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保健營養食品法規管理現況暨國際市場商機研討會】

受近年來消費者預防保健意識抬頭及COVID-19疫情影響，帶動保健營養食品在世界各國的
需求持續增加並已蔚為風潮。本次研討會邀集專家學者介紹我國健康食品查驗登記法規暨
常見缺失說明，及分享日本、東協之機能性保健營養食品管理機制、產業商機及國際新趨
勢等資訊，提供與會業者產品開發及切入國際市場之參考，以期有助於提升我國食品生技
產業產值及競爭力。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台灣保健營養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ITIS研究團隊

台灣植物新藥研發聯盟、台越經濟文化教育發展協會

時間地點

 日期：111年3月31日（星期四）

 時間：09:00~16:20（08:30開始報到）

 地點：民生科技服務大樓1樓101會議室(台北市民生東路四段133號)

 費用：1200元/人

 聯繫：劉紹祥 (02) 7700-3800 Ext. 5282；liu.shawn@dcb.org.tw

《提醒》為落實防疫措施，入場前須配合量測體溫及酒精消毒，且請自備口罩並全程佩戴，謝謝配
合！

報名方式
• 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Wk758y QR Code：

• 因應實名制報名，請報名者務必確實填寫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
課程僅限報名學員本人參與

• 填妥線上報名表單並提供繳費相關資訊（轉帳號碼／匯款單位、聯絡人、聯絡電話、學員姓
名），將寄發確認信函，若未收到，請來電洽詢

• 繳費：
• 填妥線上報名表單且完成繳費者，始完成報名手續
• 課程費用包含教材講義及午餐
• 轉帳／匯款帳號：

戶名：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銀行：兆豐銀行南台北分行
轉帳銀行代碼：017（兆豐銀行）
銀行匯款代號：0170309
銀行帳號：030-09-00613-6

＊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師資、場地調整／變更之權利；若有任何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說明、修改之

退費須知：

 如課程日期遭逢不可抗力因素致場地所在地停止上班，將延期該次課程，學院會另行通知授課

日期，若因時程變更致無法參與者，可全額退費

 申請退費時，請提供銀行帳戶存摺影本，未能配合者恕無法退費

mailto:liu.shawn@dcb.org.tw
https://reurl.cc/Wk758y


課程

＊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師資、場地調整／變更之權利；若有任何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說明、修改之

Time Topic Speaker

3月31日（四）上午

08:30－09:00 報到

09:00－09:15 開幕致詞

09:15－10:05 健康食品查驗登記法規暨常見缺失說明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許育宏資深專案經理

10:05－10:20 中場休息

10:20－11:10 越南保健營養食品查驗登記及商機拓展

(以英文簡報)

Can Tho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 Hospital 

台越經濟文化教育發展協會醫衛委員會

副執行長

NGUYEN QUOC BAO, MD

11:10－12:00 日本機能性表示食品(FFC)制度分析
國立成功大學

張素瓊特聘/名譽教授

12:00－13:30 午餐

13:30－14:20 生技中心-健康食品開發的最佳夥伴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平台所

王志鵬副所長

14:20－15:10 中草藥保健營養食品南進布局策略
台灣植物新藥研發聯盟

鍾玉山理事長

15:10－15:25 中場休息

15:25－16:20 保健營養食品的國際新趨勢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ITIS研究團隊

呂雅蕙 產業分析師



師資介紹

 許育宏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

輔仁大學食品營養學系學士

【現職】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諮詢輔導中心健康食品小

組/資深專案經理

【經歷】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資深專案經理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專案經理

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審查員

 NGUYEN QUOC BAO, MD

【學歷】

Graduated with honors - Doctor of Medicine

Graduated with honors - 2 postgraduate degrees at the same time

【現職】

台越經濟文化教育發展協會 醫衛委員會 副執行長

Attending physician - Can Tho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

Hospital

Lecturer - Can Tho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

Visiting lecturer - Des Moines University - Global Engagement

Institute - USA

Deputy head of Medical team - Taiwan-Vietnam Economic,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 Taiw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 Diop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 Viet Nam

【經歷】

6 years of clinical experience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5 years of university teaching experience

Participate in interpreting, consulting and supporting many

international projects



 張素瓊 博士

【學歷】

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食品營養研究所博士

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食品營養研究所碩士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 特聘/名譽教授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榮譽理事

台灣國際生命科學會(ILSI) 科學顧問委員

衛福部食藥署「健康食品審議小組」委員

衛福部食藥署藥物食品分析國際期刊(JFDA, SCI IF=6.079) 編輯委員兼副總編輯

生策會「SNQ國家品質標章」評審委員

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發展小組」諮議委員

經濟部工業局「民間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採認」審查委員

經濟部「保健食品專業人才暨研發工程師、食品品保專業人才能力鑑定推動委員會」

專門委員及指導委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政府智庫業務諮詢委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iPAS業務營運指導委員會」指導委員

工業局109、110年度「保健與高齡食品產業推廣計畫」評選委員

農委會110、111年度「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審查委員

農委會110、111年度「建構高值化農產素材開發與產業鏈結計畫」審查委員

農委會111年度「新一代農業菁英培育暨合作計畫」審查委員

食工所「食品專業人才能力鑑定諮議委員」

【經歷】

考試院第12屆考試委員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九、十屆理事長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秘書長、常務理事、理事

日本東京大學特任教授、特任研究學者

美國德拉瓦大學客座學者

國立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所) 系主任、所長、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所長、生物科學與科

技學院代理院長、熱帶植物科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經濟部「110年度科技發展計畫-生技醫藥產業創新與國際化推動計畫」策略審查委員

經濟部「110年度綱要計畫-創新製藥產業鏈結國際競爭力推升計畫」策略審查委員



 王志鵬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輔仁大學生物學研究所碩士

輔仁大學生物學系學士

【現職】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藥物平台技術研究所 副所長

【經歷】

啓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動物測試資深協理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生藥所生技藥品檢驗中心 功能組組長

台灣動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部經理

昌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毒理及臨床前測試中心試驗主持人與研究員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製藥計畫毒理及臨床前測試中心 試驗主持人與研究員

 鍾玉山 博士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所博士

【現職】

邁高生物技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植物新藥研發聯盟發起人理事長

【經歷】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化學製藥研究所副所長、天然物萃取分離組組長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化學製藥研究所藥物傳遞組研究員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化學製藥研究所應用化學組副研究員

 呂雅蕙 博士

【學歷】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食科系博士

【現職】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產業資訊組研究員

【經歷】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產業服務組組長

嘉南藥理大學生活應用與保健系助理教授

亞洲設計學院化妝品應用管理系助理教授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 博士後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