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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鍾雲琴 (本系專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這學期在熱熱鬧鬧的理院成果展及溫馨感人的系辦畢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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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後結束了。大四同學在理院成果展中將過去四年所學完整的展
現出來，也因此廣受好評並獲得多家媒體報導。六月畢業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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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第一次在 6 月 14 日舉辦專屬食營系的畢業典禮，由大四同學
自己規劃自己的畢業典禮，大三同學協助完成；當天上午超過 100
位畢業生的親友參加我們的畢業典禮，這是食營系歷年來最多親
友出席也是最感人的畢典。我們相信，今年大四同學度過熱鬧又
溫馨的大學最後一學期，食營人的烙印應該是恆久不退的。
接下來新的學期，系上希望能加強系友與在校生的連結，如有系
友陪同食營系一起打拼、一起成長，靜宜食營系在少子化的年代
不用擔心招生問題、食營人各個都能懷抱理想並實踐理想。

鍾雲琴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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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藻)紅素於運動營養之應用
王為國(本系碩士生)、詹恭巨(本系專任副教授)
蝦紅素(Astaxanthin, AST, 3,3′-dihydroxy-β, β′-carotene-4,4′-dione)為蝦
蟹類甲殼中之天然色素，由於目前蝦紅素之商業生產，大都以培養海洋
球藻萃取純化而得，因此蝦紅素的新名稱為藻紅素。藻紅素為一葉黃素
類胡蘿蔔素的氧化衍生物質，分子式 C40H52O4，其分子量為 596.84 g /
mol。包含三種立體異構體(3S，3'S)、(3R，3'S)和(3R，3'R)，其中(3S，
3'S)和(3R，3'R)在天然環境中最豐富。海洋環境中一些微型藻類、細菌和
微生物能自體合成，如紅球藻(Haematococcus pluvialis)、小球藻(Chlorella
zofingiensis)、綠藻屬(Chlorococcum sp)、紅發夫酵母(Phaffia rhodozyma)
及生產細菌(Agrobacterium aurantiacum)等(1)。這些微生物被浮游動物或甲
殼動物攝食後，藻紅素開始進入食物鏈並被其他生物攝食及累積，人類
每日食用 165 克的野生鮭魚可以攝取到 3.6 mg 的蝦紅素(2)。有學者建議
每天補充 3.6 mg 的藻紅素對健康是有助益的(3)。

圖一、藻紅素特殊的結構可有效保護細胞膜遭受自由基的氧化傷害(4)。

藻紅素獨特的化學性質來自於其分子結構，藻紅素含有兩個羰基
團、兩個羥基團及十一個共軛烯雙鍵，多烯系統給予其獨特的分子結
構、化學性質以及吸光性，結構兩端的環狀結構上的羰基團(C=O)及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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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OH)賦予藻紅素更高的極性，使其具有親脂性及水溶性，在細胞膜
上，其特殊的分子結構具有活潑的電子效應，能提供自由基電子或傳導
電子至胞外以利清除(圖一)(4)，因此藻紅素相較於其他的類胡蘿蔔素有更
好的抗氧化力(2)。藻紅素可有效的抑制脂質過氧化作用，其清除過氧化自
由基的相對活性，依序為 Trolox(1.0)，藻紅素(1.3)，維生素 E(0.9)，-胡
蘿蔔素(0.5)，葉黃素(0.4)，-胡蘿蔔素(0.2)與茄紅素(0.4)(5)。也有文獻報
導藻紅素的抗氧化力為其他類胡蘿蔔素的 10 倍及α-生育醇的 100 倍(2)。
蝦紅素已知的效用及應用範圍，包括抗氧化、抗發炎、抑制脂質過氧
化、糖尿病管理、預防心血管疾病及癌症治療(2)及改善糖尿病血管性病變
(6)

等。
Aoi 等人(2008)發現藻紅素可透過提升粒線體 CAT I(肉鹼醯基轉移酶

I)的活性，促進小鼠在運動過程中利用脂質作為產能受質(Fuel)的能力，
進而改善小鼠的耐力運動表現並減少體脂肪(7)。Ikeuchi 等人(2006)的研究
中，將 40 隻 ddY 小鼠分成對照組及低(1.2 mg/d)、中(6 mg/d)、高劑量(30
mg/d)藻紅素組，利用游泳方式測量藻紅素對小鼠耐力運動表現之影響，
結果發現中、高劑量藻紅素組的小鼠在力竭時間上顯著優於對照組，且
高劑量組小鼠在運動期間的血清非酯化脂肪酸(Non-esterified fatty acid,
NEFA)及葡萄糖濃度均顯著高於對照組，高劑量組之副睪脂肪組織重量也
顯著低於對照組。另外在血液肌肉損傷指標-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
CK)濃度方面，除了高劑量運動組，其他劑量(含對照組)的運動組別相較
其對應的非運動組而言，血清肌酸激酶濃度皆在運動後顯著上升。此結
果顯示藻紅素改善小鼠耐力運動表現的可能原因同時包括提高轉換產能
受質之利用及降低運動誘發之肌肉損傷(8)。而在人體實驗，Earnest 等人
(2011)給予自行車運動員使用 4 mg/d 藻紅素，藻紅素組在 20 公里計時騎
乘的測驗上減少了 121 秒的完成時間，顯著優於安慰劑組的 19 秒，且顯
著提升 20 瓦特的平均動力輸出，在監測氣體交換下所測得的產能受質氧
化量以及血液中產能受質之濃度變化中發現，補充藻紅素的受試者有傾
向利用脂質產能的趨勢，然而這個結果並未達顯著差異(10)。
運動過程中所造成的肌肉損傷會降低耐力與運動表現。肌肉的損傷
常發生在其收縮期間肌肉長度劇烈伸縮時(離心收縮或向心收縮)，在損傷
後出現立即性的虛弱並需要數天才能恢復，且出現疼痛、腫脹和僵硬等
情形是肌肉損傷的一個特徵，這樣的情況通常會在激烈運動後的 1-2 天才
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也被稱做延遲性肌肉痠痛。機械外力是造成肌肉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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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的最初原因，這樣的損傷在運動後的數天內會因發炎反應而被加劇
(11)

。另有研究指出活性氧自由基是導致肌肉損傷的一個原因，在高度活

動的肌肉中，活性氧自由基透過粒線體、黃嘌呤氧化酶或是肌肉結構損
傷後產生的巨噬細胞及嗜中性細胞等途徑大量生成，由於肌肉細胞膜富
含多元不飽和脂肪酸，因此更容易受到活性氧自由基的攻擊，細胞膜脂
質產生過氧化後會生成活性醛等毒性物質，活性醛可以從發生傷害的原
點擴散到細胞的其他部位，導致肌肉損傷(12)。由上述可得知，不論是肌
肉疲勞或是損傷都會導致運動後的肌肉活動性能下降，而肌肉疲勞或損
傷後所誘發產生的活性氧自由基為主要原因，因此利用抗氧化劑來提升
運動表現乃值得探討的議題。除了上述提到 Ikeuchi 等人的研究外，目前
關於利用藻紅素降低運動後誘發之肌肉損傷之文獻並不多，且其結果並
不一致。在 Aoi 等人(2003)的另一篇研究，補充藻紅素的小鼠透過減少劇
烈運動誘發之氧化傷及發炎反應進而降低骨骼肌及心肌損傷(13); 在
Bloomer 等人(2005)研究中，利用肌肉離心運動誘發肌肉損傷，受過訓練
的受試者在經過 3 週的蝦紅素及安慰劑的補充後，血液肌肉損傷指標
(CK)都在運動後顯著上升，但組間並沒有顯著差異，而在運動表現方面
的 1RM(One-repetition maximum)股四頭肌收縮測試，兩組平均減少 820%的力量輸出但組間也無顯著差異

(14)

。此結果顯示受過運動訓練的受

試者較不會造成肌肉損傷，因此補充抗氧化劑並不能改善運動表現。
適度的運動對健康是有助益的，運動時使用正確的方法與姿勢且不
過度運動，可有效的避免運動傷害。不當的運動或是過度激烈的運動，
會因肌肉損傷、發炎而誘發產生自由基，因此適合的抗氧化劑，例如藻
紅素，可保護肌肉組織細胞膜在激烈運動時避免氧化傷害進而提升運動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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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豆胜肽螯合鈣的抗原性與抗氧化性及在食品之應用
王正新（本系專任副教授）、戴學民（104年度畢業系友）
鈣質為國人攝取狀況最差的礦物質
根據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委託研究計畫「國民營養健康狀況變遷調
查(102 - 105 年)」的結果指出，鈣質為國人攝取狀況最差的礦物質，男
性7歲以上族群和女性7歲以上族的平均鈣質攝取量分別僅達DRIs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營養素建議攝取量）的38 - 58%和30 - 53%。
而國人7 - 9歲、10 - 12歲、13 - 18歲及19歲以上的營養素建議攝取量分別
為800毫克、1000毫克、1200毫克及1000毫克。
黃豆胜肽螯合鈣特性簡介
黃豆胜肽螯合鈣商品（CaSoyatide），其有效鈣含量>20%（±0.5%），
為金衣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台灣）生產。黃豆經酵素水解、
乳酸菌發酵所產生的胜肽與鈣螯合後，再經包埋技術，使其順利通過胃
酸及膽鹽，進入腸道而被吸收，可增加食品的機能性與營養價值。圖一
為大鼠餵食 CaSoyatide 與碳酸鈣，血漿中鈣離子濃度之變化；結果顯示
這些寡胜肽螯合鈣，在腸道具高吸收性與利用性，為良好鈣質來源。

圖一、餵食期間大鼠血漿中鈣離子濃度之變化
（金衣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研究目的

食品專欄

本研究探討黃豆胜肽螯合鈣商品（CaSoyatide）的水解情形，抗原性
質與抗氧化活性；並添加於烘焙產品中，藉以增加食品之鈣含量。本研
究的實驗架構如圖二。

圖二、實驗架構

胜肽電泳分析水解情形
黃豆蛋白質最主要的兩個組成為 7S 球蛋白（conglycinin）和 11S 球
蛋白（glycinin）。7S 球蛋白由三個次單元體（72,000 Da）、’（76,000
Da）和（53,000 Da）所組成。11S 球蛋白的組成為酸性（A）次單元體
（35,000~37,000 Da）和鹼性（B）次單元體（20,000 Da）。胜肽電泳圖譜
（圖三）顯示 CaSoyatide 的製程可有效地將大分子黃豆蛋白質 7S 和 11S
水解為小分子片段。
免疫分析法檢測抗原性
少數人會對黃豆蛋白質過敏。利用競爭型酵素聯結免疫分析法
（ELISA），以我們實驗室製備的黃豆 7S 和 11S 專一性抗體測定樣品中
7S 與 11S 抗原量（表一）
。CaSoyatide 的 7S 抗原量是極微少，11S 抗原
則是未檢出；結果證明 CaSoyatide 為低過敏原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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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胜肽電泳圖。M：分子量標準品，1：
CaSoyatide，2：黃豆分離蛋白質。

表一、以競爭型酵素聯結免疫分析法（ELISA）測定樣品中 7S
與 11S 抗原量
樣品水萃液

7S 抗原量
（mg/mg 蛋白質）

11S 抗原量
（mg/mg 蛋白質）

黃豆分離蛋白質

0.327

0.252

CaSoyatide

0.004

未檢出

抗氧化性測定
以還原力和 ABTS 陽離子自由基清除能力評估抗氧化性質（表二）
。
CaSoyatide 具有良好的還原力和自由基清除能力；與黃豆分離蛋白質相比
較，CaSoyatide 的抗氧化性質更是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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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黃豆分離蛋白質與 CaSoyatide 水萃取液之抗氧化性質
樣品水萃液 1

還原力 2

黃豆分離蛋白質

0.03

ABTS 陽離子
自由基清除能力 3
9.85%

CaSoyatide

0.44

47.89%

1

蛋白質濃度為 1 mg/mL（Lowry method）。

2

還原力以分光光度計 700 nm 測定普魯士藍之生成量，吸光值越高還原

力越好。
3

ABTS 陽離子自由基清除能力=[(blank O.D - sample O.D)/blank O.D] X

100%

烘焙產品
CaSoyatid 商品有輕微的水解苦味發酵味。添加 1~4% CaSoyatide 於餅
乾、海綿蛋糕和巧克力戚風蛋糕，品評結果指出 2%添加量不影響這些些
烘焙產品的整體接受性。
結論
CaSoyatide 的製程可有效地將大分子黃豆蛋白質水解為小分子片段。
CaSoyatide 為低過敏原性、具抗氧化性的商品。2%添加量不影響烘焙產
品的整體接受性，這是由於烘焙產品的風味可遮蔽水解苦味和發酵味。
以 2%添加量計算，100 克的食品至少含有 400 毫克的鈣。黃豆胜肽螯合
鈣可增加食品的鈣含量與保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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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師之過去、現在與未來
高美丁教授
營養諮詢機構營養師及諮詢技巧
荷爾斯美容健康管理中心謝昌宏總經理
外掛人生，和朝九晚五說再見
Nu skin_經理級品牌大使邵俐琪(系友)
跳出慣性和舒適圈才能學習
群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ofit)吳欣茹營養師(系友)
營養事業發展的 N 種可能性
彰基體系國際營養事業林佳青執行長(系友)
學校團膳實務分享
彰化縣立北斗國中雲雁翎營養師(系友)
態度決定一切
台中市西屯區大仁國民小學李依蓁公職營養師(系友)
“恁的營養阮來顧“ -社區營養師
祈安聯合診所何瓊玲營養師
醫院營養師工作內容及市場介紹
台中榮總營養室主任謝惠敏(系友)
營養師執照考試祕笈與解題技巧
陳思妤 營養師
兩岸三地，長照營養現況
葉佳雯營養諮詢機構執行長葉佳雯營養師
團膳營養師業務與本職學能需求分享與激發
台中市怡饗美食團膳公司資深營養師陳素慧
肺部疾病及早產兒的營養照護與嬰幼兒常見腸道問題之營養
建議
李沛融 營養師
1.病例閱讀; 2.個案綜論
李沛融 營養師
醫院營養師之專業能力與特質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營養室歐陽鍾美主任
給對餐，吃對餐，令人滿意的菜單
施曉婷 營養師
我國食品安全管理政策現況與發展
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食品組潘志寬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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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E+實習前注意事項說明
王葦寧 營養師

日期：108.2.25
講者：高美丁教授
講題：營養師之過去、現在與未來
摘要：過去 40-60 年代－營養不足，現在 70-90 年代－營養不均，未來－
營養不均。營養師事務：1.對個別對象健康狀況之營養評估 2.對個別對象
營養需求所為之飲食設計及諮詢 3.對特定群體營養需求所為之飲食設計及
其膳食製備，供應之營養監督 4.臨床治療飲食之設計製備，供應之營養監
督。國民營養工作，研修訂營養相關法規，辦理國民營養調查及研究，訂
定國民營養準則，特殊營養食品管理，建立食物營養成分資料庫，推動市
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制度，推動健康飲食文化，國民營養教育宣導。大學
畢業：考營養師執照 (醫院營養師、團膳營養師、學校營養師、社區營養
師、諮詢營養師、長照營養師)培養個人競爭優勢：語文能力國際化，第二
外語不嫌多，資訊收集網路化，解讀轉換更搶手，掌握主流趨勢，趁早儲
備戰力，持續深化專業，永恆不被取代，多把刷子才夠看，自我行銷必修
課，創意為專業加分，多方激盪更豐沛，勇於接受挑戰，輪調外派捨我其
誰，效率時間管理，專心分工事半功倍，尊重團體效益，情緒智商得宜，
獨立作業又能兼具團隊合作精神，機動調整舞台，滾石也能生笞。

日期：108.03.04
講者：荷爾斯美容健康管理中心謝昌宏總經理
講題：營養諮詢機構營養師及諮詢技巧
摘要：大學 4 年該學習的不只是知識，更要學習能力 (讀書、技術、人際

關係)，不要只會丟問題，而是要學會找解決的方法。希望各位同學在實習
或畢業前先做好自我心態的調適 (工作壓力)、學習態度的調適 (書到用時
方恨少，不懂裝懂)、人際關係重新學習與調適 (職場如戰場，主動釋出善
意幫忙)。介紹諮詢業營養師的工作範圍包含以營養均衡飲食為基礎之減重、
增胖諮詢、疾病飲食之營養諮詢與知識教導、營養補充品知識傳導與產品
推薦、體現營養專業與心理結合之諮詢師、創造身心健康與外在美的形體
的魔法師、配合長照政策肩負個人健康之行動營養師。而從事營養諮詢工
作所需具備條件：(1) 有能說服人的外表 (良好健康身材與氣色)(2)有主動
的熱忱與良好溝通技巧 (如何和人聊天不離主題，如何從話中知道客人吃
什麼)(3) 濟世救人的慈濟與胸懷 (好 EQ)(4)有隨機應變的靈活頭腦(5)觸類
旁通，舉一反三的敏感 (節制飲食、壓力大、應酬多、網路電視購物流行)(6)
有掌握全場的能力 (讓人信服/幸福的架勢)(7)有豐富扎實的基本知識 (中
西飲食融會貫通、民俗飲食、中醫基本知識－陰陽、五行、經絡)。

日期：108.03.11
講者：Nu skin_經理級品牌大使邵俐琪(系友)
講題：外掛人生，和朝九晚五說再見
摘要：講者強調自律在大學時期學習過程的重要，講者說明自身目前工作
考證照不一定能加薪，但是一個增加自己內涵和軟實力的機會，它會讓你
在有限的時間內逼迫自己去唸書。 900 格人生-細化人生，發現人生短暫，
每分每秒都要好好珍惜，學生時期多去嘗試不同性質的打工，自我的探索
很重要因為出社會後就沒有任性的機會，人脈是自己建立的，勇敢跨出第
一步，嘗試與陌生人交流。除了對物品的銷售之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
是如何銷售自己，如何將自己最大的特點發揮出來讓別人看到。懂得如何
銷售自己，多看看自己的優點，知道自己的價值。

日期：108.03.18
講者：跳出慣性和舒適圈才能學習
講題：群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ofit)吳欣茹營養師(系友)
摘要：講者分享畢業後在醫院工作學習到，隨機應變、願意做別人不想做
的事，工作內容包括病房、門診營養衛教與諮詢，病友會、講課、減肥班，
行政相關、協助評鑑，發表營養照顧成效，督餐、餐會；年菜販售等。目
前 Coft 科技公司工作內容涵蓋開發課程、拍影片、上節目、講座、帶團班、
外部案子接洽，相較在醫院工作，目前的工作不受限距離、即時性高、便
利、資料庫豐富、新穎性高。大學畢業後繼續升學，研究所期間培養了實
驗技術、口頭報告、人脈、解決問題等能力，對於未來的營養師工作助益
良多。提醒大家成為營養師需具備以下條件，耐心、溝通、團結、專業、
同理心，希望大家找對方向，充實自己，不斷前進，全力以赴。

日期：108.03.25
講者：彰基體系國際營養事業林佳青執行長(系友)
講題：營養事業發展的 N 種可能性
摘要：講者為我們介紹彰化基督教醫院營養部分為臨床營養組、供膳管理
組、創研暨社區營養組及各組工作職責及工作內容。服務目標之一為利用
先進「速涼科技(Cooking-chill system)」於餐點供應製程、供應服務目標為
提升膳食之安全衛生品質 (國內、外食安驗證合格)、滿足用餐者之健康與
舒適維護顧客服務的滿意度、可一次較大量出產、減少工作人員勞動力、

作業損耗及平均工作量、增進成本效益、多款菜色、易存放運送以確保食
品安全、
〝Solutions to Safe Meal Temperatures〞徹底解決供餐溫度問題，
執行食品安全管制標準化作業以確保品質，供應作業之速涼及復熱製程一
併納入 ISO22000/HACCP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並取得國際及台灣驗證，
落實執行管理。營養師要會的多元例如繪製廚房圖、買器具、管理人事、
經營餐廳、適量感要敏銳 (經驗多、味覺靈敏、五官保持敏銳)。
做對的事，把事做對。遇到問題是危機也是轉機，把不可能的事情變
成可能的事情。在我們還有能力的時候，去為即將老去的生命做點努力

日期：108.04.08
講者：彰化縣立北斗國中雲雁翎營養師(系友)
講題：學校團膳實務分享
摘要：講者首先提醒同學要準備好扎實基本功取得(1)文書證照：TQC、
Word、PPT(2)中餐丙級、營養師證照，並提早籌備未來(1) HACCP
(2)糖尿病衛教師 (CDE)(3)腎臟病專科營養師，且需進修維持證照。並分
享了駐校及學校營養師工作內容，製作菜單設計強大懶人包網址搜查前
線，分享創意料理，靜態及動態營養教育，及如何將營養宣導和營養午
餐做結合，還有當遇到緊急狀況停水停電、農藥超標、異物及食安事件
等怎麼處理，最後帶個小遊戲送松丸奬新書「讓孩子吃光光的魔法料理
課」果然大家都很認真問問題。團膳未來從食農教育出發，希望午餐專
法能重視營養師專業，全心全意守護食安守護你的胃。

日期：108.04.22
講者：台中市西屯區大仁國民小學李依蓁公職營養師(系友)
講題：態度決定一切
摘要：教育局現行午餐政策 1.校園食品追溯雲…食材登錄平台。2.教育部
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訪視輔導及台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午餐及營
養教育工作輔導考核。3.學校午餐輔導及營養教育。4.學校食材檢驗、食材
4 章 1Q。5.午餐招標採購、聯合招標及相關事項。6.食品中毒事件緊急救
護措施。7.安心餐卷及貧困學童補助、5 元加碼補助政策。8.鼓勵學校午餐
廚房以聯合供餐方式辦理。9.教育局推動 106-108 校園食農教育總體計畫，
包括環境、農事、飲食教育等三大面向，整合所有可利用資源，成立聯盟
中心學校，涵養知足惜福、尊重生命及自然觀念，了解食物價值，實際健
康均衡飲食。10.全市學校午餐品質提升計畫。正面正向；謙卑學習的態度；
態度決定一切。工作是培養自己能力的方式，不要怕吃苦。做什麼都要全
力以赴，讓未來的自己感謝現在的自己。

日期：108.04.29
講者：祈安聯合診所何瓊玲營養師
講題：“恁的營養阮來顧“ -社區營養師
摘要：社區營養師是公共衛生和個別營養服務的組合，其中疾病預防是
最突出的一項，而最終目標是促進民眾健康。社區營養師的工作面向很
多元，例如：社區營養推廣與行銷、社區共餐健康餐飲指引及應用、一
對一營養諮商基本技能、不同生命期膳食設計與製備、執行社區的營養
篩檢與評估、社區營養專案計畫的規劃。
社區營養師的角色與功能：評估社區營養狀況與執行社區營養計畫，
例如：社區營養講座演講、各式訓練班、營養衛教教材與教具製作、社
區營養師須具備能力：(1)專業知能及能提供適當的衛教內容(2)技術性能

力、專業的評估、計畫、執行與評價(3)觀念化能力，能思考了解原因及
影響的相關性(4)人際關係能力、溝通、傾聽、了解及激勵的能力。

日期：108.05.06
講者：台中榮總營養室主任謝惠敏(系友)
講題：醫院營養師工作內容及市場介紹
摘要：醫院營養師的工作包括門診營養諮詢、膳食管理與評鑑、教學研究
和發表、品質改善與行銷、社區營養教育與活動、住院患者的營養照顧與
教育。對於住院病人需要有病人教育、整合醫療、跨領域合作、專業團隊
溝通、病人照護 NCP、對於門診病人需要有教材製作、病友會、共同照護、
團體衛教與諮詢。在供膳管理中的廚房作業注重人員衛生、安全、製備流
程、成本、設備、品質並介紹短、中、長期供膳管理改善目標。在膳食供
應方面有日照中心、員工餐、一般住院病人供膳、健檢供餐和國際醫療參
訪貴賓餐。跨領域合作照護並符合現在職場需求，未來在職場上的競爭對
手，不在僅限於營養師，也會有其他產業的橫空出沒，或是被人工智慧取
代。在工作時不要忘記當初的目的、熱情，開發第二技能，努力成為核心
成員，全力以赴面對各項事物，創造能被利用的價值，這些都更能提升自
我的價值，在學生時期的基本能力就是學習、互動、熱情、紀律，根據這
四點就能使自己越來越好。

日期：108.05.13

講者：葉佳雯營養諮詢機構執行長葉佳雯營養師
講題：兩岸三地，長照營養現況
摘要：長照營養師在大陸的工作內容：1.膳食管理 2.臨床營養管理 3.食品
衛生安全管理 4.衛教與培訓 5.營養服務與行銷。長照營養師在大陸做什麼？
*大陸長期照顧模式：單人房、居家日照、長託、短託*膳食、廚房、臨床
初期的介入與改善: (1) 膳食重整(2)廚房介入方案：檢體專用冰箱，冰箱不
能放紙箱(3) 食材成本控制：廢棄率的重要、改變餐具、觀察及記錄廚餘量
(4) 飲食觀念差異性：認識當地食材，建立膳食委員會(5)供膳流程調整(6)
食材成本控制(7)溝通工作如何進行。工作項目:(1)膳食管理及菜單設計：
包括均衡飲食 (鈣 RDA，1000 mg/day 和點心：水果、蔬果、燉品)、疾病
餐 (一套菜單去符合所有疾病，分開出餐，後端處理)、節慶餐 (重陽節)、
質地餐(老人飲食：普通、細碎、半流、全流)等。(2)臨床營養管理(3)食品
衛生安全管理(4)帶教與培訓(5)營養服務與行銷(6)進行溝通的工作(7)檢查
工地：認識器具設備、廚房標示、配餐制度、營養師示範教學、營養行銷
服務、助餐推廣。

日期： 108.05.06
講者：陳思妤 營養師
講題：營養師執照考試祕笈與解題技巧
摘要：思妤老師以歷屆營養師考題為例，教導大家如何看清楚問題，列點
式及圖解答案，讓大家印象深刻，抄寫筆記不斷。

日期：108.05.16

講者：台中市怡饗美食團膳公司資深營養師陳素慧
講題：團膳營養師業務與本職學能需求分享與激發
摘要：講者說明團膳營養師於學校午餐之菜單規畫、膳食供應管理、食品
營養衛生教育等學校午餐執業概況，以及營養師本職學能需求與實務工作
狀況。參與本課程活動學生進行分組，模擬組成不同團膳公司，對於實務
需求進行規劃與演練，並討論激發面對團膳職場之基本力不足之處與增加
競爭力之面向。進行學校午餐自主管理檢查實驗演練，參與學生學習餐盤
衛生檢查(澱粉殘留、脂肪殘留試驗、清潔劑殘留試驗)，生菌數檢驗試驗
等實驗練習。

日期：108.05.23
講者：李沛融 營養師
講題：肺部疾病及早產兒的營養照護與嬰幼兒常見腸道問題之營養建議
摘要：肺部疾病方面，老師先講解了營養與呼吸系統的關聯性，如營養不
良對肺部的影響，接著介紹了肺部相關疾病以及疾病的致病原因、診斷、
營養介入時機、營養評估等、營養照護策略等，之後還介紹了醫院內呼吸
病房設備及嬰幼兒營養照護方面。

日期：108.06.05
講者：李沛融
講題：1.病例閱讀; 2.個案綜論
摘要：李老師以多年來豐富的臨床營養實務經驗，分享在臨床上常見的營

養照護原則與流程，以及在醫院中所見的病人是含括多種疾病於一身時，
該如何讓同學們能將理論與實務面結合，提早了解職場的需求，以及職場
生態。

日期：108.06.06
講者：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營養室歐陽鍾美主任
講題：醫院營養師之專業能力與特質
摘要：擔任醫院營養師除了專
業知識外，還需要了解人的特
質、行政管理等。工作項目包
括臨床住院門診諮詢、病患與
員工伙食供應廠商合約審查、
haccp 認證、一年期營養師教
育訓練等。基本態度、溫暖且
具備同理心，尊重肯定病人說
的，不做評價、真實、不虛
偽、不說假話，接受病人飲食
改變困難處，作出適合個案的
飲食建議並給予病患支持。並
提醒同學考上營養師後仍須進
修取得糖尿病衛教師、腎臟專
科營養師等。
日期：108.06.12
講者：施曉婷
講題：給對餐，吃對餐，令人滿意的菜單
摘要：曉婷老師在彰基已服務 10 多年的工作資歷，並在膳食管理供應組
擔任組長一職，對於醫院團膳實務非常熟悉，不論在治療伙食上的設計或
是管灌配方的調製業務都非常熟悉，同學們聽完演講後對醫院實習更有信
心。

日期：108.06.13
講者：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食品組潘志寬組長
講題：我國食品安全管理政策現況與發展
摘要：透過此次潘組長的演講，了解
從民國 97 年至今的各種食安問題，
本國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自 64 年制
定公布迄今已歷經 17 次修正，消費
者追求零風險零容忍的食品。政府於
105 年 6 月推動「食安五環」政策,
由行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與農業委
員會、環境保護署、衛生福利部、經
濟部及教育部等部會共同規劃與執
行。各部會所屬責任增設多個部位管
理及把關食品的各個關卡。第一環源
頭控管、第二環 重建生產管理、第
三環 加強查驗、第四環 加重惡意黑
心廠商責任、第五環全民監督食安彼
此間環環相扣。
日期：2019/06/13
講者：王葦寧
講題：OSCE+實習前注意事項說明
摘要：此次業師以 OSCE 和實習前注意
事項為例與大家分享，並以實際個案模
擬標準化病人及考官，實習營養師(考
生)，讓同學們實際演練門診衛教諮詢
的技巧。

107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學活動
時間
108.04.15
108.04.15
108.04.27
108.04.28
108.04.30
108.05.06
108/05/22
108/05/29
108/05/23

課程名稱/參訪單位
保健飲食/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營養基礎實習/飪珍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保證責任彰化縣員
林合作農場
生理學/中山醫學大學大體解剖
長期照護營養/埔里光明仁愛之家
發酵學/瑞峰菇蕈農場、霧峰農會酒莊
全國嘉寶果樹葡萄農場參訪
公共衛生營養/草湳社區與北勢國小「社區營養教育推廣活動」

學校午餐管理實務/承攬學校午餐業務投開標作業簡報與企畫
書撰寫研習活動
108.06.05 膳食計畫與供應「銀髮族午餐」成果展
108.06.11 食物製備成果展
108.06.12 工廠實務課程成果展活動
108.06.14 食品加工創意競賽
活動名稱：保健飲食/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時
間：108 年 04 月 15 日
內容摘要：這次配合保健飲食課程的
校外教學，主要是參訪台中著名的中
草藥藥廠順天堂。首先到一間會議廳
觀看兩部關於順天堂的影片，為同學
介紹公司的歷史、理念與中草藥製成
的設備及生產流程，另外帶領同學至
漢方科學館參觀古早與現今時期之設
備與流程，順著參觀動線可以透過玻
璃窗看到藥廠內部的品管、設備、倉
儲、產製流程等實際操作，能感受到
順天堂藥廠專業的生產動線、全自動
化包裝生產線作業，並以科學化的方
式，將傳統中藥熬煮提煉成粉劑、膠
囊、藥錠等現代方便食用之藥劑型狀
來呈現。在參觀過程中，同學們認真
的把保健飲食課程中所提到的問題記
錄下來，在藥廠內的展售中心，領導
也親自泡一壺枸杞菊花茶給同學們品
嚐，並提到枸杞最適合的烹調的方式
為「燜」
，否則就沒有藥性了，同學們也可以自行點選牆上的屏幕，選擇想觀
看的中草藥加以了解，或買到自己想嚐試的各種漢方藥材、保健食品等。
活動名稱：營養基礎實習課程校外參訪-飪珍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保證責任

彰化縣員林合作農場
時
間：108 年 04 月 15 日
內容摘要：藉由具備多年專業經驗從業人員的介紹與引領，讓同學實際認識
團膳供餐各項準備工作應注意之細節、如何運作和實際工作的環境，相信更
增加了同學對此專業領域的認識，也讓同學們更清楚若未來想往這個行業發
展，需要先儲備之基本能力及應作之規劃。

抵達飪珍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參觀廠區

詹琬琪經理介紹公司環境工作內容

與飪珍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人員合影

廖惠珍營養師簡報講解

參觀廠區

廠房環境介紹

與員林合作農場人員合影

活動名稱：生理學課程校外參訪/中山醫學大學大體解剖
時
間：108 年 04 月 27 日
內容摘要：大一學生參加中山醫學大學之大體
老師任教實錄，同學們經過大三醫學系學長精
闢解說後，更加深刻理解人體生理構造之奧
秘。

活動名稱：長期照護營養校外參訪/埔里光明仁愛之家
時
間：108 年 4 月 28 日
內容摘要：光明仁愛之家外的環境佳又非常幽靜，接下來是進行整個仁愛之
家的介紹，始從宗旨、傳道，到了平時照護的介紹，護理師的日夜交換照
護，以及包括外勞、造福員、志工於一旁的協助。而不同的病患會有不同的
照護方式，也學到了許多新知識，包括如何泡奶，而每個人喝的配方也會不
同，以及管灌的灌食細節，要先刮管子避免有污垢，再來先反抽檢察、灌
食、清洗……等。我也真正體會到院中完成一個照護老人流程是需要大家共
同分工合作的，包括，護理師、醫生、營養師、造福員、外勞以及志工的互
相配合。

活動名稱：全國嘉寶果樹葡萄農場參訪
時
間：108 年 05 月 06 日
內容摘要：全國嘉寶果
樹葡萄農場為台灣最
大的嘉寶果種植農場，
此農場開發之相關產
品種類及數量亦為全
國第一。首先農場主人
介紹果園種植情況及
其嘉寶果果實特色，此
農場之果實與我們之
前認識的嘉寶果非常
不同，果實大又甜，皮
雖然也是澀感較重但非常薄，相較其他品種是非常容易開發新式加工食品的；
然農場主人表示，因嘉寶果果實集中在短時間產出，來不及採收，造成許多果
實來不及採收而於樹上腐爛，實屬可惜。嘉寶果採收後 3 至 4 天即腐敗，因
此必須立即製造成加工產品，此為農場面臨最大之困難。但因全國嘉寶果樹葡
萄農場的果實售價高，每臺斤 250 元，可能因此其農場開發之加工品其實嘉
寶果果實的含量不高，因此無法呈現出嘉寶果的特色。我們建議農場鮮果降價
促銷，加工品提高果實含量以呈現嘉寶果的特色，否則果實於樹上腐爛或產品
滯銷不見得比較划算。

活動名稱：公共衛生營養/草湳社區衛教-肌不可失、記憶猶新
時
間：108 年 5 月 22、29 日
內容摘要： 這次活動可以分成四個部分，首先是開場暖身活動-塗鴉，學生們
準備了各種動物的圖案畫紙，長輩們挑選自己喜歡的圖案，再著上自己喜歡的
樣式與顏色，長輩們在畫圖時非常專注，也很用心的完成畫作。而活動非常緊
湊，塗鴉後緊接著是話劇表演-肌不可失，學生以話劇的方式來吸引長輩，不
僅幽默風趣，也將所要傳達的營養知識穿插於戲劇中，並不斷的複誦，以加深
長輩們的印象。當然除了靜態的欣賞話劇表演外，學生也準備了長輩喜歡的動
跳，讓長輩們可以一起伸展筋骨，這次的動跳屬於節奏比較快的，長輩們都很
厲害的跟上這輕快的節奏，最後則是大家最喜歡的有獎徵答，長輩們非常認真
參與本次的活動內容，這些題目對長輩們來說根本小 case。

活動名稱：承攬學校午餐業務投開標作業簡報與企畫書撰寫研習活動
時間：108 年 5 月 23 日 10 :00 ～ 12 : 00
內容摘要：邀請本系高美丁教授、怡饗美食公司柯淑薇處長、芫農食品公司
黃蘭絮總營養師，分享團膳營養師招標採購評選會議實務工作、投標企劃
書、投標簡報，進行實務演練講評與建議。參與本課程活動學生分組進行虛
擬團膳公司之設立，學習依據務務單位之招標資料繕寫投標企劃書，利用多
媒體進行投標簡報之製作以及練習投標簡報與練習答詢。此次課程邀請之專
家學者分別有學界之評選委員、公司負責人、團膳營養師，各自以不同之面
向給予參與本課程之學生全方位之指導，提供學生模擬進行業界投標實務演
練與接受評選委員提問與回答演練之機，不僅增進學生職場工作能力與競爭

力，學生的表現也在這次的實務演練獲得與會學者專家之高度肯定。

活動名稱：公共衛生營養/北勢國小衛教
時
間：108 年 5 月 29 日
內容摘要：活動只有短短 40 分鐘，為了吸引小朋友注意，皆採取體驗式教學，
讓小朋友有實作又有學習，像是班級：405，講的是點心的含油及含糖量，除
了在上面說波卡含有多有油以外，也會讓學童們實際秤秤看，讓他們學習吃完
這一包後，總共吃了多少油，那麼一天又需要多少油，也是學童們必須知道的。
最後的遊戲更是驗收各位學童是否有學起來，學起來外還要會應用，也藉此讓
各組競賽，增加學習的趣味性，並希望學童們可以牢記在心。

活動名稱：公共衛生營養/草湳社區衛教-記憶猶新
時
間：108 年 5 月 29 日
內容摘要：這次活動可以分成五個部分，首先是開場暖身活動-摺紙，學生們
準備了各種顏色的色紙，長輩們挑選自己喜歡的顏色後，跟著學生們一步驟
一步驟慢慢摺，摺得非常好，終於來到最後步驟，原來我們摺的是一隻鯨
魚！最後長輩拿著筆，在鯨魚的肚子畫上喜歡的圖案。而活動非常緊湊，摺
完紙後大家換到另一間教室準備欣賞話劇表演-記憶猶新，學生們的裝扮非常
到位，整體生動有趣，寓教於樂，長輩們不僅學到要吃含有β-胡蘿蔔素的蔬
果、還有豐富 DHA 的深海魚，例如：鱈魚、鮭魚等等，可以幫助維持記憶
力。演出結束後，緊接著就要來考考大家有沒有記住戲劇的內容啦！長輩們
都很認真很仔細看戲，因此各個題目都難不倒大家。有獎徵答完畢後，帶大
家進入記憶遊戲，要來考考長輩們的記憶力囉！長輩兩兩一組，仔細聽關主
唸題目後，需跟從關主指示行動，看著長輩認真找尋答案的模樣，覺得非常
可愛，長輩們也都樂在其中，這樣的活動真的很棒！

活動名稱：膳食計畫與供應「銀髮族午餐」成果展
時
間：108 年 06 月 05 日
內容摘要：本課程為訓練設計菜單的能力，並配合實際之操作和討論，如何

作好完善的膳食計畫工作。膳食計畫與供應實驗成果展由學生分 10 組依照
各組主題，製作出一份銀髮族♂、♀營養午餐，包括家禽、家畜、海鮮、蛋
豆、蔬食等。

各組菜色：

活動名稱：食物製備實驗成果展
時
間：108 年 06 月 11 日
內容摘要：藉由基礎食物製備學的認識，配合實驗操作的演練，使學習者能
夠具有基本刀工、食材處理及各類食物烹調的技能。由學生分 10 組依照各
組主題，製作出 18 道料理。指導老師：1 名、助教：1 名、出席參與成果展
老師 10 名、參與學生：共 70 名，成品發表內容 : 由學生分 10 組依照各組
主題，製作出
十八道美味兼
具特色的料
理。

活動名稱：工廠實務課程成果展活動
時
間：108 年 06 月 12 日
內容摘要：食品營養學系食品組三年級同學運用在學所學到之知識，發揮想
像力，運用於在地食材開發新產品。本學期同學共研發出 5 種新產品，包括
早安地瓜濃湯、細漢囡仔ㄟ滋味~健康蔬食粥、雙菇 雙耳素油飯、麻薏甜
湯、客家風味即食餐包等。並至沙鹿區社區發展協會邀請長輩試吃並提供意
見，長輩們多數喜歡我們的產品，覺得同學們的技術、創意很好，產品很成
功，本次活動參與人數約 60~70 人次。

活動海報

準備試吃活動

老師補充說明產品特
色及開發緣由

社區發展協會之長輩
試吃後填問卷

活動名稱：食品加工創意競賽推動輕食養生概念飲食
時
間：108 年 06 月 14 日
內容摘要：食品營養學系食品組二年級同學運用在學所學到之基礎理論，並
以科技為基礎，發揮想像力，運用於新產品之開發。各組可運用各類食材與
加工廠設備，考慮能在加工廠量產、食品保存性、新穎性或新技術為重點作
產品創新規劃。本學期同學共研發出薯薯爆出餅、小皮球的秘蜜、薯於泥的
祕密果園、欲芭不能、氣炸就蔬了、開捲有益、豆陣來作粿、痣鱗愛吃粥等
8 種新產品，同學們透過實作、討論及互動，對食品加工技術有更深刻的了
解。更有一些同學開發的產品即將參加校外之競賽活動。本次活動參與人數
約 60~70 人次。

1. 恭賀!周淑姿特聘教授及翁瑤棽助理教授榮獲 107 學年度系教學優良獎，陳淑茹副教授
榮獲 107 學年度系績優導師。
2. 恭賀! 本系榮獲 108 學年度講座、終身特聘、特聘教授及蓋夏獎、績優教師獲選名單：
講座教授→王銘富教授;終身特聘教授→張永和教授；特聘教授→周淑姿、鍾雲琴、詹
吟菁教授；績優教師研究類→林國維教授；績優教師特殊績效類→詹恭巨副教授。
3. 張永和終身特聘教授擔任「食品與營養保健學門規畫研究推動計畫」召集人。
4. 本系與印尼 SCU 雙聯學制開設全英語授課專業選修課程分別為 107 學年度下學期—「分
子生物技術之應用(0-2)」、「肉品化學與加工技術(0-2)」
、「應用營養教育與諮詢(02)」；108 學年度上學期—「蔬果加工(2-0」、
「澱粉科技(2-0)」、「營養與癌症(2-0)」。
5. 恭賀！108 年第一次營養師考試系友錄取：賴禹璇(107 畢)、李姿瑩(106 畢)、鄭佩筑
(107 畢)、楊子瑩(107 畢)、徐佩婷(107 畢)、張藝馨(104 畢)、方子涵(107 畢)、陳婉怡
(107 畢)、鄭又絃(107 畢)、李佳秀(106 畢)、許祐甄(107 畢)、林惠彥(92 碩畢)共 12 位
系友。
6. 恭賀！107 年第二次食品技師名單系友考取為潘巧玲(95 碩畢)、曾珆軒(107 畢)、王○○
(93 畢)。
7. 恭賀！碩一營養組王為國同學獲選為食營系 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優良學習助理。
8. 恭賀！108 學年度學、碩士一貫生甄選錄取名單：營養三毛語葳、曹乃文、及食品三施
昀臻、郭育慧、楊乃瑄、羅心妍、盧宜暄、譚智遠、邱馨瑩、陳怡靜、王郁鈞、李雨
蓁。
9. 本系參與本校國際事務室所辦之出國交換學生共 5 名，交換生共 4 名。
10. 108/08/12~24 中國蘭州理工大學師生將至本系，進行學術研究與課程交流。
11. 一 0 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銀髮事業處吳麗雪資深副總經理擔任本系 108 年度企業導
師，引導學生了解業界實務與產業發展趨勢。
12. 本學期販賣霜淇淋自 108/3/7 起至 108/6/6 止，霜淇淋口味除基本香草、巧克力外，另
研發紅葡萄、草莓、洛神花及優洛思果霜淇淋等四種新型風味之霜淇淋。共計販賣 14 週，
平均每週販賣 250 支。
13. 本系營養教育推廣室提供均衡飲食諮詢，服務時間為 108/03/18-108/06/05，服務人次約
150 人，每週三、四 12:00-13:00，地點於格倫樓 113 (營養教育推廣室)。
14. 本系支援推廣處開設 37 及 38 期海青班課程，學生人數約 100 人。
15. 本系協助舉辦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專業訓練班基礎班 3 月 2-3 日、3 月 9-10 日及進階班 5
月 18-19 日、5 月 25-26 日校內外參加人員合計 75 人。
16. 108/5/5、5/18、5/25、6/2、6/15 完成食品檢驗分析乙證照考照輔導班，參與人數乙級
共 29 位；108/5/31、6/14、6/21 丙級證照考照輔導班(週五)，參與人數共 24 位；
108/5/19、5/26、6/16 丙級證照考照輔導班(週日)，參與人數共 24 位。
17. 108/5/8 靜宜大學理學院食品營養學系成果展以「吃在地、食當季！」為主題，食品組
與營養組學生透過「輕食料理創意競賽」、「畢業專題」及「營養諮詢與闖關遊戲」等活
動，呈現 30 組以在地特色食材，所研發的高齡及創意養生食品，各方佳評不斷。今年
特邀請國立苑裡、弘文、竹南等五所高中，約 180 位學生共襄盛舉，體驗 1 日大學生
活！。『輕食料理創意競賽』獎項名單：競賽結果：第一名─「了酪紫掌、馬殺雞」、第
二名─「保加利亞的寶藏」、第三名—「三圓色」
。

18. 108/6/13 舉辦『食品加工創意競賽』，8 樣加工產品，地點於格倫樓食品實習工廠，參
與人數約 100 人。
19. 108/6/5 舉辦膳食計畫與供應「銀髮族午餐」成果展，地點於格倫 511，參與師生共 70 人。
20. 108/6/11 舉辦食物製備成果展，地點於格倫 511，由學生分 10 組依照六大類食物製備，
參與師生共 70 人。
21. 108/6/12 舉辦工廠實務課程成果展活動，到沙鹿社區發展協會舉辦試吃活動，整個活動
參與人數達 60 人次以上。
22. 108/5/8 配合本系成果展舉辦生命科學營的活動，邀請到國立苑裡、弘文、竹南等五所
高中，約 180 位學生共襄盛舉，上午安排參觀成果展，下午學長姐帶領高中生實作分組
活動:營養闖關(營養標示辨別、食品添加物的認識) 、食安事件餐盒衛生檢驗、體位組
成測量暨營養諮詢、低油膨發米餅棒實作、蝶豆花彩虹氣泡飲 DIY 實作，希望透過這一

系列活動讓高中學生能夠認識本系，參與師生共 180 人。

23. 107 學年系友獎學金每位同學獲得 3000 元獎金：食
品四戴家茵、營養四 張鎧顯、食品三 梁怡翎、營養
三 顏 旎、食品二 潘沅琪、營養二 王唯丞。
24. 邱傅秋香敦品勵學獎學金得獎同學為潘沅琪及許珮
婷，，邱傅秋香熱心服務獎學金得獎同學為王唯丞及
梁怡翎。
25. 專業服務學習：
 黃延君副教授帶領營養組同學進行專業服務學
習「向日葵種子隊-大手拉小手、健康齊步走」，
至尚恩、文森及欣新園幼兒園帶領全校師生進行
團體衛生教育活動，服務達 2024 人次。
 翁瑤棽助理教授帶領營養組同學進行專業服務
學習「幸福蒲公英服務團隊」
，至台中市兒童福利
中心，以營養衛教方式，藉此傳遞營養相關知識，
參與學生人數 12 人，服務達 120 人次。
 翁瑤棽助理教授帶領營養三同學於『公共衛生營養』課程中，各舉辦二次「社區營養
教育推廣活動」，時間分別為 108/05/22、108/05/29，以草湳社區與北勢國小共 150
名為衛教對象，見習學生共計 65 名。
26. 校外實習：
 107 年度暑期營養實習共計 45 位同學參加。
實習單位

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
衛生福利部豐原醫院
衛生福利部桃園醫院
衛生福利部苗栗醫院*
衛生福利部朴子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
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埔基醫療財團法人埔里基
督教醫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埔里分院

人數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實習單位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
院
康寧醫院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斗六分院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立聯合醫院
高雄市立民生醫院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
院
弘光科技大學附設老人醫院

人數

3
1
2
1
1
1
2
1
1
1
3
3

台北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1
埔里榮民醫院
1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
大里仁愛醫院
1
大千醫院
1
員生醫院+承富實業公司
1
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 1
 院
108 年度暑期實習共 29 人參加。
實習單位
人數
有幾園生物科技公司
3
台灣大食品公司
1
茶葉改良場 8 月
1
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
1
8月
碁富食品公司
2
愛之味健康科學研究所
1
檢驗分析中心
洽發企業-洽發麵粉廠
2
統一公司 7 月
2
27. 畢業生考取 108 學年度研究所
姓名

謝淯晴
劉峻佑
黃晴玟

黃芊里
陳晏茹
陳家芸
陳怡安
陳守義

徐芷琳

胥嘉蓉
紀妙盈
洪鈺淨

林品妤
林念萱
杜孟哲
李姿儀
李冠儒
王秋涵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基隆長庚紀
念醫院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
念醫院*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奇美醫
院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秀傳醫療社團法人秀傳紀念醫
院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大林分院
佑民醫療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實習單位
中華穀類食品工業研究所
新北市政府衛生局
宏全公司
聯華食品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
管理科
台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系名稱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碩士班(營養與保健組) 正取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碩士班(食品與生物技術組) 正取
國立成功大學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備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生物科技組) 備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食品科學組) 正取
國立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究所碩士班 備取
國立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備取
國立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暨研究所碩士班 正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食品安全與風險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正取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碩士班(食品與生物技術組) 正取
國立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保健食品組) 備取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碩士班 正取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營養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備取
台北醫學大學代謝與肥胖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備取
台北醫學大學食品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備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食品科學組) 備取
國立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乙組) 備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食品安全與風險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正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生物科技組) 正取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備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食品科學組) 備取
國立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食品科技組) 正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生物科技組) 備取
國立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食品科技組) 備取
國立中興大學食品安全研究所碩士班 備取
國立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乙組) 正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食品安全與風險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備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碩士班(生物科技組) 正取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碩士班(營養與保健組) 正取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碩士班 正取
臺北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碩士班 正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食品科學組) 正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食品科學組) 正取
國立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備取
國立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丙組) 備取
國立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保健食品組) 備取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碩士班(營養與保健組) 正取

1
1
1
1
1
1
1
人數
1
4
4
3
1
1
1
1

王怡文
王子豪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食品科學組) 備取
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 正取
國立中興大學食品安全研究所碩士班 備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