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News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新版網站”~已正式上線~歡迎瀏覽 

 

 

2016 年會員大會暨老

化健康照護國際研討會於 

2016 年 3 月 5 日 (星期

六) 假實踐大學國際會議廳

圓滿落幕。感謝理、監事

們共同策劃安排，實踐大

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

系全體師生協助，全體會

友熱情參與。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姜郁美署長於百忙中蒞臨致詞指導，實踐大學

謝孟雄董事長夫婦亦蒞臨致詞。更感謝許多企業廠商捐贈紀念品與設攤參展，讓會員滿

載而歸。本屆會員大會有來自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各國學者與會，共計展出 120 篇

學術壁報論文、37 家廠商熱情贊助與參與。本屆會員大會邀請日本東北大學宮澤陽夫

教授 (Teruo Miyazawa)、日本京都大學河田照雄教授 (Teruo Kawada)、日本信州大學樋

口京一教授 (Keiichi Higuchi)、韓國首爾大學 Eun Seong Hwang 教授、新加坡食益補太

平洋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員 Philip Tsang Fai 博士、國立成功大學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與

解剖學研究所郭余民教授、亞洲大學生物科技學系黃志揚特聘教授及成功大學張素瓊特

聘教授做專題演講，演講主題涵蓋老化過程細胞膜氧化、能量代謝、粒線體功能、認知

運動功能與肌肉流失等的照護，演講內容精闢，與會者受益良多。另外今年度得獎部分，

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得主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江孟燦教授；營養保健食

品創新獎得主有：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德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天義企業集團、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葡萄王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恭喜以上得獎者與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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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素瓊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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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九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4 年 8 月 28 日 (星期五) 下午 5 時 30 分 

二、 地點：春申食府-B1 百福廳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6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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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慧芬、胡淳怡 

名譽理事：江文章、江孟燦 

常務理事：王進崑、王銘富、龔瑞林 

理  事：王繼中、沈立言、林松洲、洪志駿、張菡馨、許 輔、陳勁初 

蘇東茂 

常務監事：謝明哲 

監  事：陳光地、張壽昌 

四、 主席致詞 

五、 報告事項： 

1. 學會官方網站已於 7 月正式上線：http://www.thfs.com.tw/，將作為學會公開資訊平台，

請多加利用。 

2. 協辦事項： 

(一) 協辦台灣農業化學會主辦本 104 年 6 月 30 日假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凝態

研究中心舉行之「新型植物保護劑的開發、應用與環境保護研討會」及「應用微

生物研討會」。 

(二) 協辦財團法人台灣食品保護協會主辦之本年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4 日假臺灣

大學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行之 2015 年營養及運動國際會議 (NAPA) 及本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7 日假同場地舉行第二屆傳統暨替代醫學與健康國際術會議 

(ICTCMH) 等兩場國際會議。 

3. 恭喜國立海洋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所) 成立食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學會很榮幸有

多位理監事均受龔常務理事瑞林之邀，於本年 6 月 26 日一同完成揭牌儀式。 

4. 本年 6 月會員通訊已完稿並公告官網與會員，特別謝謝編輯委員會殷召集人儷容。 

5.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申請健康食品評估機構認證展延，已於本年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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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屆秘書處已於本年 7 月 24 日發郵件 (第一階段) 通知會員於 8 月 31 日前繳

交 104 年度會費，如逾期尚未繳交，將進行第二階段郵寄紙本催繳通知，通知繳款過

程中如有不周之處，懇請多多包涵。期間若有接獲會員反應相關事宜，請協助轉學會

秘書處處理。 

7. 本學會與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下稱食工所 )共同主辦「保健食品專業人才能

力鑑定」，業務已由工業技術研究院完成轉移，考試庶務事宜由食工所負責。 

六、 討論事項： 

1. 案由：2016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之籌備，提請討論。 

說明：2016 年會員大會地點、時間與大會主題等相關事宜。 

決議：預定於 105 年 3 月 5 日 (星期六) 在實踐大學舉辦，主題暫訂為「樂齡族的

保健」。 

2. 案由：新增「保健食品張老師委員會」，提請同意。 

說明：本學會肩負保健食品教育與溝通之功能，經與部分理監事初步討論，建議成立

「保健食品張老師委員會」雙向溝通平台，以提供保健食品相關事宜諮詢。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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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由蘇正德老師擔任委員會召集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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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家，專業會員共 3 人，如附件一。 

決議：專業會員蔡立夫及陳辭修 2 人入會資格不符：非國內外大專院校以上，主修食

品、營養、醫學、藥學或護理等相關科、系、所畢業；團體會員順天本草股份

有限公司業於 94 年加入本學會，重複申請入會，將由秘書處進一步聯繫並協

助更正通訊資料；其餘申請者同意入會申請。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4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日) 上午 11 時 00 分 

二、 地點：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IEAT 會議中心九樓第二教室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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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子明、江孟燦 

常務理事：王進崑、王銘富、蘇正德、龔瑞林 

理  事：王繼中、沈立言、吳昭雄、林松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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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於 2016 年 4 月 1 日假台大第二活動中心國際會議廳辦理「骨關

節保健營養醫學研討會」，本學會為協辦單位，邀請各位理監事共襄盛舉，議程可參考

附件一。 

2. 協辦中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會於 105 年 7 月 21 日至同月 24 日假台北世貿中心

南港展覽館一館舉辦之「2016 年台灣生技月-生物科技展」。 

3. 已協辦事項： 

(一) 協辦 104 年 9 月 21 日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葉安義教授及台北醫學大

學藥學系假台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柏拉圖廳主辦之「奈米食品國際研討會」，恭喜

大會圓滿成功。 

(二) 協辦 104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五)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假靜宜大學方濟樓主

辦之「發酵保健食品素材功能性評估成果發表暨研討會」，恭喜大會圓滿成功。 

(三) 協辦財團法人台灣食品保護協會主辦 104 年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4 日假臺

灣大學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行之 2015 年「營養及運動國際會議 (NAPA)」及本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7 日假同場地舉行「第二屆傳統暨替代醫學與健康國

際術會議 (ICTCMH)」等兩場國際會議，感謝邱慧芬副秘書長代表本學會全程參

與，亦恭喜大會圓滿成功。 

(四) 協辦 104 年 11 月 20 日 (五) 台灣乳酸菌協會假國立台灣大學凝態科學物理學

館國際會議廳主辦之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2015 會員大會暨益生菌在臨床上

的運用」學術與產業應用研討會，恭喜大會圓滿成功。 

4. 104 年 12 月 4 日 (五) 台灣食品科技學會舉辦「第 45 次年會糧食安全系統新趨勢

研討會」，本學會致贈圓滿成功花籃一盆。 

5. 請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6 年會員大會暨老化健康照護國際研討會之褒獎委員會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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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報告。 

(一) 「2016 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由詹吟菁秘書長報告審查結果：經委員審慎

審閱及討論後，決議本屆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從缺。 

(二) 「2016 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由顏國欽理事報告審查結果：本屆保健食品發

展特殊貢獻獎由江孟燦教授獲得，主要獲獎原因為江教授多年來致力於保健食品

的研發與推廣，並積極協助相關單位推動保健食品相關考試與建立各項評估辦

法，對保健食品發展貢獻良多。 

(三) 「2016 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由龔瑞林常務理事報告審查結果：本屆營養保健食

品創新獎共有六家廠商提出申請，分別為: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德

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康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天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經審查後六家產品皆符

合創新獎理念與原則，因此本屆六家同時獲獎。 

6. 請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郭家芬教授，對「2016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

大會暨老化健康照護國際研討會」提出目前籌備狀況與進度報告。 

六、 討論事項： 

1. 案由：2016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徵稿、議程與報名表，提請同意。 

說明：2016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徵稿內容、議程與報名表，詳如附件二。 

決議：於報名表中文姓名下新增「英文姓名」欄及備註欄內新增「非學生會員之在學

學生 400 元」後，通過。 

2.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6 年會員大會分工，提請討論。 

說明：已初步擬具 2016 年會員大會分工表提供參考，詳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3. 案由：顏理事暨召集人國欽提修改「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褒獎辦法第二項遴選

辦法，提請同意。 

說明：刪除及新增「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褒獎辦法第二項遴選辦法第一點及第

二點部分文字，詳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4. 案由：詹秘書長暨召集人吟菁提修改「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表揚辦法，提請

同意。 

說明：刪除、修改及新增「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表揚辦法部分文字，詳如附

件五。 

決議：辦法內本會全修正為本學會後，通過。 

5.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5 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審查。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5 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六，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6.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5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5 年度各月份工作計畫規劃，詳如附件七。 

決議：將學術之旅修改至九月後，通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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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家，專業會員共 1 人，如附件八。 

決議：經審查後申請者均符合入會資格，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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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九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5 年 2 月 18 日 (星期四) 下午 6 時 00 分 

二、 地點：乾坤庭餐廳 (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 3 段 106 巷 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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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孟燦 

常務理事：王進崑、王銘富、蘇正德、龔瑞林 

理  事：王繼中、沈立言、林松洲、洪志駿、許 輔、陳勁初、張菡馨 

顏國欽 

監  事：孫璐西、陳光地、張壽昌 

四、 主席致詞 

五、 討論事項： 

1.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4 年度收支決算表，提請審查。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4 年度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2.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4 年度現金出納表，提請審查。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4 年度現金出納表如附件二，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3.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4 年度基金收支表，提請審查。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4 年度基金收支表如附件三，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4. 案由：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4 年度資產負債表，提請審查。 

說明：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4 年度資產負債表如附件四，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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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團體會員共 1 家，學生會員共 7 人，如附

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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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與台灣抗老化保健學會 2016 年會員大會暨老化健康照護

國際研討會 

時    間： 2016 年 3 月 5 日 (星期六) 

地    點： 實踐大學國際會議廳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Shih Chien University) 

主辦單位：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靜宜大學 

協辦單位：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台灣抗老化保健學會、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時間 講員 講題 主持人 

08:30~09:00 Registration, 報到 

實踐大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Shih Chien University 

09:00~09:10 

Opening Ceremony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食藥署 姜郁美 署長 

Director Yu-Mei Chiang,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實踐大學 謝孟雄 董事長 

Dr. Milton Shieh, Board Chair of Shih Chien University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張素瓊 理事長 

President Sue-Joan Chang, Health Food Society of Taiwan 

實踐大學 

郭家芬主任 

Fannie Kuo 

Professor & Chair, Dept. of Food 

Science, Nutrition, and 

Nutraceutical Biotechnology. Shih 

Chien University 

09:10~09:50 

Dr. Teruo Miyazawa 

Food and Biodynamic Chemistry 

Laboratory,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日本東北大學) 

  
Oxidative challenge on 

membrane lipids in huma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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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0~10:30 

Dr. Teruo Kawada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Function of 

Food,  

Kyoto University, Japan 

(日本京都大學) 

Age-related obesity and energy 

metabolism of adipose tissue 

江孟燦  教授 

Professor Meng-Tsan Chiang 

10:30~10:50 Coffee Break 

10:50~11:30 

Dr. Keiichi Higuchi  

Department of Aging Biology, 

Shinshu University, Japan 

（日本信州大学） 

Aging and anti-aging studies 

using Senescence-Accelerated 

Mouse (SAM) 

國立台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江文章  名譽教授 

Wen-Chang Chiang 

Professor Emeritus, Institut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1:30~12:10 

Dr. Eun Seong Hwang 

Dept of Life Science, 

University of Seoul 

South Korea 

 (韓國首爾大學) 

Nicotinamide-induced cellular 

longevity: an effect mediated by 

mitochondria quality 

enhancement 

國立台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孫璐西 名譽教授 

Lucy Sun Hwang 

Professor Emeritus, Institut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2:10~13:30 Lunch Break and Poster Viewing,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 

13:30~14:10 

Dr. Philip Tsang Fai 

Senior Principal Scientist, Cerebos 

Pacific Limited, 

Singapore 

Essence of chicken in 

improvement of metabolism and 

cardiovascular support to 

cogni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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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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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50 

Dr. Yu-Min Kuo 

De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and 

Anatom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國立成功大學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

與解剖學研究所 

郭余民 教授 

Exercise protects aging brain: 

lessons from mice 

運動對抗大腦老化: 

小鼠的研究 

台灣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潘子明 名譽教授 

Tzu-Ming Pan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Biochem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4:50~15:20 Coffee Break, 台灣抗老化保健學會會員大會 

15:20~16:00 

Dr. Chih-Yang Huang,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sia University, 

Taiwan 

 亞洲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黃志揚 特聘教授 

Mechanisms of resveratrol 

improve exercise benefited 

effects in elderly rat hearts: Role 

of p-FOXO3 on longevity SIRT1 

and IGF-I survival signaling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 

王銘富  特聘教授 

Ming-Fu W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od and 

Nutri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16:00~16:30 

Sue -Joan Ch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張素瓊 特聘教授 

Metabolic disorders of aging in 

senescence-accelerated mouse: 

Roles of bioactive na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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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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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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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時前將壁報張貼完畢，下午 4 時可將壁報取下。 

(3) 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附有杯蓋的杯子。 

(4) 國際會議廳內禁止飲食，飲料和食物請置放於廳外特別規劃區域。 

 

~ 2016 年會員大會暨老化健康照護國際研討會－活動花絮剪影 ~ 
 

2016 會員大會暨研討會會場內花絮：http://www.thfs.com.tw/products_detail.php?id=9&g=3 

2016 會員大會暨研討會會場外花絮：http://www.thfs.com.tw/products_detail.php?id=10&g=3 

 

   

   

 

http://www.thfs.com.tw/products_detail.php?id=9&g=3
http://www.thfs.com.tw/products_detail.php?id=10&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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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熱情參與與贊助，2016 年會員大會暨研討會圓滿落幕 

大會手冊刊登廣告廠商名錄 

廠         商 頁         次 

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 

麥德凱生科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裡頁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裡頁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內頁 

統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內頁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內頁 

台灣綠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內頁 

安麗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內頁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 內頁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內頁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內頁 

天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內頁 

康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內頁 
 

設攤參展廠商名錄(依廠商筆畫順序排列) 

廠         商 攤位數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1組 

台灣咚咚強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組 

台灣德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組 

仁美科技有限公司 1組 

杏輝藥品工業(股)公司 1組 

麥德凱生科股份有限公司 1組 

統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組 
 

贈品贊助廠商名錄(依廠商筆畫順序排列) 

廠         商 贈品名稱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三多葉黃素複方膠囊 10 粒/盒、三多綜合消化

酵素膠囊 10 粒/盒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精美手提側背袋 

台灣第一生化科技(股)公司 Frescafina Finest 嘉紛娜 100%康果多酚葡萄汁 

台灣綠藻工業(股)公司 綠寶翡翠酥 

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冰釀烏龍茶、冷萃綠茶 

安麗日用品 (股)有限公司 
紐崔萊搖搖杯(附安麗公司提袋)、紐崔萊深海

鮭魚油膠囊(附安麗公司提袋)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金車奧利多碳酸飲料 

美商瑪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Snickers 巧克力、Twix 巧克力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膳纖熟飯健康多穀飯、膳纖熟飯健康雙麥飯 

馬來西亞商食益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白蘭氏雞精 

統一企業 茶裏王 

統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纖維&膠原粉包(盒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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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藻紅素觸控原子筆(含 DM+PP 袋)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 
玻璃瓶 100mL 櫻桃姬明亮精華飲、FIN 健康補

給飲料隨身包(盒) 

義美食品 
烘堅果系列南瓜子、烘堅果系列黑豆、烘堅果

系列黃豆、義美榛果亞麻仁餅乾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愛之味分解茶 

臺灣德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紫錐花寶貝護體飲 10 mL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貝特、面膜 

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生技植物 DHA 藻油膠囊試用包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卡迪那 95℃薯條鹽味、萬歲全天然什穀堅果飲

核桃雙芝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Q10 漱立淨漱口水、超美力櫻花枸杞面膜 2 片 

雙鶴集團勇健工業(股)公司 
雙鶴極品靈芝薄荷口含錠、雙鶴極品靈芝橘子

口含錠、雙鶴綠芝保健牙膏 
 

贊助國外講員廠商名錄 

廠         商 贊助講員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京都大學 Professor Teruo Kawada 

馬來西亞商食益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新加坡 Dr. Philip Tsang Fai 

 

贊助餐會廠商名錄 

廠         商 晚宴 

台灣綠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 3 月 3 日國外講員餐會 

馬來西亞商食益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105 年 3 月 5 日大會晚宴 

 

贊助壁報論文競賽得獎獎金名錄 

名         稱 

台灣生物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 
 

致贈花禮名錄 

名         稱 數量 

台灣營養學會理事長 王果行暨全體會員 2 

MARS Inc., Taiwan Branch 1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 

嘉義縣長 張花冠 1 

綠霖生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子建 2 

台灣食品技師協會 理事長 鄭揚凱 2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理事長 吳明昌 2 

台美檢驗 蔡文城 1 

嘉義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翁聰賢 1 

中華穀類食工所 董事長 景虎士 所長施坤河 2 

中化健康生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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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從教育著手~海大食品科學系「食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成立 

為推動國內食品安全教育，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於 6 月 26 日(五)上午 11:00 舉行揭牌儀式，

成立「食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 Institute of Food Risk Education for Safety and Health (愛鮮

iFRESH)」。揭牌典禮在食品科學系一樓演講廳舉行，邀請衛福部部長蔣丙煌、漁業署副署長黃

鴻燕、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理事長暨考試院委員張素瓊、臺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理事長孫寶年、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方繼、臺灣國際生命科學會張月櫻秘書長、臺北醫學大學講座教授

謝明哲、中華穀類食品研究所所長施坤河、臺灣綠藻葉錦熙董事長、台灣麥當勞公司林麗文副

總裁、統園企業王繼中董事長等產官學界代表揭牌與會，共同為提升臺灣食品安全教育做見證。

希望透過媒體教育推廣的方式，擴大民眾對於食品安全的認知，並落實深植在日常生活中。 

衛福部部長蔣丙煌表示，食安問題需要全民一起來參與，尤其學術界的投入更為重要，除

食品檢驗外，海洋大學成立這個「iFRESH」，主要扮演風險溝通角色，讓民眾了解食品安全真

正涵義，了解那些問題需要擔心，那些問題不需要擔憂。期許海大食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的

成立對於臺灣食品安全的問題有更大幫助。食品科學系主任龔瑞林表示，「民以食為天，食以安

為先」，這只是消費大眾對於食品的基本要求，然而食品安全絕對不是光靠嚴格檢驗出來的，它

還需要正確的教育與資訊溝通來落實。希望透過「食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扮演食品科技多

媒體資訊化平台，推動食安教育，讓社會大眾都能吃得安心。除重視食安問題外，食品產業鏈

的風險管理議題也需要關注，同時也要思考如何幫助忙碌的現代國民享有食品保健營養的正面

功能。未來計畫將相關知識影片數位化，透過網路串流等多媒體技術，以科普平易的方式，讓

民眾了解食品的真相，吃得更健康。為了推廣食安教育，海大特別斥資添購設備，整修原有食

品工廠，成立「實習夢工廠」，除了原有罐頭加工、團膳廚房、發酵食品製備等食品加工區之外，

還新設品評室、烘培加工區、創新加工區、學生實習創業區及特色產品展示區，未來將朝觀光

食品工廠發展，並藉以提升全民食品安全的觀念。 

 

    

    

與您分享點滴 

http://www.cgprd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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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第一次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能力鑑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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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松 90 週年》台灣飲料界首條「無菌碳酸/非碳酸多功能寶特瓶生產線」

黑松公司創造產業新標準 推出差異化優質飲品 

黑松公司深耕台灣 90 年，在飲料的專業領域不斷創新及提升品質，並不惜鉅資投入逾二

十二億元資金，耗時三年，於中壢廠區興建具環保創新價值的綠建築廠房-「黑松製造三場」，

並在 4 月 14 日舉辦落成典禮，同時也首次公開「無菌碳酸/非碳酸多功能寶特瓶生產線」，生產

效率可增進到一分鐘 600 瓶，並節省約 30%的包材使用量，大幅提高包材輕量化的成效。 

此生產線擁有製造差異化且具創新力的飲品技術，可將牛奶、乳酸、果汁等素材加進碳酸

或是非碳酸產品中，是國內唯一無需後段殺菌即可生產含果纖/果泥、營養源不被破壞、含高營

養價值的飲品。不僅推出顛覆消費者想像、自然、優質的新型態碳酸飲料「Hi-plus 乳酸氣泡飲」、

「Hi-plus 蘋果乳酸氣泡飲」，更透過多功能萃取設備與 Aroma 回填技術，於 2015 年推出香醇

濃烈且口感豐富的韋恩咖啡 CAN210 系列－「韋恩特濃黑咖啡」、「韋恩深焙拿鐵」以及「韋恩

抹茶奶咖」。未來黑松將積極持續研發、創新、生產各類高優質商品，為台灣飲料市場再創新局！ 

          

 
 
 

           
 

 

 

 祥瑞舞獅為黑松公司張斌堂董事長 (左)、張建章副總經理 (右) 於

「黑松製造三場」前獻上象徵好運旺來與好彩頭的鳳梨、菜頭。 

  

 「無菌碳酸 /非碳酸多功能寶特瓶生產線」

打破碳酸飲料的侷限，創造出既健康又富有

高營養價值的新型態碳酸飲料。  

 黑松公司全新落成的中

壢製造三場外觀  

 黑松公司推出顛覆消費者想像、自然、優質

的新型態碳酸飲料「Hi-plus 乳酸氣泡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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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德凱生科十年有成~共創產學健康產業合作新里程碑 

麥德凱生科成立於 2005

年，十年來致力於保健食品與

醫療器材等臨床前試驗服務，

是國內少數專精於臨床前動物

實 驗 的 委 託 研 究 機 構

（CRO）。今年 7 月 22 日假臺

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十周年

紀念暨 CRO 專題演講」。除歡

慶生日外，麥德凱更展望未來

健康產業發展趨勢，與學研單

位聯合發表專題演說。日本及

中國大陸的合作夥伴也特地來台，與各界學者專家及同業先進一同共襄盛舉，場面隆重熱鬧，

吸引許多投資者及業界相關人士的關注。 

銳變 CRO 生技產業發展的幕後推手 

在一系列慶祝活動中，麥德凱生科創辦人兼總經理洪志駿首先說明，麥德凱以生技產業加

值服務概念，超脫一般臨床前動物試驗 CRO 角色的市場定位，並講述 CRO 與生技產業發展的

互動概況，為專題演講揭開序幕。緊接著，由事業開發部主任杜思宏分享高階醫療器材加速檢

測的實務經驗，透過串連產、官、學、研、醫界資源平台，加速產品開發上市，幫助臺灣醫療

器材在國際市場激烈競爭下嶄露頭角並發光發熱。 

產學結盟  深化運動與加齡產業研發能量 

因應運動營養與高齡化社會逐漸成為全球性重要議題，麥德凱已積極加入高雄醫學大學「運

動與生技產品產學技術聯盟」，並與靜宜大學合作設立「國際加齡產業研究發展中心」共構實驗

室，深化運動與加齡產業市場研發能量。演說中，由聯盟副執行長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研究

所副教授黃啟彰介紹多年來在運動營養領域的研究成果，運用各類天然食材或既有營養補充

品，搭配運動訓練或體能挑戰，探討其對運動表現的增補效果或抗疲勞和能量儲存等生理活性

之影響。加齡中心主任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教授王銘富，則分享透過多年研究延緩老化和提

升學習記憶力之經驗，針對高齡人口的種種健康照護關鍵問題進行整合，希望透過國際加齡產

業研究發展中心的成立，集結臺灣銀髮產業之標竿企業與學術力量，共創臺灣加齡產業市場持

續發展。 

穩站 CRO 加值服務地位  開拓健康產業市場新視野 

回顧過往，洪志駿表示，建立完善管理與執行制度的行政團隊，以及陣容堅強的試驗主持

人與實驗夥伴都是感謝的對象。未來五年，麥德凱計劃更加充實試驗服務與研發授權能量，將

過去累積的臨床前試驗及產品研發經驗，與紮實的學術研究結合後導入市場，積極提升國內健

康產業的產品研發速率，共創高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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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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人：張素瓊 編輯委員會召集人：殷儷容 

發行所：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傳真：02-82366114 

電 話：02-82366023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 號轉 

E-mail：taiwanhealthfood@gmail.com 創刊：88 年 4 月 

郵政劃撥戶名：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張素瓊 郵政劃撥帳號：5033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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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德凱生科成立於2005年，十年來致力於保健食品與醫療器材等臨床前試驗服務，是國內少數專精於臨床前動物實驗的委託研究機構（CRO）。今年7月22日假臺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十周年紀念暨CRO專題演講」。除歡慶生日外，麥德凱更展望未來健康產業發展趨勢，與學研單位聯合發表專題演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合作夥伴也特地來台，與各界學者專家及同業先進一同共襄盛舉，場面隆重熱鬧，吸引許多投資者及業界相關人士的關注。
	在一系列慶祝活動中，麥德凱生科創辦人兼總經理洪志駿首先說明，麥德凱以生技產業加值服務概念，超脫一般臨床前動物試驗CRO角色的市場定位，並講述CRO與生技產業發展的互動概況，為專題演講揭開序幕。緊接著，由事業開發部主任杜思宏分享高階醫療器材加速檢測的實務經驗，透過串連產、官、學、研、醫界資源平台，加速產品開發上市，幫助臺灣醫療器材在國際市場激烈競爭下嶄露頭角並發光發熱。
	因應運動營養與高齡化社會逐漸成為全球性重要議題，麥德凱已積極加入高雄醫學大學「運動與生技產品產學技術聯盟」，並與靜宜大學合作設立「國際加齡產業研究發展中心」共構實驗室，深化運動與加齡產業市場研發能量。演說中，由聯盟副執行長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副教授黃啟彰介紹多年來在運動營養領域的研究成果，運用各類天然食材或既有營養補充品，搭配運動訓練或體能挑戰，探討其對運動表現的增補效果或抗疲勞和能量儲存等生理活性之影響。加齡中心主任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教授王銘富，則分享透過多年研究延緩老化和提升學習記憶力...
	回顧過往，洪志駿表示，建立完善管理與執行制度的行政團隊，以及陣容堅強的試驗主持人與實驗夥伴都是感謝的對象。未來五年，麥德凱計劃更加充實試驗服務與研發授權能量，將過去累積的臨床前試驗及產品研發經驗，與紮實的學術研究結合後導入市場，積極提升國內健康產業的產品研發速率，共創高市場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