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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食科通訊 第 54期：

各位親愛的系友們好：

很榮幸能擔任母系第22屆系友會的理事長，

在此先感謝各位系友的支持；承蒙系友會秘書室

的辛勞策劃跟用心協助，使得系友會的會務得以

順利運作，並順利當選。

首先，先向各位系友介紹第 22 屆秘書室成員：

理事長：廖國棠(台灣綠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

副理事長:張連發( 統喜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

行政副理事長:王苑春(中興大學食生系特聘教

　　　　　　　授兼任系主任 )

秘書長:周志輝(中興大學食生系榮譽特聘教授)

副秘書長:蔣恩沛(中興大學食生系榮譽特聘教

　　　　　授 )

副秘書長:劉沛棻(中興大學食生系助理教授 )

北區會長:B88 蘇致源(台灣海洋深層水股份有限

　　　　公司資深經理 )

中區會長:O94 陳慧如( 大自然生技素材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 )

南區會長:B99曾上哲(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

　　　　司食安管理經理 )

今年5月16日，中區系友聯誼活動首先開跑，

在彰化「就是愛荔枝樂園」舉行，接著 8月 23日

南區系友聯誼聚會在南紡夢時代「老爺行旅 -甘

粹餐廳」舉行，今年南區系友聚會非常難得邀請

到退休教授李洪朝老師蒞臨參加，李老師當天帶

給系友們許多期許及勉勵的話，讓當天參加的系

友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著我們也在 9月 19 日

舉辦大陸區系友聯誼聚會、10月 18 日舉辦北區

系友聯誼聚會，每場活動中都增添了許多年輕輩

的系友，使得當天的活動氣氛更有年輕及活力的

氣息，再次感謝系友們蒞臨參加，使得這個大家

庭越來越熱鬧。

目前系友會為鼓勵年輕一輩系友參與系友

會，補助了北、中、南區活動經費 50%，讓剛出社

會年輕的系友們，一同加入系友會這個大家族，

而今年的中區活動及南區活動報名，也增加了許

多畢業 1至 2 年的年輕系友們，讓系友聚會更充

滿了活力及朝氣。

系友會是畢業系友與母系共同擁有傳承下來

的大家庭，非常感謝歷屆理事長們、理監事們、老

師以及熱心系友的長久耕耘，才能奠定如此穩固

的根基；今後仍需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多多參與、多多支持，讓這個大家庭能夠

持續成長、更加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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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系友會秘書 彭貞華

104 年 4月 10 日系上很榮幸能邀請到碩士

班張洳楣科長至系上演講，學姐目前任職於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中區管理中心的科長一

職，當天很榮幸能和學姐做個簡短的專訪及交流，

系學會的代表：林鈺臻、陳念琦同學，也參加了當

天的專訪，和學姐互相交流。

與中興的緣分

學姐是民國 71年台大園藝系畢業，畢業之

後因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招募研究助理，

因此學姐就進入東海大學擔任研究助理，隔年進

入系上研究所就讀，當時的指導教授為陳文彬教

授，是學姐食品微生物的啟蒙老師，從最基礎的

微生物滅菌、接種技術從頭開始學習，經過不斷

努力的學習，克服了跨越學習領域的困難，順利

取得碩士學位。學姐碩士畢業之後，因緣際會進

入了食品藥物檢驗局（現在改制為食品藥物管理

署）工作，直到民國 90 年才又回到系上進修博士

班，當時的指導教授為方繼教授，學姐一邊忙家

庭與工作，一邊做研究，最後苦盡甘來，在方老師

指導下順利完成學業，晉級人生中另一個學習的

成果。

與食品藥物管理署的緣分，邊境查驗知多少

學姐個性較喜歡較安定的工作，例如：教師

或是公職的工作。碩士畢業之後，當時的食品藥

物檢驗局正好在招募一批碩士，開始了學姐的公

職生涯。進入食品藥物檢驗局後，不曾轉換過其

它跑道，並一直站在最前線，為食品原料把關。

學姐當天演講的題目為「面對問題，迎向挑

戰，邊境食品工作與我」，學姐介紹了食品藥物管

理署各港埠之分工及介紹、我國輸入食品之管理、

食品安全管理組織體系、風險危害管理、輸入食

品查驗之方式等。

學姐這次的演講帶來豐富的專業知識，從食

品進口的規格、種類、品項等，解說了不同的查驗

規定，讓同學們了解平常不會接觸到的食品進口

報驗程序及流程，由於我們大多仰賴進口外國的

黃豆、玉米等食品或原料，因此邊境檢驗的工作

相對重要，再加上近年來食安事件頻傳，做好源

頭管理，似乎是大家較關心的重點。學姐也提到

隨著國際貿易越來越普及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

法規也訂定非常嚴格，由於之前曾多次發生國外

進口的食品安全問題，因此學姐在工作上背負著

重大的責任，要為消費者做好源頭把關。

給學弟妹的話

學姐非常鼓勵學弟妹們學習第二專長，因為

學姐說:人生有無限可能!如果有第二專長，與

別人競爭的優勢相對大許多。訪談中，學弟妹們

一直詢問學姐：考上證照真的比較好嗎 ?學姐其

實非常鼓勵學弟妹考證照，但是要清楚自己的目

標到底是什麼？而非去追求證照多寡，也不是一

直認為公家機關的保障較穩定，我想，學姐的意

思應該是要學弟妹們先清楚自己追求的目標，朝

著方向去進行，而不是盲目的考上一堆證照。感

覺學姐對自己人生規劃非常清楚，並且會朝著自

己方向去努力前進，這點是值得大家所欽佩的，

因為若沒有毅力，相信很多目標將無法完成。

感謝學姐帶給我們許多寶貴的意見及工作

經驗分享,讓我們再一次吸收到寶貴經驗。

張 楣 學姐
M74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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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系友會秘書 彭貞華

學長曾經擔任系友會「中區聯誼會」會長，是

位熱心優秀的系友，一直以來全力支持系友會，

所以系友會秘書室非常榮幸能專訪到學長。專訪

當天，大學部的幾位學生非常期待和學長相互交

流，學長特地百忙抽空前往母系讓我們做專訪，

讓我們非常感動。

求學過程

學長回憶大學時期，直說自己個性較內向，

大一和大二的時候，除了教室、體育場、宿舍，很

少再參加其他的活動。直到大三時，獲得許多同

學的支持，當選系學會總幹事，學長說這是另一

段人生的轉捩點。學長說:在系學會，學習到了「人

際關係」和「領導能力」。在辦理系學會活動時，

必須要學習如何溝通、說話技巧和領導能力等，

學到了平時上課學不到的經驗。雖然期間會碰到

許多挫折與困難，但因為合作的力量，讓整個團

隊能完成目標。到現在還是非常感謝當時一起努

力的系學會夥伴們！

學長說，系上的系學會一直以來傳承下去的

「罐中情活動」，就是由當時候的系學會所創立的。

學長那屆的系學會非常活潑，也因為這樣，即使

畢業多年，還是會互相聯絡，保持好感情。

學長大學畢業後就決定繼續進修碩士，因為

當時還未有其它規劃，所以決定先進修碩士，並

進入盧訓教授的實驗室。和學長同期進入實驗室

的還有洪和成學長與陳怡學姐。三位學長都在盧

訓教授實驗室學習到許多加工的學理及技術，畢

業後都在產業界發揮所學專長。學長說：唸書不

是只有求知識，專業知識固然要有，學習待人處

B83M85
林煜翔 學長
（碁富食品公司 /擔任總經理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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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應對進退等日後出社會必定要有的「社會能

力」，也很重要。學長曾經想過創業這方向，因為

學長喜歡小朋友，所以想開一間安親班，但是由

於需要資金、師資、法規等問題，因此先放下創業

這個夢想，碩士畢業後，直接服兵役。

求職經驗

學長在軍中是補給官職務，因較多時間接觸

電腦，因此文書能力經驗比較足夠，這個經驗也

是幫助學長進入職場上升遷的一大助力。

學長退伍之後就到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任職，從儲備幹部開始做起，接著升上現場生產

線課長。因為學長在軍中電腦處理文書的經驗，

所以經常幫忙廠長處理事務，因此獲得廠長的重

用，從儲備幹部到課長到經理、協理，最後到總

經理，一路順遂。學長謙虛的說：自己真的很幸運。

學長在現任的工作已經滿 17 年，從來都沒

有換過其他跑道。我問學長：曾經厭倦自己的過

工作嗎?學長說：在工作上，也曾遇到人事及工作

上的挫折，但是，自己要想辦法去調適、解決，再

加上有貴人的相助，所以這些問題就變成不是問

題啦!

給學弟妹的話

學長以職場的經驗建議學弟妹們，有幾項是

需要注意的。學長觀察到現在的學生，缺乏系統

性、邏輯性、國際觀以及正確的態度，並且鼓勵

學弟妹要充實第二語言。

目前電視新聞以播社會新聞居多，學長希望

學弟妹們多瞭解國際化新聞，培養國際觀。學長

舉例提到 2015 年的米蘭世界博覽會，是值得大

家去關心探討的一個議題。2015世界博覽會主要

關注點放在全球環境日益惡化情況下，如何能確

保糧食生產、維護食品安全等持續性問題；同時

探索飲食新定位，讓食品產業生態有深一層的進

化及發展。這對台灣食品產業未來發展與商機有

非常大的影響，身為食科系的我們，應該要積極

瞭解。

專訪感想

我非常佩服學長當年在系學會所創立的「罐

中情活動」，每年系上的食生週活動，看著學生

一起在動手策劃「罐中情活動」，就覺得這個傳

承活動真的能代表母系，讓系學會學弟妹不但能

保有這傳統，也帶給學弟妹們美好的回憶!

5　系友活動系友專訪



現職
美國台灣研究院董事會董事

美國台灣同鄉會理事會理事

美國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日文教師

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聖地牙哥分會代理會長

美國 Cenzone 科技公司顧問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顧問

經歷
美國國家衛生署（NIH）博士後研究員

美國北德州大學生物科學系助教授

美國普渡大學福恩分校生物科學系副教授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臨床科學系副教授、客座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微生物及分子生物學系訪問學者

美國 Becton Dickinson 生物科技公司顧問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華裔教授協會副會長、會長

北美州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副會長、會長

美國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副會長、會長

美國聖地牙哥台灣商會理事會理事

特殊事蹟
1977-1981  連續四年獲得美國生物榮譽學會（TRI-BETA）評選為優秀教授

1978  膺選美國北德州大學年度最佳教師（Teacher of the Year

1982  榮獲美國德州十大傑出教授（Mini & Stephen Piper Professor ）

1991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華裔教授協會頒授「傑出貢獻獎」

1992  美國舊金山訂一月二日為「陳榮昌教授日」

陳榮昌 學長
( 農化系 46 級 )

第18屆興大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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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歸巢－受寵若驚的得獎感言

這次能夠得到國立中興大學傑出校友獎，是

我莫大的榮幸。我首先要感謝的是，在我一生中

的每個階段，對我諄諄善誘的栽培和指導的老師

們。同時，我要把這項榮譽獻給我所有的師長，

學生，朋友及家人。我自已只是一個平凡的教授，

對教學和研究工作有興趣，是他們讓我的生活和

事業有了更多的意義和樂趣。

我是台灣新竹的農村子弟，家住在窮鄉僻壤

的新竹縣竹北鄉斗崙村，當地的小學叫六家國小。

謝文愷是我的啟蒙老師，他對我特別的鼓勵，指

導和關懷，讓我永誌難忘。由於他的指導，讓我

能夠金榜題名附近最有名的新竹中學，也讓我能

很順利的走到今天這個階段，我是當時多年來第

一位考上新竹中學。就讀新竹中學初中及高中六

年當中，在辛志平校長的教育理念「德，智，體」

三育並進的薰陶之下，奠定了良好的三育基礎。

中興大學農化系的四年，為我奠定農業，生物，科

學的廣泛紮實的知識根基，我在那裏度過了一段

難能忘懷的美好時光。

我一生經過四個大時段：

1.出生在日據時代，受日文教育，在六家國

小唸到四年級，那時打下流利的日文基

礎。

2.台灣光復後，在小學五年級時，開始接受

中文教育，初中高中都是唸省立新竹中學。

之後進入當時的省立中興大學，就讀農業

化學系。

3.大學畢業後，獲得日本米山（yoneyama）

紀念基金會獎學金赴日本留學四年，取得

國立東京大學農藝化學科修士學位（修士

等同碩士）。在日本東京大學期間，更進

一步充實了對日本的語言，文化，社會及

歷史的了解。在醱酵化學領域之研究有豐

碩的心得和成果。

4.來到美國深造，獲 UTAH 大學醫學微生物

碩士。1973 年再獲南加大細胞及分子生

物博士。之後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署（NIH）

支持，回到南加大母校從事博士後研究三

年，做更進一步的高層研究。我精通五種

語文：中文，日文，英文，台語，客家語。

我曾經任教北德州大學，普渡大學，舊金山

州立大學。做為一個大學教授，我認為有三種重

要的任務：

1.做好教學工作，2.做好學術研究，3.做好

社區服務。

大學是培育年輕一代的搖籃，做為老師，擔

負著責任，我們要向社會交代，不僅要多培養學

生，還有培養他們高尚的人品，年輕學子把他們

的青春年華交給我們，我們一定要不遺餘力來培

養鼓勵他們，否則就是誤人子弟。

孟子說：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樂乎。這是

孟子三樂之一。對我而言，由於孟子當時的時空

背景的關係，他所說的話，只對了一半，欠缺的另

外一半則是：當我的學生超越我的時候，那才是

我最快樂的時候。這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

喜樂。

這裡我想要舉一個例子。吳榮富博士是我在

北德州大學博士班的學生。他畢業後成功創立並

運作了兩家生物科技公司，大家有目共睹。他不

忘回饋社會，充滿樂善好施的精神，令人感佩。

最近三年來，他在加州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設置

獎學金，表揚獎勵嘉惠台美子弟，到處行善捐資

的義舉，令人感動，我亦與有榮焉，此真是一大喜

樂。

我在教學上也是這樣全力以赴去實踐的，我

也曾經獲獎多次，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連續

四年被美國生物榮譽學會（TRI-BETA）評選為優

秀教授。一九七八年膺選北德州大學年度最佳教

師（Teacher of the Year），這是由全校一仟多

位教師甄選出來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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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獲得德州十大傑出教授的殊榮

（Mini and Stephen Piper Professor）。這是

美國德州派帕基金會頒授之派帕教授獎，由全德

州158所公私立大學院校，推薦的優秀教授選出，

我很榮幸是四十年來獲此殊榮的第一位旅美華

人學者。我的研究興趣廣泛，感謝台灣，日本，美

國三個國家的教育和栽培。在各大學任教，研究

時，我指導許多訪問學者，研究生，一同發表上百

篇長短研究報告在科學雜誌，把所得的光榮美譽

獻給所有研究團隊。

一九九二年舊金山市長艾格諾斯（Agnos）宣

佈一月二日為「陳榮昌教授日」，以肯定表彰本人

任教舊金山州大期間積極促進舊金山與亞洲太平

洋大地區社會文化，教育學術和科學交流所作出

的服務和豐碩貢獻。我國企業家長榮集團總裁張

榮發及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等也曾獲得此項殊

榮。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樂乎。當我從舊金

山州大教授職場退休後，門生在生物科技創業

非常成功，邀請我到 San Diego 擔任 Becton 

Dickinson 顧問，也因此展開人生各色喜樂的另

一春，飲水思源，杏壇教育功不可沒。

大立光是世界級光學大廠。全世界最大的手

機鏡頭製造基地，最酷炫的iPhone，iPad 與 HTC

智慧型手機的相機鏡頭，都是大立光設計製造

的。他所生產的手機鏡頭模組，全球每天有上億

人拿在手上拍照，大立光也從一家中小企業，足

以改變世界。大立光電集團總裁林耀英也是我們

中興大學的校友。他是我在中興宿舍的室友。想

當年（一甲子了）我們是王哥柳哥，難兄難弟，每

個實驗，我們都是一對。看昔日同窗成功，與有榮

焉！三十多年沒見面，我返台時他親自到車站來

接我，兩人熱抱，潸然淚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我最深刻震撼感動的一句話，是他說的「人

的身價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科學日新月異，他

追求卓越創新，精神，理念力量，是我們的好楷模。

談到生活，夫人廖幸蕙擁有國立台灣大學藥

學士，美國猶他(Utah) 州立大學營養化學碩士，

南加大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任職德州達拉斯華特

利 (Wadly) 分子醫學研究所，1973 年，我們同

時獲得博士學位時，是竹北家鄉有史以來首兩位

2009 年 5月 30 曰陳榮昌教授（左一）參加親友

蕭奕義博士伉儷（左三，左四）公子

2011年 2 月 28日 陳榮昌教授（中）與鄉親慶祝
生日，攝影於美國聖地牙哥日本紅花

2012年 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的新春晚會中主演：

（董事長找女婿）話劇，合照於聖地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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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在家鄉一時傳為佳話，不僅是陳家雙喜，對

於家鄉青年子弟也有莫大的鼓勵向上的作用。我

們育有一男一女，皆已成家立業。

家母是樸實無華善良的客家女性，她很有愛

心，提到她，村莊老少都舉起大拇指。逢年過節，

她都會炒新竹米粉宴客。近水樓台，我也遺傳到

她的拿手菜。旅美半世紀，炒米粉宴客也是我人

生另一大喜樂！

順便一提，炒米粉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採，購，洗，切，準備。

第二部曲：切炒得滿身大汗，大功告成，趁熱

迫不及待送去給親朋好友分享。

第三部曲：看到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讚不絕口，

自己不用吃已經飽了。

旅美半世紀，母校畢業也五十有五，飲水思

源，實在非常感謝昔日中興的栽培。我對母校充

滿信心和期望，希望學弟學妹們能夠珍惜這麼好

的環境，把握大好時光，努力學習，不但要學知識，

領導能力，更重要是學好如何做人。

做任何事，用不用心，別人都感受得到，我們

必須真心真意地面對！做事一定要堅持原則，盡

心盡力不要怕困難考驗，勇敢的面對人生不同階

段的問題，千萬不能半途而廢，不可輕易放棄，決

定方向後，就要全力以赴，完成任務。設身處地，

多為別人著想，多為社會服務。根據科學家之研

究，愈有社會服務，愈健康快樂，愈延年益壽。

希望為自己，為家庭，為社會，為國家盡其所

能，手牽手，互相團結努力，建設更美好的未來，

中興以你們為榮！愛拼就會贏！

謝謝！

在 2010 年秋，陳榮昌教授參加聖地牙哥台灣基
督教會主辨之一日遊。攝於洛杉磯

陳榮昌生活近照

2013 年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中，歷屆總會

及各分會會長合照於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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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熱鬧並且圓滿成功舉行「103 年

度食生系系友大會」，看見每位系友滿心期

待參加這一年一度的盛世聚會，心中真是

覺得滿心歡喜，在此特別感謝第 21屆的全

體理監事及張斌堂理事長、廖國棠副理事

長、胡淼琳教授、王苑春主任、溫曉薇秘書

長、胡敏達副秘書長對系友會的奉獻與支

持，活動當天也特別感謝：謝至釧老師及游

昭明董事長蒞臨指導，感謝系學會會長大

三辜 瑩同學，副會長大三戴培基同學代

領著系友會所有幹部表演精彩的舞蹈節目

和支援，使大會當天更加熱鬧及活潑，系友

會這個大家庭需要每位系友的支持，才能

繼續維持，再次感謝各位系友當天的蒞臨。

103年度系友大會活動後記
103年11月23日

103 年度系友大會受獎名單：

卓越貢獻獎：

B58 林棟樑學長(台芳香料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

傑出系友獎：

M79P97 翁家瑞學長、B84M86 陳健人學長

B87 謝昌衛學長

海外傑出系友獎：

B78 張耀文學長

熱心系友獎：

B84M86 林建君學長、P94 顏名聰學長、O98彭成裕學長

榮譽系友獎：

楊孟達(味丹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協理 )

游子軒(台灣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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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中區聯誼活動後紀
時間：104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
　　　上午 11:00 至下午 14:00 分。
地點：彰化「就是愛荔枝樂園」。
中區會長 :陳慧如
　　　　　(在職專班 95 年畢業 )

今年中區系友聯誼活動在彰化「就是愛荔枝

樂園」舉行，非常感謝當天所有蒞臨參加中區活

動的系友們。「就是愛荔枝樂園」座落於芬園的

園區，打造成全國第一個以荔枝為主題的樂園，

相當特別，園區內有許多好玩的遊樂設施及拍照

景點，喜歡拍照的系友，當天也在這裡拍的非常

過癮，系友們一起在園區內互相交流，非常熱鬧，

最後感謝中區會長陳慧如學姐精心規劃，讓活動

順利圓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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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南區系友活動後記
時間：104 年 8 月 23 日
地點：台南 -南紡夢時代「老爺行旅 -甘粹餐廳」。
中區會長 :曾上哲 (大學部 101 年畢業 )

今年南區系友聚會將在台南-南紡夢時代的

「老爺行旅 -甘粹餐廳」，非常感謝各位系友熱

情參與 104 年 8月 23 日南區系友聯誼聚會，今

年的南區系友聚會非常難得邀請到退休教授李

洪朝老師蒞臨參加，李老師當天帶給系友們許多

期許及勉勵的話。在此感謝南區會長:曾上哲系

友的用心規劃，更恭喜副會長郭毓軒( 大學部 95

年畢業 )當選，期待明年的再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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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大陸區系友活動後記
時間：104 年 9 月 19 日
地點：上海「神旺酒店」
中區會長 :余哲禮 (大學部 79 年畢業 )

感謝各位學長姐熱情參與104 年大陸區系友聯

誼聚會，今年也特地加入了好幾位中興之友一同參

與，讓當天的活動更加熱鬧!!每位系友都因在海外

工作而特別珍惜這份情誼，特別感謝林鎮世技術長

與陳俊江總處長和旺旺公司的學長姐協助場地佈置

及點心供應，以及余哲禮會長的規劃聯繫，還有特

地從台灣來上海廖國棠理事長、王苑春系主任、顏

國欽榮譽講座教授，再次感謝學長姐的熱情參與讓

當天的活動更加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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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北區聯誼活動後記
時間：104 年 10 月 18 日 ( 星期日 )上午 12:00 至下午 15:00 分。
地點：台北市上海鄉村餐廳 -濟南店
中區會長 :蘇致源 (大學部 88 年畢業 )

今年北區系友聯誼活動在台北市上海鄉村餐廳 -濟南店舉行，非常感謝當

天所有蒞臨參加中區活動的系友們。今年增加了許多年輕的學弟妹參加活動，

最年輕的為103年畢業的學弟妹，讓當天的活動增添了許多年輕有活力的氣息。

每位系友都把握這次的聯誼聚會，互相交流彼此的工作、職場心得等，非常熱鬧

溫馨，最後感謝北區會長蘇致源學長精心規劃，讓活動順利圓滿舉行。

當天大學部畢業的郭旭廷學長也很即興創作一段對聯，在此分享給系友們:

北區會長菁英群

長江後浪推前浪

青出於藍勝於藍

前輩有眼拔後進

屆屆傳承薪火傳

能者多勞多奉獻

施捨之間多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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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月17日（六）

104年2月25日（六）

系友回娘家花絮

B73（廖國棠理事長班級）於系館108會議室舉辦同學會，當天約

有15位系友（包括眷屬是18位）回母系參觀，回憶當年，相談甚歡。

B78（王進崑教授班級）於禾康餐廳舉辦同學會，當天約有10位

系友一起餐敘，分享職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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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4月7日（二）

104年10月4日（日）

B73（廖國棠理事長班級）約有3位系友回母系參觀，回憶當年，

相談甚歡。

B62（游昭明董事長）至母系參觀食品加工廠，並於禾康餐廳舉辦

同學會，當天約有30位系友及眷屬一起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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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榮譽榜
(依畢業年屆排序 )

恭賀
B67 顏國欽講座教授榮獲「2015 IFT Fellows（美國食品科技學

會會會士）」。

恭賀 B67 陳建斌學長榮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處長。

恭賀 B69 方繼教授榮升食品工業研究所副所長。

恭賀 B69 施坤河學長榮升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研究所所長。

恭賀 B73 謝寶全教授榮升屏東科技大學教育副校長。

恭賀
母系王苑春教授、毛正倫教授、林金源教授、蔣恩沛教授，獲聘

特聘教授。

恭賀 B81 陳俊江學長榮升旺旺集團總部生產總處研發處總處長。

恭賀 B86 鄭揚凱學長，當選台灣食品技師協會第二屆理事長。

恭賀
B73 黃士禮、B80 陳武郎、B86 許淑真、B91 曾貽湧、B91 王秀如、

P96 邱致穎，當選台灣食品技師協會第二屆理事。

恭賀 P97 梁志弘，當選台灣食品技師協會第二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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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及 22 屆理事長暨理監事交接典禮】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0 日 ( 星期六 )上午 11：30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活動中心 2樓「禾康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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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會議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104 年度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時間：104 年度 03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 11：00
地點：中興大學食生大樓一樓 108 會議室

提案討論 :
提案一：104 年度預定工作計畫報告。
提案二：秘書薪資擬由系友會支付二分之一。
提案三：104 年度系友會經費預算報告。
提案四：系友會經費使用管理辦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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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104 年度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時間：104 年 09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11：00
地點：中興大學食生大樓一樓 108 會議室

提案討論 :
提案一：104 年傑出系友選拔。
提案二：本年度系友大會舉行日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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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講座邀請到M74張 楣學姐

（目前任職於食品藥物管理署中區管理中心科長） 

至系上分享，講題「進口食品邊境查驗知多少」。

104年4月10日（五）

學姐當天帶來境外管理所會面

對到的問題，以及查驗的法規簡易介

紹等，相信這是學弟妹們從來都沒有

接觸過的實務經驗，也讓學弟妹們

體會到不一樣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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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講座邀請到B66葉安義教授至系上分享，

講題「食科人，如何面對食安」。

104年4月17日（五）

葉教授當天提到近日所發生的食安

問題，以及包括食品安全、食品科學、食

品技術、甚至到源頭的檢測問題，面面俱

到的分析，帶來許多專業知識，讓學弟妹

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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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食品政治學論壇

從食品履歷談食安及企業誠信之經營

104年4月30日（四）

引言人:中興大學顏國欽榮譽講座教授

主持人:謝文慶副總經理(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與談者:李鳳翱董事長(味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

蘇正德教授( 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 )

地　點:中興大學食生系110 演講廳

接連不斷的食品安全事件，使得媒體與消費者人

心惶惶，顏國欽榮譽講座教授特別邀請到味全股份有

限公司李鳳翱董事長於百忙中撥冗蒞臨參與第八屆食

品政治學論壇活動，以及食品專家蘇正德教授擔任本

次議題與談人，從不同的專業與思維，來談食安問題與

企業誠信經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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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講座邀請到B66王繼中董事長至系上分享，

講題「中國食品市場分析及進入產業界的自我建設」。

104年5月8日（五）

學長當天帶來許多豐富寶貴的經驗，

讓學弟妹們瞭解中國市場所需面對的各

種問題，包括經濟及其它產業發展動向，

學長的公司擁有堅強的技術團隊以及獨

到的市場眼光，從演講中帶來許多精闢的

見解，讓學弟妹們對中國市場更加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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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講座邀請到B78蔡宏裕學長至系上分享，

講題「若柳一筋的故事」-開一家賺錢的小吃店。

104年10月2日（五）

學長當天以輕鬆的座談方式帶來許

多開店的經驗及關於麵條的知識，以及

學長自己如何從失敗中成長的故事，讓學

弟妹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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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與飲食-
談鹽巴不是飲食的必需品

壹、前言：

眾所皆知，國人死亡原因的前三位分別為「癌

症、心臟病、腦中風」。其中，心臟病和腦中風雖

是不同的病例，但追溯其病源，都是起因於「血

管」，即是由動脈硬化所引起的。

高血壓和動脈硬化有極其密切的關係。高血

壓會導致動脈硬化，而動脈硬化也會使高血壓更

加嚴重，所以高血壓可以說是極恐怖的疾病。

這種恐怖的高血壓看似極其溫和，一般幾乎

很難看到它所引發及不明顯的「疼痛」或「容易

疲勞」等疾病。這也就是說：因為高血壓症狀極

不明顯，很容易疏忽，不知不覺使病情更加惡化

的結果。

貳、鈉與高血壓：

證據顯示，有嚴重高血壓的人若能減少約三

分之一的鈉攝取量，即可以有效降低血壓。鹽巴

就是氯化鈉（NaCl），對血壓來說，具有重大影響

力的是鈉，而非氯化物。正常飲食中鈉含量極低

的人罹患高血壓的例子極為罕見，而且就算是血

壓非常高的人，也可以經由減低納的攝取量來控

制血壓。不過大部分的 人都覺得這種清淡的飲

食難以下嚥。

鈉是身體需要用來維持正常功能的礦物質

之一，雖然我們都需要鈉，但大多數人攝取的量

都比實際需要量多，所以減少鈉的攝取量對健康

不會造成任何損害。由於鹽巴是我們從食物中攝

取鈉的主要來源，主要減少飲食中的鹽，攝取的

營養師蔡弘聰 鈉便隨之減少。其他用來烹飪與食物加工的物質

也含有鈉，例如小蘇打（碳酸氫鈉，常用於餅乾、

油條及甜甜圈、開口笑等油炸麵粉食品中，有一

些廚師為使炒菜保有更青綠的顏色，於炒菜中添

加小蘇打）、硝酸鈉（一種保色劑，於肉品加工食

品中添加使其更鮮紅，如香腸、蠟肉及火腿等肉

製品）及味精（麩胺酸鈉，英文簡稱 MSG，中國料

理常大量使用，使菜餚其更鮮味）。

參、鹽的需要量：

正常情況下，一個人對鈉的需求量為一天

0．五公克，但事實上，多數人一日的飲食中

都含有約十到十五公克的鹽，遠超過人體真正

所需的量。因此，有學者提出報告，建議一個

人應該將一日的鹽攝取量控制在五公克以下。

肆、如何攝取低鈉飲食：

首先，應該停止在用餐時往菜裡灑鹽或加味

精，我有次去韓國，發現韓國餐廳所供應之人參

雞或拉麵，是不幫你加鹽巴的，而由其桌上所準

備的鹽巴，由你自己添加，真是一個非常很好的

做法，很符合健康之道，我們餐廳應可效法。

第二步，再逐漸減少烹飪時使用的鹽，作到

這一部後，下一步就應檢視平時吃的食物，找出

哪些是可以多吃一些，哪些是應該避免的。

伍、含鈉量低、中、高的食物分類：

食物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大類：可以隨心所欲

地吃的低鈉食品、應該少吃的中量含鈉食品、以

及絕對應該避免的高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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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鈉量低的食品：新鮮蔬菜（但不能用小蘇

打烹調），新鮮魚肉，鮮蛋，鮮乳，新鮮豆腐，米飯、

米粉、冬粉、饅頭等主食類，醋、蒜頭、薑等調味

料及新鮮水果等。

含鈉量中等的食品：麵條、餅乾、麵包等麵

粉製品，香腸，火腿，魚罐頭、肉罐頭、速食麵、美

乃滋、低鹽味曾、蕃茄醬、蕃茄汁、豆乾、海帶、海

帶牙、魚漿製品（如甜不辣、魚丸等）、貢丸及巧

克力等。

含鈉量高的食品：醃製蔬菜、罐頭蔬菜、燻魚、

燻肉、鹽醃魚肉製品、蠔油、醬油、豆鼓、傳統味曾、

魚露、魚露、胡椒鹽、脫水水果、蜜餞、水果罐頭、

沙茶醬、乳酪、豆腐乳、鹹蛋、皮蛋、油條、開口笑

及味精、小蘇打等。

陸、適應低鈉飲食的秘訣：

第一：逐漸減少鹽的攝取量，花三個月或更長時

間，慢慢達成你的目標。幾個月後，你就

會發現自己的味覺已產生永久性的改變，

一般鹽醃的食品吃起來變得不怎樣對勁

了。雖然有許多美味的食品不能吃，但是

能吃的東西卻開始變得可口了。

第二：全家人一起進行，這樣一家人的菜餚都可

以用同樣的方式烹調，由於高血壓是家族

特性很強的疾病，所以這也是個全家預防

高血壓得好點子。

第三：不要再使用味精及使用小蘇打來炒菜：食

物主要是新鮮，就具有鮮味，味精含鈉鹽，

除了習慣動作外，無任何營養價值，無使

用之必要。而小蘇打亦含鈉鹽，雖然可使

炒菜更青綠，但其會破壞蔬菜中的維他命

C，會迫害蔬菜之營養價值，一定不可使用。

我們常會說，這種菜很下飯，但是下飯的代

價，就是調味太重，其中以食鹽、味精為最主要的

調味料。

柒、鹽不是飲食的必需品：

近來高血壓患者有增加的趨勢，尤其是年紀

大的人，患有高血壓的較多，甚至有年紀下降之

趨勢。這會由動脈硬化所引起，且也與長年攝取

多量的鹽分有關，如果減少鹽分的攝取，血壓就

會及時下降。

以我為例，以前料理免不了加鹽巴，醬油更

是餐餐必備，因此曾為高血壓困擾，經過徹底減

鹽飲食後，不但可以餐餐享受美食，又具有健康

功能，目前皆維持在正常狀況，我才體認到鹽不

是飲食的必需品。

捌、減少鹽分的六項飲食原則：

第一：努力攝取味道淡之菜餚。

第二：減少喝湯，改以開水或牛奶代之。

第三：盡量不要再沾醬油，以醋加蒜頭或蕃茄醬

來取代醬油。

第四：少吃含多量鹽分的食品，如鹹魚、鹽漬品、

香腸、臘肉及魚漿製品等高鹽之食品。

第五：飯最自然，不加鹽巴也不加油脂，其他如

麵條、麵包、餅乾、甚至饅頭，加工過程皆

加有鹽巴，雖然不多，但因為當主食，量大，

所以吃進去的鹽巴就多了。因此鼓勵吃飯，

是減鹽的第一步。

第六：不食用味精，味精雖然不是食鹽，但其成

分為麩胺酸鈉（MSG），也含有鈉，對於人

類的作用與鹽分相同。

玖、家庭減鹽六方法：

減鹽飲食很重要，話是很簡單，但要做到倒

不容易，近來我想出了六個方法：

第一：家中不買味精。不食用味精，很快就適

應了，食物只要新鮮，鮮味無窮，味精

完全不必要。

第二：家中不買醬油、不買砂糖。

第三：家中料理盡量不添加食鹽，若要用，一定

要買臺鹽的美味鹽，小小一罐，四五十元，

因為貴就會捨不得用。我細心觀察，台灣

高血壓高的原因，主要是食鹽、味精太便

宜，不會省點用，餐廳也大把使用，因而

造成健康之問題。

第四：家中沾料，以食用醋、蒜頭加少量橄欖

29系友專文



油取代，很特別，健康又可享受蒜頭的

美味。若有需要，加一份蕃茄醬，更有

其健康效果。

第五：平時料理，以紅醋、蒜頭、薑片或低鹽

味曾為蒸、煮魚肉類之調味料，不再加

鹽巴，新鮮美味。

第六：蔬菜以滾水燙好後，以蒜頭或蒜頭粉及

橄欖油調理拌勻，不再加鹽巴，此時香

味四溢，健康又美味。不炒、不炸，調

理用油一定要買橄欖油，而且要買超處

女級（Extra  Virgin），品質最好又

最貴，高血壓的人一定要降低體重，平

常飲食要少油，處女級橄欖油貴，如此

才會省著用，而且都是冷壓、自然、沒

有經過化學處理，亦無壞的橄欖油。

這些方法皆是我親身之經驗，為了健康，不

要只有看了就算了，一定要馬上行動，身體力行，

相信我的話，健康永遠是你的。

拾、結語與叮嚀：

為了健康，為家人、為自已、也為社會，從今

日起，記住「鹽不是飲食的必需品」，飲食以簡單

為原則，健康將等著您，記住、「簡單就是美」是

健康飲食的第一步。

另外，要降低高血壓以及高血壓引起的中風、

冠狀動脈心臟病的危險，除了要減少鹽份之攝取

外，尚要配合減少脂肪、糖的攝取，並攝取較多的

蔬菜、水果及五榖類食品，規律的運動及保持正

常的體重。

當然的，有病一定要看醫師，如果經醫師診

斷需要吃藥，你一定要配合醫師的指示，按時服

藥，並配合以上所談的飲食原則，戒菸、少喝酒

及保持心情愉快、少發脾氣你將可長命百歲，健

康快樂。

興大　食科通訊30



食生週 -食品加工

文 /系學會

一年一度的食生週，向來是展現系上所學的專業知識，並推廣食品相關資訊給民眾、他系學生的好

時機。今年主題為「食品加工」，選擇的原因為，藉由日常生活中常看到、食用的食品來介紹背後的加工

製程和原理，較能夠引起共鳴，也較活潑有趣。

週展中除了販賣部由系上同學共同製作的西點、飲品外，最花心力卻也最具收穫的便是導覽員培訓。

從週展前五個月，便開始密集的蒐集、整理資料，到排版定案；以及費時兩個月密集的導覽員課程，除了

展出內容外，也訓練著每位導覽員的口條和台風！呈現出來的結果果然廣受好評！

系友和系上教授們的支持、提供的協助以及樣品等

等，都讓週展更完美！不同於他系週展，我們也推廣鼓

勵附近小學團體來參觀，也特別為小學生準備較簡單的

導覽課程，以及體驗手繪糖霜餅乾的樂趣。不只小學生，

連導師都十分投入呢！

為了確實的了解參展人的想法以及對週展的建議，

我們除了準備週展 DM 之外，也另外設計了回饋單，讓參

展者可以對於展覽內容、實作、導覽等部分給予鼓勵或

指教。相信每年都能有更加亮眼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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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屆食品生技營
食製入口─沿用食生週的主題，再加以變化，設計出適合高中職生的課程內容，搭配四天三夜的活

營隊活動，期許能讓高中職生更加了解食生系所學以及未來方向。

課程設計兼顧趣味以及知識性，以生動的互動方式來強化學習效果，也精心挑選短時間可完成的實

作點心，搭配講解，使參加者能夠動手操作，加強理解並實際觀察變化，更能夠享受到自己做出來的成品！

另外，由系友協助舉辦的參觀工廠，也是營隊中的重頭戲，從廠方的講解、實際走訪生產線、近距離

看到儀器實體、體驗除塵設備等等，都加深了參加者以及工作人員對於食品工廠的認識，相信也讓大家

對於食品安全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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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老師們也提供許多幫助，不僅止於實驗

的指導、課程的規劃，還有營期間的關心叮嚀，都

讓營隊更完整。除了使參加者能夠學習新知、體

驗部分大學生活之外，對於系上學生而言，也是

訓練團體合作、激發創意、建立有效溝通等實用

技能的機會。相信不論對於負責統籌帶領的系學

會，抑或是協助分工的學弟妹而言，看見營隊順

利而精采的結束，都是很美好的學習經驗以及回

憶、更透過一起完成營隊，使系上感情更加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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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舊晚會
「傳承」，一直是食生系的驕傲。透過學長姐與學弟妹深厚的

感情，一屆屆串聯、組織起食生系強而有力的系友會。而送舊晚會

是學弟妹給予學長姊深切的祝福，亦是畢業前最後一個共同經歷的

活動回憶。

透過表演，以及互動的遊戲，我們把想說的話融入在活動的氛

圍裡，也提供一個讓學長姐可以大聲說出心裡話的平台，不論是對

學弟妹，抑或是對自己的同學，甚至是研究所的學長姊、師長們，每

一位來共襄盛舉的人，都是送舊晚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長姐們的開懷笑顏，感傷落淚，那些不捨以及別離，由我們

滿溢的祝福承載…師長們給予的勉勵、期盼，更是整晚最撼動人心

的字句。也是畢業生心裡最堅定的信念─一日食生系，終身食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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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茶會 (2015/06/13)
活動內容：

學長姐即將離開學校，系學會於畢業典禮當天下午舉行畢業茶會，以風箏為主題，取其「翱翔」

的意象，祝福學長姐們畢業之後能夠鵬程萬里！活動包含系主任和畢業班導師為畢業生獻上祝福的

話語、在校生代表道出對學長姐的感激及不捨、畢業生代表說出畢業的感動同時也回顧大學生活的

點點滴滴，以及系學會所拍攝的祝福影片，祝福學長姐有美好的未來。最後由系上老師為畢業生進

行撥穗儀式，還有畢業生家長以及大二學弟妹上台獻花，活動最後畢業生與老師們一同拍大合照，

同時也在畢業生將學士帽拋向空中時畫下句點，祝福各位畢業生前途光明，璀璨耀眼！

撥穗儀式
大二學弟妹獻花與畢業生合照

系主任、畢業班導師 ( 陳錦樹老師、傅以中老師 ) 致詞

35　系學會活動介紹畢業茶會



在校生代表致詞

活動最後碩士班碩專班博士班學生與老師合照

活動最後學士班學生與老師合照

畢業生代表致詞

紀念品—胸章鑰匙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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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捐款單
一、捐款者資料

姓名 / 機構名 收據抬頭 □同左 / □其他：

身分證字號 /

統一編號

填寫後可簡化捐贈者綜所稅申報作業 服務單位及

職稱

聯絡方式

電話：(   ) 

手機：

通訊地址：□□□ - □□

傳真：(   )

聯絡人：

電子信箱

畢業校友  　　　　年　　　　　　　　　系 / 所

募款人員 　　　　　　系 / 所 / 單位                  ( 本欄請填募款人姓名 )

同意將姓名、身分、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網站或刊物，以為公開徵信之用？□同意　□不同意

個資聲明：本校為執行捐款業務，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職稱、聯絡方式等，於台灣

地區依捐款業務需求永久保存使用。您提供之個資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

並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您可行使以下權利：(1) 請求查詢或閱覽 (2) 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

我已明瞭上述內容並同意提供個人資料：　　年　　月　　日　　　　　　　　( 當事人親簽 )

二、捐款內容

捐款金額 新台幣　　　　　元整／他國貨幣　　　　　元整

捐款用途

□ 1. 興大廣場 ( 含興大歷史水道 ) 建設工程 

□ 2. 懷璧計畫

□ 3. 國際數位文創合作計畫之用

▇ 4. 供 H2100 食生系   ( 系 / 所 / 單位 ) 之用

□ 6. 供推動校務發展之用

□ 7. 不指定用途 ( 供校務基金統籌 )

□ 8. 其他：　　　　　　　　　　

□ 5. 供　　　　　　　獎助學金；□校內助學功德金 ( 擇一勾選 )   

三、捐款方式

□現　　金 填妥本單後，至行政大樓 2 樓出納組開立收據。

□支　　票
抬頭請寫「國立中興大學」或「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填妥本單後連同

支票郵寄至「40227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 中興大學校友中心」收。

□匯　　款
匯入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台中分行」；戶名「國立中興大學捐款專戶」； 

帳號「40150-940515」；海外捐款請輸入 SWIFT CODE: FCBKTWTP401。

□郵政劃撥 戶名「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金」；帳號「2228-1238」。

□ 信 用 卡

填妥本單後，傳真或郵寄至校友中心即完成捐款手續。

卡別
□ VISA

□ JCB

□ Master

□聯合信用卡

持卡人簽名 ( 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

卡號 　 　 　-　 　 　 　-　 　 　 　-　 　 　 　  末三碼　　　　

發卡銀行 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

□單次　□定期：每月　　　　元 ( 自　　年　　月至　　年　　月，計　　月 )

※ 信用卡定期捐款固定於每月 20~25 日間統一進行刷卡扣款作業

※捐款可 100%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 /企業營利所得總額中扣除。
※請填妥本捐款單後，連同匯款證明郵寄、傳真或 Email至校友中心：

1.郵寄地址及收件人：402台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號「國立中興大學校友中心」收；
2.傳真 /電話：886-4-2285-4119/ 886-4-2284-0249　　　3.電子郵件 (email)：alumni@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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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中 興 大 學 食 品 暨
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通訊資料更新
親愛的學長姐您好：

希望大家能耐心的填妥表單寄回系友會，未來我們希望透過電子郵件或是手機簡訊的方

式傳遞更多的訊息給您，系友通訊資料僅做為系友會聯絡之用，請您放心填寫。

本表歡迎您隨時填寫隨時更新。

姓名：

畢業年屆

大學部民國　　年畢業

碩士班民國　　年畢業

碩士在職班民國　　年畢業

博士班民國　　年畢業

升學□ 

已就業免填

學校：

系所：

□ 碩士　□ 博士　□ 博士後研究

就業□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

永久地址
□同通訊址

□□□

聯絡電話

(O)

(Fax) 

(H)

(M)

E-mail

備註：

請將資料回傳  e-mail ： fsalumni@nchu.edu.tw ； Fax 至  04-22876211

系 友 會 感 謝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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