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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敬愛的食生系系友們好：

時光飛逝，擔任第 22 屆系友會理事長任期

即將屆滿；非常感謝系友會秘書室的成員，張連

發副理事長、王苑春系主任、周志輝秘書長、蔣

恩沛副秘書長、劉沛棻副秘書長的參與及協助，

使得系友會的會務得以順利運作，在此，也承蒙

各位系友的支持與愛護，讓每次舉辦的活動都非

常的順利與熱鬧。

在上任兩年的期間，先後舉辦了中區、南

區、北區、上海區系友活動及年度系友大會，為

了吸引更多年輕的學弟妹們，秘書室開始與各分

區會長討論並籌劃，找出吸引年輕系友回流參加

系友會的方法，因此，秘書室通過理監事會議，

已從 104 年開始，補助北、中、南區系友聯誼

聚會的活動費，目的為考量剛出社會工作的年輕

系友，減輕他們的負擔，吸引年輕族群的系友

踴躍參加各分區聚會；因此，這兩年開始感受到

系友會的活力愈來愈有朝氣，因為這些年輕學弟

妹，使得每一次的聯誼活動，增添了活潑及年輕

氛圍。

今年 9 月 1 日，秘書室已製作完成第 23 屆

理監事電子選票系統，邀請畢業系友們上網投票

點選，並於 9月 23 日截止投票，屆時，將於 10

月 8 日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中公佈第 23 屆的理監

事名單。在此，感謝各位系友的支持，也期待新

任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室的團隊，延續既有

的優良傳統，繼續充實系友會。

今年的中區會長陳慧如（O94），首先在 5

月 21 日，於台中霧峰『議蘆餐廳』舉行中區系

友活動，南區曾上哲會長（B93）於 8月 27 日，

在台南『濃園餐廳』舉行南區系友聚會，北區蘇

致源會長（B88）於10月1日，在台北『聚馥園』

舉行北區系友活動，感謝各區會長的熱心推動，

凝聚系友們的向心力，讓每次系友聚會除訊息的

交換，留下美好又深刻的回憶。

系友會是畢業系友與母系共同擁有的大家

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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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

請系友們多多參與，讓這個大家庭能持續成長、

茁壯。在此，也像大家宣佈近期系友會所辦的活

動，首先，年度系友大會已訂定10月29日（六）

於母系舉行，中午餐敘活動將會於小禮堂以「辦

桌」方式進行，竭誠歡迎各位系友們撥冗、攜家

帶眷回來參加！接下來，旅中系友聯誼會主辦人

溫振能學長（B92）將於11月12日（六）在『上

海神旺大酒店』舉辦各區系友聯誼聚會；竭誠歡

迎各位系友們撥冗、攜家帶眷回來參加！

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與愛護，敬祝各位系友

們及在校師生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理事長的話

3理事長的話



B73

認識學長

走進新竹教育大學，有一種清新優美的感

覺，微風徐徐吹來，在夏季炎熱的天氣裡，特別

感覺到清涼的涼意，今日很榮幸專訪到理事長大

學部的同班同學，也是 104 年系友會傑出系友

「李清福學長」，學長目前任職於國立新竹教育

大學應用科學系教授並兼任教務長，因此有許多

寶貴的教職經驗和學弟妹們一起分享，這些經驗

都值得大家學習，或許可以對學弟妹在生涯規劃

上有所助益。

學長的工作經驗

學長在大學時期，對微生物課程就充滿興

趣，因此畢業之後選擇繼續升學，並且進入了陳

文彬教授的實驗室，研究微生物相關實驗，奠定

了專業的基礎，也在微生物這塊領域，發表了許

多優秀期刊論文，令人欽佩。

學長退伍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宜蘭地區的一

間魚料廢棄物處理廠擔任研發人員，工廠主要生

產魚粉及魚溶漿等飼料和肥料等產品。學長回想

當時的趣味記憶，直笑說：由於公司所處理的原

物料，魚腥味的味道非常重，自己已經習慣了，

也沒有任何感覺，有一天在羅東逛夜市的時候，

還以為當地居民都很友善，看到學長時，人群都

會都禮讓，結果是因為學長身上的魚腥臭味飄逸

整個夜市，大家才會彈開，這段回憶讓學長印象

深刻，我們當下聽了也覺得非常有趣。當時因為

工作關係，學長出差回母校拜訪公司委託計畫主

持人楊秋忠老師 ( 現任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

學系中興講座教授 )，因此有機會拜訪大學時期

曾浩洋導師，學長回憶當時情景，直說：曾老師

當時正在講電話，請學長在外面稍後，結果曾老

師邀請學長進入辦公室後，第一句話就給學長一

句震撼彈，原因是曾老師推薦學長去新竹食品工

業研究所上班，當時學長覺得非常驚訝，因為當

時的工作還在職，怎能立刻做出這種匆促的決

定？因此馬上和現任公司老闆商量，沒想到當時

公司老闆當下居然豪爽答應，讓學長更驚訝，原

因是因為當時公司老闆，認為學長已經將最重要

的產品（魚肥）研發出來，也認為學長是位優秀

人才，若有更好的工作機會，老闆其實是真心祝

福學長，因此，學長結束了在宜蘭公司約一個月

的工作，馬上轉到新竹的食品工業研究所，並在

菌種中心擔任副研究員。因緣際會下，食品所的

同事到元培科技大學擔任講師，因此推薦學長到

元培科技大學任教，就這樣，學長開始踏入教職

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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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步，一直到 2005 年 8 月

才轉調至新竹教育大學任教，

所以學長在教職生涯已經超過

20 年。

因為相信「緣分」，所以踏入教職

專訪當天，學弟詢問學長為什麼會想當老

師，學長回答說，有一次有一個機會與宜蘭公司

老闆一同拜訪客戶，推銷自家產品液態肥料，需

要與客戶報告產品售價，學長說當時只知道原產

品的原料成本是多少，但是無法知道概括所有成

本售價，例如：人事﹑水電等費用，同時對商場

的交易方式難以理解，當下學長就覺得自己不是

生意人，也許是因緣際會，踏入了教職這條路。

學長說他從來沒有想過當老師，在他的生命

中，總有許多的貴人，一步步引領著學長走向所

有經歷過的工作，而這些貴人也是生命中影響重

大的人，因此學長心中存在感謝及感念。學長也

激勵自己的學生，做實驗是件非常辛苦的過程，

除了煩瑣，還需要靠身旁的人協助，若自己熬不

過，很容易就放棄了，因此會鼓勵學生想想「為

什麼當初會來實驗室」，想想下決心時的初衷，

才能回到當時的感覺。

給學弟妹們的話：「隨時都有機會，不

要抱怨」

學長認為現在的學生會有太多抱怨，總是會

有「太多考試」﹑「課上太難」等怨言，出社會

後，又會有「工作太多」﹑「薪水太少」等問題，

學長認為這些抱怨無法讓自己進步，反而會自我

設限，讓自己沒有進步的空間，如果沒有接受到

困難，反而看不出自己真正的實力和能耐到底有

多大，我們的極限都是無限的可能，若被自己抱

怨所阻饒，又如何能把握當前的機會，追求更理

想的機會？

結語：相信緣分的學長

在專訪過程中，學長給我的感覺是位謙虛及

懂得惜福的人，在學長的生涯中，學長從未選擇

工作，而是將工作當作是非題，對處在的環境，

也只有認同與不認同，喜歡與不喜歡的觀念，視

生命中每一位幫助過的人，都稱之為貴人，更相

信緣分的存在，在和學長訪談教職生涯過程中，

我發現學長教學的熱忱從未減少，反而增加更多

熱忱，學長自從兼任校長指派教務長的行政職務

後，自己研究室的學生反而變得更積極主動，因

為學長平日白天的時間需接任行政事務，因此在

實驗室與研究生相處的時間變的更濃縮了，這樣

的變化，促使學生更加利用時間好好把握，將寶

貴的時間留住與學長一起討論實驗相關資料，學

長認為這也是一種收穫。最後，我真心感覺食生

系這個大家庭人才濟濟，有許多優秀的學長姐分

享自身的經驗及故事，總是讓我們獲益良多，非

常榮幸能彙整這些經驗，分享給系友們。

入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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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94P99
陳兆祥學長

秉持「堅持」信念

今天非常榮幸能專訪到就讀碩士在職專班

94 年畢業，博士班 99 年畢業的陳兆祥學長，學

長也是系上胡淼琳名譽教授的得意門生，目前任

職於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並擔任總經理職

務，母系也非常榮幸於今天邀請到學長回系上與

學弟妹一起分享講題「堅持與創新」，帶給學弟

妹許多不同的經營理念及想法，讓在場與會的每

一個人收穫滿滿。

學長的職場經歷

學長大約從民國 76 年退伍，退伍之後就直

接進入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任職，學長說自

己的個性其實偏於內向，剛到公司的時候，對

於公司內部作業完全不熟悉，雖然公司隸屬於

自己親戚經營，但是學長完全不利用這層關係，

反而從最基層的倉庫管理員開始做起，一直到生

產部，品管部，總務，，及業務部等，幾乎每個

部門都有待過，因此已經對公司的內部的流程非

常熟悉。學長說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業務部門的

時候，學會到真正的待人接物道理，從原本害羞

及內向的個性，必須勇於嘗試如何推銷公司的產

品，由於一開始就堅持產品走高價路線，但是卻

忘了產品缺乏知名度，因此吃到了許多悶虧及遭

受到客戶不斷的回絕，卻沒有因此而放棄，學長

重新思考產品行銷方式，以「高品質，差異化以

及創新」的行銷方式，成功提高市佔率並與其它

大藥廠並駕齊驅，學長說：當時，他不斷的堅持

與創新，才有今日光輝的一刻，這一刻，也讓學

長從業務部門擔任業務經理的職務，自 1998 年

耀升至總經理。

學長的經營理念

學長笑說剛上任總經理時，一心一意想要獲

得中小企業的最高榮譽「國家磐石獎」，但是卻

不知如何著手準備申請資料？當時第一次申請

「國家磐石獎」時，書面審查資料有一項必須填

寫公司的經營理念，而且必須上臺報告，台下

的審查委員問了許多問題，學長頓時無法說出，

當下覺得慚愧，學長回憶當時，雖然面對審查委

員質疑及詢問，但是卻沒有打倒學長的信心，反

而因為這次的刺激，回到公司重新思考失敗的問

題點。也許因為這次的挫折，讓學長越挫越勇，

讓學長徹底頓悟許多觀念，學長說這間公司，是

父親和親戚一起創業的，草創時期，學長總是看

到長輩對選擇藥材這塊非常重視，總是以品質為

優先，這對學長來說有著深刻的影響，因此產生

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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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個經營理念「誠信」。學長認為中藥從古

至今，總是以古人的智慧及經驗，並以神農嘗百

草的精神一直傳承下來，但是學長一直認為中藥

為什麼無法科學化，因此開始著手與政府申請計

劃，大量投入中藥研究，學長講到這，不免露出

滿意的表情說：公司至今已發表 34 篇 SCI 論文

及核准了十八項專利因此產生了第二個經營理念

「科學」。

學長希望中藥能生活化，並期望中藥能與健

康保健、美容保養品一起融入，因此學長公司目

前的產品除了科學中藥，已有 100 種中藥保健

品及 69 種中藥美容保養品，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學長導入了中藥檢核系統及 e 化示範藥局，

可讓傳統中醫院開處方平均減少 10 分鐘時間，

不僅幫助藥師檢核調劑藥品，也減少病患候藥時

間，學長說當初導入這套系統並不是以利益為

主，主要是幫助中醫院減少人為調藥疏失，沒有

想到，此系統導入後廣受好評，甚至被區域醫院

列入中醫評鑑項目，因此產生了第三個經營理念

「創新」。

給學妹們建議的話

學長建議學弟妹，正確的事情就該堅持到

底，千萬不要半途而廢，遇到問題若放棄，當然

無法成功，如果遇到問題，就當訓練自己。學長

還舉例說明，當兩台汽車平行而駛，要如何超越

另一台車？我回答：踩油門然後超車，學長笑說：

這就是創新，遇到問題就去想如何解決。學長任

用員工，首要注重「擔當」，認為一個有擔當的

人，就會負責完成交辦任務，學長還認為學弟妹

必須要訓練自己養成能獨立完成作業，這是目前

職場新人還欠缺的一項能力。

結語

我在專訪學長的同時，發現到學長對事務的

堅持與毅力，遠超過於一般常人，這也是值得我

們敬佩及學習的地方，人若中途放棄了某件事

物，就永遠達不到目標；反之，若繼續堅持，雖

然有許多艱難必須想辦法克服，但是，希望就在

下一刻，馬上就達到了，對嗎？非常感謝學長帶

給我們許多不一樣的人生及工作經驗分享，讓我

們獲益良多，請大家一起共勉之 !

7系友專訪





104 年食生系系友大會，特別配合母校 96 週年校慶及運動會，共同舉行「食品暨生技

實習工廠揭碑儀式」及系友大會，邀請系友們一同回母系參觀並回憶當年在加工廠的點點滴

滴。當天也是母系「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接碑儀式」，特別邀請到中興大學薛富盛校長、義

守大學蕭介夫校長、中興大學農資學院陳樹群院長、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黃振文特聘教授

等多位貴賓蒞臨參加，以及多位系友一起共同參與。活動過程中，先由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

周志輝廠長進行「五彩繽紛氣球綻放儀式」，象徵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邁向嶄新的紀元，共

創新的旅程及豐碩成果，所有的系友們都一起分享這榮耀的一刻，讓系友們感受到滿滿的繽

紛熱鬧氣息，當天活動熱鬧無比，每位系友都開心的回憶當年並合照留影，再次感謝各位系

友們攜家帶眷蒞臨參加。

104
系友大會

年

9系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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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105 年 5 月 21 日 ( 星期六 ) 上午 11:00 至下午 14:00 分。

二、報到及用餐地點：立法院中部辦公室議蘆餐廳 ( 田媽媽餐廳 )。

議蘆餐廳位於霧峰往草屯外環道路上的省議會，精省之後已改制為省諮議會。議會正前

方為民主大道，四周庭園綠草如茵，蒼翠典雅的庭園水池及賞心悅目的綠蔭池畔，令人賞心

悅目，活動當天，參加的系友們除了有才剛畢業的系友，還有碩士在職專班的畢業系友一同

參加，大家互相交換名片，交流各種工作及理念想法，非常熱鬧，感謝蒞臨參加的系友，也

期待明年再次的相逢。

105
系友會活動

中區
105. 

05. 2
1

年

11分區活動



一、時間：105 年 8 月 27 日 ( 星期六 ) 上午 11:00 至下午 14:00 分。

二、報到及用餐地點：台南 - 濃園餐廳。

感謝各位系友參加今年的南區系友聚會，活動當天，系友們相繼圍成一桌，除了相互認

識介紹，也一同交換彼此的工作心得及對母系的期許，場面非常溫馨，讓前輩與新秀能相互

認識，彼此提攜，意義非凡。另外，用餐的地點「台南 - 濃園餐廳」，除了裡裡外外中國式古

色古香風格裝潢給人一種豪華氣派感，服務的熱情度也讓系友們印象深刻，再次感謝當天所

參加的系友，期待明年的再次相逢！

105
系友會活動

南區
105. 

08. 2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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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105 年 10 月 1 日 ( 星期六 ) 上午 11:00 至下午 14:00 分。

二、報到及用餐地點：聚馥園餐廳。

非常感謝各位系友參加 10 月 1 日北區系友聚會活動，當天席開 5 桌，熱鬧滾滾，新生

代系友踴躍出席，使得現場氣氛活潑熱鬧，感謝北區系友的參加，活動當天，也有許多大學

長一同前往參加，有：黃敏雄學長，張思聰學長，許文章學長，謝博元學長，許瑞雄學長，

以及好久不見的鄭正宗學長，也感謝北區會長蘇致源學長的安排，更恭喜下一屆北區會長劉

士綸學長和副會長曾郁嵐學姐！

105
系友會活動

北區
105. 

10. 0
1

年

13分區活動



今年大學部 55 年畢業的學長姐們在

4 月 9 日中午 12:00，於長榮桂冠酒店 2F

廣翠廳舉行 50 週年聚會，當天還出現難得

的嘉賓：黃東旭老師，黃老師當時在大學

部 55 年班別時，擔任定量及定性分析實驗

課的助教，雖然黃老師當時在母系只待了

2 年的時間就到國外繼續深造，但因為認

系友回娘家花絮

真督導實驗課程，不但幫學長姐那班打下

紮實的化學基礎，還和學長姐們培養深刻

的情誼，一直到現在都持續保持聯絡，令

我印象特別深刻，黃老師今年特地從美國

西雅圖回來與大家團聚，看著當天學長姐

們與黃老師之間的情感，真是令人欽佩及

羨慕！

中
興大
學食品

科學系畢業50週年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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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系友回娘家花絮



105 年 4 月 11 日，B81 陳唐旭學長（前

康師傅飲品事業採購總監）回母系參訪，與

周老師、蔡碩文老師及陳武郎學長一同敘舊。

105 年 5月 12 日，大學部 56 年王敦正系友賢伉儷及友人回母校拜訪，於餐敘時間與薛富

盛校長、農學院陳樹群院長、食生系王苑春主任、食生系顏國欽講座教授、食生系陳錦樹教授、

食生系蔣恩沛教授一起於餐廳用餐，共度愉快的午餐時光！

系友回娘家花
絮

B81陳唐旭學長

B56 王敦正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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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恭賀 B56 王敦正學長榮獲中興大學

第 20 屆傑出校友。

( 二 ) 恭賀 B67 陳建斌學長榮升農糧署署長。

( 三 ) 恭賀 B65 張斌堂學長榮獲中興大學

第 20 屆傑出校友。

( 四 ) 恭賀 B73 賴麗旭學姐當選中興大學食品

加工廠廠長。

( 五 ) 恭賀 B78 王進崑學長當選國際食品科技

聯盟院士。

( 依畢業年屆排序 )

際食品科技際食品科技技際 品科食 科食

17系友榮譽榜



時間：105 年 03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11：00

地點：台中菊園婚宴日本料理會館（旗艦店）

提案討論：

一、105 年度預定工作計畫報告。

二、105 年度預定經費報告。

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系主任致詞

理事長致詞

10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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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時間：105 年 07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 11：00

地點：台中菊園婚宴日本料理會館（旗艦店）

提案討論 :

一、第 23 屆理監事推薦名單。

二、選拔 105 年傑出系友。

三、本年度系友大會舉行日期討論。

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105 年度

19理監事會議



時間：105 年 10 月 8 日（星期六）上午 11：30

地點：台中菊園婚宴日本料理會館（旗艦店）

提案討論：

一、第 23 屆常務理監事選舉。

二、第 23 屆理事長選舉。

第三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10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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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1 月 20 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 B69 施坤河學長至系上分享，講

題「走過烘焙業 30 年」。

學長目前任職於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所長，今天帶給系上師生們許

多烘焙業的經驗分享，學長曾訓練很多業界師父及學校老師，除了製作技術外，

也不斷對麵包及蛋糕品質做研究改良，這次的演講帶給大家滿滿收穫。

邀請系友演講動態

104 年 11 月 20 日

B69 施坤河學長

21邀請系友演講動態



104 年 12 月 11 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 B79 孫鈴明學長至系上分享，講

題「台灣食品產業未來發展之我見」。

今天很榮幸能邀請到學長回系上演講，學長目前任職於台糖生物科技事業部

並擔任執行長，當天分享了許多關於食品產業的相關資訊分享，讓學弟妹們吸收

許多新知識。

邀請系友演講動態

104 年 12 月 11 日

B79 孫鈴明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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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2 月 25 日（五）於系上舉行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22 及 23 屆

理事長交接典禮，並於交接典禮結束後邀請 B67 陳建斌學長分享講題「農業與

食品產業加值化」。

食品政治學論壇

104 年 12 月 25 日

23邀請系友演講動態



邀請系友演講動態

105年3月18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B69朱中亮學長至系上分享，講題「食

品非熱加工技術的發展」。

學長今天的演講，讓大家更深入認識「食品非熱加工技術」，學長已於食品

工業研究所任職許久，也運用自身的專業知識輔導許多廠商，讓我們也了解到業

界的加工技術過程，感謝學長的精彩演講，更感謝學長帶給學弟妹們加工方面的

專業知識。

105 年 03 月 18 日

B69 朱中亮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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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3月25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B55劉明照學長至系上分享，講題「食

品產業經驗分享」。

劉董事長與系上學弟妹分享自身的工作經驗及勉勵學弟妹的話語，帶給大家

無比多的收穫，從年輕時期的工作精神，一直到自己創業的過程，劉董事長的毅

力及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感謝劉董事長的分享。

105 年 03 月 25 日

B55 劉明照董事長

邀請系友演講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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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5月6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B94麥揚竣學長至系上分享，講題「公

部門職涯 - 從中央到地方的食安管理」。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麥揚竣學長分享公職生涯，對於目前畢業想考取公職的學

弟妹們來說，今天的主題分享給大家許多想從事公職目標的學弟妹啟發新觀念，

學長也分享了台灣食品業者的現況及食安等問題，感謝學長帶來的寶貴經驗。

105 年 05 月 06 日

B94 麥揚竣學長

邀請系友演講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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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5 月 13 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 O94 陳兆祥學長至系上分享，講題

「堅持與創新」。

今天特別邀請到 O94 陳兆祥學長至系上分享經驗，學長目前任職於科達製

藥股份有限公司，分享了許多關於經營公司的理念及願景，敬業的精神非常值得

學弟妹學習，感謝學長帶來許多寶貴的工作經驗。

105 年 05 月 13 日

O94 陳兆祥學長

邀請系友演講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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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0月7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B81陳唐旭學長至系上分享，講題「從

包裝飲料 (RTD) 行業談食品供應鏈」。

今天非常榮幸能邀請學長與系上學弟妹分享學長的寶貴工作經驗及學生時期

的想法，除此之外，學長也和大家介紹包裝飲料行業及供應鏈等概念，雖然學弟

妹們還未進入產業，但學長提前與學弟妹們分享產業所會接觸到的觀念及專業知

識，例如：如何提高成本效率及時下最多人討論的網路行銷等，讓學弟妹們受益

良多。

105 年 10 月 07 日

B81 陳唐旭學長

邀請系友演講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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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食醋，又稱為醋、醯、苦酒等，是烹飪中常

用的一種液體酸味調味料。

醋的成分通常含有 3%-5% 的醋酸，有的還

有少量的酒石酸、檸檬酸等。理論上講，幾乎任

何含有糖分的液體都可以發酵釀醋。今天，按食

醋生產方法，食醋可分為釀造醋和人工合成醋。

釀造醋，是以糧食為原料，通過微生物發酵釀造

而成。人工合成醋是以化學冰醋酸，添加水、酸

味劑、調味料，香辛料、食用色素等調配而成。

醋在中國菜的烹飪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常

用於溜菜、涼拌菜等，西餐中常用於配製沙拉的

調味醬或浸制酸菜，日本料理中常用於製作壽司

用的飯。

貳、釀造食醋之製作：

如果以製醋應用的主原料種類來分，釀造食

醋可大項分穀物醋、果實醋與草木醋三大類，釀

造醋之製造：

將富含澱粉的榖物釀造成醋的過程大致可分

成三個階段：

一、糖化工程：

由於榖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大多是以「澱粉」

之巨大分子型態存在，不容易被酵母菌利用發酵

成酒精，故須先行液化在分解成單分子「葡萄

糖」，此步驟稱之為「糖化工程」，生產時即是

原料經蒸煮並接種麴菌後，產生酵素再進一步分

解之液化及糖化的步驟。

二、酒精發酵工程：

接種酵母菌使糖化液中之糖分轉變為酒精。

三、醋酸發酵工程：

接種醋酸菌將發酵液中之酒精轉變為醋酸。

參、CAS 釀造醋之特色：

一、國產原料、品質優良、衛生安全及包裝標示

符合規定：

CAS 釀造醋製造時不僅原料採用國產農產

品，在發酵過程中需精密地控制微生物菌相，以

及發酵的時間與溫度，以免雜菌污染和發酵不足

或過度，即使是在發酵完成，加工為製品時，亦

需嚴格管制產品的品質與衛生，而包裝標示亦需

符合規定。

二、天然、純釀造、風味自然及食感溫和：

CAS 釀造醋雖市以醋酸為主的酸性調味料，

然由於其乃經酵母及醋酸菌天然發酵而成，所以

成分中除醋酸外，還有其他成分如有機酸、醣

類、胺基酸及酯類等，彼此相互調和成氣味香

醇，食感溫和的特殊風味。

多多
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顧問蔡弘聰營養師食品技師

系友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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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吃好醋的好處：

一、促進新陳代謝，減少疲勞感：

平常疲倦不堪時，喝自然發酵醋可以釀醋中

的檸檬酸、及各種有機酸迅速推動體內檸檬酸循

環 (TCA-cycle) 的順暢，減少疲勞感，增強體力。 

二、微量卻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 

自然發酵醋中所含的微量元素「鈣、鎂、鈉、

鉀」，補充身體所需。

三、幫助體內環保：

平日攝取過多的脂肪、化學性食品添加物或

藥劑時，無形中增加肝臟的負擔。有機酸，可幫

助體內環保。

四、提高鈣質在人體中的吸收率：

一般飲食中鈣含量並非百分之百能被人體吸

收，甚至過多的磷質也會影響鈣的吸收率。醋，

進入人體後的檸檬酸和鈣化合成易為人體所吸收

的「檸檬酸鈣」，如煮排骨湯加醋，可增加鈣質

的吸收且更美味不油膩。

五、天天給你好精神、好氣色、養顏美容：

釀造醋是一種鹼性食品，多吃好醋，會使你

體質偏微鹼性，可增強身體的免疫力，減少感冒

機率，加上體內環保作得好，睡眠充足，人自然

精神氣爽，皮膚細膩，人見人愛。

伍、好醋的妙用：

一、幫助消化：

醋有促進唾液、胃液之分泌，有幫助消化的

功能。

二、減鹽效果：

料理中添加醋可以提昇味道，相對使鹽的用

量減少。

三、使維他命 C安定：

維他命 C在酸性的環境下可保持性質穩定。

所以蔬菜沙拉中加入含有醋的佐料或醬汁可防止

維他命 C被氧化、破壞。

四、有殺菌、防腐的效果：

食醋的殺菌力很強，幾可殺死所有細菌；生

鮮食物容易腐敗，一旦加以醋醃、醋泡、醋洗、

醋拌、等方式，可保食物鮮度及衛生。

五、使油膩的食物爽口：

如滷肉燥加點醋不油膩。

六、使味道潤滑而美味：

如清蒸海鮮加老薑片外加一點醋更美味。

陸、食醋的料理：

醋的好處很多，既能幫助料理調味，適量的

攝取也能促進身體健康。醋的用途很廣，除了單

喝的水果醋，最常見的還有各式的開胃涼拌、煎

滷炒燉等。台灣最普遍就屬黑醋和白醋，但在做

料理的同時，到底是要加黑醋還是白醋，常常讓

人搞不清楚，兩者除了味道與香氣略有差異外，

怎麼樣的料理又該使用何種醋呢？

一、認識黑醋：

我們一般常吃的黑醋，是除了使用糯米之

外，還加入了紅蘿蔔和洋蔥等蔬果一起熬煮，之

後再經三個月的釀造而得。因本身含有鹽，所以

再調味時，要注意加了醋後的鹹度，再斟酌是否

在料理中另外加入鹽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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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合黑醋的料理：

黑醋用途很廣，裡面除了是糯米發酵以外還

有添加多種蔬果，香氣迷人又帶酸味。我們常以

黑醋作為涼拌、燒炒，以提味為主要訴求，經

典料理像是台式炒麵、魷魚羹、肉羹、炒蛤蜊等

等。料理時要注意放醋的時機，以起鍋前加入為

最好，以免煮太久酸味減低，導致風味盡失。

三、認識白醋：

白醋是用糯米為原料，經三個月純釀造而

成，味道較黑醋酸。白醋因酸度夠，常料理成開

胃小菜，除此之外也很適合在吃麻辣鍋時沾取，

以中和口中辣度。如果家裡有衣服沾染污漬，使

用一點點白醋塗抹，也能有清潔的效用。

四、適合白醋的料理：

白醋酸而無色，常用於不破壞食材色澤的料

理，像是薑絲炒大腸、醋溜排骨；也常有拿來強

調酸味去腥的像是醋溜魚片、白醋蝦等。許多

開胃的小菜，為了不破壞色澤，也選擇白醋來醃

製，像是涼拌小黃瓜、涼拌海帶芽等，又酸又夠

味，非常下飯。

五、到底何時要加黑醋、白醋呢？

普遍來說，黑醋香味濃，味道多元，常用於

需要提味、增加香氣的料理，而白醋則是酸度夠

且無色，適合拿來做強調酸味、去腥、不破壞食

材色澤的料理。

柒、我家的食醋料理秘方大公開

一、我家必備的調味特殊醬料：

將冷壓特級橄欖油（Extra Virgin Olive oil）

一份、CAS 釀造白醋或紅醋一份、釀造薄鹽白蔭

油一份、CAS 榖聖料理紅麴醬（榖聖股份有限公

司出品、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驗證）一份及

適量壓碎蒜頭混合均勻作成一種調味醬料，可作

為水煮蔬菜、水煮牛肉、水煮豬肉、清蒸海鮮、

水餃、水煮麵條等之沾醬，超級好吃，小心盤子

會被吃掉，營養、衛生、健康、無負擔又美味漂

亮（淡紅色）。

二、健康壽米屋十穀米壽司飯：

將壽米屋十穀米（泰贈點網站 TreeMall 產

品）用清水輕輕撥洗 2 到 3 次，加入 1：1.2 倍

的清水即可，經浸泡約 2小時後放入電鍋或電子

鍋煮，煮後再悶個 20 分後開蓋，加入適量 CAS

工研壽司酢（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出

品、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驗證），趁熱用

飯匙拌勻讓水氣蒸發，放冷後即成壽司飯，加蛋

皮、小黃瓜、肉鬆及並放幾片海苔，就是好吃的

壽司飯，十穀米有軟有硬，口味多元，值得推薦

給大家享用。

但若要放稍久，要加蓋，免得上層飯太乾。

海苔片要吃才取出包著壽司飯吃才會脆，真是脆

在嘴裏，樂在心裏，營養健康美味又簡單，於此

大熱天，十穀米壽司飯加上 CAS 禎祥冷凍鹽味

毛豆（禎祥實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台灣優

良農產品發展協會驗證），人間美味，不要猶

疑，馬上動手，你將發現我這營養師又是食品技

師所介紹的不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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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注意事項

食醋保健成為一種時尚，悄然在流行，但醋未必對每個人都有保健作用，醋的副作用不能忽視。

有人吃醋會引發各種不適，吃醋的時候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事項：

玖、結論

現代人生活水準越來越高，人們越來越追求

健康長壽，有些人把醋視為調味品，也有人拿它

當強身的食品，夏天一到，開胃、酸酸的食物

特別受人歡迎，讓我們把這個中國古老的調味品

「醋」重登舞台，再次被視為殺菌消毒、開胃強

身保健的熱門食品。

我以營養師又是食品技師的觀點，值得推薦

大家時常食用好醋、給我們身體最好的鼓勵。現

在我們知道保持均衡的營養、正常的生活作息、

持續有恆的運動、充足的睡眠與充滿感恩快樂的

心情就是維持健康最好的處方。女人吃醋三大注

意事項

一、空腹不能吃醋。不論你的胃腸多強健，都不適合在空腹時喝醋，免得刺激分泌過

多胃酸，傷害胃壁。

二、骨折的人避免吃醋。在骨折治療和康復期間的人應避免吃醋。醋由於能軟化骨骼

和脫鈣，破壞鈣元素在人體內的動態平衡，會促發和加重骨質疏鬆症，使受傷肢

體酸軟、疼痛加劇，骨折遲遲不能癒合。

三、對醋過敏者及低血壓者忌用。食醋會導致這類人身體出現過敏而發生皮疹、瘙癢、

水腫、哮喘等症狀。另外，患低血壓的病人食醋會導致血壓降低而出現頭痛頭昏、

全身疲軟等不良反應。

四、胃潰瘍和胃酸過多患者不宜。醋不僅會腐蝕這類患者的胃腸黏膜而加重潰瘍病的

發展，而且醋本身有豐富的有機酸，能使消化器官分泌大量消化液，從而加大胃

酸的消化作用，導致潰瘍加重。

五、正在服藥者不宜。因為醋酸能改變人體內局部環境的酸鹼度，從而使某些藥物不

能發揮作用。

六、少量吃醋無礙，但是大量喝醋，對胃腸都刺激太大。再者，市售的水果醋或其他

醋飲料裏往往加入大量的糖，如果以喝醋取代開水、茶等飲料，額外增加不少熱

量，長期喝下去，肥胖機會大增，對控制體重更不利。

拾、附帶結語—吃醋的藝術：

一個漂亮但不苟言笑的女人和一個相貌平平

但溫存嬌氣的女人出現在男人面前時，聰明的

男人大都會選後者。男人們可以做到貧賤不移，

威武不屈，但很難做到在撒嬌吃醋的女人面前不

折腰。吃醋的女人乖張俏皮，活靈活現，她們深

諳吃醋之道，因此盡顯女人的風情萬種，楚楚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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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2016/4/26 ∼ 2016/5/4 早上 10 點 - 晚上 8 點

活動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小禮堂

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食生系

協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會

參與對象：中興校內所有學生及附近所有居民

活動宗旨：本次活動以「食安事件」作為展覽的主題。近年來，食安事件頻頻發生，引起大眾的恐慌，

希望由此展覽，用類似新聞報導的設計，結合與運用本系所學之專業，介紹和傳達正確之

概念。除了宣揚本系特色外，也讓大眾更深入了解這些事件的事實，並多學習更多相關知

識。展內有圖文介紹，也有搭配小遊戲及實體展區讓大家印象可以更深刻，並在展覽場地

設置攤販，讓大家有得吃又學習到許多東西！

1 打卡拍照區

2工作人員大合照

3小學 5 年級導覽

4幼稚園大班導覽

5小學 DIY 實作
4

5

2
3

1

中興食生週─食事求識

活
動
剪
影

2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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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屆食品生技營

1參觀工廠—伊莎貝爾

2微生物實驗講解

3學姊上課

4賴麗旭老師上課

5小隊員與全體工作人
員大合照

6果凍實作

7參觀工廠—伊莎貝爾

4

5

3

第十屆中興食生營─食事求識
201
6

活動日期：2016/07/04 ∼ 2016/07/08 共五天

活動對象：高中職學生 ( 含應屆畢業生 )

活動目的：為推廣本系及鼓勵高中生暑假參與學習活動，特舉辦本營隊。

營期間特聘請俱備食品領域專業知識教授，為高中生進行授

課，並透過學習及實作的方式，使學員體驗食品製作與生物科

技應用的關聯，啟發學員對於食品及生物科技領域的興趣。透

過活動及全體工作人員的的帶領，使學員能接觸到食品及應用

生物科技相關的課程內容，並對其未來生涯規劃有所助益或引

導確認學習目標。

1

2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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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2016 年 6 月 8 日 18:00 ∼ 22:00

活動地點：食生系館 110 演講廳

活動目的：在校學弟妹為即將畢業之學長姐做一歡送活動，希望透過精緻的餐點、精彩的表演以及精

心製作的活動為學長姐們留下美好回憶，讓彼此更能珍惜一同於食生系所度過的時光。

食生送舊晚會
201
6

頒獎典禮 小遊戲—心電感應

摸彩活動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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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新生見面會

新生見面會
201
6

活動目的：為了讓大一新生們更深入學校附近環境及了解系上的教學環境，系學會安排許多活動，透

過系上各系隊招生宣傳，讓新生可以不只讀書也同時規律的運動，藉由抽直屬活動，將學

長姊用功努力的心血往下傳承，也簡短的介紹新生宿營活動，及學校附近推薦的食宿！

活動日期：2016/9/07

五官選選樂
抽直屬

各系隊介紹

宿營介紹

中興食宿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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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的：為了讓大一新鮮人和家長能夠快速熟悉學校以及系上的教學環境，特別安排了家長座談會

讓家長能直接與系上老師對談，由系主任及班導師的詳盡介紹，讓家長及新生更了解食生

系。主任還特地舉辦有獎徵答活動，讓座談會更加活潑有趣！

活動日期：2016/9/4

家長座談會 (9/4)
201
6

2016
家長座談會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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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球類食生盃賽

各球類食生盃賽
201
6

活動目的：系上有不少系隊，但不是每個人都有參與系隊的練習，食生盃就是要讓系上的所有人一起

來享受打球的樂趣，因此每個球類都有舉辦食生盃，分年級對抗，最後的冠軍有小小的獎

勵，因為不是正規的比賽，比賽的過程中常發生有趣的事情，為食生盃增加不少歡樂！

活動時間：

籃球三對三大賽：2015/11/28

排球食生盃：2015/11/30~12/04

活動
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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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藉由系烤活動歡迎大一新生加入食生大家

庭，讓系上同學可以彼此交流促進感情，並讓學

長姐與大一新生能進一步認識

系烤
201
5

①黑旗白旗：

每桌派出一個學弟妹，每個遊

戲參與者一手拿著黑旗，一手拿著

白旗。主持人念出一連串指示動

作，參與者必須及時依照指示做出

動作，做錯或較慢做出動作皆算

輸，醜二淘汰出局，在一定時間內

沒出局的人加分，一個人加一分。

②少數服從多數：

每桌派出 2-3 位遊戲參

與者，主持人會問問題，參

與者往左右跳圈叉，以多數

人跳的那方為正確答案，跳

到少數人選的方向即算輸，

由計分人員記一個點，最後

再統計扣分點數。

③音樂猜猜樂：

主持放編製過的音樂，由在

場全部的人一起猜是由

哪幾首歌曲混音而

成，須講出全部正

確的歌名及歌手方

才算贏得一分，也是

以桌為加分單位。

遊戲

2. 內容

分桌方式：以「家」為單位，二到三家一桌

主持人：賴宜姍、黃識豪

表演：熱舞社

食物：三明治→披薩→烤雞

飲料：檸檬愛玉、麥茶、無糖綠茶 ( 冰塊 )

猜拳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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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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傳真：(   )

手機：　　　　　　　　　　　聯絡人：

通訊地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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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供推動校務發展之用

□ 2. 懷璧計畫　　　　　　　　　　　　　　  □ 7. 不指定用途(供校務基金統籌)

□ 3. 國際數位文創合作計畫之用　　　　　　  □ 8. 其他：　　　　　　　　

□ 4. 供 H2100 食生系   ( 系 / 所 / 單位 ) 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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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ster

□ J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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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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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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