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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 聶威杰 美金 150 元
B56 李義生＄30 萬元整
供食生系研究實驗設備專用

B60 沈發枝＄5 萬元整

B63 柯文慶＄2 萬元整 B73 林麗雲＄3,124 元整
B74 林金源
＄1 萬 2 仟 5 佰元整

M80 張連發＄5 萬元整 B83 張德揚＄3 仟元整 B84 林建君＄3 仟元整

B85 施文吏＄6 萬元整 B72 陳國信＄3 萬元整 B76 江伯源＄5 仟元整

B77 劉崇義＄1000 元整 B78 周明田＄5 萬元整 B79 孫鈴明＄6 仟元整

B79 劉世詮＄5 仟元整 B95 郭毓軒＄500 元整 P87 賴坤明＄1 萬 5 仟元整

鉅鵬公司董事長
林萬宗＄8 仟元整

鈺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 仟元整

來裕企業集團公司 B50 許文章＄5,000

綠邦食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B60 沈發枝＄10,000

綠盟股份有限公司 B73 廖國棠＄10,000

統喜企業有限公司 M80 張連發＄10,000

振芳股份有限公司 B84 林煉宗＄10,000

107
年
獎
助
學
金
~
依
年
屆

加特福獎助學金＄100,000
加特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關懷服務智慧獎助學金＄40,000
B50 許文章、B55 江良山

李景玉教授紀念獎學金＄30,000
B57 劉雨生

清勤獎學金＄10,000
B55 紀佳雄、B55 吳昭雄學長
B55 張弘儀學、B55 方義隆學長
B55 蔡貴榮學長、B55 林政治學長
B55 王信雄學長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佳美菁英獎助學金 
B62 游昭明＄20,000

服務獎助學金＄30,000
B72 陳國信

社團領袖獎助學金＄16,800
B69 方　繼

優秀清寒獎助學金＄100,000
B76 班級共同捐贈
( 捐款人以洪福隆學長代表 )

蔣啟玲教授獎助學金＄1,000
畢業系友

107
年
會
費
繳
納
名
單

B48 黃敏雄 B48 張思聰 B50 許文章 B52 蘇勁堅 B55 謝至釧

B55 黃山內 B55 洪博昭 B56 李富雄 B56 王敦正 B56 白　玉

B56 靳東哲 B56 蔡靜美 B56 黃良榮 B56 劉　秦 B56 吳元樁

B56 賴茂民 B56 李義生 B56 王村田 B56 朱緯生 B56 楊月文

B56 喬玉斌 B56 黃福安 B56 倪彥偉 B56 涂英明 B56 陳文松

B56 郭芳彥 B56 范崇滄 B56 吳民雄 B57 蔡蕙英 B57 葉東柏

B57 林雄傑 B58 許瑞雄 B61 林建邦 B61 蔡瑞月 B61 陸少傑

B61 魏梅鶯 B61 何嘉璐 B61 蔡正員 B61 楊遂定 B61 葉挺華

B61 李友仁 B63 柯文慶 B64 陳錦樹 B64 郭旭廷 B65 許永禎

B65 張斌堂 B66 王繼中 B67 蔡坤修 B67 吳明昌 B69 朱中亮

B73 程俊龍 B73 廖國棠 B74 林金源 B76 江伯源 B76 洪福隆

B77 劉崇義 B79 劉世詮 B78 周明田 B79 孫鈴明 B82 蔡碩文

B83 林煜翔 B83 黃仕政 B86 許淑真 B86 陳文騰 B87 謝昌衛

B88 劉士綸 B88 蘇致源 B95 郭毓軒 B100 洪千雅 B100 陳小薇

M73 王苑春 M80 張連發 M100 曾上哲 P103 楊珺堯 O91 謝文慶

O93 林景修 O94 陳兆祥 師　蔡順仁 師　蔣恩沛 師　劉沛棻

師　黃菁英 榮譽系友 陳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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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敬愛的食生系系友們好：

時光飛逝，擔任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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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

田副理事長、林金源系主任、蔣恩沛秘書長、劉

沛棻副秘書長，以及北區 B88 劉士綸會長、中區

P102 劉整嶺會長、南區 B95 郭毓軒會長的協助

與參與，使得系友會的會務得以順利運作，在此，

承蒙各位系友的支持與愛護，使每次系友會舉辦

的活動都非常的熱鬧與順利。

在上任兩年的期間，秘書室與各分區會長先

後舉辦了中區、南區、北區、上海區系友活動及

年度系友大會，透過各分區會長及秘書室的大力

號召下，每次的聚會都能齊聚老、中、青三代，

也因為增加了年輕一代的系友們，系友會的聯誼

活動充滿了青春及活潑的氛圍。

母校今年適逢 99 周年，系友會將於 11 月 3

日舉辦系友大會；明年為創校與創系 100 周年，

為慶祝百周年回活動，秘書室也將辦理一連串的

慶祝活動，包括 : 製作「百年史集」為創系 100

周年紀念品以及 108 年度擴大系友大會活動等，

屆時歡迎各位系友撥冗一同參加年度盛大的系友

大會活動。

今年 8 月，秘書室已製作完成第 24 屆理監

事電子選票系統，邀請畢業系友們上網投票點

選，於公告選舉截止日 9 月 7 日止，回收電子選

票有效票共 124 票，並將於 11 月 3 日會員大會

公開第 24 屆理事 55 名，監事 15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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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

團結系友的聯誼服務目的。

今年的中區會長劉整嶺（P102），首先在 6

月 2 日，於台中神馬郡休閒農場舉行中區系友活

動，南區郭毓軒會長（B95）於 9 月 15 日，在

台南『丸珍水產豪華海鮮餐廳』舉行南區系友聚

會，北區劉士綸會長（B88）於 10 月 20 日，在

台北『水美溫泉會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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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的一個大

家庭，需請系友們多多參與系友會活動，讓這個

大家庭能持續成長、茁壯；也感謝歷屆理事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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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旅中系友聯誼會主辦人溫振能學長

（B92）將於 12 月 8 日（六）在『上海神旺大酒

店』舉辦系友聯誼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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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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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特定與系友會張連發理事長及系上劉

沛棻老師一同搭車前往嘉義專訪學長，學長非

常熱心的親自到高鐵站迎接我們，並開車載我

們到嘉義縣大林鎮「台糖生物科技事業部」參

訪。大林糖廠位於一號省道旁，遠遠就可以看

到台糖生物科技中心醒目的百年巨型煙囪，一

進園區裡，清幽的環境讓人感覺心情放鬆、怡

人心懷，但我遠遠被中間的巨型煙囪工業古蹟

給吸引住目光，學長說這根煙囪的年齡和我們

國家的歷史一樣久，是日據時代留傳下來的，

今年是 107 年，所以這根煙囪也有 107 歲，更

是台糖的文化資產之一。

學長的求學與職場經歷

學長自承在校成績不是頂尖，大學自母系

畢業後，有幸考上系上研究所及台大農化研究

所，後選讀台大研究所，同年度，也考上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並選填台糖公司服務，依台糖

公司規定，新進人員需先實習半，所以學長就

和當時研究所的指導教授討論先休學一年，選

擇先至台糖公司實習，等實習完後再繼續攻讀

研究所。

學長從畢業後就一直待在台糖公司，剛開

始先在研發部門擔任研究員，大約 10 年的時

間，接著調至台北總公司擔任管理職務，所以

學長擔任過研發主管、廠長到現今的副執行長

職務，學長說，每擔任一個角色就告訴自己不

斷的在學習，例如現在學長擔任副執行長，面

對所負責業務，時常想著如何處理可以更好更

有效率，如目前公司籌備要在東石蓋新廠，學

系友專訪

孫鈴明
學長

— 大學部 79 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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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說蓋廠需要很多專業及整合性知識，因為前

面規劃不對就會影響後端的營運，所以必須要

花時間去找資料，了解相關法規，且要不斷的

諮詢，充實專業，例如 : 工安防護、環保空污

汙水防制⋯等相關問題，所以學長的腦海中一

直圍繞在公事，晚間回宿舍休息時，半夜都會

起床想公事，我想這就是所謂的「能力越大，

責任越大」吧 !

學長一直強調，學食品是個通則，這過

程讓我們了解很多物質化學特性，但我們只要

掌握到關鍵舉一反三，就能融會貫通應用到業

務或其他日常生活中，就如武俠小說所提的練

劍重在練劍訣而非練劍術；並舉例台糖產美容

保養品系列，學長剛開始接觸化妝品研發的時

候，覺得可能和所學領域有所差異，但後來深

入研究後，發現其實與基本的食品乳化原理都

相近似，可以據此原理再做深入衍

生，只是化妝品首重行銷，行銷操

作才能將品牌擴張，也是可快速拉

近消費者距離及溝通的方法，學長

笑說，在行銷這個領域，也許學食

品的學生較無法掌握這塊專業，畢

竟產品在市場行銷，需懂得消費

者心理學才能快速提升產品的附

加價值；而我們站在食品專業角度

可作的是如何將專業的知識化繁為

簡以簡易可懂的比喻，說出產品特

點進而讓消費者瞭解進而選用公司

產品，學術有專精，職場上各司其

職，每個職務專業技能雖不一樣，

可是學食品的學生若能將食品科技

領域上所學的知識及技能，有效利

用，將可以像學長不斷的強調「學

食品是個通則，掌握關鍵，就能融

會貫通」。

對學弟妹說的話

1. 要有危機意識，要有願意學習精神。

學長說目前是一個多元且快速變遷的社

會，必需要將自己保持不斷在學習狀態，除了

鼓勵學弟妹們把在學校所學的專業知識應用在

業務上，但同時對於周遭新興的相關知識也樂

於學習。我們隨著離開校園後若不再學習，相

關的智能會不斷折舊與落後，在工作或生活上

安於現狀則會面臨溫水煮蛙現象，而與變遷的

環境脫節；所以有危機意識就會驅動著我們學

習成長的動力。學長在台糖公司任職許久，經

歷過各種職務，每一個階段的職務安排，都是

學長需挑戰的角色，也許過程中挫折重重，但

只要保持學習的精神，終究能苦盡甘來，學習

越多，進步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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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要怕失敗及困難，失敗也是經驗。

學長目前的職務屬高階主管，必需充實自

己具備技術、人際及專業等能力，所以會時刻

面臨各種問題挑戰，例如 : 台糖公司廠內有許

多專業設備，這是硬體需求，並非將專業設備

擺進廠房立即就可生產，尚需要其它軟體管理

制度使所生產出產品良率、製程、品質等細節

達到規畫，這會歷經多次的嘗試調整，沒有失

敗，就沒有成功，把每次的失敗當作是經驗的

累積。 

3. 有沒有更好的想法及創意 ?

學長認為新世代已瞬息萬變，若還是維

持現狀，不願改變，大家常被舊習所羈絆，將

無法有所突破，台糖已經是間歷史悠久的公

司，因此近幾年也積極投入新產品研發與產品

革新，不斷地開拓新商機及自有品牌，所以學

長強調，舊習或經驗固然給我們一個可遵循的

方向讓我們依循安全完成，但過於固守則無法

走出新的做法，可時常思考如何做可以做的更

好？要有創新與突破的勇氣，才能替公司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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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價值，也能提升

自我能力。

結語

專訪完之後學

長帶我們去參觀廠

房的設備，讓我們

大 開 眼 界， 例 如 :

噴霧乾燥系統、萃

取設備、打錠機設

備等，感受到台糖

公司對廠房衛生及

品質的嚴格要求甚高。在嘉義台糖廠內，我們

共有 3 位系友任職，其中一位還是今年 4 月剛

考上的生力軍新人，目前正在廠內實習，也是

母系江伯源老師的碩士班畢業學生，學妹在專

訪當天也陪著我們一同參觀廠房及分享這幾個

月的實習心得，好像舉行一個小型的系友會一

樣，互相分享與敘舊，學長還帶我們到大林糖

廠品嚐冰品，解解夏日的熱氣，裡面所販賣的

冰品看起來都好可口，咬下冰棒的那一瞬間，

煩惱和熱氣好像受到冰棒的冷凍效應，全都消

失不見。

樂觀的學長總是微笑著，讓我們看不到

學長的為公事煩惱著，我想，這也是學長一

路走來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其實這也勉勵著

我們，受到挫折的時候，像學長一樣，微笑也

許能雲淡風輕，告訴著自己繼續加油，勇往直

前！而學長也希望系友或校友若有興趣也可報

考經濟部的徵才考試，來加入國營企業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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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的系友大會精彩又熱鬧的舉行，當天系友會張連發理事長也特別精心安排多位茶藝

師迎賓奉茶活動，象徵「以茶會友，天長地久」! 

這次大學部畢業年級 56 及 61 年系友們，也一同回母系熱鬧舉行同學會，除了一同逛逛久違

的校園，重返母系同聊往事，現場氣氛熱鬧滾滾 !

中午餐敘時，系友們在小禮堂用餐，席開 14 桌，除了和系友們共享美食佳餚，也欣賞系學

會帶來精采的表演，感受到新一代學弟妹們的年輕與活力 !

在此也恭喜今年度獲獎系友 :

卓越貢獻獎：

B60 沈發枝 ( 綠邦食品生技公司 董事長 )

傑出系友獎 :

B69 朱中亮 (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產品及製程中心資深研究員 )

B79 孫鈴明 (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物科技事業部副執行長 )

海外傑出系友獎 :

B76 洪福隆 ( 廣之鄉食品 ( 股 ) 公司中國區總經理 )

熱心系友獎 :

B79 劉世詮 (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管理學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 )

B86 許淑真 ( 長榮大學環境與食品安全檢驗學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

榮譽系友獎 :

陳陸宏 ( 台灣國際生命科學會會長 )

羅揚銘 ( 美國 Biointellipro 公司總裁暨執行長 )

童儀展 ( 食力媒體創人暨總編輯 )

年度系友大會活動後記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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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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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分區活動



感謝 ~ 參與 106 年大陸區系友聯誼活動的系友們與食品產業貴賓們，當天席開 6 桌，熱鬧非

凡 !

感謝 ~ 康師傅中央研究所食品安全中心副總經理羅之綱學長，精心安排系友們至康師傅食安

中心參觀，讓大家收穫滿滿。

感謝 ~ 李茂盛學長的熱情款待與經驗交流，讓系友們增進許多寶貴知識，

學長畢業於民國五十七年母系農業化學系，曾擔任『上海市台灣同胞企業投資協會』會長的

職務，早在 10 多年前在台灣就有了「手套教父」的稱號，李茂盛學長創立的上海翔茂企業，每個

月生產的醫療用手套高達 4 億支，不僅是大陸最大，在世界亦名列前矛，學長在會客室中展示公

司生產的手套並為在場的學長們解說，經過學長穿戴示範後，感覺帶著手套工作仍能保持靈活性，

而學長公司研發出各種配方，能讓手套做得更薄，質地更堅固，長期獲得日本客戶的信賴，顯示

學長公司的產品品質一直都能維持在高水準；拜訪當天，李學長也捐獻經費給系友會，在此真誠

感謝學長長期支持系友會。

感謝 ~ 大陸區連絡會長溫振能學長及所有旺旺集團的系友們 ( 林鎮世技術長，研發中心副處

長黃明昌學長，研發中心主管 - 總處長陳俊江學長，謝尚智學長等的場地支援與飲品食物贊助，

讓當天的活動順利圓滿。更感謝一路支持系友會的謝至釧老師，不斷的勉勵後進新人與關心系友

會。

再次感謝當天的所有食品貴賓蒞臨參與和系友們的贊助

年度大陸區系友聯誼活動後紀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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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分區活動



一、時間：107 年 6 月 2 日 ( 星期六 ) 上午 11:00

二、報到及用餐地點：神馬郡休閒農場 -靝 ( ㄊ一ㄢ ) 馬馬場

非常感謝系友們參加此次中區聯誼活動，也非常感謝中區會長劉整嶺學長精心的策劃以及系

友王神寶學長的協助，讓活動順利美滿，當天的天氣雖然炎熱，但是每位系友都攜家帶眷快樂的

參加騎馬活動，體驗了騎馬的樂趣，也很感謝王神寶學長的熱情款待，不但提供寬敞的空間以及

免費體驗騎馬活動，更帶來精采的咖啡介紹，讓參與的系友獲得保貴的知識。

年度中區系友聯誼活動後紀107

12 VOL.57 興大 食科通訊



13分區活動



一、時間：107 年 9 月 15 日 ( 星期六 ) 上午 11:00 至下午 14:30 分。

二、報到及用餐地點：台南 - 丸珍水產豪華海鮮餐廳

非常感謝各位系友踴躍蒞臨參加南區系友會，當天聚集了老中青三代系友一同齊聚，非常熱

鬧 ! 感謝郭毓軒南區會長用心的尋找聚會地點，除了讓大家享用最新鮮美的海鮮，也讓參加的系

友們可以飽覽附近美景 ! 在此，更恭喜下一屆接棒的南區會長 : 張明仁學長，期待明年的南區系友

聚會，再次感謝 ~

年度南區系友聯誼活動後紀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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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區活動



一、時間：107 年 10 月 20 日 ( 星期六 ) 上午 11:00 至下午 14:30 分。

二、報到及用餐地點：新北投水美溫泉會館

非常感謝各位系友參加 107 年度的北區系友聚會活動 , 當天氣氛熱鬧滾滾 ! 活潑熱鬧 ! 感謝北

區會長劉士綸學長精心安排此次活動，也恭喜下一屆會長陳小薇學姐 , 期望明年聚會再次相聚 !

年度北區系友聯誼活動後紀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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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分區活動



107 年 3 月 10 日（六），圓滿於台中菊園婚宴日本料理會館舉

行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當天席開 4 桌，熱鬧非凡。

討論提案

一、107 年度預定工作計畫報告。

二、107 年度預定經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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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理監事會議



107 年 7 月 7 日（六），圓滿於台中菊園婚宴日本料理會館舉行

第 2 次理監事會議，非常感謝各位理監事及榮譽理事蒞臨參加 , 這次

感謝理事長特別邀約「金車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室吳怡玲經理」蒞臨會

議中演講，分享講題「品味世界咖啡香」，內容介紹咖啡的文化與照

片，讓大家獲益良多。

討論提案

一、第 24 屆理監事推薦名單

二、本年度系友大會舉行日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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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理監事會議



107 年 10 月 14 日（日），圓滿於母系 1 樓 110 演講廳舉行第 3

次理監事會議，當天於會議中順利選任第 24 屆理事長及常務理事，

也恭喜周明田學長當選第 24 屆理事長，游銅錫學長當選副理事長，

系友會也非常感謝張連發理事長的奉獻及第 23 屆理監事的參與及付

出，使得會務順利及圓滿。

討論提案

一、第 24 屆常務理監事選舉

二、第 24 屆理事長選舉

三、選拔 107 年傑出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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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理監事會議



學長目前任職於工業局擔任技正職務，當

天學長介紹台灣食品市場的概況及全球食品產

業環境等，感謝學長的分享，讓在場的學弟妹

學習到許多寶貴知識。

B90 林育諄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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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目前任職於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技術總監職務，當天學長除介紹公司產品

也講解了食品實例和原料及加工處理等專業知

識，感謝學長的分享，讓在場的學弟妹學習到

許多寶貴知識。

B76 古明靄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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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非常榮幸邀請到大學部 56 年

畢業賴茂民學長回母系和學弟妹們一同分享自

己的工作經驗及求學生涯，106年的系友大會，

學長和大學部班級連同眷屬共 38 位，熱鬧的

一同回母系召開 50 週年同學會，56 年班級學

長姐一直很關心母系學生求學狀況及系上情

況，因此學長號召同班同學共同捐贈母系大學

部四間教室的「e 化講座」設備，使得系上師

生能共享完善及科技化的教學設備，在此，非

常感謝學長對母系的熱心及關懷。

學長從母系畢業後就從軍一年，退伍後

就服務專營食品添加物的振芳公司擔任業務，

服務約 4 年後自行創業並開立國際貿易出口公

司，學長的創業之路，似乎特別讓學弟妹們感

到興趣，當天大家都非常踴躍提問問題，甚至

參與座談的老師們也請教學長並互相交流。

學長說他在創業這條路上「很勇敢」，勇

敢嘗試、勇敢問人、勇敢接受挫折，光是這點，

精神就令大家敬佩可嘉，所以學長提醒學弟妹

們千萬不要被手機給綁架，與人多互動及交

流，才會得到不一樣的經驗與刺激，這也是現

代年輕人所欠缺的，更鼓勵在座的每一位，求

學生涯要認真努力並紮好基礎，若畢業後從事

食品相關產業，才能學以致用；若想創業，可

參考企業排名的「TOP10 或 TOP 20」，並做

足功課，趁年輕時增加自己的各種經驗、挫折，

勇敢嘗試，才會有更多經歷。

B56 賴茂民 學長

學長的寶貴經驗分享，除了激勵了在座的

學生，也啟發了大家，只可惜當天座談時間只

有一個半小時，學長非常客氣的告訴學弟妹，

若還有疑問可以打電話或寄 mail 給學長，請大

家不要客氣，他一定會替學弟妹解或，真的是

非常照顧系上學弟妹的一個好學長，希望下一

次還有機會能再次邀請到學長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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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目前任職於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擔

任總經理職務，學長當天介紹公司如何透過現

代化高科技製藥設備的全面控管，致力使現代

中藥能更符合安全性，也讓在場的學弟妹們更

清楚認識到中藥材的介紹及科技化知識，感謝

學長的分享。

O94 陳兆祥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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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的飲料有多種樣式，因此消費者有多

種選擇，但最重要的是品質，學長曾任職於統

一企業並擔任飲料廠廠長，因此當天帶來許多

飲料包裝等專業知識及食品工廠品質衛生管理

要求等，感謝學長的分享，讓系上學弟妹們獲

益無窮。

感謝林麗雲教授光臨母系為系上師生帶來

精彩又專業的演講，老師當天也特地帶來親自

研發的柚子酥讓大家品嚐，除了感受到柚子酥

特殊的風味之外，也讓學弟妹更深入了解老師

所研究柚子的機能性成分分析解說，使大家吸

收到不一樣的專業知識，感謝老師的分享 !

B83 張德揚 學長

B73 林麗雲 學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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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中興大學 顏國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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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萬宗 先生 ( 鉅鵬機械有限公司負責人 )

(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得獎人聯誼會會長 )

鮑澤民先生 ( 愛之味高野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

吳明昌 理事長 (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 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院長 )

時間：107 年 5 月 4 日

地點：中興大學食生系 110 演講廳

107 年食品政治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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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台灣人生活飲食習慣的改變，工作作忙碌精神緊張，又因疏忽均衡飲食的觀念且缺少運動，
導致有 250 多萬人罹患代謝症候群 ( 糖尿病前期 ) 及糖尿病，糖尿病更會引起許多嚴重的併發症，如：
中風、失明、末梢神經壞死等，所以如何穩定的控制血糖為現今台灣人最重要的課題。

Insea5 錠狀食品，採用青錢柳提取物與加拿大專利原料 INSEA2 搭配而成，青錢柳含有青錢
柳黃銅、青錢柳多糖、青錢柳苷、硒、鉻等有機營養物，可以恢復人體胰島 B 細胞活力，促進胰
島素正常分泌，調整高血糖或低血糖者回復正常值。加拿大從褐藻用高生物技素萃取的專利原料
INSEA2，來自兩種天然褐藻的多酚混合物，通過 GRAS 認證、加拿大衛生部審核通過具有幫助支持
健康血糖值、降低飯後血糖的上升指數，台灣人以飯、麵的高澱粉、糖類的飲食為主，INSEA2 具有
抑制澱粉酶與葡萄糖苷酶雙重的柵欄作用，有效減緩飯後血糖上升指數。

本公司除開發騰鴻有機青錢柳硒片食品外，又利用恩施 ( 硒之都 ) 的生物活性有機硒製造含高硒
有機茶、蜂蜜等食品，歡迎年青系友加入「來裕企業國際集團」團隊，在預防醫學長照管理及有機
活性化硒產業共同與老同事合作，為人類健康及銀髮族樂活共同努力共創大業。

康鈺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安和路二段七號四樓之一

電話：02-2702-8147

B50 許文章 合十

康鈺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康鈺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康鈺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騰鴻 Insea5 天然調整血糖有機青錢柳複合硒片食品騰鴻 Insea5 天然調整血糖有機青錢柳複合硒片食品

-- 讓人類遠離糖尿病-- 讓人類遠離糖尿病
騰鴻 Insea5 天然調整血糖有機青錢柳複合硒片食品

-- 讓人類遠離糖尿病

引言人：中興大學 顏國欽 講座教授

主持人：謝昌衛 教授 (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

與談者：施坤河 所長 ( 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

　　　　蘇衍綸 教授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

時間：107 年 10 月 5 日

地點：中興大學食生系 110 演講廳

107 年食品政治學論壇

贈送含硒蛋白肽逆齡霜
可年輕 10-20 歲



本系食品科學系畢業系友本系食品科學系畢業系友

傅嫈惠 教授傅嫈惠 教授

1. 傅嫈惠系友於 1980 年畢業於本校中興大學食品科學系，1986 年取得俄亥俄

州立大學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其後，在俄亥俄州立大學進行三

年的博士後研究，1989 年轉至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擔

任博士後研究，主要研究內容為人類遺傳學。1993 年後投入生技產業四年，

1997 年返回學術界，擔任猶他大學研究助理教授。

2. 2002 年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與合作者 Louis Ptacek 一同組建實驗室，主要

研究內容為定位人類睡眠基因，探討人類睡眠調節以及人體節律的分子機制，

研究脫髓鞘疾病的小鼠模型，以及對健康髓磷脂有幫助的 miRNA 進行分類。

3. 目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總數達到 2382 名，外籍院士為 484 名，其中近 200

位曾榮獲諾貝爾獎。

4. 傅嫈惠博士 2018 年新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為本系榮耀。

光榮事蹟介紹

當選當選 20182018 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家科學院 (NAS)(NAS) 院士院士
當選中研院新科院士

當選美國國家醫學院院士當選美國國家醫學院院士

本系食品科學系畢業系友

傅嫈惠 教授

當選 2018 美國國家科學院 (NAS) 院士
當選中研院新科院士

當選美國國家醫學院院士

恭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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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co 前天晚上晚餐後到信義區散步，路過

“誠品書店”，就進去 2 樓走走看看。看到一本

很厚的新書，書名叫做“知心”，作者是一家非

常知名醫院的心臟科中心主任，也是美國的醫學

博士，就是臺灣現在的權威心臟科醫生。

全書約 365 頁，對於各種心臟病，心血管疾

病，有非常詳細的解說，圖文並茂，確實就是一

位權威的心臟科醫生專家。

Winco 特別找到書本上有關心臟的營養食物

的解說，我想應該會提到“硒”元素對於心臟病

的解說，我想身為心臟病的權威醫師，應該知道

大陸非常知名的心血管疾病案例，就是“克山

病”--- 一種心血管疾病。沒有想到只是簡單的介

紹要少鹽，要減少攝取鈉離子，再來就是介紹鉀

與鈣，有關心臟病與營養食品的關係，就沒有了。

在 1935 年時，大陸黑龍江的克山縣，發生

一種心血管疾病，全村的村民，約 40-50 歲，就

因為各種心血管疾病死亡，專家醫生都找不到原

因，最後就把它說是一種鄉土病，反正 40-50 歲

都要死去。最後大陸的專家就把這種不明原因的

各種心血管疾病，以克山縣的地名，命名為“克

山病”。

一直到 1973 年，世界衛生組織在美國發表

論文說：硒元素是人體需要的極微量元素，人體

若缺少硒 Se 元素，會有癌症，心臟病，心血管

本文作者：硒鍺先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 許瑞雄 Winco

疾病，糖尿病，肝病，腎臟病，白內障⋯⋯等 40

多種的疾病，大陸的專家看到這個報導，就試著

給克山縣的老百姓補充無機的硒元素，沒有想到

這個困擾 30 多年一直不能解決的各種心血管疾

病，竟然大幅的下降，最後才克服了這個疾病。

最後專家檢驗當地的土壤，發現當地的土壤缺乏

硒元素，是所謂的貧硒地區，因此當地的老百姓，

每天所吃的食物，就缺乏硒元素，也就全部生心

血管疾病而死。

後來大陸其他地區有發生與克山縣相同疾病

的地區，也是都給老百姓補充硒元素，而全部解

決，最後大陸的專家將全中國的土壤作硒元素含

量的檢查，發現中國有 72% 的土壤是貧硒地區，

臺灣也是貧硒地區。

Winco 寫本文的動機是知名的美國醫學博

士，心臟科的權威醫生為什麼不知道“克山病”

的事件，在 1935 年黑龍江省的克山縣發生全縣

的老百姓幾萬人死亡都是心血管疾病，這是非常

重大的健康事件，因此心臟科的權威醫生應該知

道，學到“克山病”的事件，則一定知道“硒”

元素與心血管疾病的關係。

很多人說現代的醫生不懂營養學，看來是真

的。以上人體補充硒元素就解決了“克山病”—

心血管疾病 的問題，這是“治本”，但是現代的

醫生醫術高明，練就了開刀，器官移植換心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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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術，這是“治標”，不知硒。

宜蘭三星鄉一位林太太心律不整幾十年，

心跳只有 30 下，量不到血壓，時常暈倒，一直

醫不好，也沒有藥吃，最後她吃了 Winco 應用

生物科技農業的技術所種植出來的“硒鍺有機

米”Se,Ge-riched Organic Rice 後，每天吃“硒鍺

米”，每天可以補充到有機的硒 Se 元素，沒有

想到一年後，心跳變 60 下，非常非常的高興。

其實這就是典型“克山病”—心血管疾病的例子。

另外，他的先生鄧福慶晚上頻尿，每 1-2 小

時要起來跑廁所，非常痛苦，去醫院檢查，攝腹

腺指數 10 點多，正常要 4 以下，醫生說要開刀，

他怕開刀，Winco 說，吃“硒鍺米”補充硒元素

吧，因為人體 40% 的硒在生殖器官，由於日常

的飲食缺乏硒元素，因此性功能退化，鄧先生聽

Winco 這麼說，就每天吃“硒鍺米”，由日常飲

食補充硒與鍺，一年後去醫院檢查，攝腹腺指數

降到 3 點多，正常了，不要開刀，非常高興；年

輕人若缺乏硒元素，那麼精蟲的尾巴會斷掉，則

就不能受孕。

Winco 今年新開發成功“稻中寶”：硒鍺

鉻 鋅 米 糠 麩 Se,Ge,Cr,Zn-riched Rice Bran , 是

由依據“Winco 農法”第三代有機農作物的

理論所種植出來的“硒鍺鉻鋅有機糙米”，

在碾成白米時所產生的米糠與米胚芽研磨而

成。 經 過 食 品 工 業 研 究 所 的 檢 驗， 含 有 硒

Se:1.22ppm，鍺 Ge:0.67ppm，鉻 Cr:0.28ppm，鋅

Zn:8.21mg/100g，膳食纖維：22.1g/100g，維生

素 B1:1.61mg/100g；硒是冬蟲夏草的主要成分，

鍺是人參的主要成分，生蠔含有豐富的鋅元素，

讓人精力滿滿，鉻 Cr 是葡萄糖耐性因子，以上都

是食物中的營養素，製造過程中無任何人工添加

物，無添加糖，因此“稻中寶”就是“超級食物

營養素”了；是小孩，大人及銀髮族的最佳營養

補給品。

鋅 Zn 元素代表精力，抗氧化與免疫力，約

有 50 種以上的金屬蛋白或酵素需要鋅的參與才

有功能。鋅是前列腺素與精液泉源，也是胰島素

成分。

“非常有機“書上說：如果把菠菜種植在含

“硒”的土地上，那麼長成之後含有“硒”的菠

菜，就是很珍貴的“藥用菠菜”。

日本醫學博士山口武津雄在“硒的臨床”書

上說：硒和鍺並用的超群效果。

世界第四大長壽村中國廣西巴馬縣，土壤富

含硒元素，當地百歲人瑞特別多，他們的血液中

硒的含量是一般人的 3 倍以上，因此每日吃“硒

鍺鉻鋅米“，”硒鍺鉻鋅米糠麩”，喝“硒鍺茶”，

由日常飲食補充有機的硒 Se，鍺 Ge，鉻 Cr，鋅

Zn 礦物質營養素，是養生好方法。

現代的農業往“精準農業”超級食物營養素 

的方向發展，因此種植功能性的農作物，例如富

硒，富鍺，富鉻，富鋅的有機稻米與茶葉，老百

姓在日常的飲食就可以補充到各種人體需要的微

量礦物質營養素。

Winco 說：“精準農業”超級食物營養素 的

時代已經來臨。

** 有關“精準農業”的技術，詳細請大家參閱：

www.mrsege.com , 連接 Winco 的部落格文章：

“Winco 農法與農業 4.0”，並請大家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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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小禮堂

★ 活動時間：2018/05/13~05/17 早上 8 點 - 晚上 7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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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校內學生及附近民眾

★ 活動宗旨：今年的食生週以各種市面上的全年齡向飲料為主，

以各種不同的飲品為主題一一介紹他們的材料與

加工方式，並且以各種貼近生活的舉例以及闢謠

解釋各種飲品，舉凡大家每天都喝的水，富含機

能性成分的茶飲，每日好夥伴的乳品及發酵乳製

品，清涼的碳酸飲料，乾燥飲品的加工原理等等，

希望大家能夠確實瞭解自己每日下肚飲料的真面

目，更深入了解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週展其餘部分更有活潑的互動遊戲區以及活動抽

獎，也有販賣我們為大家精心準備的小點心，希

望大家不管是求知慾或是食慾都能夠滿足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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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台中新社觀雲居

★ 活動時間：民國１０６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

★ 活動宗旨：讓剛踏入大學生活的新生們，對身邊的環境不熟

悉，透過迎新宿營可以讓新生們與學長姐和同學

之間的距離拉近，不只有社交方面的滿足，也透

過不同類型的學到關於食品方面的知識，學長姐

也用數個月的時間努力籌備，希望能引導學弟妹

熟悉食生的學習模式和相處模式，由宿營燃起新

生們對大學的熱情，透過學長姐的聊天分享，去

思考好好的經營自己的大學生活。營自己的大學生活

替
營
期
間
辛
苦
的
小
隊
員
準
備
的

﹁
驚
喜
﹂

上山後
開心的
烤肉時
間

夜教工人悉心打
扮，強化小隊員
心理素質 !

RPG 角色的奇怪要求

晚會活絡氣氛的螢火舞與第一支舞

充實的食生系大家庭

早
起
就
是
要
搭
配
早
操
!

課程遊戲，
長知識又有
趣 !!

趣味活
動的齊
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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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主題：Because He

★ 活動地點：活動場地租用了 RAVE CLUB，不僅在 DJ 的帶動

以及炒熱氣氛之外讓大家平時累積的壓力得到紓

解，也藉由三矽連呵準備的五島表演以及主持活

動替整個耶誕晚會增添樂趣，也促進了各系間的

交流與同學間的友誼，留下各種珍貴的回憶。

★ 活動時間：民國１０６年 12 月 20 日 ( 三 ) 18：00 - 21：00

★ 活動內容：食物被妳一口咬下，

品嘗了其中酸甜苦澀，

生怕著，

記憶中的味道已然褪去。

包裝上的營養標示印著熱量，

卻無法記錄相愛的熱度。

上頭寫道原料的產品成分，

卻理不清所有構成感情的元素。

那些我已捨去 妳也忘懷的美好食光，

讓我們在這次晚會重新邂逅。

★

★

小隊員齊心解任務

開關選道具

關
中
流
程

小心獵人的追捕 !

★ 活動時間：民國１０６年 12 月 2 日 ( 六 )

★ 活動內容：利用遊戲結合運動的方法 , 讓大家能在

玩遊戲之中享受奔跑的快感 , 逃過在學

校中各角落獵人的監視 , 努力的利用團

體合作攻佔以 NPC 作為據點的塔以獲得

分數。也讓平常不常運動的學生能利用

這次的機會好好的活動筋骨 , 增加系上

的學長姊弟妹交流的機會 !關選道具

小心獵人的追的追捕 !捕 !捕 !小小小心小心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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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國立中興大學食生系館

★ 活動時間：2018/07/05~07/08 早上 8 點 - 晚上 11 點

★ 參與對象：全國報名參加食生營之高中 ( 職 ) 生

★ 活動宗旨：期許利用舉辦暑期營隊的方式，使高中生能夠提

早接觸大學生活，本系專業知識與實作實驗技巧，

加上利用演講上課與工廠參訪，使同學能夠接觸

一般我們所難得接觸的區域與知識，藉整體活動

設計配合穿插的遊戲進行，讓大家在這個暑假認

識新朋友，獲得新知識，創造新回憶。識新朋友 獲得新知識 創造新回憶

相見歡

晚會活動

早操時間早操時間

全體大合照全體大合照

食生大夜市食生大夜市

 趣味活動 趣味活動

參觀工廠參觀工廠

RPG 神秘闖關 逢甲活動

課程 PK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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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食生系館 108 教室，110 演講廳，廣場

★ 活動時間：6/15( 五 )

★ 活動宗旨：在校的學弟妹們這次以蠟筆小新為主軸，利用各

項考驗著準畢業生學長姐們大學四年以來的默契

的活動以及以趣聞回憶作為內容的頒獎與遊戲，

希望能讓畢業生們帶走的不僅僅是求學中從老師

們獲取的學識，也希望能夠更增加彼此之間的同

窗情誼，以這段無可替代的回憶作為邁向人生新

階段的勇氣！

★ 活動地點：食生系館 ( 系廣，電梯廣場 )

★ 活動時間：2018/3/30

★ 活動內容：又到了一年一度大家縱情狂歡的啤酒節

啦 ~ 大家在啤酒與美食的催化下，瘋狂

地度過了難得能夠齊聚一堂的夜晚，精

彩的表演和有趣的遊戲更是引起了大家

內心激動的情緒，讓今年的啤酒節也有

著豐富又精采的回憶！

用餐時間用餐時間

主題頒獎主題頒獎

惡搞遊戲時間惡搞遊戲時間

活絡氣氛的開場舞活絡氣氛的開場舞

真性情大釋放真性情大釋放真男人就是要喝乎乾 !真男人就是要喝乎乾 !

大合照大合照

滿足的大家滿足的大家

爭奪啤酒與美食爭奪啤酒與美食
的刺激遊戲的刺激遊戲

水球大戰後水球大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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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食生系館演講廳

★ 活動時間：2018/5/23

★ 活動宗旨：藉由舉辦歌唱的趣味競賽，讓系上的同學能一展

歌喉，又有如 KTV 的音樂與食物，更重要的是

此活動完全免費參加，讓大家能非常放鬆自在地

參加。系上趣味競賽非常開放，我們也很歡迎大

家可以自彈自唱或是跟三五好友一起組隊報名，

不拘束於只能單人參加，讓比較害羞的同學可以

藉由組隊一起來報名，更添加許多趣味性。

★ 活動心得：此次活動日期剛好適逢大一、大三期中考前一日，

又因大一同學較害羞，導致此次報名組別不多，

經過大力宣傳與求情才找到約二十來組報名參

加，雖人數少但是大家在過程中還是玩得很盡興，

讓彼此有個難忘的夜晚，而且仍然還是有已畢業

的學長為了此活動特別回到系上擔任本活動的神

秘嘉賓，讓在場學長姐非常興奮，也達到讓系上

同學更加凝聚的一個活動。

★

團體演出

自彈自唱演出

大
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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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中興大學食生系演講廳 110

★ 活動時間：2018/6/16

★ 活動目的：今年的畢業茶會主題為「揚帆遠航」，祝福所有

畢業生在結束大學生活後，能航向屬於自己的道

路，未來的生活一帆風順。茶會當天透過系主任

及導師致詞為畢業生獻上的祝福與勉勵，搭配系

學會製作的畢業影片，四年來的生活點滴，酸甜

苦辣的回憶浮上心頭。而撥穗儀式代表稻穗或麥

穗成熟，象徵畢業生已學有所成，活動最後所有

畢業生拋出畢業帽與師長拍攝大合照，為畢業茶

會劃下完美句點。

畢業生與場佈合影留念畢業生與場佈合影留念

撥穗儀式撥穗儀式

大學部拋帽合照大學部拋帽合照

系主任為畢業生獻上祝福及勉勵
系主任為畢業生獻上祝福及勉勵

碩博班合照碩博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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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間：民國 107 年 9 月 5 日 ( 三 ) 13:30~17:00

★ 活動宗旨：新生見面會是為了讓新生們能從高中生活銜接

上大學生活，脫離了高中規律地生活以及制式

化的考試，來到了自由奔放的大學生活後，是

該讓大一新生們深入了解系上的教學環境，另

外系學會也會籌備、安排許許多多的活動，讓

大學生活更添一份色彩，還有透過系隊的招生

與宣傳，吸引對運動感興趣的新生們，在日常

中除了念書之外，同時可以有著規律的運動，

除此之外，本活動最重要的『抽直屬』活動 ! 

學長姐照顧學弟妹，並將學長姐用功努力的心

血傳承下去，以促進系上不同屆之間融洽的感

情。

新生見面會開場新生見面會開場

系隊介紹系隊介紹

宿營介紹宿營介紹

校園周邊美食地圖介紹校園周邊美食地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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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 打 * 號處，請您務必填妥 )

* 捐款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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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聯絡電話 聯絡人

* 通訊地址 □ - □□

電子信箱

身分
□興大校友，民國　　　年　　　　　　　　　系 / 所

□興大教職員　□學生家長　□企業機構　□社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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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否願意公開姓名與捐款金額於本校網站或刊物，以為公開徵信之用？□公開　□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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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翼計畫獎助學金

□ 2. 供　　　　　　　　　( 系 / 所 / 單位 ) 之用 

□ 3. 供　　　　　　　　　獎助學金；□校內助學功德金 ( 擇一勾選 )

□ 4. 不指定用途 ( 供校務基金統籌 )　  □ 5. 其他：　　　　　　　　

* 三、捐款方式

□現　　金 請連同本單至行政大樓 2 樓出納組開立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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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郵寄至校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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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專戶」；帳號

「40130-089950」；海外捐款請輸入 SWIFT CODE: FCBKTWTP401。(106/7/10 起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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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或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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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間統一進行刷卡扣款作業

※節稅說明：捐款收據可做為您年度申報所得稅列舉扣除之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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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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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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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食生系所蒐集之個人資訊，將僅作為系友會蒐集保存之用，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規定，保障您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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