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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新版網站”~已正式上線~歡迎瀏覽 

 

 

「2017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暨保健食品與高齡代謝平衡國際研討會」謹

訂於 2017 年 3 月 10 日 (星期五) 假靜宜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大會主題以保健食品

與高齡代謝為主。邀請日本、韓國及台灣多位學者進行精闢的演講，包括：台北榮總高

齡醫學中心陳主任亮恭醫師主講「Updates in Sarcopenia Management」、日本東京大學農

業與生命科學研究所、生物科技系所長佐藤隆一郎教授 (Ryuichiro Sato) 主講「Functions 

of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in skeletal muscle」、日本京都府立大學生命與環境科學研究

所亀井康富教授 (Yasutomi Kamei) 主講「Gene regulation in skeletal muscle function, 

atrophy and exercise」、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營養科學與食品管理系 Oran Kwon 教授主講

「Thrombosis and inflammation in aging」、日本香川大學細胞生理系徳田雅明教授 

(Masaaki Tokuda) 主講「Rare Sugars: Functional Sugar Substitutes to Prevent and Improve 

Metabolic Syndrome」、日本三得利研究事業所小野佳子博士  (Yoshiko Ono) 主講

「Anti-aging effects of sesamin through anti-oxidative and hepatoprotective activities」、日本

樂敦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Lekh R. Juneja 執行副總裁主講「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Anti-aging」及成功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蔡曜聲副教授主講「Vascular aging: what affects 

aortic elasticity and structural integr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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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hfs.com.tw/)，屆時歡迎您蒞臨指教並共襄盛舉！匯集國內、外保健食

品界優秀之產官學研共同發表研究成果，包括壁報論文與競賽等，相信會為所有與會者

帶來許多新的觀點與新知。本次大會設有「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傑出學術研究

暨技術開發獎」、「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後二獎項亦開放申請！敬祝身體健康，平安

喜樂！ 

理事長  張素瓊  

理事長的話 

中華民國一百 O 五年十二月 No. 3 

http://www.thf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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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5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五) 下午 5 時 00 分 

二、 地點：福華文教會館 (新生南路 3 段 30 號) - B1 交誼 B 廳 

三、 出席人員 

主  席：張素瓊 理事長                                        紀錄：劉宏文 

秘 書 長：詹吟菁 

副秘書長：胡淳怡 

名譽理事：江文章、江孟燦 

常務理事：王銘富、蘇正德、龔瑞林 

理  事：王繼中、吳昭雄、洪志駿、陳勁初、張菡馨、顏國欽、蘇東茂 

常務監事：謝明哲 

監  事：孫璐西、陳光地 

四、 主席致詞 

五、 報告事項： 

1.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6 年會員大會暨老化健康照護國際研討會，已於 2016 年 3 月

5 日實踐大學國際會議廳圓滿結束，感謝全體會員的支持與實踐大學的協助。 

2.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為提升台日國際產業交流，結合學術研究與產業研發之連結，特於

2016 年 9 月 10 日至 14 日辦理京阪神學術之旅，先於京都大學舉辦「台日保健食

品研討會」，另安排參訪 PFI 株式会社、月桂冠株式会社大昌紀念館及酒香房、三得

利研究事業所及不二製油株式会社阪南事業處，本次活動圓滿達成，並得到參與者熱

烈的回響。 

3.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與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及台灣大學食品安全中心共同舉辦專題

演講，由張理事長素瓊邀請國際食安專家羅揚銘博士，於 105 年 5 月 4 日假台灣大

學食品科技研究所一樓 101A 會議室舉辦座談會，座談主題:「食品、農業及人生的任

督二脈-國際食品與農業工作者的經驗分享」 

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與國立成功大學生科所共同舉辦專題演講，由張理事長素瓊邀請日

本中部大學 Je-Tae Woo 教授於 105 年 9 月 26 日假成功大學生物系館舉辦演講，演

講主題：「Natural compounds for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metabolic disorders: bone 

disorders, obesity and diabetes」 

5. 台美檢驗公司申請健康食品評估機構認定展延一案，已於本年 5 月 17 日由召集人蘇

常務理事正德帶領審查委員，至現場實地考核完畢，謝謝蘇常務理事正德。 

6. 本期會訊預計於 12 月中出刊，如有保健食品相關資訊，敬請提供刊載以豐富會訊內

容。 

7. 協辦事項： 

(一) 協辦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於 9 月 23 日假台大食科舉辦「兩岸食

品科技研討會」。 

(二) 協辦臺灣茶協會和臺灣創意經濟產業發展協進會於 2016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 日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2016 年亞太暨兩岸茶產業研討會 (APTE)」 

(三) 協辦台灣乳酸菌協會於 11 月 28 日舉辦第五屆亞洲乳酸菌學會聯盟國際研討會 

(AFSLAB Sym 2016)，會議主題為「乳酸菌未來之展望：研究與應用」。 

六、 討論事項： 

1. 案由：2017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之籌備與大會主題等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 2017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會議時間為 2017 年 3 月 10 日，主題為「保健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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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與高齡代謝平衡國際研討會」，擬委託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承辦，檢具大會

議程草案提供參考。(詳如附件一) 

(二) 推選各獎項褒獎委員會召集人及訂定申請截止日期等，下列為去年各獎項資訊供

參卓: 

1. 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 

召集人：顏國欽理事，截止日期：104 年 12 月 10 日 

2. 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 

召集人：詹吟菁秘書長，截止日期：104 年 12 月 18 日 

3. 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 

召集人：龔瑞林常務理事，截止日期：104 年 12 月 10 日 

(附件二：三獎項獎勵辦法供參) 

決議： 

(一) 大會議程更正顏國欽「榮譽講座教授」為「講座教授」；日本三多利公司演講者改

以三得利研究事業所發表演講，另特別聲明演講內容不得涉及公司產品之宣傳，

其餘照案通過。 

(二) 各獎項褒獎委員會召集人及訂定申請截止日期決議如下: 

1. 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 

召集人：江孟燦榮譽理事，截止日期：請於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上提出

人選 

2. 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 

召集人：詹吟菁秘書長，截止日期：105 年 12 月 12 日 

3. 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 

召集人：龔瑞林常務理事，截止日期：105 年 12 月 12 日 

2. 案由：修改「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參選辦法之文字敘述。 

說明： 

(一) 茲為齊一前述三獎項獎勵辦法之規定格式，爰修改「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參選

辦法之文字敘述，於實質內容未有變更。 

(二) 檢附原案及修正草案供參。(如附件二) 

決議： 

(一) 修改第二項第二點為「必須提出證明或說明該產品具製程、技術等項之創新創意，

且產品之開發屬自行研發或產學合作衍生之成果。已上市之產品必須是在符合良

好作業規範之食品工廠所生產。」 

(二) 刪除第二項第三點。 

(三) 增加第六項。 

(四) 刪減參選申請手續第 2 點之 (3) 部分文字。 

3. 案由：第十屆理監事選舉以通訊選舉方式進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確認本次以通訊選舉方式 (隔屆辦理) 進行，提請理監事會同意，並審核候選人登

記表。(詳如附件三) 

(二) 現任理監事提請同意留任加入第十屆理監事續選，秘書處將於 11 月初以 email

通知會員是否將加入第十屆理監事的選舉，並限期於 11 月 15 日前回覆，預計 

11 月底前完成選舉人及被選舉人名冊。 

(三) 提請討論理監事「通訊選舉」票務分工事宜。 

1. 選票製作、裝封、郵寄及回收:                         

2. 開票、監票人員:            、地點:台大食科所       。 

決議： 

(一) 第十屆理監事選舉以通訊選舉方式進行，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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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候選人登記表加列性別、出生日期、戶籍地址及學經歷，以利後續函報內政部。 

(三) 現任理監事同意留任者當場填具第十屆理監事候選人登記表送秘書處，其餘照案

通過。 

(四) 票務分工： 

1. 請秘書長辦理選票製作、裝封、郵寄及回收。 

2. 開票、監票人員為謝明哲監事、孫璐西監事及陳光地監事。 

3. 開票時間另訂定於 12 月 10 日以後，地點選在台大食科所之會議室。 

4. 案由：新會員申請入會案，提請審查。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專業會員共 7 人，團體會員共 4 家，贊助會員 1 人，學生會

員 1 人。(如附件四) 

決議：經審查後申請者均符合入會資格，照案通過。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九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5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二) 下午 5 時 00 分 

二、 地點：振芳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 1 段 116 號 7 樓會議室) 

三、 出席人員 

主  席：張素瓊 理事長                                        紀錄：劉宏文 

副秘書長：胡淳怡、邱慧芬 

名譽理事：江孟燦 

常務理事：王銘富、蘇正德、龔瑞林 

理  事：王繼中、吳昭雄、陳勁初、張菡馨 

常務監事：謝明哲 

監  事：孫璐西、陳光地、張壽昌 

四、 主席致詞 

五、 報告事項： 

1.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預計於 105 年 12 月上旬寄出第十屆理監事選票給有效會員，並於 

106 年 1 月上旬回收，預計於下次理監事會開票。 

2. 105 年度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人數共 800 名 (含專業會員 541 名、學生會員 104 

名、團體會員 90 家、贊助會員 65 人)，其中有效會員人數共 129 名(含專業會員 97

名、學生會員 3 名、團體會員 32 家、贊助會員 2 人)。 

3. 恭賀許理事輔榮任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主任。 

六、 討論事項： 

1.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十屆理監事選舉人名冊資格審核。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十屆理監事選舉人名冊與選票，提請審核。(如附件一) 

決議：為避免重複當選理事及監事，請第十屆理監事候選人李信昌教授擇一參選之 (李

信昌教授已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擇定理事一職參選之)，部分候選人資料更新

後，其餘照案通過。 

2.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7 年會員大會籌備進度及各工作組負責人及成員表。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7 年會員大會籌備進度及各工作組負責人及成員表，提

請討論。(如附件二) 

決議：工作組成員表確認各組學生人數，以利派員協助，其餘照案通過。另如有理監

事成員要加入工作小組，亦可告知秘書處將會持續更新工作組成員表。 

3.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7 年會員大會論文徵稿通知及報名表、大會手冊刊登廣

告與設攤回覆函、提供年會贈品回覆函、研討會議程及出席回條。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7 年會員大會網站上各類表格及資訊，提請討論。(如附

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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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年會各類表格統一改用研討會名稱 

(二) 廣告設攤光碟寄至靜宜大學，以利製作大會手冊 

(三) 論文徵稿中文範例換置其他範例 

(四) 研討會議程最後加註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及壁報獎獎金提供單位 

(五) 協辦單位加註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及財團法人台灣生物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 

其餘照案通過。 

4. 案由：新會員申請入會案，提請審查。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團體會員共 2 家。(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七、 臨時報告： 

1. 王理事繼中代表學會參加 105 年 11 月 28 日食藥署舉辦之「105 年度食藥署規劃之

食品業者實施一級品管自主管理之規劃與輔導」第五場次專家會議，報告與會情形，

代表產業界列席表明立場。 

2. 敬請理監事們定義「保健食品」名稱作為申請分業類別之依據。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7 年會員大會暨保健食品與高齡代謝平衡國際研討會 

時    間： 2017 年 3 月 10 日 (星期五) 

地    點： 靜宜大學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台灣抗老化保健學會、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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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財團法人台灣生物科技發

展教育基金會 

時間 Time 講員 Speakers 講題 Topics 主持人 Chairs 

09:00~09:20 報到 Registration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 
Nutri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09:20~09:30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Open Ceremony 

靜宜大學 唐傳義 校長 

President Chuan-Yi Tang, Providence University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張素瓊 理事長 

President Sue-Joan Chang, Health Food Society of Taiwan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詹恭巨 主任 

Chan, Kung-Chi  
Chair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od & 
Nutri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09:30~10:10 

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 

陳亮恭 主任醫師 

Liang-Kung Chen 
Center for Geriatrics and 

Gerontology,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Updates in Sarcopenia 
Management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張素瓊 理事長 

President Sue-Joan Chang,  
Health Food Society of Taiwan 

10:10~10:50 
Dr. Ryuichiro Sato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Graduate School of Agricultural 

Functions of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in skeletal 

與您分享點滴 

http://www.fn.pu.edu.tw/people/writing_journal.php?Sn=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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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if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日本東京大學) 

muscle 

10:50~11:10 Coffee Break 

11:10~11:50 

Dr. Yasutomi Kamei 
Graduate School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Kyoto 
Prefectural University, Japan 

（日本京都府立大學） 

  Gene regulation in 
skeletal muscle 

function, atrophy and 
exercise 

國立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江孟燦 教授 

Meng-Tsan Chi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11:50~12:30 

Dr. Oran Kwon 
Department of Nutritional 

Science and Food 
Management, Ewha Womans 

University, Korea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Thrombosis and 
inflammation in aging 

國立台灣大學 

食品科學研究所 

孫璐西名譽教授 

Lucy Sun Hwang 
Professor Emeritus, 

Institut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2:30~13:40 Lunch Break and Poster Viewing 

13:40~14:20 

Dr. Masaaki Tokuda 
Department of Cell Physiology, 

Kagawa University, Japan 

(日本香川大學) 

Rare Sugars: Functional 
Sugar Substitutes to 
Prevent and Improve 
Metabolic Syndrome  

國立台灣大學 

食品科學研究所 

江文章 名譽教授 

Wen-Chang Chiang 
Professor Emeritus, 

Institut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4:20~15:00 

Dr. Yoshiko Ono 
 Institute for Health Care 

Science, Suntory Wellness 
Limited, Japan 

（日本三得利研究事業所） 

Anti-aging effects of 
sesamin through 
anti-oxidative and 
hepatoprotective 

activities 

麥德凱生科股份有限公司 

洪志駿 博士 

Chih-Chun Hong 
CEO of Medgaea Life 

Sciences, Taiwan 

15:0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00 
Dr. Lekh R. Juneja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Rohto Pharmaceutical Co., Ltd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Anti-aging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顏國欽 講座教授 

Gow-Chin Yen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6:00~16:40 

國立成功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蔡曜聲  副教授 

Dr. Tsai, Yau-Sheng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Vascular aging: what 
affects aortic elasticity 

and structural integrity? 

台灣抗老化保健學會 

詹吟菁 理事長 

President Yin-Ching Chan 
Anti-Aging and Health Society 

of Taiwan 

16:40~17:00 

壁報論文獎頒獎 

閉幕式 

Closing Ceremony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張素瓊 理事長 

President Sue-Joan Chang, Health Food Society of Taiwan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37258150016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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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獎項資訊 

※「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褒獎辦法 

一、宗旨： 

本獎項之基金壹佰萬元由本學會首任秘書長蔡敬民教授所贈予成立。旨在表揚對我國健康

食品發展有重大貢獻者。 

二、遴選辦法： 

(ㄧ)凡積極從事保健食品研究、開發、政策、行政或推廣，而對我國保健食品之發展有特

殊貢獻者。 

(二)於年會前，由本學會理監事會中推舉 5-7 人組成遴選委員會進行遴選，並於年會前向理

監事會推舉。 

(三)對遴選委員會推舉之候選人經出席理監事會議之三分之二理監事通過，為該年度本獎

之得獎人。得獎人數以每年一人為原則。 

三、頒獎： 

(ㄧ)由本學會於年會中公開表揚，並頒發當選證書、獎牌及獎金。 

(二)獎金之金額以不超過上一年度本基金所產生利息之以萬元計的整數為原則，金額之多

寡由遴選委員會建議，理監事會決議之。 

四、本辦法經本學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表揚辦法 

ㄧ、主旨：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以下簡稱本學會) 為鼓勵我國從事保健食品之基礎研究或產品開發

人員，特設置本表揚辦法。 

二、申請條件： 

申請人必須為本學會專業會員滿一年 (以申請截止日期為準) 並積極參與學會活動，且其

工作地點主要是在國內者。 

三、申請辦法： 

申請人需提出學經歷等個人資料及在保健食品領域特殊或具體貢獻事蹟，申請「傑出學術

研究獎」者必須提出近 5 年有關保健食品之研究著作或成果﹔申請「傑出技術開發獎」

者必須提出近 5 年有關保健食品之開發成果 (附產品) 與說明，或專利等。 

四、評審辦法： 

由本學會理監事會決定申請日期，並設置「評審委員會」。由評審委員會審查資料，並向

本學會理監事會推薦得獎候選人，經理監事會通過後，為得獎人。每年傑出學術研究獎和

傑出技術開發獎得獎人數各以 1-3 名為原則，但得從缺。 

五、表揚辦法：由本學會於年會中公開頒贈獎狀和獎牌以玆獎勵。 

六、本辦法經本學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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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參選辦法 

ㄧ、主旨：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以下簡稱本會) 為鼓勵我國廠商自行研發品質優良、並具創意之「營

養保健食品」新產品，特設置本參選辦法。 

二、申請條件： 

申請者除必須為本會之團體會員滿一年 (以申請截止日期為準) 外，且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 必須為本國廠商 (須附公司或工廠登記證明)，且設置有研發和品保 (或品管) 部門 

(須附人員簡歷與設備簡介) 者。 

(一) 必須提出證明或說明該產品具營養保健之素材配方創新製程或生產技術，且產品之開
發屬自行研發或產學合作衍生之成果。已上市之產品必須是在符合良好作業規範之食
品工廠所生產。 

三、申請辦法： 

申請者應於本會理監事會決定之申請截止日期前提出申請，並提供產品之樣品和其成分、

原料或產品之相關研究文獻，證明或支持該產品具有一般學術界能認可之生理保健功效或

特殊之營養價值。請準備樣品及資料各十份提供審查。 

四、評審辦法： 

由本會理監事會推舉組成之評審委員會評審之。獲評審委員會認可且向本會理監事會推薦

並通過者，可獲本獎項。 

五、表揚辦法：本會於年會中頒發獎牌，公開表揚。廠商並得在「健康食品管理法」和相關法

規之規範下，對該產品進行宣傳。得獎單位獲頒獎牌乙面，並邀衛生主管機

關見證頒發獎項。 

六、本辦法經本學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台日保健食品研討會」(Taiwan-Japan Functional Food Conference) 

暨參觀保健食品工廠~學術之旅，圓滿成功！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為提升台日國際產業交流，並結合學術研究與產業研發之連結，特於

2016 年 9 月 10 日至 14 日以京都大學為據點，舉辦「台日保健食品研討會」(Taiwan-Japan 

Functional Food Conference)及保健食品/素材業界參訪活動。9 月 10 日啟程，抵達大阪關西

機場，9 月 11 日前往京都，參訪京都大學各項教學研究設施，並與河田教授研究團隊座談。9

月 12 日在京都大學宇治校區農學院舉辦研討會，分別由台日雙方各兩位演講者作精采精闢的

演說，演講者分別邀請學術界代表：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江孟燦教授及日本京都大學 Tsuyoshi 

Goto (後藤剛) 副教授，業界代表邀請台灣麥德凱生科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洪志駿博士及日本

三得利為 Takayuki Izumo(出雲貴幸)博士，(議程詳見附件)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用心安排台日

雙方各有產學演講者，即在希冀藉由學術界與產業界之間的對話與雙向交流，得以創造雙贏的

契機。 

9 月 12 日上午排定參訪 PFI 株式会社，該公司由金社長(京都大學博士畢業)親自率領其團

隊列隊歡迎參訪者的到來，藉由雙方成員自我介紹促進彼此背景的了解，而後透過工廠內部參

觀，並經由公司高階主管詳細的簡報，更了解PFI公司的產品內容與營運情況，PFI公司的GABA

在日本市佔率 80%以上，全球市佔率也在 80%以上。目前是日本「機能性表示食品」排名第

二的素材，排名第一的是 Fibersol-2。GABA 在日本的機能性表示素材功效包含改善血壓、減

少壓力、減輕疲勞、改善睡眠等。另 PFI 是一個以蛋做為研究起始的公司，有從蛋黃來的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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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黃粉 BonePep、有從蛋白來的 RunPep, 也有葉酸蛋等，一切的發想來自雞蛋能孕育出雞

和剛出生的小雞發育成茁壯的成雞。 是一個以研發技術為核心的上市公司，擁有許多專利，也

經常辦研討會和發表論文。會後金社長熱情邀請於該公司員工餐廳一同用餐，享受精簡但富有

人情味的饗宴。9 月 13 日上午排定至日本「月桂冠株式会社」月桂冠大昌紀念館及酒香房見學，

月桂冠大昌紀念館及酒香房坐落於京都伏見，為月桂冠株式會社營運的釀酒博物館，始建於

1909 年的酒窖改裝而成，並於 1982 年開放參觀。該館先對伏見的釀酒程序與日本酒的發展歷

程進行了淺顯易懂的介紹。除了釀酒程序的展示及釀酒工具、酒器之陳列，另有安排介紹月桂

冠創業以來歷史沿革的史料，館內重現深富當年酒窖的氛圍。由於京都大學河田教授畢業之學

生擔任釀酒部門主管，特安排一般人無法進入的釀酒區，向我們詳說不同米釀造成不同等級日

本酒之過程。參訪結束後，於紀念館大廳品嚐各式吟釀酒等美酒之風味。 

9 月 13 日下午參訪「三得利株式会社」三得利研究事業所，三得利成立於 1899 年，透過

不斷挑戰成為國際性、多面向發展的跨國企業，其不僅是日本企業，更是無國界的國際集團。

經由三得利健康研究所所長柴田浩志親自介紹及帶領參觀工廠內部，見識大食品企業研發部擁

有多台上億/千萬之高階儀器。接著，聽取健康研究所組員泰松曉及北原裕己對於該公司產品及

理念的簡報，了解該公司所研發之保健食品，係萃取天然素材，以科學方法分析人體和健康的

關聯性，進而以實驗證實人體的內在潛能得藉由三得利所研發的保健食品由內而外徹底發揮。 

9 月 14 日參觀「不二製油株式会社」阪南事業處，由不二製油京都大學大豆講座特任教授

廣塚元彥接待與解說，並搭乘公司巴士參觀園區內各個研發與製作部門。參加「台日保健食品

研討會」，本次會議共邀請分別來自台灣及日本著名大學的教授及業界代表。會議中透過專家演

說 ，藉此機會與專家學者進行交流，進而了解未來研究趨勢，並為彼此激盪出未來研究發展的

方向 。藉由工廠實地參訪、親身體驗日本最佳食品工廠由天然食品原料及品質控管、至產品的

研發與推廣，其接受挑戰與追求產品品質極致的製作流程，值得我國食品業者深思與學習。建

議政府主管機關、學者以及國內食品業者，應多把握實地考察產品開發的相關製程的機會，效

法學習國際性優良廠商，增進食品安全與品質維護的理念。 

 

京都大學研討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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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桂冠大倉紀念館見習  參觀不二製油株式会社阪南事業處 

 「根生台灣 深耕健康」白蘭氏健康博物館改裝重新開幕 

位於彰濱工業區的「白蘭氏健康博物館」成立迄今 13 年，為提升對於民眾的服務並展示

白蘭氏深耕在地的企圖心，「白蘭氏健康博物館」於 2016 年 6 月 7 日舉辦改館開幕儀式，持續

推動地方觀光與休閒樂活生活。 

強大研發後盾、唯一科學期刊證實功效 

台灣食益補為日本三得利集團(Suntory Group)旗下，新加坡食益補(太平洋)有限公司之子

公司，擁有日本、新加坡和台灣的跨國資源整合，食益補集團有非常穩固的研發團隊基礎，為

現代人的健康生活盡心盡力，所以每一瓶白蘭氏鷄精從生產到出廠，都經過超過 500 項品質管

制與檢驗，確保安全無虞，食益補公司至今也已為白蘭氏鷄精的科學研究投入 18 億新台幣，

更是唯一擁有超過 40 篇由國際頂尖大學科學家發表期刊，證實功效的鷄精品牌。 

唯一公開完整製程、嚴格品管眼見為憑 

「白蘭氏健康博物館」近年來以優質的觀光環境與服務備受肯定，獲得「優良觀光工廠」

及「國際亮點觀光工廠」雙重殊榮。館內除了完整呈現白蘭氏超過 180 年的歷史和品牌故事外，

是業界唯一勇於公開完整製程供民眾檢視的鷄精品牌。全新改館的「白蘭氏健康博物館」，讓民

眾體驗全台第一全景虛擬實境隧道，更有獨家智能互動裝置，提供遊客更優質的參訪經驗，以

寓教於樂的方式，讓每一位訪客對健康知識及身體保健有更多的認識，享受健康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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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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素瓊，劃撥帳號：

(申辦中，待取得帳號將立即公告周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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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236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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