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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十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 民國一百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下午五點半 

二、地點： 圓桌鐵板燒 涮涮鍋 (台北市光復南路 552號地下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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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素瓊 江善宗 

常務理事：王銘富、蘇正德、吳昭雄、陳勁初 

理事：王進崑、王繼中、沈立言、呂廷璋、林松洲、徐慶琳、洪志駿、

曹翠英、翁家瑞、陳億乘、黃崇雄、楊登傑、顏國欽、蔡文城 

常務監事：蘇南維 

監事：張元衍、郭星君、楊建洲、闕俊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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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佑、潘敏雄、孫璐西、謝昌衛、謝明哲 

 

五、主席致詞：感謝三多士公司多年以來的支持，並安排此次會議及

會後餐敘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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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提案討論 

1. 案由： 2022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之籌備，提請討論。 

   說明：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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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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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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團體會員共 4 家，如附

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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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02日(四) 2021 大健康產業-農業

生技與農產機能應用

研討會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

研究院 

台北南港展覽館 1館 402

會議室(臺北市南港區經

貿二路 1號) 

12 月 10日(五) 2021後疫情時代益生

菌之創新研發研討會 

台灣乳酸菌協會 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暨

物理學館 204室國際會

議廳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

福路 4段 1號) 

2月 18日(五) 2022 年 提升品管檢

驗室完善運作實務暨

台美能力試驗說明會 

TTQAS 社團法人

台灣檢驗及品保學

會 

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

研究中心暨物理館 二樓 

R204 國際會議廳(臺北市

羅斯福路 4段 1號) 

2月 19日(六) 食品標示精進班-散裝

食品應標示事項篇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

技師協會 

五股勞工中心 402教室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

9號) 

2月 20日(日) 食品標示精進班-宣傳

廣告之禁止事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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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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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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保健機能性素材科技與市場國際研討會 

時間：3/11 (五) 09:00 - 17:00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科學學系/營養學系  

主辦單位：臺灣保健食品學會、中山醫學大學、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指導單位: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工業局 

協辦單位：中華食品添加物協會、中華敏通快樂農場發展協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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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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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pe King Bi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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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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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16:40 提名中 
2022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傑出學術研究獎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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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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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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程－第 8 頁，共 15頁 
 

論文審查委員姓名服務機關與職稱 

 

1. 議程議事委員會 

 姓名 服務機關 職稱 

1. 吳彰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特聘教授 

2. 張元衍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教授 

3. 楊乃成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 副教授 

 

2.論文編輯委員會 

 姓名 服務機關 職稱 

1. 吳彰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特聘教授 

2. 沈賜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營養科學學位學程 教授 

3. 陳泰源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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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22年會員大會論文徵稿通知 

本學會 2022 年會員大會訂於 111 年 3 月 11 日 

(星期五) 假台灣保健食品年會-中山醫學大學隆重舉

行。本屆大會論文發表均以壁報展示方式進行，敬請

會友踴躍參與，為大會增添光彩。學術論文發表摘要

規則如附件所示。請將論文徵稿報名表與論文摘要，

使用下方 QR code 進行問卷填寫，參加壁報論文發表

主要作者必須向大會報名註冊，否則不予受理。 

論文摘要截止日期為 111年 01月 28日，逾期不

予受理。 

QR code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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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壁報論文發表注意事項 

◆ 歡迎並邀請各位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提出學術論文摘要於

2022年會中發表。 

◆ 本次論文發表方式採壁報展示，主題與保健食品相關之論文均

歡迎。在校生（學生會員）應取得指導教授簽名，方予受理。 

◆ 請參考上頁之格式並使用 Word書寫論文摘要。摘要可以中文或

英文書寫。中字請使用標楷體，英字請使用 Times New 

Roman。標題 14字 內文 12字 

◆ 摘要請整合成一段，內容包括：研究目的、材料與方法、結

果、結論，並提供五個以下之關鍵語 (key words)。 

◆ 參加壁報論文發表主要作者必須向大會報名註冊，論文摘要才

會被刊登。 

◆ 作者二位以上時，請在負責報告者姓名下方畫一黑線，服務機

關名稱請用全名。參加壁報論文發表主要作者必須向大會報名

註冊，否則不予受理。 

◆ 本學會委員保有論文編組與摘要文字修正之權力。 

◆ 每一壁報論文使用空間為寬 80公分 x長 120公分(直式)，請依

照編號黏貼於壁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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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作者於 111 年 3 月 11 日 (星期五) 上午 10時前完成壁報論

文張貼，並於中午 12:00至 13:30於壁報前解說。請於下午 4時

自行拆除壁報論文，並將場地恢復原狀。 

 

截止日期為 111年 01月 28日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 02-2462-2192轉分機 5137，黃玲玲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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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模板： 

探討半葉馬尾藻萃取物對第二型登革病毒感染之保護效果 

卓筱錚 1, 詹伊琳 2, 吳彰哲 1, * 

1.台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2.中國文化大學生命科學系 

登革熱 (dengue fever) 是一種由病媒蚊帶原登革病毒 (dengue virus, DENV) 

叮咬人類所引起的傳染病，全球每年超過五千萬人感染登革熱，患者會出現出血

甚至死亡。文獻指出褐藻具有抗病毒、抗發炎、提高免疫力等生理活性。因此，

本研究主旨為評估半葉馬尾藻 (Sargassum hemiphyllum) 萃取物對第二型登革病

毒  (DENV2) 感染之保護效果。將半葉馬尾藻進行熱水萃取  (Sargassum 

hemiphyllum hot water extract, SHw) 與乙醇萃取 (Sargassum hemiphyllum ethonal 

extract, SHe)，其產率分別為 22% 和 0.61%，經 HPLC 與 fucoidan from Fucus 

vesiculosus (Sigma, USA) 比對分析得知 SHw 成分中含有 53.1% 褐藻醣膠。在

病毒斑抑制試驗中，SHw (1 mg/mL) 與 SHe (30 μg/mL) 兩組別皆有效地減少病

毒斑形成。此外，從細胞內 DENV2 NS5 表現量變化得知，半葉馬尾藻萃取物具

有與病毒結合之能力，抑或是保護細胞的效果，進而減少細胞感染的程度。動物

實驗的部分，以 DENV2 顱內感染九日齡 C3H/HeN 乳鼠，結果顯示半葉馬尾藻

萃取物於 DENV2 攻毒前與之混合能有效提升至少 57 % 之存活率。另外，於 

C3H/HeN 乳鼠顱內感染 DENV2 前五天開始餵食半葉馬尾藻萃取物，結果發現 

SHw 組別、Fucoidan 組別與 SHe 組別分別有提升 33 %、16.7 % 以及 40 % 之

存活率，並且皆有減緩血小板低落的現象與調節體內免疫細胞之傳遞訊號。綜合

上述結果，推測半葉馬尾藻萃取物具有對抗第二型登革病毒之潛力。 

 

關鍵字：登革熱病毒, 登革熱, 半葉馬尾藻, 水萃取物, 乙醇萃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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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模板：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argassum hemiphyllum extract on dengue 

virus type II infection 

Hsiao-Cheng Cho1, Yi-Lin Chan2, Chang-Jer Wu1,* 

1.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Keelung, Taiwan 

2.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Dengue virus (DENV) is a mosquito-borne pathogen that infects over 50 million 

people every year worldwide, causing hemorrhage and even mortality. Several 

bioactivities have been described for brown seaweed, including antiviral activities, anti-

inflammatory properties and enhancement of immune response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ssess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argassum hemiphyllum extract 

on dengue virus type II (DENV2) infection. The yield of Sargassum hemiphyllum hot 

water (SHw) extract and Sargassum hemiphyllum ethonal (SHe) extract are 22% and 

0.61% by dry weight respectively. Fucoidan is the high proportion (53.1%) component 

of SHw extract by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analysis. In 

plaque assay, both SHw extract (1 mg/mL) and SHe extract (30 μg/mL)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plaque formation. 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of DENV2 NS5 

expressed gene of infectious BHK-21 cells indicates Sargassum hemiphyllum extract 

can combine with DENV2 and inhibit infection and replication. In vivo, nine-day-old 

C3H/HeN suckling mice are injected intracranially (i.c.) with DENV2 as an animal 

model. Nine-day-old C3H/HeN suckling mice inoculated with mixture of DENV2 and 

Sargassum hemiphyllum extract can elevate to survival rate of 57%. We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oral administration of SHw extract, fucoidan and SHe extract can 

elevate to survival rate of 33%, 16.7% and 40% respectively, and promote improving 

thrombocytopenia and regulating immunity response.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Sargassum hemiphyllum extract can against DENV2 infect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Key words: Dengue virus, Dengue fever, Sargassum hemiphyllum, water extract, 

ethonal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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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第十二屆第四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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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信堂 專業會員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安全研究所 助理教授 12P4-1 

2 江哲均 專業會員 匹塔有限公司 營養師 12P4-2 

3 沈芷誼 專業會員 
韋鎮實業有限公司 

(保健食品原料商) 

營養保健

業務專員 
12P4-3 

4 許力川 專業會員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

心 
組長 12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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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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諾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 

專業生產高規格、高濃度 EPA、

DHA魚油 
12G4-1 

2 
捷康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 冷凍調理食品、常溫食品、罐頭 12G4-2 

3 

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放射

實驗室 

團體會員 

放射性核種分析、人員劑量評定

服務、全員計測評定服務、輻射

儀器校修服務、輻射防護偵測/訓

練 

12G4-3 

4 
家樂易國際有

限公司 
團體會員 

靈芝系列商品，機能性原料及系

列商品開發銷售 
12G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