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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主任 詹吟菁
各位親愛的系友們，大家平安！
在99 年度的下半學期，首先要大大的賀喜本系教授，同時也是優秀系友周淑姿教授榮
獲 99 學年度校級績優導師獎。本學期除專業理論的各項課程外，系上仍舊持續舉辦了
多元的創意競賽，包括食品營養學系成果展之「加工食品創意競賽」與「輕食下午茶創
意競賽」，另有「百年一嚐、菇且一試」工廠實務成果展、食物製備成果展及膳食計畫
與供應成果展等，充分展現同學的專業學習成效、團隊合作的精神、與另人驚豔的各項
巧思。
這幾年來，相信藉由各項活動的呈現，讓同學的學習於無形之中，均能朝著本系所訂立
的「強化基礎與應用課程，連結理論與實務之訓練，以培育食品與營養專業兼備之人
才」之教育目標而邁進；也因此更強化了本系學生於畢業前所應具備之核心能力，儲備
其日後的競爭力。但是千萬別忘了，除了系上課程所提供的專業訓練外，個人不斷的求
知、持續成長、抗壓能力的培養與尊重職場倫理，更是致勝的關鍵要素喔!
時光荏苒，轉眼間又到了學年度交換的時刻。個人也將於此，將此重任轉交給詹恭巨老
師。相信在他的領導之下，靜宜食營系定會朝更好的方向，繼續發光發亮! 讓我們共同
努力!
民國百年 祝福大家
幸福百分百 快樂到永久
詹吟菁 敬上 100 年盛夏

中華民國一百年八月
發行單位：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200 號 TEL:(04)26328001 分機：15031~15034
版權所有 2011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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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專欄
纖維素水解酵素於綠藻工業之應用研究
Application of the cellulose hydrolase on chlorella industry
江善宗 (Shann -Tzong Jiang) 、殷儷容 (Li -Jung Yin)
我國對於單胞綠藻的培養研究，始於民國46 年，首先由中央研究院、中興大學、糖試
所等機構各自從事研究工作，由於日本中村浩博士所著的「綠藻飼料」、「綠藻飼料之
實際」(Nakamura, 1963) 二書，以及武智芳郎所著「綠藻-其基礎與應用」等著作，引
起學術界普遍的關注，亦有畜牧業者以及商人投資於單胞綠藻生產，並透過報章雜誌的
宣傳，至民國53 年，全省約有300 餘戶從事不同規模大小的培養生產。
民國55 年時，單胞綠藻培養技術有很大改進，在政府輔導下，屏東地區增加50 多戶，
其他在台南、玉里等地亦設有方形水車轉動培養池、屏東糖試所採用階段式人工攪拌培
養池、屏東合作農場圓形噴水式培養池，以及屋頂式培養方式皆適合做為一般生產設計
之標準。在工業化生產方面，則有水泥池機械攪拌培養和密閉式醱酵培養，以化學培養
基配方生產可供人類食用的綠藻粉末，應用於食品及藥劑方面已有許多研究，在市場冷
飲方面也曾有利用單胞綠藻製成之乳酸飲料，又有綠藻麵包、綠藻醬油等，更有數家大
藥廠及醱酵公司，研究由綠藻中抽取維生素和製成綠藻生長素(CGF) 以做為補充人體營
養的健康食品。在民國65 年創造綠藻製品外銷的最佳實績。然而在民國67 年間，日本
及歐洲國家發生眾多「光過敏」事件，例如︰1977 年日本發生因綠藻攝取過量所引起
的中毒事件。患者在攝取綠藻後，被日光曝曬到的身體表面部分會產生紅斑(內皮細胞
腫大，真皮層的小血管及皮下的脂肪組織產生血栓)。研究結果證實，乃因綠藻在加工
過程中，會產生脫鎂葉綠酸鹽(pheophorbide) 及其酯類，造成光過敏現象(Jitsukawa
et al., 1984) 。在歐洲亦發生家畜因攝取特定的牧草後，對日光敏感引起皮膚炎，嚴重
者甚至死亡，亦為去鎂葉綠酸鹽所致。一般而言，植物在儲存、加工或烹調時，會使葉
綠素轉變為脫鎂葉綠酸鹽(圖一)，同時顏色由綠色轉棕色。由於這些光過敏事件，使得
綠藻的相關研究與消費逐漸減少。在台灣，有許多工廠亦因此而倒閉。事實上，發生這
些事件的主因多是由於早期品管不合格的工廠製造出之不良產品所造成，而以現今之綠
藻食品生產技術，且各生產工廠多有嚴格的製程控管下，消費者已毋需擔心食用綠藻會
有任何的不適症狀。近來綠藻產品又開始興盛於日本及台灣，且產品形式已開發具多樣
性、期能在符合衛生法規上，發展出兼具營養性、機能性與方便性的保健食品。
(A) 綠藻之培養與形態
綠藻為一種單細胞的藻類植物，細胞大小約為 2 -8 μm，與人體紅血球體積相似，必須
藉由600 倍以上的顯微鏡方可看見。
表一、綠藻與藍藻之培養與形態差異性
種類
比較項目
發展起源

綠藻
1948 年美國開始戶外培養
1960 年日本各國大量培養

2

藍藻
非洲原住民已食用多年，1975 年開始
作為健康食品

培養方式

淡水培養

鹹水培養

細胞大小

小( 約比藍藻小100 倍)
600 倍顯微鏡下才可看見

大
藉由放大鏡即可觀察到

細胞形狀

球狀

螺旋狀

細胞色素

葉綠素

藻藍素

外觀顏色

濃綠色

藏青色

細胞壁結構

以纖維素為主，較硬

醣與蛋白質化合物，較薄

食用國家

日本，台灣、東南亞

歐美各國

供給之營養

纖維素、鐵、鈣、維他
命B 群及葉綠素

維生素A 、葉酸、蛋白質、β - 胡蘿蔔素
為主

特殊營養素

葉綠素、綠藻精（CGF ）

藻藍素、抗氧化酵素（SOD ）

資料來源：台灣綠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aiwanchlorella.com.tw/
(B) 綠藻的營養價值
商業來源的綠藻每 1 公克中約含有60 億個綠藻細胞。綠藻的營養豐富，有低熱量且高
營養素密度的特性，不同品種及來源的綠藻其每日建議量有所不同，味丹公司與台灣綠
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對其所生產之綠藻每天建議攝取量分別為4 克與5 克；另針對小球
藻也有6 -25 克的每日建議攝取量。相較於一般蔬菜(以菠菜100 克為例)，綠藻(以味丹
公司所生產之綠藻為例)為低熱量、低鈉、含豐富磷、鐵、維生素B 群、並提供維生
素C 、D 、E 的食物來源，這些營養素組成與含量受其品種、培養條件及加工製程所影
響。如表二所示，不同生產公司的綠藻產品之營養素含量即略有不同，但性質類似。以
國人攝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 DRIs ）對照來看(表
三)，4 -5 克的綠藻所提供的維生素B2 和鐵分別可提供約1/4 和1/3 的DRIs ，也是綠藻
產品的一個特色。綠藻與藍藻二者的特性略有不同(表一)，除一般營養素外，綠藻尚含
有綠藻精—即所謂的綠藻成長因子（Chlorella growth factor ，C.G.F. ），主要成分
包括核甘酸，短鏈蛋白質、游離氨基酸、核酸、多醣類、維生素、礦物質與特殊營養成
份等。Chlorella pyrenoidosa 即因富含綠藻成長因子（C.G.F. ）而以”King of
Chlorellas” 著稱。綜觀之，綠藻極適合作為一般成長中的孩童、青少年，生理功能下
降的老人、抵抗力弱的病人、工作壓力大的上班族、只攝取植物性蛋白質的素食者、營
養不均的外食及速食者的營養補充品。
表二、綠藻、藍藻及菠菜的營養素比較
菠菜
100 g

來源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綠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建議攝取量

綠藻
4 g

藍藻
4 g

綠藻
5 g

藍藻
5 g

熱量kcal

15.85

13.92

21

17.1

22

蛋白質mg

2.6

2.60

3.0

3.3

2.1

脂肪mg

0.25

0.06

0.56

0.04

0.5

醣類mg

0.53

0.74

0.8

0.93

3

纖維素 g

0.048

鈣mg

10

22.8

48.8

5.3

77

磷mg

56

--

109.5

52.3

45

鎂mg

10.4

15.2

19.95

12.93

58

鐵mg

4.8

3.9

12.4

4.62

2.1

鋅mg

0.11

0.12

--

0.3

0.6

鈉mg

1.16

10.8

1.5

57.7

54

0.51

鉀 mg

46.35

Vit A mg

0.4

--

0.84

6.8

0.638

Vit B1 mg

0.07

--

0.1

0.04

0.05

Vit B2 mg

0.32

--

0.24

0.17

0.08

3

Vit B6 mg

0.04

--

0.1

0.08

0.01

葉酸mg

0.09

--

0.085

0.08

--

Vit C mg

1.63

--

0.8

--

9

0.15

--

Vit D

g

Vit E mg

29.87
0.356

--

0.23

資料來源：
1.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
http://www.doh.gov.tw/newdoh/90 -org/org -3/database/Welcome.html
2.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vedan.com.tw/part01_sub01_05.htm
3. 台灣綠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aiwanchlorella.com.tw/
表三、綠藻及藍藻與國人攝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綠藻股份有限公司

綠藻

藍藻

綠藻

藍藻

4 g

4 g

5 g

5 g

熱量kcal

15.85

13.92

21

17.1

DRI

男 女
2450 2050

男 女
2450 2050

男 女
2450 2050

男 女
2450 2050

%DRI

0.6 0.8

0.6 0.7

0.9 1.0

0.7 0.8

蛋白質g

2.6

2.6

3.0

3.3

DRI

男 女
56 48

男 女
56 48

男 女
56 48

男 女
56 48

%DRI

4.6 5.4

4.6 5.4

5.4 6.3

5.9 6.8

鈣mg

10

22.8

48.8

5.3

DRI

男 女
1000

男 女
1000

男 女
1000

男 女
1000

%DRI

1

2.3

3.9

0.4

磷mg

56

--

109.5

52.3

DRI

男 女
800

男 女
800

男 女
800

男 女
800

%DRI

7

--

13.7

6.5

鐵mg

4.8

3.9

12.4

4.62

DRI

男 女
10 15

男 女
10 15

男 女
10 15

男 女
10 15

%DRI

48 32

38.6 25.8

124 82.7

46.2 30.8

VitA

0.4

--

0.84

6.8

DRI

男 女
600 500

男 女
600 500

男 女
600 500

男 女
600 500

%DRI

0.06 0.07

--

0.7 0.8

1.1 1.4

VitB1 mg

0.07

--

0.1

0.04

DRI

男 女
1.2 1.0

男 女
1.2 1.0

男 女
1.2 1.0

男 女
1.2 1.0

營養素需求
(31 - 51 歲適
度活動)

%DRI

5.7 6.8

--

8.3 10

3.1 3.7

VitB2 mg

0.32

--

0.24

0.17

DRI

男 女
1.3 1.1

男 女
1.3 1.1

男 女
1.3 1.1

男 女
1.3 1.1

%DRI

24.6 29

--

18.5 21.8

13 15.4

VitB6 mg

0.04

--

0.1

0.08

DRI

男 女
1.5

男 女
1.5

男 女
1.5

男 女
1.5

4

%DRI

2.7

--

6.7

5.3

葉酸 mg

0.09

--

85

0.08

DRI

男 女
400

男 女
400

男 女
400

男 女
400

%DRI

0.024

--

21.3

0.02

資料來源：
1. 國人社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及其說明，第六版，92 年，行政院衛生署。
2.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vedan.com.tw/part01_sub01_05.htm
3. 台灣綠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aiwanchlorella.com.tw/
綠藻的營養素
綠藻所含有的葉綠素是植物界之冠，故其顏色呈現翡翠綠色。它在17 -20 小時內可以
分化4 次，因此綠藻所含的核酸和胺基酸也是非常豐富(Shino et al., 1967) 。綠藻中
含植物性蛋白質(Morimura and Tamiya, 1954) 、複合性澱粉、脂肪以及含有豐富
的DNA 及RNA( 核酸)、維生素、礦物質(Borowitzka et al., 1988; Schubert et al.,
1988) 。
表四、綠藻(Chlorella) 的一般成分
Macro Nutrients In Chlorella
Macro Nutrient

Percent

Protein

58.4

Carbohydrate

23.2

Fat

9.3

Moisture

4.6

Ash

4.2

Fiber

0.3

Calories

411 cal/100gm
( 黃，2000)

表五、綠藻(Chlorella) 的維生素組成
Chlorella’s Vitamin Content (mg/100gm)
Vitamin

mg/100gm

Vitamine

mg/100gm

A

51,300IU

E

<1.5

Inositol

132

B-6

1.4

Niacin

23.8

Pantothenic acid

1.1

C

10.4

Biotin

0.2

B-2

4.3

B - 12

0.13

B-1

1.7

Folic acid

0.09
( 黃，2000)

表六、綠藻(Chlorella) 的礦物質組成
Chlorella’s Mineral Content (mg/100gm)
Source

mg/100gm

Phosphorus

895.0

Magnesium

315.0

Calcium

221.0

Iron

130.0

Zinc

71.0

Iodine

0.4
( 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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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藻的特殊營養成分及功能特性如下表所示。包括細胞壁纖維、DNA 與RNA 以及葉綠
素等特殊營養素。其功能特性除可排除人體有毒物質、有助於腸道有益菌的生長外，預
防細胞老化並延緩老化現象，並具有降低膽固醇及預防糖尿病現象(Cherng and Shih,
2005a ；Singh et al., 1998 ；Sano et al., 1988 ；Okuda et al., 1975 ；Tanaka
et al., 1998) 。
表七、綠藻的特殊營養成分及功能特性
特殊營養素

含量

1. 與體內有毒物質結合，排除有毒物
質。
2. 纖維有助於腸道有益菌的生長。
3. 具有與重金屬如汞、鉛及鉻的結合作
用，促進重金屬的排泄。

細胞壁纖維

DNA 及RNA

葉綠素

功能

DNA ：0.3 %
RNA ：3.0 %

7 %

1. 改善組織及傷口的癒合。
2. 促進細胞修護或再生能力。
3. 預防細胞老化，延緩老化現象。
1. 其構造與紅血球的血紅素很類似。在
人體的功能與血紅素類似，改善紅血球的
活力，增加組織含氧量，改善體質及提供
益菌良好的腸道生態環境。
( 陳，2001)

(C) 綠藻之生理保健功效
日本對綠藻的研究最早，綠藻在醫學上的應用最早見於 1953 年，痲瘋患者食用含有微
細藻類的菜湯後其症狀得到緩解。早期的研究主要發現綠藻具有使動物及人類增重、改
善過敏、調整腸胃機能及減緩發炎的好處。例如，給予長期服役的囚犯服用綠藻改善了
其低白蛋白血症的現象(福井1967) 。1962 年二木教授並以綠藻的熱水抽出液進行人體
實驗結果發現可使2/3 的人體重增加。1964 年山岸博士並對小學四、五年級的兒童進
行實驗，給予其每天2 克的綠藻，服用6 個月後發現較對照組的體重及身高都有顯著增
加的效果。藤本教授以長崎地區的小學一、三、五年級的學童為對象，每人每天給予綠
藻精片30 mg 食用後，學童的身長、體重及握力皆有良好的長進效果。（武智芳郎，
綠藻在醫學上的應用，綠藻工業株式會社）。在飼料中添加5% 、1–10% 或2% 綠藻
時，分別可使兔子、老鼠或豬等試驗動物的體重與飼養效率增加。
1962 至1963 年間詑摩博士以含綠藻濃度11% 的代用奶餵哺幼兒，發現可改善幼兒對
牛奶過敏所引起的濕疹，且綠藻使攝取對象腸菌叢Lactobacillus bifidus 菌數會減少
而L. acidophilus 則增加。1966 年齊藤博士也發現綠藻有促進腸蠕動的效果，進而改
善患者的便秘症狀。小球藻抽出液有促進乳酸菌增殖及植物生長的效果(Lin 1992) 。此
外，1959 年荒川博士發現餵以含50% 綠藻的基礎飼料可延長腹腔注射赤痢菌小白鼠之
生存日數。山岸(1962) 也發現攝取綠藻(每天2 克)可緩解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慢性
胃炎等患者的病理症狀。
有關綠藻對血液生理調控方面，李等（1977 ）給予雄性Long -Evans 大花鼠添加3% 綠
藻粉（台灣綠藻公司製品）的飼料飼養8 週後空腹血糖會有顯著較高始時低的情況、體
重較對照組增加；但對以四氧嘧啶（alloxan ）誘致糖尿病的大花鼠而言，給予含3% 綠
藻之飼料僅有短暫的降血糖作用。王等人（1981 ）以雄性Sprague -Dawley 大鼠進行
實驗，發現在高膽固醇飼料飼養時血清膽固醇的降低量與餵予的綠藻粉（臺陽綠藻生化
股份有限公司）添加量（3

8% ）呈劑量關係，但在一般飼養條件下綠藻粉對血清膽

固醇無影響。
最近來有關綠藻粉末或萃取物的生理功效之研究發現更令人振奮。例如，在臨床上，小
綠藻體對人體創傷、便秘、白血球減少症等具有療效(山田1992) 。小球藻糖酯及磷酯
也有預防動脈硬化之效果，可能是糖蛋白質、胜肽及核酸相關物質綜合性效
果(林1994) 。綠藻亦有促進免疫活性（Pugh 2001; Cheng and others 2004 ）及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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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的效果（Mallick 2004 ; Miranda 2001; Shibata 2003 ），不過詳細機制尚不清
楚、有待研究。綠藻中之葉綠素可抑制有毒物質在腸胃道的吸收（Morita 2001 ）。綠
藻Chlorella vulgaris 對細菌和病毒感染（Hasegawa 1997; Dantas and Queiroz
1999 ）、腫瘤（Morimoto 1995; Hasegawa 2000; Justo 2001 ）及消化性潰瘍
（Tanaka 1997 ）的發生有保護作用; 但綠藻萃取液對IFN -r 基因剔除的小鼠C57BL/6
受L. monocytogenes 的感染無保護效果（Queiroz 2003 ）。又，臨床研究也顯示給
予神經纖維瘤、高血壓和潰瘍性結腸炎的病人每天10 克的純綠藻錠和100 毫升的綠藻
萃取液達2 或3 個月可以使病人的症狀減緩、生活品質改善，並使身體機能回復正常
（Merchant 2001 ）。
自綠藻熱水萃取物的功能性觀之，C.G.F. 因可延長實驗室小鼠30% 的壽命而被當作促
進長壽的因子。以C.G.F. 餵食卵巢切除大鼠7 週後，有降低血清總膽固醇和提高高密
度脂質含量，但會抑制增重、無改善骨質流失的效果（Hidaka 2004 ）。
又，C.G.F. 可促進組織的生長、修護、排毒，並藉由活化T 細胞、B 細胞和巨噬細
胞，加強殺手T 細胞和白血球的功能以及透過干擾素的製造來強化個體的免疫功能，對
各種感染和腫瘤疾病有預防作用。故推測綠藻對調節免疫、血脂、血糖，改善生長、抗
腫瘤、抗感染和抗氧化的功能性極可能與熱水可溶的C.G.F. 有關。Okuda (1969 ）的
發現也支持此可能性，他發現活性因子存在於綠藻水抽出液內，此抽出液在260 nm 有
最大吸收的性質。由於綠藻水萃物的組成複雜，與上述生理功能性有關的關鑑性成份、
結構特性和結構-功能性間之關係尚未清楚。因此如何增加綠藻產品的水溶性、解析水
溶性組成份、結構及生理功能性，對綠藻的應用和消費時生理功能發揮到極大化即為相
當重要，亟待透過本計畫研究之。
(D) 影響綠藻水溶與消化性之因素
已知綠藻細胞壁組成視藻種與培養環境而異(林1991, 1994) ，除了纖維素外，小綠藻
之酸可水解的細胞壁組成主要為rhamnose 和galactose ，次為arabinose 、glucose
和xylose ，並有glucosamine (Takeda 1995) 。Ogawa 等(1999) 以13C NMR 技術
鑑定發現在Chlorella vulgaris K -22 細胞組成含有多量的glucuronic acid
和rhamnose [ 構成酸性多醣glucuronorhamnan] ， 降解物含有α-D glucopyranuronosyl - (1→3) -α-Lrhamnopyranosyl -(1→2) -α-L rhamnopyranose ，另亦有甲基化的rhamnose 殘基存在。Burczyk 等(1995) 研究發
現: 綠藻類的細胞壁結構大致可分成含有acetolysis -resistant biopolymer
(ARB) 和ketocarotenoids 的三積層結構(trilaminar structure ，TLS) 與不含上述物質
的白色結構兩種型態，視品種而異; 小綠藻C. vulgaris 突變株的細胞壁不具有ARB 物
質，其均質液的單醣組成主為rhamnose (佔49%) ，次為arabinose (12%)
及galactose (19%) ，另少量糖類為glucose, mannose 和xylose (共約20%); 另有突
變株細胞壁均質液之單醣組成則galactose (38%) 高於rhamnose (27%) 含量，次要單
糖為mannose 及xylose (各約13 及15%) 。比較另一小綠藻C. fusca 突變株具
有ARB ，其單糖組成則以mannose (47 -75%) 為主，次為glucose (4 27%) 、rhammose (2 -16%) 或fucose (1 -23%) ，其他的糖類殘基則微量。
由此可知，不同藻源的細胞壁耐降解性不同，有必要鑑定細胞壁醣類組成及結構特性，
藉以輔助選定目標酵素來降解綠藻細胞壁。大致上，可考慮用於去除綠藻細胞壁之酵素
包括: 纖維酵素、半纖維酵素、果膠酶、角質酶、β-葡萄糖甘酸酶(βglucuronosidase) 等(坂口與山田1982; 山田等1986) 。另外有顯著量
的glusosamine 被發現於小綠藻細胞壁中(Burczyk and others 1999; Takeda
1995) 之事實。故利用幾丁質酶或幾丁聚醣酶(Fu and others 2003; Pantaleone and
others 1992; Yalpani and Pantaleone 1994) 以輔助性降解小綠藻源是非常值得探
討的。
(E) 綠藻保健產品待解決之問題
在綠藻細胞壁成份與製品特性方面，因緣於綠藻屬真核生物(Eukaryotes)( 林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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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狀藻體的直徑約5

m，噴霧乾燥所成粉末的粒徑約50 -100 (m (林1994) 。綠藻類

細胞壁有很強的耐酵素與化學降解性(Burczyk and others 1999) 。綠藻的厚細胞壁一
直是綠藻產品開發時豐富的營養素能否被消化吸收以及功能因子能否釋放的討論重點。
尤其針對目前常見的使用狀態(噴霧乾燥粉末之錠劑)，綠藻細胞壁在人體對綠藻營養甚
至生理活性物質之吸收利用的高阻隔性， 不同於屬原核生物(Prokaryotes) 、易破碎、
容易消化吸收的藍綠藻(林1987, 1994) 的情形。故去除細胞壁的障礙仍是一項極為重
要、待克服的問題，對後續開發富含特定生理活性物質、有商業優勢的綠藻產品益形重
要。欲解決此細胞壁問題的方法有: 酵素降解細胞壁法及以生物工程開發具薄壁細胞之
綠藻。其中，酵素降解法對業界所採大型處理槽的適用性遠優於機械破碎法，是目前最
可行、值得優先研究開發的方法，但重點為: 細胞壁分解酵素必須專為業界特色而開發
的專有酵素複方、須適用在10 -15 oC 低溫綠藻漿槽中進行; 另外，綠藻細胞壁組成與
結構必須加以鑑定確知，始有利於以最佳效率開發出重點酵素來，並可能為未來長程發
展基因轉殖生產薄壁或富含其他功能性成份的修飾綠藻之基礎。
(F) 一般植物及綠藻細胞壁主要的成分
植物的細胞壁主要是由纖維素(Cellulose) 、木質素或木纖維(Lignin) 、角明
質(Cutin) 、軟木質(Suberin) 、半纖維質(Hemicelluloses) 、單寧(Tannin) 、幾丁
質(Chitin) 、加羅斯(Callose) 、植物黏液(Mucilages) 等所構成，以木材來說，三種主
要的成份，分 別為纖維素（cellulose ）佔了35 至50 ％，半纖維素（hemicellulose ）
佔了20 至30 ％，而木質素（lignin ）則佔了20 至30 ％（Subramaniyan, 2002 ）。
但隨著不同的植物或者種子，其中的比例就隨之不同，像草本類植物的纖維素和半纖維
素等物質比例就會跟木本植物有所差異（Lee, 1999 ）。其中纖維素是地球存在量最豐
富的有機物，此類纖維物質以往大都未被善加利用而任其腐朽。近年來，由於人口的增
加所伴隨而來的糧食危機與能源短缺問題接踵產生。以位居亞熱帶且四面環海的台灣而
言，因具有良好的氣候及發達的農業技術，故年年皆有及豐富的農作物產生，然此類農
作物伴隨產生大量的纖維廢棄物，據研究由稻草、蔗渣及蔬果加工廠所生產之廢棄物，
每年達600 萬頓（吳, 1987 ）。一般只用在飼料、造紙及燃燒產能等，缺乏有效率的
利用，因此如何將之轉化為再生性的生物資源便成為重要的課題。植物含有自然界中最
豐富的碳源，而植物的細胞壁可分成兩種：初生細胞壁（primary walls ）和次生細胞
壁（secondary walls ）。初生細胞壁在任何植物中的細胞都會有，次生細胞壁則在細
胞停止生長時以後才會形成。而木本植物的木質部細胞會藉由lignin 的堆積，會使次生
細胞壁更加堅固和厚實（Cosgrove, 1998 ）。
綠藻或稱小球藻(Chlorella) 英文名稱之由來係因其細胞含多量葉綠素所致，乃1980 年
由荷蘭細菌學家Beijerinck 發現及命名，同時完成其分離與純化培養的工作。細胞形
狀因品種不同而呈圓球型或橢圓球型，大小介於2 -12 微米(micrometer)之間，隨種
類、細胞年齡、營養或環境因子而異；細胞中含有單一葉綠體；具簡單的無性生活史，
細胞的繁殖直接由成熟的母細胞分裂成4 、8 或16 個不具游動性的自營性胞
子(autospores) 或稱為子細胞(daughter cells) ，再穿透母細胞壁釋放出來。綠藻除了
能光合作用行自營性生長外，某些種類亦能利用有機碳源(如醋酸、葡萄糖等)行異營性
生長，甚或與光合作用同時進行，亦即所謂的混營性生長(mixotrophic growth) 。
根據藻類學家的分類，綠藻是屬於植物界(Plantae) 葉狀植物亞界(Thallophyta) 綠色植
物門(Chlorophyta) 綠藻綱(Chlorophceae) 綠球藻目(Chlorococales) 單細胞綠藻
科(Chlorellaceae) 中的小球藻屬(Chlorella) ；而微生物學家則將綠藻歸
屬Chlorophycophyta 這一門(division) 中。Kessler (1982, 1984) 依據綠藻之生化及
生理特性，將其分成14 個種，88 個品系(strains) ，綠藻除具醫療及保健食品功能
外，由於其細胞構造簡單、生活史單純(僅具無性生殖)，且生長快速、營養需求低，因
此是植物生理及生化研究上很好的模式生物(model organism) ，例如，Calvin 便是利
用小球藻藻細胞來研究植物光合作用的機制。而除去細胞壁的綠藻原生質體，除了可供
學術上便利於生化分析及研究胞器之外，更是細胞融合或遺傳物質導入不可或缺的材
料，加上小球藻本身不具有性生殖能力，無法以雜交方式改變其遺傳性狀，故在工業上
生產的小球藻品種改良方面，原生質體的研究更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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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藻細胞壁構造及成份頗複雜，根據Yamada 和Sakaguchi(1982) 在電子顯微鏡底下
觀察，綠藻細胞壁在結構上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具有三層之外層構造
者(trilaminarouter layer) ，第二類為具有單層外層構造者(outer monolayer) ，第三
類為不具外層構造者，如下表(表八)所示：
表八、一些綠藻藻種細胞壁之構造與成份
Table 8.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cell wall in some Chlorella species.
Species

Structure

Composition

Reference

C. pyrenoidosa
澱粉核綠藻

outer layer – a
continuous
matrix
linner layer –
microfibrillar
network

Hemicellulose (galactose,
mannose,
arabinose, xylose,
rhamnose)
(glyco) protein, lipid, α cellulose,
(glucose, galactose,
mannose,
rhamnose)

Northcote
et al
(1958)

C. fusca var.
vacuolata
(Cambridge
211/8p)

outer layer – trilaminar
component
linner layer –
microfibrillar
network

containing sporopollenin
-- *

Atkinsn et
al
(1972)

C. ellipsoidea
Gerneck (IAM
C- 27)
橢圓形綠藻

alkali – insoluble “rigid
wall”
alkali – soluble
hemicellulose

glucosamine
rhamnose, xylose,
arabinose,
mannose, galactose

Takeda et
al
(1978)

80 ％ carbohydrate
(mannose:glucose = 2.7:1)
7 ％ protein
13 ％ unidentified

Loos et al
(1982)

C. fusca
Shihira et
Krauss
var. vacuolata
SAG 211 - 8b
*could be digested by cellulase

(G) 纖維素（cellulose ）的種類
自然界最多的碳水化合物是纖維素。纖維素是以葡萄糖（D -glucose ）為主要的構成單
位，藉由β-1,4 -glucosidation 結合而成直鏈狀；鏈與鏈之間，以氫鍵來彼此結合折疊
成緊密的高度結晶多醣體（homopolysaccharide ）。纖維長鏈間氫鍵形成的差異可
將纖維素區分成為非結晶區（amorphous domain ）及結晶型區（crystalline
domain ）。非結晶區是指在纖維長鏈在結合時，氫鍵接和的不好，所形成的空洞狀區
域；結晶區是指纖維長鏈排列整齊，彼此密和的很緊，由氫鍵互相連結成四方體，形成
一段長且穩定的區域。一般纖維素的聚合度（degree of polymerization, DP ）約
為3,500 -10,000 單位分子，纖維素的結晶區具有較強的抗化學藥品性。且這樣的結
構，通常並不為一般動物所能消化吸收，必須將它們分解成單糖才能被利用
（Cosgrove, 1998 ）。
(H) 半纖維素（hemicellulose ）之種類
半纖維素存在於植物組織中，是一種不屬於纖維素的多醣體（Woodward, 1984 ）。半
纖維素主要是由五種不同的單醣所組成的無結晶型纖維物質， 分別為：L arabinose 、D -galactose 、D -glucose 、D -mannose 和D -xylose 。其中又以木醣
（D -xylose ）所構成的多醣體聚木醣（xylan ）為植物細胞壁構成主要成分，可以說聚
木醣是自然界第二多的有機碳水化合物（Lee, 1999 ）。在陸地植物的細胞壁裡，聚木
醣是相當多的半纖維素多醣體。聚木醣主要是以木醣為主要的構成單位， 藉由連接β1,4 -D -xylopyranose residues 形成主幹(Whistler, 1970) 。聚木醣都會有異質多醣
體(heteropolysaccharides) 的存在，而異質多醣體的分類方式由於鍵結及取代基不同
而有差別。（Biely, 1985 ；Puls, 1989 ）最常見的取代基為acetyl 、arabinosyl
和glucuronosyl （Whistler, 1970 ）。硬木(Hardwood) 的聚木醣以O -acetyl -4 -O methyglucuronoxylan 為主， 聚合度（DP ） 約為150 -200 ， 主鏈每第十個xylose
在第二碳位置帶有4 -O -methylglucuronic acid 。（Timell, 1964 ）而硬木中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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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xylose 的第二碳或第三碳位置可能會被甲基化，其中第三碳的位置會多於第二碳
（Bouveng, 1961 ；Lindberg,1973 ）。軟木（Softwood ）是由arabino -4 -O methylglucuronoxylan 所組成，軟木所含有的4 -O -methylglucuronic acid 比硬木
多，會在Xylose 的第二碳位置連結，且xylan 並無大量甲基化， 其中被甲基化的區域
被α-L -arabinofuranose 所取代，β-D -xylopyranose 、4 -O -methyl - α-D -glucuronic
acid 和L -arabinofuranose 之含量比例為100 ：20 ：13 。（Puls, 1993 ）軟木的聚木
醣則會比硬木的聚木醣短，聚合度只有70 -130 ，也較少分支。
(I) 聚木醣酵素（Xylanase ）
聚木醣有許多種的形式，所以也要有相當複雜的分解酵素系統，參與降解之酵素可分成
多種不同類型。可分成以下幾類（Coughlan and Hazlewood, 1985 ）：（1 ）Endo β-1,4 -xylanase （E.C. 3.2.1.8 ）又稱β-1,4 -xylanxylanohydrolase ，為內切型的聚
木醣酵素，存在於多種植物、細菌及真菌中，連淡水魚中的肌肉也有。此酵素可隨意的
作用於沒有取代基或支鏈存在之聚木醣主鏈部位，打斷主鏈釋放出寡醣。（2 ）β-1,4 xylosidase （E.C. 3.2.1.37 ）又稱β-1,4 -xylan xylohydrolase ，主要作用的地方在
於雙木醣或低聚木醣，在非還原端釋放出D -xylose 出來，多存在於細菌或真菌中。基
質和此酵素親和性會隨基質的聚合度增加而降低，因此對長鏈的聚木醣不具活性。然
而exoxylanase 它對雙木醣沒有任何的酵素活性，β-xylosidase 卻可以容易的打斷
（La -Grange, 2000 ）。（3 ）α-L -Arabinofuranosidases （E.C. 3.2.1.55 ）存在植
物、細菌和真菌中，於適當基質中可催化阿拉伯醣取代基和木醣中的α-1,2 、α-1,3
或α-1,5 鍵結斷裂，釋放出阿拉伯醣（Morales, 1995 ）。（4 ）α-D Glucuronidase （E.C. 3.2.1.1 ）可打斷D -glucuronic acid 和xylose 或4 -O -methy
ether 和xylose 之間的α-1,2 -glycosidic 鍵結。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酵素，因為此酵素
可以將利用α-1,2 鍵結的各種不同物質給切 開，而這種鍵結跟木質素鍵結方式非常接
近，所以α -glucuronidase 也可以分解木質素（Hazlewood, 1993 ）。
（5 ）Acetylxylan esterase （E.C. 3.1.1.6 ）和Phenolic acid
esterasesAcetylxylan esterase 可以把acetic acid 和xylose 之間的鍵結打
斷。phenolic acid esterases 可水解基質中帶有酚類等芳香族支鏈及聚木醣，釋
出ferulic 或p -coumaric acid 。藉由acetylxylan esterase 和Phenolic acid
esterases 清除這些各種支鏈來使半纖維素和木質素分離（Christov, 1993 ）。
(J) 聚木醣酵素（Xylanase ）的應用
早期的報導指出，聚木醣酵素對植物來說是致命性的。微生物可以藉由β-xylanase
和β-cellulase 一起來分解細胞壁上的纖維素，而侵入植物體內的細胞（Esteban,
1982 ）。但有些植物則會產生寡醣，來抵禦聚木醣酵素入侵，進而達到防禦的效果。
所以也有人以此在做植物免疫的方面研究的題材。（Cosgrove, 1998 ）目前聚木醣酵
素主要是應用在造紙工業和紙漿工業，因為造紙工業在紙漿的製作時，是採用Kraft
pulping 的方式，起先加入NaS2/NaOH 水溶液，然後用加熱到170 ℃兩個小時，來將
木質素分解或溶出，紙漿的顏色會是亮棕色。但此時紙漿中仍有大量的木質素殘留。為
了要把紙漿變的比較白而明亮，就要將所有的木質素除去，將殘留木質素除去的過程就
叫做漂白。而化學的方法處理會比物理的方法來的更有效率。紙漿中的殘餘木質素在煮
的時候被徹底的氧化而變黑，且並不容易被移除；這是因為木質素會與半纖維素、甚至
是跟纖維素結合的緣故（Madlala, 2001 ）。一般造紙工廠主要是用氯來處理，因為氯
並不會有褪色的能力，但會分解木質素或使木質素氯化，並且不會破壞纖維素。其次再
將氯化的物質洗去，而達到漂白的功能。使用氯氣來去除木質素，並不能完全的去除，
且會產生一些有毒性的物質，例如：chlorophenol 、chlorobiphenyl 和其他類似
的chlorolignin 衍生物，對生態界造成相當大的污染（Mohn, 1997 ）。由於經過
了Kraft pulping 的過程，木質素是跟半纖維素結合在一起，而這時候的紙漿是處於高
溫且鹼性的環境下，利用聚木醣酵素可將半纖維素中所含的聚木醣給分解，這樣就會使
木質素跟纖維素給分離，就可以輕易的將木質素去除（Subramaniyan, 2000 ）。也有
人嘗試利用可分解木質素的酵素來去除木質素，但是效率相當的差，比不上使用聚木醣
酵素的效果。
(K) 纖維素水解酵素（cellul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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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素水解酵素是一群水解酵素，可將不具溶解性的纖維素分解成單糖
（Wood,1985 ）。這些酵素包括: （1 ）內切型纖維素水解酵素（endo -β-1,4 glucanase ）E.C.3.2.1.4 此酵素又稱β - 1,4 - D - glucanhydrolase
或carboxymethylcellulase （CMCase ），是glycoprotein 的一種，分子量約
為53,000 -145,000D 。作用在纖維素的非結晶區（amorphous domain ），可將纖維
素的β-1,4 鍵，以非特異性（random ）的方式予以水解， 將纖維素分解成glucose
、cellobiose 和cellodextrin 。此酵素也會分
解carboxymethylcellulose （CMC ）、cellodextrin 及一些水溶性的纖維分解衍生
物，缺乏獨立分解結晶型纖維素的能力，但在exoglucanase 的共同作用下，可以很有
效率的分解結晶型纖維素。此酵素是一種可被纖維素誘導（induced ）產生的酵素。
（2 ）外切型纖維素水解酵素（exo -β-1,4 -glucanase ）E.C.3.2.1.91 此酵素又稱β 1,4 - glucan cellobiohydrolase 或cellulose - β - 1,4 -glucan cellobiosidase 。
為glycoprotein 的一種，分子量約為42,000 ∼65,000D 。此酵素可分解結晶型纖維
素，如微結晶型（microcrystal ）的棉花。它可自纖維素末端起，以纖維雙醣
（cellobiose ）為單位將之水解。在endoglucanase 的共同作用下，是具有良好分解
結晶型纖維素的能力。（3 ）β-葡萄糖甘酵素（β-1,4 glucosidase ）E.C.3.2.1.21β -葡萄糖甘酵素（β - 1,4 - glucosidase ）又稱β -1,4 glucohydrolase 或cellobiase 。是glycoprotein 的一種， 分子量約
為50,000~410,000D 。可將纖維雙醣（cellobiose ）或纖維寡醣
（cellooligosaccharide ，DP ＝3~4 ）自非還原端起，以葡萄糖一個單位予以水解。
由於能將纖維雙醣分解成葡萄糖，可以減少纖維雙醣對於endo -β-1,4 -glucanase
及exo -β-1,4 -glucosidase 活性的抑制作用，但是β-1,4 -glucosidase 本身的活性則
會受到葡萄糖累積的抑制。
(L) 纖維素水解酵素（cellulase ）的應用
纖維素水解酵素的用途相當的廣泛，最早被研究的時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當
時美國陸軍在南太平洋地區，所有的衣服、沙袋和帳棚等纖維物質都受到嚴重耗損，所
以包括美國陸軍等數個研究單位來解決其中相關的問題（Bhat, 1997 ）。纖維素水解
酵素主要是應用在食物、動物飼料、紡織品、燃料以及化學工業。其他用途包括：廢棄
物處理、藥與製藥工業、原生質體的生產、基因工程以及污染防治等（Beguin,
1993 ；Coughlan, 1985 ；Mandels, 1985 ）。在食品加工上，（a ）可將食品中纖維
素水解改進口感；（b ）將纖維素材料進一步糖化工作發酵的碳源（陳, 1993 ）；
（c）部分食品原料包覆在纖維素內不易被利用時，可藉由纖維素水解酵素之先處理再
加以利用，可以得到較高的果汁榨汁率與種子抽油率；（d ）可增加果汁的澄清度；
（e ）在豆類發酵方面，醬油或味增製造時可以利用纖維素纖維分解酵素來去除豆類外
皮；（f ）纖維素水解酵素還可以將食品原料中纖維素的移除，使香味、酵素等成分亦
釋出；（g ）可以有效率的將澱粉從穀類或甜蕃茄中粹取出來。（Mandels, 1985 ）。
在動物飼料方面，可以提高飼養寵物對植物纖維成分的利用，減低纖維本生抗營養因子
（Dierick, 1989 ），改善單胃動物對於粗料或含高纖維穀類如大麥、燕麥的利用率
（Hesselman, 1986 ）。在紙業及織品上，外切型纖維素水解酵素具有不改變纖維張
力的特性，常用來做特殊的纖維修飾或表面處理，使得材質柔軟或較為光亮（Beguin,
1993 ）。纖維素水解酵素處理還可以去除胚布表面絨毛，提升布料防起毛球的特性及
改善布料吸水等功能。利用耐高溫及耐鹼性的cellulase 來使棉質衣物更加柔軟光亮
（Ando, 2002 ）。
(M) 纖維素水解酵素(cellulase) 的之生產與應用於綠藻細胞壁之水解
本實驗是由土壤中分離具有水解羧甲基纖維素(Carboxymethylcellulose, CMC) 能力
之菌株18 (C -1~C -18) 株，對CMC agar plate 之水解環大小結果發現C -6 之水解能
力最佳，經鑑定結果發現該菌株為 Cellulomonas 菌屬，經四天培養可以得到最高纖
維素酶活性(cellulase activity) 。當以10 % 之酵素液進行綠藻水解 (綠藻粉：
水=1 ：4) ，在50 oC 90 分鐘之水解後，由綠藻液中葉綠體及蛋白量之釋出量、水解後
殘留物乾重(圖一)及顯微鏡觀察結果發現 (圖二)，在水解30 分後即有明顯之葉綠體釋
出以及細胞壁破裂情形，當水解60 分鐘後，葉綠體釋出及細胞壁破裂程度已達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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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為了再次證明此胞外液能有效的水解綠藻細胞壁，並能提高綠藻對人體的營養價
值，測定出胞外液含有蛋白酶活性，並利用此特性分解已破裂之綠藻細胞所釋出的蛋白
質，發現水解30 分鐘後其胜肽與總游離胺基酸含量均有增加的趨勢，可提高綠藻所含
之活性胜肽。

Fig. 1 Changes in dry weight of 20 % Chlorella water with different cellulase
activity of 4 days cultivated Cellulomonas sp extracellular fluid during 3 hours
hydrolysis at 50 ℃
圖一、不同纖維素水解酵素活性的Cellulomonas sp. 胞外液在50 ℃ 水解20 % 的綠藻
三小時之殘留乾重變化（彭顯惠,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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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The microscopic photograph of 20 % Chlorella water with 10 %
extracellular fluid during 150 min hydrolysis
圖二、顯微鏡照片為10 % 的胞外液加入20 % 的Chlorella 水解0~150 分鐘 （Ｘ200,
彭顯惠, 2006 ）。
(N) 綠藻之研究展望
解析綠藻是否類似紅藻多醣降解物的生理機能性(小山等2004) ，或如其他海藻多醣在
體外試驗下可以有效增加單核白血球(monocyte) 的活性，相關研究是相當重要的。由
於綠藻類含豐富的蛋白質（約65% ），除傳統上視為單細胞蛋白質來源
外(林1994) 外，藻類蛋白質也具有潛在的功能性質與食品應用性，但相關研究尚在萌
芽階段。Chronakis (2001) 研究藍綠藻蛋白質分離物的凝膠作用，包括熱轉換溫度、
流變性質與參與作用的分子作用力。又，在綠藻相關多醣開發應用為食品膠質之功能性
也尚未見研究，僅Yalcin 等(1994) 發現小綠藻(Chlorella sp.) 的胞外多醣組成主要
為glucuronic acid 與arabinoe ，其次為glucose ，並有少量的fucose (

-和

-

anomers) ，此多醣具有潛在的增稠功能性。故若能充份瞭解綠藻多醣與蛋白質成份之
組成與流變性質或其他功能性質間之關係，不僅有助於增加綠藻生聚合物在食品上的應
用性，也有利於開發多樣化、或有特殊質地的含綠藻類的食品，使產品不限於錠劑型
態。
此外，未來若欲開發富含特殊生理活性物質之天然綠藻源之研究，可行方向也很多，值
得未來進一步探討，如利用酵素降解綠藻細胞壁後再於特定部培養基中進行原生質融
合、再生細胞壁成的綠藻，具有生產高量不飽和脂肪酸(如EPA) 的能力(蓑島與藤
田1990) ，應用此法生產EPA 會比自魚油中萃取更具經濟價值，若以綠藻型態攝
取EPA 也更自然、應較受消費者青睬。某些海水培養的綠藻科(如Dunaliella sp.)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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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

-carotene 與甘油(林1994) 而可被應用為健康食品素材之一。又，透過培養條件

與基因工程改良綠藻可生產的潛在生理活性物質尚包括葉綠素(de Oliveira Rangel Yagui and others 2004) 、lutein (Shi and others 2002) 、硒 (納奇等1990; Li and
others 2003) 和carotenoids (Mendes and others 1995) 等。又，綠藻細胞的熱水萃
出液可以保健飲料的型態銷售於市場(大石1993) ，但綠藻粉末水溶性之改進、生理活
性物加工安定性(光、熱、貯藏)之提高以及活性物質之萃取利用(低成本、高效率)等，
也有許多研究改良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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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專欄
「鎂」麗不老，青春無限- 淺談鎂與老化的關係
王銘富教授(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專任教師、元培科技大學校長)
一、 前言
「老化」一直被認為是萬物生命的歷程及法則。自古以來，「長生不老，青春永駐」是
人類共同追尋的目標。古有秦始皇尋求長生不老之術及嫦娥偷吃「不老藥」奔月的傳
說，而今人們仍用盡一切的方法為挽回流逝的青春及追求永恆之生命而努力。近年來，
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台灣社會已邁向「老人國」的時代，然而伴隨老化所引起的各種
相關疾病如: 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失智症等，將會對於個人、家庭及社會經
濟層面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及負擔。而老化是一個複雜生理的表象，包括遺傳、環境、營
養、生活型態等許多因素交錯作用，都影響老化的進程。俗云「預防勝於治療」，從預
防醫學的觀點著眼，唯有充份了解老化及其相關疾病的成因或致病的機轉，且加以有效
的控制，才是為「抗老化」致勝之道。「鎂」是一種人體不可或缺的礦物質，在體內扮
演著很重要且全面的功能。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體內鎂的缺乏與老化及慢性
病的形成有密切的關聯性。許多流行病學也發現，在高齡化的族群，體內鎂濃度也相對
不足。因此，「鎂與老化」之間的關係，亦是目前延緩老化研究中備受矚目的明日之
星。
二、老化學說
人體自出生後，便會經歷一連串的生長、發育及成熟，當達生理高峰後，每個器官在不
同時期，由於內外因素對人體的影響都會各自逐漸地進行一些普遍性、進行性、累積性
及傷害性的生理衰退現象。生物體老化因素很多，老化相關研究及假說多不勝數，其中
以Harman 於1956 年提出的自由基老化假說廣泛引起重視。此理論主張老化現象是由
於個體在其一生之中，受到自由基造成各種生物分子的氧化損傷之累積而導致。近年在
許多動物實驗中得到支持的具證，例如：1992 年Sohal 等人發現，家蠅及大鼠體內粒
腺體過氧化氫的產生速率隨年齡而增加，且與該種動物最長生命潛能（maximunlife
span potential,MLSP ）成反比，而1994 年Agarwal 等人研究指出，年老的蒼蠅比年
輕的蒼蠅較易遭受蛋白質及DNA 氧化損傷，且體內抗氧化防禦系統也隨著年齡有下降
的趨勢。自由基在許多疾病，包括老化、癌症及心血管等疾病之發展上佔有相當重要的
地位。人體在正常代謝的過程中，會產生活性氧與自由基，其會攻擊體內蛋白質、酵
素、醣類、脂質等分子，造成細胞之傷害。一般而論，生物體所產生的自由基和體內抗
氧化系統會達成平衡，但隨年齡增加，體內活性氧物質會增多，抗氧化能力亦會逐漸衰
退，自由基進而直接或間接破壞細胞的結構與功能，造成細胞的傷害或死亡。若能增強
生物體抗氧化防禦系統的作用，或尋求外在補充的資源，以減少活性氧物質的產生，則
能減少對細胞的傷害，延緩生物體的衰老及死亡。
三、鎂的生理功能
鎂是生物體中一個重要的微量元素，廣泛存在自然界中，為人體細胞內含量第二豐富的
陽離子，僅次於鉀。鎂不難從飲食中充分攝取，但由於它極為普遍，在過去是常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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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養素，因此鎂在學術界還有一個別稱：「被遺忘的元素」。隨著近代醫藥科學在營
養學、生理學及生物化學所累積的研究，發現「鎂」在人體生理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鎂參與動植物體內300 多種的生化酵素反應，是生化反應過程中必需的輔助因
子(cofactor) 。在植物中，鎂是葉綠素的主要的元素，負責光合作用中提供生命的能
源。在動物體內，「鎂」不但是構成骨骼、牙齒的重要成分，同時它也影響許多細胞的
功能，被形容為「細胞活動守門人」，它參與調節能量代謝、醣類與蛋白質合成、調節
免疫功能、維持神經衝動傳導、 肌肉收縮、血壓調節、腺苷酸三磷
酸(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 的合成與儲存，及維持細胞內電解質的平衡等重
要機能。其中對於腺苷-三磷酸的代謝尤其是重要，ATP 被稱為”生命電池”是人體細
胞直接利用的能量來源，如果沒有足夠的ATP ，細胞就會沒有動能，所有生命現象相關
的生化反應都深受影響。而ATP 本身卻是一個不穩定的物質，必需與鎂結合才能維持
穩定狀態。因此，當鎂缺乏時，生物體就不能發揮正常的功能，此時，代謝症候群、心
血管疾病、骨骼疏鬆症、高血壓、糖尿病、肥胖症、肌肉痙攣、婦女更年期症候、憂鬱
症等疾病便相繼的發生。
四、鎂與老化
目前許多證據發現，老化相關疾病的發生率與體內鎂的多寡息息相關。鎂缺乏會加速人
體細胞的老化，長期鎂不足加大了罹患老年疾病的風險。在美國，多數人由於飲食中鎂
含量不足而使體內鎂缺乏，這種狀況增加了心血管疾病、高血壓、糖尿病、骨質疏鬆症
和某些癌症的潛在危機。研究發現，人體纖維原細胞在長期中度鎂缺乏狀況下生存並正
常分裂時，它們比那些在鎂正常狀況下生長的細胞老化得更快。因此推論鎂缺乏會影響
細胞老化進而影響身體內組織的機能。行政院衛生署老人營養調查指出，各地老人的鎂
平均攝取量僅為建議量的七成，缺乏鎂與糖尿病、高血壓等疾病有關。在鎂攝取量方
面，目前男性是202 -300mg ，女性是173 -264mg ，不論男女，都未達到建議量。老年
人的血鎂濃度0.86(mmol/l) 時，糖尿病的危險率會上升2.5 倍，缺乏鎂也與骨質疏鬆、
心血管疾病有關，每日的鎂攝取量達500mg 時，可有效預防高血壓的發生。失智症是
目前臨床上最常見的老年神經退化性疾病。研究發現，老年失智症患者的神經元細胞含
有比較高濃度的金屬鋁。而受害最深的海馬迴區其鎂濃度也較一般人低。有一些酵素生
化反應系統，因鋁的出現，會與鎂相互競爭進入腦細胞內，干擾鎂離子應有的功能因且
開啟細胞鈣離子通道，使得大量的鈣流入而造成神經細胞繼發性的損傷。「自由基」也
是人體引起老化以及其他病變的主因，人體中適量的鎂離子可視為天然的抗氧化劑。實
驗發現，生物體在低鎂的狀況下，不只是會擴大自由基的傷害力，也會加速體內自由基
的生成。若以適量的鎂補充則可以改善或減緩失智症的臨床徵狀及嚴重性。因此，鎂在
預防鋁及自由基對神經元的致命作用有很重要的預防功能，所以平時攝取足量的鎂是必
須的。
五、結語
鎂與人體的生理活動息息相關，在細胞老化的過程，可以發現鎂對於保持人體年輕健康
的確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雖然沒有直接的研究證明保持人體充沛的鎂可以讓人永保青
春，但是我們從上述的鎂與老化的關係可以推論，如果人體中能保持適度的鎂含量，不
僅預防及減少老化相關疾病的發生機會，同時也能增進身體的健康。總之，良好的生活
習慣，若再配合適當鎂的補充或許每個人都可以 找到延年益壽，青春不老的秘方。

中華民國一百年八月
發行單位：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200 號 TEL:(04)26328001 分機：15031~15034
版權所有 2011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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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考照
輔導考照提升系友就業競爭力
為使學生畢業後更有競爭力，本系除了加強學生的專業知識外，也應積極輔導學生考取
專業證照，每學期開設乙級及丙級食品分析檢驗練習班，並配合烘焙技術課程，在課餘
時間，考試之前提供場所及設備供學生加強練習烘焙丙級考照的操作，加強學生的熟練
度及技巧。在課程結束之後鼓勵同學參加證照考試。

食品分析檢驗練習班
課程內容
1. 根據勞委會職訓局公佈之題目作模擬，提供場地、藥品、器材。
2. 丙級內容包括：實驗器具之認識、乾熱滅菌及濕熱滅菌之操作、細菌細胞大小之測
定、酵母菌細胞之觀察、食品中生菌數檢驗、標準鹼溶液的配製與標定、標準酸溶液的
配製與標定、食品中有機酸含量之測定、粗脂肪之萃取、油脂過氧化價檢驗、樣品pH
值之測定、罐頭食品之檢驗、果汁之減壓過濾及pH 值測定、水質之檢驗項。
3. 乙級內容包括：革蘭氏染色、IMViC 法、大腸桿菌群數、粗蛋白測定、維生素C 測
定、Somogyi method 、Bertrand method 、甲醛態氮測定、人工甘味劑鑑別、亞硝
酸鹽測定、酸性色素之分離與鑑別、揮發性鹽基態氮測定、硫巴比妥酸價測定、亞硫酸
鹽測定等14 項。
上課方式、地點
1. 上課方式：模擬練習，並提供必須之藥品器材等。
2. 地點：食品化學實驗室(G412) 與生物化學實驗室(G415) ，9:00 -17:10 上課。
報名資格
1. 對象：本系畢業生或最高年級。非本系者，請參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相
關規定。
2. 名額不多，額滿為止。

烘焙- 麵包丙級練習班
練習方式
1. 根據勞委會職訓局公佈之題目作模擬，提供設備、材料
2. 提供已經上過丙級烘焙課程的同學，增加熟練度及模擬考試。
3. 內容包括：依題庫中，山形白吐司麵包
餐包

布丁餡甜麵包

紅豆餡甜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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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頂奶油吐司

圓頂葡萄乾吐司

奶酥餡甜麵包」等7 種麵包。

橄欖形

4. 預定開班日期: 接近考照日前訂定練習日期。
5. 報名人數: 以報名考照同學優先( 30 人/ 週 )
6. 地點：烹飪室G417 (1)8:00~13:00 1 梯8 人(2)11:00~16:00 1 梯8 人
報名資格
已修完烘焙課且欲參加考照的同學。名額不多，額滿為止。
聯絡電話
04 -26328001 轉15037, 陳思妤助教處報名。

食品檢驗乙級考照心得
周 妍(9706 大學畢 9906 碩畢)
2010 年12 月，決定報考食品檢驗乙級，去7 -11 買了簡章，問了佳琦今年術科練習班
的時間，繳了錢，很慶幸佳琦還有開第三班，雖然這一班上課時間都有點不好(逢聖誕
節以及跨年)，又可能會尬到考試日期，心中有種忐忑不安，但就只能聽天由命了。筆
試方面靠自己狂K 考古題就肯定妥當過關的! 而困難的是在後面的術科考試…在練習班
一開始佳琦幫我們分好組，安排好每次要做的實驗進度，讓我們可以提前預習，才不會
在狀況外手忙腳亂的! 在練習班的過程中，雖然我與其他一起上課的學弟妹都不熟悉，
但在做實驗時大家都會互相幫忙，有問題一起討論，真的幫助很大，謝謝你們! 練習實
驗時，其實跟我平常碩班做的實驗相差甚遠，我大學時也沒有修過類似的課程，只能在
練習班時把握每一次練習的時間，用心記下每一個實驗的”眉角”，並且拍下需要自己組
裝的設備或覺得很重要的地方(滴定終點顏色…等)，在考試前再翻照片出來回憶，印象
才會非常深刻! 我在做實驗時會看之前考過檢驗的同學做的筆記，看她們寫的實驗步驟
先後順序，自己心中默背一次，再開始實際操作，因為考術科時，會做不一定會過，時
間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因此每一個實驗都要擬好”作戰策略”，這點非常重要，一個步
驟忘記了可能會拖垮整個實驗的節奏，因為這樣沒考過不是很可惜嗎? 還有，因為報名
費以及術科練習班費用很高，在決定要考照時一定發願”一次就要考過”的這個心態，否
則怠惰的心不會幫助考試的喔! 很幸運的，在沒有考過丙級直接報考乙級的我在網站上
看到”合格”兩個字時，皇天不負苦心人! 也謝謝佳琦以及在練習班所有幫助過我的學弟
妹們，希望大家都能夠順利考過證照囉!

食品檢驗分析乙級考照心得
張倩雯(10006 大學畢)
在現代這個講求注重證照的社會很慶幸自己能夠通過食品分析乙級檢驗，很感謝佳琦助
教和双奇學姊、俐伶學姊、仁宏學長細心的指導使我們能更了解到如何操作各個實驗步
驟和注意各個重要的環節，經由分析檢驗練習班讓我們又可以有多ㄧ次自己動手操做的
實戰經驗，不同於實驗課多人操作一個實驗。還記得考試的當天我是抽到最後一位抽題
目的也就是我是拿別人剩下不要的題目，其實我覺得有一半是要靠運氣因為我所拿到的
題目剛剛好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三個實驗，真的很感謝佳琦助教的指導也希望下屆的學弟
妹可以拿到好成績！

烘焙丙級考照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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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欣茹(10006 大學畢)
烘焙課程是在大四上的事了，所以一開始參加練習班的時候，其實有點生疏，但是練過
一次後，熟悉的感覺就回來了！
※考烘焙丙級總共有分麵包類跟吐司類：
麵包類：紅豆麵包、奶酥麵包、橄欖型麵包、布丁餡麵包
吐司類：圓頂吐司、五峰吐司、葡萄乾吐司
其實這兩類當中就橄欖型還有五峰最難！算是麵包類跟吐司類中的大魔王；所以思予助
教也叫我們在第一次的練習先練這兩種！其他的其實就只是換湯不換藥！第二次的練習
就是練奶酥麵包，因為它的餡要自己做，其他種類的麵包就是試場提供餡料。另外的就
是葡萄乾吐司，因為葡萄乾會抑制發酵，所以相較要注意它的狀況。
這次我們同學其實都有抽到魔王，第一天的人是抽到五峰，第二天的則抽到橄欖型。經
過這次丙級其實可以把一些問題釐清：
(1) 空調：第一天的同學提到他們試場冷氣很強，所以他們的麵包都乾掉；其實當下發
現不對勁就應該拿塑膠袋來蓋。
(2) 發酵箱的溫度：試場的發酵箱溫度調的很高、溼度也很高；導致當天發酵的速度都
很快，平常要40 分鐘左右，但是當天卻不到20 分鐘就完成後發了！所以最保險就是要
一直觀察他的變化！最好每十分鐘就去看一下！
(3) 酵母粉活性差異：會場的酵母很強，造成發酵時間都提前結束，所以眾人的吐司幾
乎都超過該達到的位置，以至於在烤焙的時候產生爆開、下盤塌陷的狀況。
(4) 爐火溫度不一致：會場的烤箱溫度不容易上色，所以其實當下很多人看到時間到
了，就直接拿出來，但明明顏色很淺，內部可能都還沒熟，應該再加強烤焙，依照顏色
變化調整。
根據以上分析，其實丙級考試不難，只是當下有沒有適時應變，這很重要！不能期許環
境跟我們一樣，那我們只能隨機應變。因為其實做法都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有沒有掌握
好時間跟爐火的調整而已！此外五峰確實需要技巧，高低落峰不得超過三公分，所以以
後要考的同學得勤練五峰吐司！

中華民國一百年八月
發行單位：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200 號 TEL:(04)26328001 分機：15031~15034
版權所有 2011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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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演講題目：心臟的發育與功能- 臨床案例探討
演講時間：100.4.11
演 講 者：林明志 (台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兒童心臟科醫師)
內容摘要：
敬邀台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兒童心臟科 林明志醫師蒞臨本系演講，除了加強學生
瞭解心臟結構、功能及循環系統，更能從臨床的角度深入明白實際運用的知識，例
如CPR 實施步驟與注意事項。活動內容包括講師簡介、說明心臟結構及其功能、心臟
與循環系統、CPR 步驟與注意事項、心博量測定方法與注意事項等相關主題，最後由
學生提出問題，並與演講者互相討論。藉此活動連結教科書上的知識，以充實學生的專
業能力。

演講題目：態度萬歲
演講時間：100.4.28
演 講 者：顏彗如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高級專員)
內容摘要：
為不讓學生畢業即等於失業，且能增加學生就業機會，特別邀請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專員蒞臨本系演講。演說內容包括不要將自己設限，除了加強自身的知識與能
力，態度更是成功金鑰。演講者從如何發現自我、找尋適合自己的夢想與目標、投資自
己，並說明開始夢想之後就不要停止，要很勇敢不怕失敗地去實現願景等幾項要素去說
明就業過程應具備的觀念。另外，演說者還提供其他的就業資源，以便學生往後就業所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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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題目：紅麴之新穎應用
演講時間：100.4.29
演 講 者：潘子明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生化科技系)
內容摘要：
為了強化碩博班研究生的學術視野，敬邀國立台灣大學生化科技系教授兼系主任蒞臨本
系演講。因應現代保健食品的熱潮，其各類研究日新月異，其中演講者在紅麴的研究領
域甚多，演講內容從簡介健康食品管理概況至紅麴生產與應用，衍生於紅麴在預防醫學
的最新應用，包括血糖、血壓、血脂調節，抗疲勞，抗阿茲海默症，以及作為癌症輔助
治療等功效，最後以保健食品之未來展望做結尾。整場演講下來，教授詳細地介紹研究
模式及技術，讓全體師生收穫良多。

演講題目：Introduction and Mechanisms of Age - related hearing
impairment
演講時間：100.5.25
演 講 者：慈濟黃俊豪醫師
內容摘要：
在台灣老化人口問題日趨嚴重而伴隨著年紀的增加，感官的退化問題愈來愈明顯，尤其
是聽覺與視覺。因此，藉由「老人保健學」課程邀請了大林慈濟醫院耳鼻喉科的主治醫
師蒞臨演講。演講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份是介紹老年性聽力退化與發生相關的機
制，第二個部分是由不同層面去探討，結合了醫療新知與學術研究。這對於選修這堂課
的研究生來說，不僅是獲得新的醫學知識，同時亦對目前研究提升了一些不同的觀點。
然而對於本系研究預防醫學的學生，更應該認真的思考，如何減緩這些疾病的發生與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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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惡化的程度，增加老人的生活品質。

演講題目：Nrf2 in Cancer Prevention and Cancer Therapy: Friend by
Day ,Foe by Night
演講時間：100.5.27
演 講 者：郭靜娟博士 (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
內容摘要：
癌症一直高居國人十大死因之首，癌症的預防與治療更為現代人關注的話題。因此，系
上邀請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所 郭靜娟博士蒞校演講，以增加本系師生之學術研究的廣
度及深度。演講內容先介紹癌細胞如何生成，再說明Nrf2/ARE pathway 在癌症上扮
演的角色。從篩選食材的有效成分，直至如何利用不同研究模式來探討 Nrf2/ARE
pathway 對癌細胞的影響，並以 Nrf2 對癌症正反兩面的結果讓我們思考保健食品在癌
症預防與治療上扮演的角色。Nrf2 如同刀之雙刃，在正常的情形下，Nrf2 活化可以阻
斷致癌劑的癌化作用，但在癌症狀態時，Nrf2 的高量表達則將減低化學與放射治療對
腫瘤的毒殺作用， Nrf2 活化劑或抑制劑在癌症預防或治療各有其重要之意義。另外，
此演講可加強研究生在策劃實驗架構的邏輯，設計出具有學術價值的研究。

業界參訪及衛教活動
活動名稱：營養衛教：營養衛教- 『介紹六大類食物』
時 間：100 年04 月14 日
地 點：名人幼稚園
活動內容摘要：
為配合公共衛生營養課程中營養衛生教育和諮詢技巧之應用性，結合研究生專業能力帶
領大學部學生進行一系列的衛教活動，以提供學生親自參與社區營養教育之機會，且能
幫助社區解決營養問題。營養衛教內容由大學部學生一手策劃，指導老師與研究生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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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督導與協助。此衛教對象為名人幼稚園大班之學童，學生利用話劇的演出以及玩遊戲
的方式，以輕鬆愉快的氛圍教導學童認識蔬菜和水果，並加強瞭解其六大類食物之營養
素對人體的功用，藉由此營養衛教活動以提升幼稚園學童認識六大類食物的能力，改善
對垃圾食物攝取的意願。另外，亦可強化本系學生策劃活動之能力，將專業知識應用於
生活上。
活動照片

學生預演

小組討論活動內容

老師指導學生

4/14 衛教情形

與學童互動之情景

團體合照

活動名稱：老人保健學- 校外教學參訪
時 間：100.04.20
地 點：光田老人安養中心
活動內容摘要：
此參訪為配合老人保健學之老人長期照護課程，為了解促進老人身心健康之相關議題。
其活動可加深學生對於人類老化過程之身心改變、相關問題之產生、生活與活動方式之
調整有完整且深入的了解。參訪內容包括照護中心護理長的簡報(長照中心的服務內容
及宗旨)，參觀慢性照護病房、失智照護中心及復健區等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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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
在參觀結束後，我們做了綜合討論，同學們的意見好像不多，不過劉組長倒是跟我們分
享了很多長期照護的經驗與願景，甚至親自為我們示範學步車操作，真的是相當活潑熱
情的人。而洪老師跟我們討論的是”溝通”議題，不論是需要被照顧的年長者或者是子
女甚至是外籍看護，若是要讓照護得到最好的品質，需要我們不斷的去溝通、改善及修
正，這才是最重要的。由於現在是一快速老化的社會，加上少子化，之後長期照護將會
成為未來的趨勢，像長照中心這樣的機構式照護，對未來需要外出工作的成人，可分擔
一些照顧年長的負擔，使失能的老人得到最好的照護，所以如何讓長期照期發展得更落
實，將是我們最重要的議題。
學生聆聽簡報

參觀養護中心

活動名稱：發酵學- 校外教學參訪
時 間：100.05.05
地 點：霧峰菇類文化館、瑞峰菇蕈教育農場
活動內容摘要：
現代食品醱酵工業上已建立的完備技術，利用深層培養方式生產菇類菌絲體，在食品工
業上有許多具潛力之應用方向，如作為蛋白質的新來源、菇類栽培的接種元
(spawn) 、食品添加物來源以及機能性食品保健成分的來源等。菇類文化館位於霧峰
鄉，從1953 年第一顆台灣洋菇成功栽培出現於台灣省農業試驗所時，霧峰鄉便從50
年代開始，在本省從事菇類經濟生產中獨占鰲頭。瑞峰菇蕈教育農場則可以在多媒體教
室觀看菇類栽培過程，各種菇的種類、功效、栽培方法，及實地參觀菇類栽培室及栽種
方法。因此，藉由參訪霧峰菇類文化館與瑞峰菇蕈教育農場，配合「發酵學」課堂上基
礎原理的介紹，期望可以達到理論與實務、基礎與應用互相結合、驗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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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類文化館

解說員介紹栽培方法

菇類栽培室

團體合照

活動名稱：食品加工實驗- 校外教學參訪
時 間：100.05.17
地 點：烏日啤酒廠、省農會鮮乳廠
活動內容摘要：
本課程旨在介紹食品保藏之品質控制概念、加工原理與技術以及在蔬果產品、飲料、乳
品、肉製品和豆穀類等產品製程之應用，並配合參觀工廠活動，期教育學生具備對食品
加工之基本概念與興趣以為未來工作生涯所須。本課程的目標旨在介紹不同食品原料的
特徵及其保藏之方法，同時訓練學生對各種食品加工的方法能融會貫通，進ㄧ步應用在
各種加工產品，藉以訓練學生在食品新產品開發的領域的基礎能力。

省農會鮮乳廠

課長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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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啤酒廠

產品展示

活動名稱: 營養衛教：營養衛教- 『營養均衡』
時 間：100 年05 月26 日
地 點：名人幼稚園
活動內容摘要：
為配合「公共衛生營養」課程中營養衛生教育和諮詢技巧之應用性，提供學生親自參與
社區營養教育之機會，且能幫助社區解決營養問題。營養衛教內容由大學部學生一手策
劃，指導老師與研究生則在旁督導與協助。此衛教目標為均衡飲食，養成不挑食的好習
慣。能力指標為三：(1) 能清楚分辨健康與垃圾食物。(2) 簡單了解健康與垃圾食物對
身體的影響。(3) 簡單了解挑食的壞處。學生藉由故事表演、帶動跳、貼貼樂等小遊戲
來達到能力指標。
活動照片

學生預演

自製食物圖卡

衛教情形( 遊戲)

衛教情形( 演戲)

活動名稱: 食物製備之成果展
時 間：100 年06 月03 日
地 點：格倫樓511
活動內容摘要：
配合「食物製備」課程，以基礎食物製備學的認識，與實驗操作的演練，將所學應用於
餐飲及日常生活中。製作創意料理競賽，包括素糖醋排骨、三杯杏鮑菇、海苔沙拉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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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酥煎餃、白醬嫩雞義大利麵、迷迭香雞排及紅酒烤肉丸子等。

活動名稱: 工廠實務之成果展
時 間：100 年06 月15 日
地 點：格倫樓大廳
活動內容摘要：
結合「工廠實務」課程，以實作的方式介紹食品工廠製程之理論與實務，期末時將發表
所學開發成創意產品。以「百年一嚐、菇且一試」為主題開發8 種新產品，地點於格倫
樓大廳，包括「杏感菇菇蛋捲」、「燕麥穀菇咕」、「養生黑木耳露/ 雪耳波波」、
「戀愛菇菇凍」、「黃金菇菇薯球」、「豆花不單純」、「黑白SA 」及「菇菇優酪
乳」等，呈現學生之研發成果，帶領探索食品營養的知識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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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膳食計畫與供應成果展
時 間：100 年6 月1 日
地 點：格倫樓511
活動內容摘要：
結合「膳食計畫與供應」課程，以實作的方式訓練設計菜單的能力，並配合實際之操作
和討論，作好完善的膳食計畫工作，期末時將發表所學製作異國創意料理，包括「日
本-女兒節料理」、「法國-主顯節料理」、「義大利-耶誕節料理」、「西班牙-法雅節
料理」、「地中海-起士豬肉丸」、「德國-巴伐利亞啤酒烤五花肉」、「日本-春節料
理」、「法國-檸檬節料理」及「法國-愚人節馬賽海鮮湯」參與人員包括翁瑤棽老師
及9 組同學，參與師生共65 人。

活動名稱: 食營系成果展
時 間：100 年5 月3 日
地 點：靜宜大學國際會議廳及格倫樓G511
活動內容摘要：
本次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之成果展於5 月3 日舉行，以營養專業與健康概念為主題，
包括「加工食品創意競賽」、「輕食下午茶創意競賽」及「壁報論文競賽」，更設置
「營養諮詢」、「營養知識闖關遊戲攤位」，配合活潑又不失嚴謹的方式，呈現全體師
生對專業的運用，將帶領您一探食品營養的知識寶庫。參與人員包括全系師生、貴賓及
媒體記者等共1000 人。

36

食品營養知識遊戲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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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競賽

中華民國一百年八月
發行單位：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200 號 TEL:(04)26328001 分機：15031~15034
版權所有 2011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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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期

重要系聞
1 . 【賀】詹吟菁教授於 100 年2 月11 日獲台灣保健食品學會2011 年「傑出學術研究
獎」。
2 . 【賀】周淑姿教授榮獲 99 學年度校級績優導師獎。
3 . 【賀】系學會榮獲 10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評鑑優等獎。
4 . 【賀】系學會榮獲靜宜大學 100 年績優社團評鑑特優獎。
5 . 【賀】本系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獎學金及各項競賽得獎名單
獎學金名稱

獲獎人
食品四
營養四
食品三
營養三
食品二
營養二

范玉蓉
陳韋任
涂育群
詹幸嚴
邱學均
溫慧伶

系友獎學金

營養一楊雅晴

黃琳慧系友獎學金

邱傅秋香敦品勵學獎學
金

黃雅鈺及吳小梅

邱傅秋香熱心服務獎學
金

許怡婷

大宗餐盒獎學金

營碩二 邱玟瑄
食品四 陳宜芳
食品一 丁韋丞、食品二 葉瑞霖、食品三 區祥浩、食品四 吳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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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營養一姚志謙、營養二萬諭珊、營養三楊博凱、營養四吳欣茹

99 學年度模範學生

研究所
營碩二
營碩二
營碩二
大學部
食品四
食品四
食品四

何仁傑 第一名
鄭欣宜 第二名
莊梅鈺 第三名
陳宜芳 第一名
吳盈慧 第二名
魏萍雀 第三名

2011 成果展「壁報論
文 競賽」

獎項
食在好味

徐翊寧、馮祐婉、鄭鈞銘、簡世豐、林韋呈、陳智
偉、謝牧剛

包裝設計

林靜宜、簡佩璇、李維芳、詹宜庭、曾婉芸、陳秋
蓉、康晉榕、劉盛楠

創意海報

徐翊寧、馮祐婉、鄭鈞銘、簡世豐、林韋呈、陳智
偉、謝牧剛

2011 成果展「食品加
工 創意競賽」

。第一名作品:Miss 小可
營養一 陳欣妤、楊雅晴、楊穎妍
。第二名作品:Secret Love
營養二 蔣佩珊、程丹蘋、謝欣諭
。第三名作品: 芝杏滿滿
營養一 呂厚堂、游翔舜、林緯承
2011 成果展「輕食下
午 茶創意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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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本學期霜淇淋由 2 月開始，每週一及週四中午12 ：00 至下午17 ：00 於格倫樓食營
實習工廠（G127 ）販賣霜淇淋。
7 . 團膳實驗課程供應營養午餐，於 100 年3 月29 起每週二中午11:50~12:30 供應， 5
月31 日團膳特餐。
8 . 100 年5 月3 日舉辦2011 食營系成果展，地點於國際會議廳前廣場及格倫511 ，包括
「食品加工創意競賽」、「輕食下午茶創意競賽」、「論文競賽」、「食營週」、
「營養諮詢」、「食品營養知識闖關遊戲」及「學生學習成果分享」等，呈現大學部
及研究所之研發成果，帶領民眾探索食品營養的知識寶庫，參與人員包括全系師生、
貴賓及媒體記者等共1000 人。
9 . 100 年4 月14 日、5 月12 日及5 月26 日舉辦3 場之「社區營養實務應用衛教」，以
名人幼稚園師生為衛教對象，見習學生共計55 名。此為配合公共衛生營養課程辦理社
區營養實務應用衛教，訓練學生團體衛教及活動計畫能力，包含介紹六大類食物、飲
食紅綠燈及均衡飲食等營養教育。
10 . 100 年6 月1 日下午3 ：00 舉辦膳食計畫與供應成果展，地點於格倫511 ，製作異國
創意料理，包括「日本-女兒節料理」、「法國-主顯節料理」、「義大利-耶誕節料
理」、「西班牙-法雅節料理」、「地中海-起士豬肉丸」、「德國-巴伐利亞啤酒烤五
花肉」、「日本-春節料理」、「法國-檸檬節料理」及「法國-愚人節馬賽海鮮湯」參
與人員包括翁瑤棽老師及9 組同學，參與師生共65 人。
11 . 100 年6 月2 日中午12 ：10 舉辦食物製備成果展，地點於格倫511 ，製作創意料理競
賽，包括素糖醋排骨、三杯杏鮑菇、海苔沙拉捲、香酥煎餃、白醬嫩雞義大利麵、迷
迭香雞排及紅酒烤肉丸子等，參與師生共70 人。
12 . 100 年6 月15 日上午12 ：30 舉辦工廠實務成果展，以「百年一嚐、菇且一試」為主
題開發8

種新產品，地點於格倫樓大廳，包括「杏感菇菇蛋捲」、「燕麥穀菇咕」、

「養生黑木耳露/ 雪耳波波」、「戀愛菇菇凍」、「黃金菇菇薯球」、「豆花不單
純」、「黑白SA 」及「菇菇優酪乳」等，呈現學生之研發成果，帶領探索食品營養的
知識寶庫，參與人員包括全系師生等共100 人。
13 . 為使學生畢業後更有競爭力，除了加強學生的專業知識外，也應積極輔導學生考取專
業證照，本學期開設乙級及丙級食品分析檢驗練習班共五梯，共90 名同學參加。
14 . 考取證照：
證照名稱

通過人數

通過日期( 放榜日期)
99 年第二次營養師專技高考

營養師

25

41

100 年第一次營養師專技高考考試

營養師

8

99 年食品技師食品技師

食品技師

9

99 年食品分析與檢驗技術士丙級

42

99 年食品分析與檢驗技術士乙級

11

15 . 畢業生考取研究所狀況：
1

柯慧慎(10001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備取

2

呂世樹(9806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正取

3

魏萍雀(10006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正取

4

陳宜芳(10006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正取

5

吳盈慧(10006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正取

6

陳虹樺(10006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正取

7

劉佳昀(10006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正取

8

江俐儀(10006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正取

9

劉冠良(10006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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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吳丞弘(10006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正取

11 張妤甄(10006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備取

12 蔣淑琦(10006 畢)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正取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營養與生化組正取

13 吳欣蓓(10006 畢)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備取

14 林郁哲(10006 畢)

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系備取
中國醫藥大學藥用化妝品學系碩士班備取

15 張芷瑄(10006 畢)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備取
台北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備取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碩士班正取

16 柯盈莉(10006 畢)

臺灣師範大學營養科學與備取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丙組備取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碩士班錄取

17 吳思蓉(10006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碩士班備取

18 沈佑珊(10006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碩士班營養與保健備取

19 施詠耀(10006 畢)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碩士班營養與保健錄取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碩士班備取

20 吳欣茹(10006 畢)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碩士班錄取

21 林嵩燾(10001 畢)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碩士備取
國立國防醫學院病理及寄生蟲學研究所病理學組正取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甲組正取

22 蘇怡親(9606 畢)

台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衛生教育碩士
在職專班錄取

23 陳均眉(9501 碩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24 呂孟純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博士班錄取

16 . 感謝 99 學年度系友獎學金捐款及系務發展基金捐款。
日期

姓名

金額

99.07.07

王亞貞

5000

99.11.22

董家曦

2000

99.12.06

莊啟祥

2000

100.02.07

林國維

4109

100.05.03

謝惠敏

2000

99.10.27

詹恭巨

8000

99.11.04

楊雅婷

2000

99.11.05

李曉育

2000

100.02.24

吳智偉

3000

中華民國一百年八月
發行單位：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200 號 TEL:(04)26328001 分機：15031~15034
版權所有 2011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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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期

1001系學會預定活動
讓你的心你的人, 全部沉醉在系學會為你帶來的活動中吧!!!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要
使新生與新生家長能夠一起提
早認識靜宜食營各事物

8/20

大學家長日

8/22

食營資傳三區聯合迎
新茶會 北區

8/24

食營資傳三區聯合迎
新茶會 中區

8/26

食營資傳三區聯合迎
新茶會 南區

9/3 - 4

新生入宿、入宿聚
餐( 入宿當晚)

學長姐幫忙搬宿, 晚上帶新生填飽肚子, 認識周遭環境

9/5 - 8

新鮮人定向輔導週

認識靜宜、系所及系學會等

迎新晚會

新生抽家族, 藉著團康活動拉近同儕間的距離

9/22

家族迎新系烤

這不僅是與系上一起同樂, 更是熱絡家族感情的基礎

9/28

教師節

體恤教授們的辛勞, 誠心感謝

10/15 - 16

迎新宿營

迎新最大的活動, 學長姐籌備近兩個月, 希望能看見你
那陽光般的笑容與食營人的驕傲

10/27

期中進補

期中考前學長姐給你補一補

小食盃

食營系內班級體育競賽

12/1

全校啦啦隊錦標賽

集合菁英出隊為系上爭光

12/1

聖誕佈置( 暫定)

傳承榮耀, 爭取殊榮

12/3

校慶園遊會

去年贏得校慶園遊會第一名攤位, 今年將王者再臨!

12/7 - 15

食大驚喜罐

以食營系特色罐頭販售驚喜

12/15

聯合班會

食營系不分年級的班會時間

12/20

五系聯合聖誕趴

首度與外系合辦大型聖誕趴, 給各位不同凡響的聖誕氣
息

12/28

理院聯合期末進補

增進理院各系感情, 一起歐趴

營養服學暨榮總參訪
之旅

應用食營專業服務社區民眾

9/8

11/19 - 20

10 - 11 月

讓新生近距離的與學長姐互動, 解決新生任何疑難雜
症, 拉近學長姐與新生的距離

食營系系學會，經過不斷的努力與相信, 我們獲得過2008 聖誕布置第二名、2010 校慶
園遊會攤位評鑑第一名,2010 全校自治性社團第一名、100 年全國社團評鑑自治性特優
等殊榮。我們用心舉辦每一個活動, 用認真用汗水用笑容, 我們用盡我們全力, 只為了讓
食營系更好, 讓食營系的學生享受到更棒的服務, 如果你也和我們有相同的熱忱, 請務必
要加入我們 靜宜食品營養學系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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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食營 V.S 資傳聯合三區迎新茶會
食在好玩之傳承相見歡
集合兩系熱情的力量將帶給你活力百倍的第一類近距離接觸
迎新茶會裡不但替你解惑還會傳授學長姐精華撇步給你們唷
並且我們將提供新鮮人100 元的餐費補助唷~
這麼好康的見面禮可千萬不要錯過!!
《以下是三區迎新茶會的時間地點，若有疑問可與負責人連絡》
活動總召
食營系-湯雅錚(TYC) 0975212562 / 0982282873
資傳系-李若瑄(冰冰) 0917201641 / 0980769750
北區
8/22
( 一)

11:20 台北火車站南三門 集合
地點: 福勝亭 台北市中正路許昌街30 號B1 、B2 ( 於新光三越後門)
食營系負責人: 徐昌榮0921982866 蔡佳瑜 0916219212

中區
8/24
( 三)

13:00 台中火車站前廣場( 公車站牌) 及潮吉飯桶 兩據點集合
地點: 吉普賽民歌西餐廳 台中市中區綠川西街115 號B1
食營系負責人: 江德蓉 0985361737 黃于芸 0985111840

南區
8/26
( 五)

13:30 高雄火車站捷運門口 集合
地點: 彩色巴黎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91 號( 捷運巨蛋站)
食營系負責人: 胡殷慈 0987756383 李祐寧 0975579273

三區地圖
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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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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