為確認純化合物對胰臟產生胰島素之影響，乃於小鼠犧牲後採集胰臟以組織切片免疫染色

法偵測胰島細胞中胰島素表現量，結果發現最終糖化產物處理之糖尿病模式老鼠會明顯抑制小

鼠胰臟中胰島素的表現量。Monascin 之處理能顯著回復胰島素表現量，且效果較正對照組更

佳。研究團隊與合作廠商晨暉生技公司密切配合，已具備紅麴發酵產物中各種生理活性成分之

分離及純化技術，亦釐清紅麴發酵產物中各項功效成分在細胞內的作用機轉與藥理作用，在科

學性的多方試驗下，提供充分的證據證實其功效。目前正進行紅麴發酵產物中 monascin 之藥

力動力學試驗，期待能以此優勢將紅麴及其數種功效成分開發為多效性之保健食品，甚或發展

為改善代謝症候群之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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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推能力鑑定有成，2百家企業認同！ 

11 月 19 日於集思交通部會議中心舉辦「經濟部工業局能力鑑定應用成果大

會」，由工業局局長偕同技職司司長、職訓局副局長、及產業代表主持點燈儀式

暨交流座談，展現共同促成產學無縫接軌的決心，共 150 人蒞會。  

 

 

 

 

 

 

 

 

 

 

 

 

左上圖：黑松張董事長 (左二 )代表保健食品廠商受頒能力鑑定認同識別標誌  

右上圖：台灣保健學會江理事長 (左二 )與工業局局長及產學代表進行點燈儀式  

左下圖：工業局局長、技職司司長、職訓局副局長與企業代表綜合交流  

右下圖：經濟部工業局能力鑑定成果長廊展示 (保健食品能力鑑定請見下二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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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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