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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十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 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三十日 (星期四)下午五點  

二、地點： 振芳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11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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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章、潘子明、張素瓊 

常務理事：王繼中、潘敏雄、顏國欽、蘇正德 

理事：王銘富、沈立言、吳昭雄、林松洲、洪志駿、曹翠英、徐慶琳、

陳勁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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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萬英群 

請假：王進崑、呂廷璋、陳億乘、孫璐西、方繼、江孟燦、江善宗、

翁家瑞、何元順 

 

五、主席致詞：致詞暨感謝第十屆張素瓊理事長以及潘敏雄秘書長並

頒發感謝狀。 

 

六、報告事項： 

1. 協辦中華自療法世界總會於 5 月 26 日舉辦「食品科學創新以功

能糖協助減糖研討會」，感謝吳彰哲祕書長、江文章榮譽理事及孫

璐西監事特別參與研討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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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提案討論 

1. 案由： 遞補理事缺額。 

   說明： 遞補理事缺額中，候補理事楊登傑與蘇南維票數相同，須

以抽籤之方式進行候補確認。 

   決議： 經抽籤由蘇南維擔任理事、楊登傑為副秘書長。 

2. 案由： 2020年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之籌備，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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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2020年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提請討論年會地點。 

   決議： 年會地點已確立在高雄科技大學舉辦。  

3. 案由：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8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108 年度各月份工作計畫規劃加以調

整。(如附件二) 

   決議： 照案通過。 

4. 案由： 委員會召集人說明與核備。 

   說明： 第十一屆理事長公告委員會召集人名冊，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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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名、團體會員共 0 家、學生

會員共 0名，如附件四。 

   決議： 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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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5-26 超級棒食品標示實務

教育訓練【基礎班】 

新北市勞工活動中

心 5樓 503、504教

室 

台灣食品技師

協會 

5月 26日 食品科技創新以功能

糖協助減糖研討會 

中華自療法世界總

會 

福華國際文教

會館 1樓 103

室 

6月 15日 國際食品安全專家解

析:從 FDA 與 GFSI 

稽核 10 大常見缺失

可以學到的經驗與智

慧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

技師協會 

台中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街道

糖小禮堂 

6月 28日 2019“藥食同源”論

壇 

國際傳統暨互補醫

學協會、中醫藥食

療健康產業產學聯

盟辦公室 

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

所四樓演講廳 

12月 5-8日 2019 台灣醫療科技展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

醫療產業策進會 

衛生福利部 

南港展覽館二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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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108年度工作計畫) 

一月 
1. 整理 108年度收支結算、整理會籍 

2. 年會論文摘要徵稿 

3. 召開年會各獎項審查會議 

4. 召開第十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月 
1. 大會手冊籌備 

2. 年會報名 

三月 
1. 舉辦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19 機能性食品改善代謝異常與老

化之國際研討會 

2. 召開第十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四月 
1. 季收支結算 

2. 寄發 2019年第一期會訊 

3. 召開第十屆第十次及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 

五月 
1. 接受有關機關委辦事項 

2. 召開第十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 

六月 1. 整理會籍 

七月 
1. 接受有關機關委辦事項 

2. 季收支結算 

八月 
1. 召開第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研討會籌辦會議 

2. 寄發 2019第二期會訊 

九月 1. 整理會籍 

十月 
1. 季收支結算 

2. 舉辦台灣保健食品學會與韓國食品協會之交流會 

十一月 1.整理會籍 

十二月 
1. 整理會籍 

2. 召開第十一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研討會籌辦會議 

3. 寄發 2019年第三期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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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 召集人：王進崑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 特聘教授 

副召集人： 

1. 翁家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生活服務產業系 教授兼副校長 

2. 郭家芬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3. 楊登傑 陽明大學食品安全及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所 教授 

4. 鄭光成 臺灣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5. 蔡碩文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助理教授 

 

兩岸學術交流委員會 召集人：潘敏雄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特聘教授 

副召集人： 

1. 王應然 成功大學醫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2. 何元順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特聘教授 

3. 黃步敏 成功大學醫學院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教授 

4. 張嘉哲 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教授 

5. 郭靜娟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副硏究員 

 

學術科技發展委員會 召集人：何元順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

系 特聘教授 

副召集人： 

1. 潘敏雄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特聘教授 

2. 王應然 成功大學醫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3. 徐慶琳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 教授 

4. 黃步敏 成功大學醫學院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教授 

5. 郭靜娟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副硏究員 

 

保健食療委員會 召集人：沈立言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特聘教授 

副召集人： 

1. 潘子明 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 名譽教授 

2. 陳光地 雙鶴集團勇健工業公司研發中心 所長 

3. 吳昭雄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4. 林松洲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退休教師 

5. 陳勁初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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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委員會 召集人：蘇南維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教授 

副召集人： 

1. 周志輝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終身特聘教授 

2. 潘敏雄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特聘教授 

3. 陳億乘 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教授 

4. 謝淑玲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 教授 

5. 陳與國 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副教授 

 

媒體出版委員會 召集人：張素瓊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特聘教授 

副召集人： 

1. 詹吟菁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特聘教授 

2. 張菡馨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 教授兼任系主任 

3. 殷儷容 高雄科技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 教授 

4. 丁俞文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助理教授 

5. 黃雅翌 立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公共關係委員會 召集人：吳昭雄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副召集人： 

1. 蔡文城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暨檢驗實驗室負責人 

2. 闕壯群 遠東藍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3. 陳光地 雙鶴集團勇健工業公司研發中心 所長 

4. 曹翠英 台灣綠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實驗室認證委員會 召集人：蘇正德 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 名譽教授 

副召集人： 

1. 王銘富 靜宜大學 講座教授 

2. 江孟燦 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教授 

3. 蘇南維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教授 

4. 呂廷璋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教授 

 

法規政策委員會 召集人：江文章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名譽教授. 

副召集人： 

1. 王繼中 統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2. 蘇正德 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 名譽教授 

3. 吳昭雄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4. 洪志駿 麥德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兼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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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合作委員會 召集人：陳億乘 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教授 

副召集人： 

1. 蘇東茂 濟生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2. 洪聲豪 一成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3. 彭詩純 振源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4. 萬英群 開元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技事業部暨檢測實驗室 協理 

5. 張元衍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教授 

 

會員服務委員會 召集人：徐慶琳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 教授 

副召集人： 

1. 蔡宗佑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2. 張元衍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教授 

3. 陳與國 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副教授 

4. 李俊霖 臺東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5. 羅翊禎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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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第十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會員入會名單 

編

號 
姓名 會員類別 服務單位 職稱 會員編碼 

1 洪聲豪 專業會員 一成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11P2-1 

2 謝昌衛 專業會員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 11P2-2 

3 周崇熙 專業會員 
國立臺灣大學 

獸醫專業學院 
教授 11P2-3 

4 林怡伶 專業會員 
國立臺灣大學 

動科系 
研究助理 11P2-4 

5 郭懿萱 專業會員 台灣三得利健益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專員 

營養師 
11P2-5 

6 許如涵 專業會員 台灣三得利健益股份有限公司 
專員 

藥師 
11P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