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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十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一、時間： 民國一百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下午五點半 

二、地點： 圓山飯店聯誼會西餐廳  

(10461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四段一號) 

三、主席： 龔瑞林 理事長                      紀錄：黃玲玲 

四、出席人員： 

理事長：龔瑞林 

名譽理事： 潘子明、江文章、江孟燦、張素瓊 

常務理事：王銘富、吳昭雄、陳勁初 

理事： 翁家瑞、林松洲、王進崑、潘敏雄、黃崇雄、陳億乘、徐慶

琳、曹翠英、沈立言、呂廷璋、楊登傑、蔡宗佑、王繼中、洪

志駿、蔡文城、顏國欽 

常務監事：蘇南維 

監事：謝昌衛、張元衍、楊建洲、郭星君、關宇翔 

秘書長：吳彰哲 

副秘書長：沈賜川、楊乃成、陳彥任、陳泰源、萬英群 

請假：江善宗、孫璐西、蘇正德、闕俊瑋、謝明哲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1. 保健食品相關活動資訊由電子信箱轉發，請會員們查收，如附件一。 

 

2. 本學會「2022 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年會暨保健機能性素材科技與

市場國際研討會」，謹訂於 111 年 3 月 11 日(五) 假 「中山醫學大

學」舉行，恭請理監事及委員蒞臨參加，欲報名者請通知 秘書處，

由秘書處統一報名、製作貴賓名牌，理監事及委員享有年會報名費免

費之優待，另歡迎利用年會當天繳交 111 年學會會費，收據將於當

場開立，敬請妥善保管，謝謝。年會議程詳如附件二，請中山醫學大

學報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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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案討論 

1.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10 年度收支決算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10 年度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三，提請 

論。 

決議： 照案通過 

2.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10 年度現金出納表，提請審查。 

説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10 年度現金出納表如附件四，提請

討論。 

決議： 照案通過 

3.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10 年度基金收支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10 年度基金收支表如附件五，提請討

論。 

決議： 照案通過 

4.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10 年度資產負債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10 年度資產負債表如附件六，提請討 

論。 

 決議： 照案通過 

5.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10 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審查。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10 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七，提請討 

論。 

 決議： 照案通過 

6.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11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事宜。 

 說明：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111 年度各月份工作計畫規畫，詳如附 

件八。 

決議： 照案通過 

7. 案由：臺灣保健食品學會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傑出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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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暨技術開發獎、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得獎名單提請審 

查。照案通過 

   說明：各項獎項，業經各獎項審查委員會通過下列推荐名單，提 

請討論。 

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得獎人：(召集人 吳昭雄常務理事) 

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得獎人：(召集人 蔡宗佑理事) 

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得獎廠商：(召集人 蘇正德 常務理事) 

保健食品機能素材開發研究獎得獎團隊：(召集人 蘇南維常務監

事) 

決議： 

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得獎人：王銘富 教授 

傑出學術研究暨技術開發獎得獎人：鄭光成 教授、張元衍 教授 

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得獎廠商：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益生康普紅茶)、大自然生技素材有限公司

(Gogo 味暢元高麗菜精萃粉、Klever 綠燕麥康普茶)、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Hi-Q 鱸魚精、Hi-Q 藻衡糖專利平衡配方膠囊)、天義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特適體 DENSITY)、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關鍵錠 PLUS、金盞花葉

黃素 EX+膠囊)、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光泉富維他牛乳)、安先知股份有

限公司(帥老公香酥海鰻)、艾康明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艾力康科技燕窩

靈光飲)、威暢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最逍爽快-綜合諾麗莓果飲)、思耐得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補體素倍力腫瘤癌症適用 (均衡營養) 即飲配方食品)、庫雷

斯國際事業有限公司(QRIOUS 奇瑞斯紫錐菊萃飲)、健康力(股)公司(葉黃素 

(金盞花萃取物) QQ 凍)、捷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捷康滴雞精)、善笙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殿粉樂膠囊)、葡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小悅光飲)、葡萄王

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葡眾猴頭菇菌絲體膠囊)、精準聯醫股份有限公司(SP-

NMN 超前體-植萃膜衣錠)、台灣德瑞特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全方位媽媽好

補精、紫錐花寶貝護體凍、薑黃傳說膠囊)、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關

速能捷 EX、攝得順南瓜籽膠囊)、諾貝兒寶貝股份有限公司(諾寶活力加鋅

補養液)、豐成生技有限公司(口腔益生菌草本口含錠)、豐蓉國際有限公司

(歐蕾夢黑檸檬茶沖泡包)、蘭亭生物科技(股)公司(蘭亭 LT-3) 

保健食品機能素材開發研究獎得獎團隊：3/3 進行初賽，3/16 進

行決賽後選出得獎團隊。 

8. 案由：有關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辦法，請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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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遴選辦法第(二)點不完整，沒有設召集人及“遴選”意思不明 

(由本學會理監事中推舉 5-7 人組成遴選委員進行遴選) ，

如果修改成為理事長擔任召集人，常務理事擔任遴選委員

來推舉，理監事聯席會出席之 3分之 2以上選出一人即可。

如附件九。 

決議：討論未達共識，下次理監事會再作討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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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團體會員共 8 家、學 

會員共 18 名、贊助會員共 2 名，如附件十。 

  決議： 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第十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第 5 頁，共 20 頁 
 

附件一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地點 

03 月 19 日(星期六) 創新與新產品開發管

理演練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

技師協會 

三重勞工中心 701 教室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

一段 9 號) 

3 月 5、6、12、13 日

(星期六、日)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

練課程基礎班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

技師協會 

臺北醫學大學(台北市信

義區吳興街 250 號) 

4 月 9、10、16、17 日

(星期六、日)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

練課程進階班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

技師協會 

臺北醫學大學(台北市信

義區吳興街 250 號) 

2 月 24，25 日；3 月

3，4 日(星期四、五) 

HACCP 基礎班 60A

研習班 

台灣優良食品培訓

中心 

TQF 協會(臺北市中正區

重慶南路二段 75 號 6 

樓) 

3 月 10、11、17、18 日

(星期四、五) 

HACCP 進階班 60B

研習班 

台灣優良食品培訓

中心 

TQF 協會(臺北市中正區

重慶南路二段 75 號 6 

樓) 

04 月 21，22 日(星期

四、五) 

食品安全監測暨源頭

管理-農藥殘留快篩訓

練課程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

技師協會 

吾酶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臺中市霧峰區中正

路 131 號後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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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2 年保健食品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期：3 月 11 日 (星期五) 09:00 - 17:00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 誠愛樓 9 樓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臺灣保健食品學會、中山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科學學系、教育部「高教

深耕計畫」、教育部「精準健康產業跨領域人才培育計畫」食品創新

教學推動中心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福利部、行政院教育部、經濟部工業局 

協辦單位：中華食品添加物協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經濟部生

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臺灣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臺灣水產學會、

臺灣生物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臺灣抗老化保健學會、臺灣食品科學

技術學會、臺灣台復新創學會、臺灣國際生命科學會、臺灣優良食品

(TQF)發展協會、臺灣食品技師協會、臺灣數位健康產業發展協會、

臺灣數位醫療整合發展協會 

時間 Time 講者 speakers 講題 Topics 主持人 Chairs 

09:00-09:20 報到 Registration 

09:20-09:40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Open Ceremony 

09:40-10:20 

愛媛大學大學院 

農學研究科 

菅原卓也 教授 

Takuya Sugahara 

Professor, 

The United Graduate School of 

Agriculture Sciences, 

Ehime University 

日本大型海藻原料與加值之

現況與趨勢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張素瓊 特聘教授 

Sue-Joan Ch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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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11:20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詹淑婷 博士 

Shu-Ting Chan 

Doctor, 

TCI CO., LTD. 

高含量三胜肽膠原蛋白之產

品開發 

國立臺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陳億乘 教授 

Yi-Chen 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 Taiwan University 

11:20-12:00 

葡萄王生物科技研究所 

李宗儒 博士 

Tsung-Ju Li 

Doctor, 

液態發酵樟芝菌絲體萃取活

性化合物之肝臟保護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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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e King Bi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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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台灣保健學會 會員大會 

14:00-14:40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系 

李俊霖 教授 

Chun-Lin Le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以深層海水結合微生物發酵

技術開發高功能性深層海水

保健產品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龍潭園區分公司 

陳勁初 總經理 

Chin-Chu Chen 

President, 

Grape King Bio LTD., 

Longtan Science Park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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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15:40 

考納斯理工大學 

食品科學技術系 

Rimantas Venskutoni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Kaunas Technology University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ioactives from berries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王進崑 教授 

Chin-Kun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15:40-16:20 

宇宏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許天益 技術長 

Tian-Yi Shiu 

CTO, 

Yuhome 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 

創新材料-鍶鹽 （檸檬酸鍶

Strontium Citrate) 對骨骼的

特殊機轉及其臨床應用 

16:20-16:30 

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鄭光成 教授 

Kuan Chen Che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22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傑出學術研究獎得獎人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吳彰哲 秘書長 

Chang-Jer Wu, 

 Secretary-general,  

Health Food Society of 

Taiwan 

16:30-16:40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張元衍 教授 

Yuan-Yen Chang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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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Medicine,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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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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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進度工作表 

 
8 9 10 11 12 1 2 3 

場地確定 
        

 

會議主題規劃 

        

  

主持人及講者名單確定 
        

  

申請研討會補助款經費 
        

  

講者議題確認 
        

   

邀請函設計發放 
        

   

學術相關議程排定、論文投稿 
        

   

規劃貴賓機票及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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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聯繫並確認行程 
        

   

招商執行 
        

  

大會手冊印製 
        

   

工作人員培訓 
        

  

會場布置物確認 
        

  

會場前置作業布置 
        

 

結案報告 
        

 

收支結算表整理-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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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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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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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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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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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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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台 灣 保 健 食 品 學 會 

111年度工作計畫 

 

一月 

1. 整理一百一十年度收支結算 

2. 整理會籍 

3. 年會論文摘要徵稿  

二月 

1. 大會手冊籌備 

2. 召開年會各獎項審查會議 

3. 年會論文摘要徵稿 

4. 召開第十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三月 
1. 舉辦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22年保健食品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2. 召開第十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四月 1. 季收支結算  

五月 1. 接受有關機關委辦事項 

六月 
1. 整理會籍 

2. 召開第十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七月 
1. 接受有關機關委辦事項 

2. 季收支結算 

八月 1. 整理會籍 

九月 1. 召開第十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研討會籌備會議 

十月 1. 季收支結算 

十一月 1. 整理會籍 

十二月 
1. 整理會籍 

2. 召開第十二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研討會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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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保健食品發展特殊貢獻獎」褒獎辦法 

(民國九十年五月八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一百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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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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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第十二屆第五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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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志雄 專業會員 國泰綜合醫院麻醉科 主任 12P5-1 

2 王惠民 專業會員 國立中興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 教授 12P5-2 

3 謝秋蘭 專業會員 彰化師範大學生物學系 教授 12P5-3 

4 侯智耀 專業會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副教授 12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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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力股份有限

公司 
團體會員 保健食品開發及銷售 12G5-1 

2 
諾貝兒寶貝股份

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 

銷售藥品,保健食品,婦嬰用品,醫療

器材之連鎖通路 
12G5-2 

3 
豐蓉國際有限公

司 
團體會員 黑蒜頭、黑檸檬批發零售 12G5-3 

4 
台超萃取洗淨機

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 

超臨界/超音波 萃取設備製造銷

售、萃取代工服務、製程整廠設備

規劃 

12G5-4 

5 
威暢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 
團體會員 生物技術服務業、研究發展服務業 12G5-5 



第十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第 19 頁，共 20 頁 
 

 

三、學生會員入會名單 

編號 姓名 會員類別 服務單位 職稱 會員編碼 

1 郭馥嘉 學生 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 學士 12S5-1 

2 戴姵坦 學生 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 博士 12S5-2 

3 顏家羚 學生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學士 12S5-3 

4 陳昱廷 學生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學士 12S5-4 

5 黃長義 學生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

科學研究所 
博士 12S5-5 

6 洪浚祥 學生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碩士 12S5-6 

7 周新宸 學生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碩士 12S5-7 

8 曹捷晰 學生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碩士 12S5-8 

9 曾吉祥 學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碩士 12S5-9 

10 蔡沛璇 學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碩士 12S5-10 

11 林猶權 學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碩士 12S5-11 

6 
達易特基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 

其他未分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其

他化妝品批發及零售 

12G5-6 

7 
耀威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 保健食品、保養品 12G5-7 

8 
艾康明生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 

技能營養保健食品、美容化妝保養

品、預防醫學、生物科技 
12G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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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魏恩予 學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碩士 12S5-12 

13 王玠鈞 學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碩士 12S5-13 

14 陳姿尹 學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學士 12S5-14 

15 余品萱 學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碩士 12S5-15 

16 黃玲玲 學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碩士 12S5-16 

17 蔡欣妤 學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碩士 12S5-17 

18 黃瓏 學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學士 12S5-18 

 

四、贊助會員入會名單 

編號 姓名 會員類別 服務單位 職稱 會員編碼 

1 賴東興 贊助會員 盛美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12P5-5 

2 吳佩玲 贊助會員 美天健股份有限公司  12P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