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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 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二十日 (星期二)下午五點三十分  

二、地點： 台灣綠藻公司會議室(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71號 5樓) 

三、主席： 龔瑞林 理事長                      紀錄：陳伯瑞 

四、出席人員： 

理事長：龔瑞林 

名譽理事：張素瓊 

常務理事：王繼中、潘敏雄、蘇正德 

理事：王進崑、沈立言、呂廷璋、吳昭雄、林松洲、曹翠英、徐慶琳、

陳億乘、蘇南維 

監事：謝明哲、陳光地、張壽昌 

秘書長：吳彰哲 

副秘書長：張元衍、楊登傑 

年會籌備委員：謝淑玲、賴慶紓 

請假：孫璐西、方繼、江文章、江孟燦、江善宗、潘子明、顏國欽、

王銘富、洪志駿、陳勁初、翁家瑞 

 

五、主席致詞：感謝台灣綠藻公司多年以來的支持，並提供此次會議

場地。 

 

六、報告事項： 

1. 「得供食品原料使用之中藥材品項」(草案)及管理原則第 3 次座

談會內容經過分享。 

2. TFDA預計將於 8月底預告「研析建立我國保健營養食品 GMP指

引」(草案)。 

3. 食品相關活動資訊已由電子信箱轉發，請會員們查收，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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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案討論 

1. 案由： 2020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之籌備，提請討論。 

   說明： 2020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之主題、時間、議程、

講者、籌備進度及各工作組負責人和成員表，提請討論，

如附件二。 

   決議： 主題方向確定為「新素材、新功效、新技術、新市場」，時

間是 2020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講者部分為四位外國學

者及兩位台灣學者，其餘照案通過。國外講者請王進崑理

事協助提共邀請講員名單，國內講者請王繼中常務理事及

陳億乘理事協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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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名、團體會員共 6 家、學生

會員共 0名，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 

1. 案由：清查會員繳費情況，並處理多年未繳會費之狀況。 

   說明：整理會員名冊發現諸多會員有未繳費之情況，請理監事共

同討論解決之方案。 

   決議：本會共討出解決之方案為多年未繳費會員，若補繳前一年

之會費即可恢復會員身分。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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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地點 

10月 5日(六) 

08:30~17:00 

TTQAS 2019 創新

食品(保健食品)的 

開發及衛生安全檢

驗論壇 

 TTQAS 社團法人

台灣檢驗及品保學

會 

臺灣大學凝態

科學暨物理學

館 R204 國際

會議廳 

(台北市羅斯福

路四段一號) 

10月 26日(六) 中興食生系年系友

會百周年慶餐會 

中興大學食生系 中興大學 

11月 15-16日

(五、六) 

中華實驗動物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中華實驗動物學會  

11月 26-28日

(二-四)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ood 

Safety and Health 

2019 

FSAH2019 台中金典酒店

13樓 

(403台中市西

區健行路 1049

號) 

12月 1-5日 

(日-五)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od 

Factors(ICoFF2019) 

and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n 

Nutraceuticals and 

Functional Foods 

(ISNFF2019). 

ICoFF/ISNFF Kobe 

Convention 

Center 

12月 20日(五) 20周年研討會-保

健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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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0 保健食品研討會 

主題： 

時間：2020 年 3月 20日(五) 

地點：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南梓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 

時間 Time 講者 speakers 講題 Topics 主持人 Chairs 

09:00-09:20 報到 Registration 

09:20-9:40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Open Ceremony 

9:40-10:20 第一位講者 

10:20-10:40 Coffee Break & Poster Viewing 

10:40-11:20 第二位講者 

11:20-12:00 第三位講者 

12:00-14:00 Lunch Break & Poster Viewing 

2019台灣保健學會 會員大會 

14:00-14:40 第四位講者 

14:40-15:00 Coffee Break & Poster Viewing 

15:00-15:40 第五位講者 

15:40-16:20 第六位講者 

16:20-16:40 提名中 2020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三獎*得獎人 

16:40-17:00 壁報論文獎頒獎 

Award Ceremony 

閉幕式 

Closing Ceremony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龔瑞林 理事長 

Zwe-Ling Kong, President, Health 

Food Society of Taiwan 

 

*三獎分別為「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及「保健

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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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進度工作表 

日期 工作事項 

2019.08 規劃研討會主題與大會議程 

2019.09 召開第一次聯合籌備會議 

邀請講者 

協調場地&準備活動計畫書 

申請研討會經費 

2019.10 召開第二次聯合籌備會議 

會議細項確認及工作安排 

2019.12 召開第三次聯合籌備會議 

會議細項確認及工作安排 

2020.01 摘要審查 

編輯大會手冊 

安排壁報展示會場 

寄發接收邀請函 

2020.02 印製大會手冊 

召開第四次聯合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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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細項工作重點 

2019-2020年工作重點 

8月 1. 場地確定 

2. 會議主題規劃  

3. 講者名單寄送網路邀請函 

9月 1. 籌備小組分工 

2. 主持人名單寄送網路邀請函 

3. 科技部申請補助作業 

10月 1. 主持人及講者名單確定 

2. 協辦暨贊助單位寄送網路邀請函 

11月 1. 講者議題確認 

2. 學術相關議程排定、論文投稿等 

3. 規劃貴賓機票及住宿 

12月 1. 主講者聯繫並確認行程 

2. 各項工作內容追蹤 

1月 1. 各項工作內容追蹤 

2. 招商執行 

2月 1. 主講者聯繫及確認行程 

2. 現場硬體需求規劃 

3. 現場布置規劃完成 

4. 論文審查通知 

5. 大會手冊印製 

6. 工作人員培訓 

7. 各項工作內容追蹤 

3月 1. 會場前置作業布置 

2. 主持人及講者最後確認 

3. 會場布置物確認 

4. 結案報告 

5. 收支結算表整理-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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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委員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 

籌備委員 姓名 職稱 工作計畫與執掌 

總主持人 龔瑞林 
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

系 教授 

大會活動計畫構想與指

導。 

副主持人 吳彰哲 
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

系 特聘教授 

協助大會活動計畫進行與

指導。 

執行秘書 

楊登傑 
陽明大學食品安全及健

康風險評估研究所 教授 

負責大會活動計畫之執

行。 

張元衍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微

生物暨免疫學科 教授 
負責協助大會活動執行。 

翁家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生活

服務產業系 教授兼副校

長 

負責研討會之執行。 

委員 

(招待組) 

林家民 
國立高雄海洋大學水產

食品科學系 副教授 研討會主持人與講員之接

待與交通、投影片檔案收

集。 謝淑玲 
國立高雄海洋大學水產

食品科學系 教授 

委員 

(壁報組) 

翁家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生活

服務產業系 教授兼副校

長 
壁報摘要投稿、壁報論文

獎之委員聯繫與評獎事

宜。 
楊登傑 

陽明大學食品安全及健

康風險評估研究所 教授 

委員 

(學術組) 

何元順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

暨生物技術學系 特聘教

授 
研討會主持人與講員之邀

請與聯繫負責；議程及研

討會專輯之編排，各種獎

項審查會議由各獎項召集

人負責。 

潘敏雄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

所 特聘教授 

徐慶琳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 

教授 

委員 

(報到組) 
吳彰哲 

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

系 特聘教授 

製作大會手冊、會前大會

議程與報名表寄發、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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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淑玲 
國立高雄海洋大學水產

食品科學系 教授 

作業及與會者名牌製作、

報到資料之準備（袋內含

大會手冊、研討會專輯、

餐卷與紀念品卷、繳費收

據）、現場簽到作業、主動

協助與會者各項需求、下

午 4:30 發放紀念品。設立

會費繳交處。由謝淑玲(招

呼工讀生)負責。 

賴慶紓 
國立高雄海洋大學水產

食品科學系 副教授 

委員 

(會場組) 

謝淑玲 
國立高雄海洋大學水產

食品科學系 教授 

大會與論文壁報場看板與

標示之設置與佈置、音響

與播放設備之準備與使用

人之訓練、撤場與拍照由

謝淑玲和賴慶紓老師負

責。 

賴慶紓 
國立高雄海洋大學水產

食品科學系 副教授 

委員 

(公關組) 

陳億乘 
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

學系 教授 

接洽贊助廠商、廣告及產

品展示。由陳億乘、詹吟

菁、吳昭雄與蘇東茂與闕

壯群負責。 

詹吟菁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特聘教授 

吳昭雄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理 

蘇東茂 
濟生醫藥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闕壯群 
遠東藍藻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長 

委員 

(餐飲組) 
謝淑玲 

國立高雄海洋大學水產

食品科學系 教授 

負責午餐(含餐券之印製)、

上、下午及中場休息時之

點心與會場全天飲料之供

應。由謝淑玲負責。 

 

獎項主任委員會 

1. 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王繼中 常務理事負責。 

2. 傑出學術研究獎：王進崑 理事負責。 

3. 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蘇正德 常務理事負責。 

三獎參選截止日為 2020/12/2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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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第十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會員入會名單 

 

一、專業會員入會名單 

編號 姓名 會員類別 服務單位 職稱 
會員編

碼 

1 葉靜華 專業會員 
大葉大學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 
副教授 11P3-1 

2 鄭鈺女 專業會員 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代表 11P3-2 

3 林詠凱 專業會員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產學聯盟 
營運長 11P3-3 

4 呂韶旻 專業會員 揚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員 11P3-4 

5 宋祖瑩 專業會員 
大葉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 11P3-5 

6 張文昌 專業會員 
國立嘉義大學 

食品科學系 
助理教授 11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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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體會員入會名單 

 

 

 

編

號 
團體名稱 會員類別 業務項目 

會員編

碼 

1 

寶家健康管理

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團體會員 原生益菌 Tcell-1 11G3-1 

2 
碩英生醫股份

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 

保健食品生產 

生物技術服務 
11G3-2 

3 
生合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 

高濃縮乳酸菌、乳酸菌產品 ODM、

OEM、酸奶粉、畜牧用益生菌生產

銷售 

11G3-3 

4 
旺霖製藥工業

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 

中藥、保健食品、健康食品生產銷

售 
11G3-4 

5 
長行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 保健食品自有品牌行銷 11G3-5 

6 
思耐得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 功能營養補充食品、特殊營養食品 11G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