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延君 (第六屆系友；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主任)  

本學期是豐收歡樂的一學期。 

  除了系友及同學在食品檢驗分析、營養師、烘培、中餐等證
照考試表現好；全系教師順利完成教師評鑑；同時依高教評鑑中
心統計2002-2006期刊論文影響統計係數（IF），靜宜大學食品
營養學系在「農業科學學門」總積分名列全國第7名，表現亮
眼！ 

  11月系友會會長陳貴凰老師舉辦系友聯誼聚會－『T. G.. I. 
Fridays 亞洲區旗艦店體驗之旅』，系友及老師們參與熱烈，活
動內容既知性又感性，聚會中同時也感謝本系兩位資深教授高美
丁與張珍田老師為系奉獻辛勤教誨30餘年。 

  今年的聖誕節特別熱鬧，系學會的同學在格倫樓大廳做了歷
屆以來最大的聖誕屋，榮獲第八屆全校聖誕主題佈置第一名。本
系也以實驗室為單位舉辦食品營養學系第一屆聖誕佈置比賽，讓
老師和同學們玩得不亦樂乎，格倫樓處處歡樂氣氛。 ...  

幾丁聚醣及幾丁寡糖之生理活性及保健功能 
張珍田(本系專任教授)、徐壽國(本系博士生) 
幾丁聚醣 (chitosan) 為完全或部分去乙醯基之幾丁質 
(chitin) ，存於Zygomycete真菌細胞壁及綠藻chlorella等生物
中，工業上則由甲殼類動物如蝦、蟹等外殼以鹽酸脫除碳酸
鈣，獲得幾丁質，再以強鹼脫除乙醯基製造之...  

米穀粉取代麵粉製備吐司之應用可行性 
張永和(本系專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何玫瑾(本系碩士班生科
組學生) 
麵粉性質為左右麵食或烘培製品品質之關鍵因素，高、中、低
筋概分性的麵粉分類已不符合烘培或麵食製品品質精緻化製作
之需求。傳統上關於麵粉產品的應用，大多是針對麵粉之麵筋
含量不同而有不同之應用...  

好久不見 
柯智慧 / 第11屆系友 (現職：合昌化學工業(股)公司管理部副
總) 
開始認真整理大學同學的通訊錄是在五年前! 我們班很有意思，
不但是北、中、南、東、國外的分散各地，連行業別也天差地
遠，比例最高的居然是當小學老師...  

參加公務人員高考經驗談 

 

Get the Flash Player to see 
this player. 

 

Bioavailability of carotenoid / Dr. 
Mark Failla

保健食品之產品發展策略與實例解析 / 
許清森

Typic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 
Food Company / 張先勇

國家考試面面觀 / 王俊卿

多元化畜產品發展現況與趨勢 / 蘇和平

從法令規範的角度看畜產品安全管制系
統(HACCP)與生產履歷的推展現況 / 秋
錦英

健康食品之開發策略與風險管理 / 林函
頤

我的生涯規劃 / 葉貞妤

Nutriti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Bone 
Health / 沈傳利

玉珍齋慢慢品味鹿港傳統風味 / 王文敏

恭賀!江善宗老師高票當選第十九屆台灣食
品科技學會理事、張永和老師及兼任教師
謝文慶當選第十九屆台灣食品科技學會監
事。

恭賀!詹吟菁老師升等教授。

恭賀!林國維及鍾雲琴老師榮獲96學年度教
學優良教師獎勵系教學優良獎。

恭賀!博士生吳紅蓮獲得第33屆台灣營養年
會應用(臨床)營養研究論文獎。

96年第二次營養師專技高考本系系友錄取
名單：葉鈺雯、王芷穎、劉俐伶、楊雅
婷、林秀玲、黃培寧、劉志強、許嘉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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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世賢 / 第21屆系友 (現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台中分局第三
課薦任技佐) 
參加「高普考」謀求公職仕途是我歷練社會工作經驗後所嚮往
的目標，工作保障、福利佳且安定性高，相信這也是大多數人
相同的認知...  

營養師考試經驗談 
許嘉桓 / 第27屆系友 (現職：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碩士生) 
早在94年畢業那年已準備營養師高考，在校成績沒列於前茅，
且在研究所考試失利的我，在那年已對自己失去信心，當然的
那年7月的高考也沒順利的考上...  

營養師考試經驗談 
蔡旻達 / 第29屆系友 (現職：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碩士生) 
很高興這次能以考上營養師的畢業校友身分來分享一下考試的
心得，我想其實我在考這張執照之前，還保持著半信半疑的態
度，會覺得這張執照並不好考...  

...

黃雅玲、黃依婷、邱仕娟、林姵伶、蔡旻
達、呂佳陽及陳珮君，共計15人佔總錄取
人數(184人)8.15%。

96年及暑假本系教師及系友通過考試名單

鍾雲琴、詹吟菁、黃延君、謝尤敏老師及
陳佳琦、曾紀湘、林宜慧助教通過第一種
壓力容器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林宜慧
助教通過鍋爐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96/10/24天下雜誌訪談；10/26配合教育
部計畫，接受民視採訪。

歡迎投稿 
食營簡訊園地竭誠歡迎系友踴躍投稿，欲投稿者請洽食營系辦。 Tel：04-26328001轉15031~15034 

趙語涵或林洵玟助教   Email：pu20230@pu.edu.tw 

版權所有©2008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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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延君  (第六屆系友；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主任) 

  本學期是豐收歡樂的一學期。  

  除了系友及同學在食品檢驗分析、營養師、烘培、中餐等證照考試表現好；全系教師順利完成教師評鑑；同
時依高教評鑑中心統計2002-2006期刊論文影響統計係數（IF），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在「農業科學學門」總
積分名列全國第7名，表現亮眼！ 

  11月系友會會長陳貴凰老師舉辦系友聯誼聚會－『T. G.. I. Fridays 亞洲區旗艦店體驗之旅』，系友及老師們
參與熱烈，活動內容既知性又感性，聚會中同時也感謝本系兩位資深教授高美丁與張珍田老師為系奉獻辛勤教誨
30餘年。 

  今年的聖誕節特別熱鬧，系學會的同學在格倫樓大廳做了歷屆以來最大的聖誕屋，榮獲第八屆全校聖誕主題
佈置第一名。本系也以實驗室為單位舉辦食品營養學系第一屆聖誕佈置比賽，讓老師和同學們玩得不亦樂乎，格
倫樓處處歡樂氣氛。 

  親愛的系友，歡迎大家常常回來分享歡樂！  

歡迎投稿 
食營簡訊園地竭誠歡迎系友踴躍投稿，欲投稿者請洽食營系辦。 Tel：04-26328001轉15031~15034 

趙語涵或林洵玟助教   Email：pu20230@pu.edu.tw 

版權所有©2008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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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丁聚醣及幾丁寡糖之生理活性及保健功能

幾丁聚醣及幾丁寡糖之生理活性及保健功能 
張珍田(本系專任教授)、 徐壽國(本系博士生)

一、前言

 

  幾丁聚醣 (chitosan) 為完全或部分去乙醯基之幾丁質 (chitin) ，存於
Zygomycete真菌細胞壁及綠藻chlorella等生物中，工業上則由甲殼類動物
如蝦、蟹等外殼以鹽酸脫除碳酸鈣，獲得幾丁質，再以強鹼脫除乙醯基製造
之。市售之幾丁聚醣幾乎全為蝦、蟹外殼所製造，其分子量在1000至300 
kDa間，去乙醯度約85至90％左右，其結構示於圖一。保健食品用之幾丁聚
醣其商品名大多稱為”甲殼質”，因其來自蝦、蟹等甲殼類外殼。 
 
  幾丁聚醣及其水解產物低分子量幾丁聚醣及幾丁寡榶在食品 (Knnor et 
al., 1985; Muzzarelli, 1996; Shahidi et al., 1999)、化妝品 (Majeti and Kumar, 2000)、醫藥 (Felt et al., 
1998; Kobayashi et al., 1990; Kimura and Okuda, 1999; Hasegawa et al., 2001)及農業 (Hadwiger et al., 
1984; Yamada et al., 1993)等具有廣泛之用途，尤其在食品及醫藥應用上更具潛力，因幾丁聚醣具生物可分
解性、無毒及無過敏等性質。本文就幾丁聚醣及其水解產物在降低膽固醇、提升免疫功能、抗腫癌、改善腎
衰竭症狀、減輕關節炎痛楚及防黴抗菌等功能之研究近況介紹之。  

 

 
圖一 幾丁質及幾丁聚醣之分子結構式 

 
二、降低膽固醇功能

 
  健康人每日攝取3至6克含幾丁聚醣餅乾，為期四週，可顯著降低血清總膽固醇，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膽固
醇 (HDL-C)，糞便中一級膽酸顯著增加 (Maezaki et al., 1993)，原因可能為在消化道之幾丁聚醣與膽酸結
合，進而排泄至糞便中，減少膽酸再吸收，因而減少血清膽固醇之濃度。HDL-C增加可能的原因為LDL-C比
HDL-C較易代謝為膽酸，由於體內缺乏膽酸，LDL-C轉變為膽酸，因而增加HDL-C濃度 (圖二)。此外攝取含
幾丁聚醣之餅乾亦可減少糞便中酚、對-甲酚及indole含量 (Terada, 1995)，因此，幾丁聚醣可抑制腸中腐敗
菌活性，減少疾病之產生。 
高血脂病人攝取幾丁聚醣錠劑 (含幾丁聚醣、關華豆膠、維生素C與其他微量元素)，發現可顯著降低體重、
總膽固醇、LDL-C及三酸甘油酯並增加HDL-C (Veneroni, 1996; Ventura,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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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膽酸排除及膽固醇生合成抑制圖解  

 
三、免疫調節活性功能

 

  已知部分膳食纖維和難消化性寡糖具有免疫調節功能，其可能藉由調節腸道菌相分布，進而改善宿主抵
禦病原菌入侵的免疫力。幾丁聚醣具有改善腸道菌相的能力，因而具免疫調節活性。此外，幾丁聚醣因帶正
電荷，可有效地與帶負電荷的細胞表面作用，增加腸壁細胞的通透性，使得抗原能輕易地接觸免疫系統，因
而增強免疫反應。因此，幾丁聚醣被認為是一種可應用於黏膜免疫系統的理想佐劑 (Illum et al., 2001; 
Thanou et al., 2001)。林 (2000) 以酵素法生產具免疫增強活性之幾丁寡糖混合物及N-乙醯幾丁寡榶混合
物，比較乙醯化程度對其活性影響，顯示免疫活性隨乙醯度增加而增加，其所得之完全乙醯化之幾丁寡榶注
入小白鼠體內，可增加小白鼠血清中免疫球蛋白IgM及IgG含量，以及刺激小白鼠淋巴細胞增生，其效果與
標準品N-乙醯幾丁六糖無明顯差異。最近吳及蔡 (2006) 以酵素法製備幾丁聚醣水解液 (含低分子量幾丁聚醣
及寡榶) 並餵食BALB/c小鼠，發現幾丁聚醣水解液可調節小鼠的免疫活性，引發以Thl細胞為主的免疫反應。
台灣糖業研究所亦以酵素法製備幾丁聚醣水解液，此水解液含40％以上聚合度6至9之幾丁寡榶，亦具有增強
免疫活性，並添加於巴西蘑菇、靈芝和雲芝等保健食品以增強其免疫功效。

 
四、抗腫癌活性

 

  根據日本癌症研究學刊的報導 (Hasegawa et al., 2001) 幾丁聚醣可誘發人類膀胱癌細胞 (human 
bladder tumor cells 5637) 凋亡程序(apoptosis)，可能幾丁聚醣與癌細胞膜結合，導致caspase-3活化及
DNA斷裂所致。Kimura等 (1999) 以幾丁聚醣與化療用的5-FU藥劑同時並用，他發現幾丁聚醣能減輕5-FU
化療藥劑的副作用，體內的免疫細胞、淋巴細胞與CD8+T細胞能保持正常數量。Tokoro等 (1988) 以N-乙
醯幾丁六糖做為免疫刺激劑，抑制老鼠體內腫瘤，彼等發現當N-乙醯幾丁六糖劑量在0.1~1mg/mL時，可
提高巨噬細胞產生第一間白素 (IL-1)，以促使脾臟細胞產生第二間白素 (IL-2)，提高細胞對IL-2之反應。另
外，更發現N-乙醯幾丁六糖能誘發毒殺性T細胞之分化，而有更好的細胞毒殺效果，因而具抗癌效果。

 
五、改善腎衰竭症狀

 

  長期穩定腹膜透析治療的病人，攝取幾丁聚醣錠劑，則可有效降低血清總膽固醇，增加血清血紅素，同
時改善病人身體強度、食慾及睡眠，因此，幾丁聚醣可有效改善腎衰竭之症狀。此原因可能為幾丁聚醣在消
化道與含氮代謝物結合，增加排泄，因而降低血清含氮代謝物的濃度，此外，幾丁聚醣亦可能與一些酸性物
質，如尿毒毒素結合，促進排泄，增進剩餘的腎功能 (Jing, 1997)。

 
六、減輕關節炎的痛楚

 

  法國研究報告 (Lu et al., 1999) 發現以注射方式把幾丁聚醣溶液打進小鼠的膝蓋關節，六個星期後，檢
查關節的變化，他們發現關節的軟骨密度提高，並且促進肌纖維組織的成長。故幾丁聚醣能有修補關節的作
用。另葡萄糖胺是近年來美國健康食品店的熱門膳食補充品，它的功效是減輕關節炎痛楚，尤其風濕類關節
炎，此葡萄糖胺即為構成幾丁聚醣之單體。

 
七、抗菌防黴功能

 

  幾丁聚醣有抗菌、防黴的功能，最近英國研究報導 (Rhoades et al., 2000)幾丁聚醣可當食物及飲料的防
腐劑，其作用機制推測為幾丁聚醣分子之正電荷與菌體表面負電荷部位結合，接著長鏈多醣體造成菌體表面
穿孔，細胞內容物流出而死亡。以酵素法製備之幾丁聚醣水解液具有很強之抗菌活性 (Tsai et al., 2000) 可抑
制生乳中腐敗菌及病原菌生長，延長其保存期限。

 
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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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分子量幾丁聚醣及幾丁寡糖具清除自由基活性，亦即具有抗氧化活性，低分子量幾丁聚醣在0.5 
mg/mL濃度下可清除80%超氧陰離子自由基 (Yin et al., 2002)。日本動物試驗研究 (Itoh et al., 2000) 顯示
幾丁質能修補受傷的神經元，甚至能使神經細胞再生，蘇俄的研究發現幾丁聚醣能與引起敗血症之細菌毒素
脂多醣體 (LPS) 及脂多醣蛋白複合體 (LPPC) 結合，具有吸附毒素功能。阿滋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為腦部產生amyloid A β-peptide (Aβ) 所導致的老年神經退化性疾病，此Aβ之產生乃β-secretase 水解類澱
粉蛋白前驅物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APP) 所致。 
Beta-secretase 為酸性蛋白?亦稱BACEI (the β–site APP-cleaving enzyme)，體外試驗顯示幾丁聚醣衍生物 
(AE-chitosan) 對BACEI有極強之抑制作用 (Je and Kim, 2005)。

 
九、結論

 

  在日本，幾丁聚醣及幾丁質已於1983及1989列入食品添加劑項目中，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亦允許幾丁
聚醣為一合法的食品及飼料添加物。幾丁聚醣或其水解產物之免疫增強及抗腫癌等生理活性大多來自體外試
驗及動物注射試驗，若欲做為相關功能訴求之健康食品，仍需進一步進行體內試驗確認之，此外，安全劑量
亦需審慎評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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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穀粉取代麵粉製備吐司之應用可行性

米穀粉取代麵粉製備吐司之應用可行性 
張永和(本系專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何玫瑾(本系碩士班生科組學生)

 

  麵粉性質為左右麵食或烘培製品品質之關鍵因素，高、中、低筋概分性的麵粉分類已不符合烘培或麵食製品
品質精緻化製作之需求。傳統上關於麵粉產品的應用，大多是針對麵粉之麵筋含量不同而有不同之應用，如高筋
麵粉應用於麵包、中筋麵粉應用於麵條及低筋麵粉應用於蛋糕等，然而現代產品有趨向於健康化及多樣化之需
求，故將其他來源之粉末混合於麵粉中，而達到產品需求已日漸常見。 
 
  稻米經過脫殼精白後再研磨成粉，即為米穀粉，稻米含有穀類中粒徑最小之澱粉顆粒(2-8μm)，添加米穀粉
應用配粉技術生產專用麵粉應有助於增進麵粉性質，使麵粉有更廣泛之應用價值並提高稻米之應用性。由於專用
麵粉為目前麵製品市場的主流原料，其於產業用麵粉市場中佔約七成以上的市場。以台灣目前每年麵粉消費量約
90萬公噸，若以20%米穀粉取代量來估算，每年應可取代麵粉及增加1萬8千公噸米穀粉之使用量。一般而言，
專用麵粉有較高之販售價格，因此若能開發出以米穀粉添加或取代麵粉且具特殊加工性質的專用麵粉，並加以量
產，不僅可增進實用性、提升專用麵粉之市場競爭性，且可增進稻米之加工應用價值。 
 
  本研究針對兩種?稻及一種秈稻之米榖粉分別以不同比率(10-40%)取代高筋麵粉並測定其麵糰物性及成糊特
性，再進一步探討米榖粉取代麵粉比例對吐司外觀及質地組織之影響，並進行官能品評試驗。實驗中並以小麥澱
粉對照組之取代原料來源。 
 
  米穀粉取代高筋麵粉之比例愈高，於糊化時之成糊黏度較高且冷卻回凝之回升黏度則較低，推測含米穀粉之
麵粉中的澱粉顆粒在加熱過程較不易崩解，故具不易回凝之特性，但若僅以小麥澱粉取代麵粉者則無此趨勢，且
隨取代量增加之變化亦較不明顯。 
 
  在吸水量方面，高筋麵粉吸水量為64.5%。米穀粉取代麵粉後其吸水量比高筋麵粉高(65% ~ 78.6%)且隨取
代量之增加而增加。在擴展時間(development)及斷裂時間(time to breakdown)方面，高筋麵粉麵粉以不同比
例之米穀粉取代後，隨米穀粉取代比例愈高，其擴展時間及斷裂時間下降度愈大。從軟化指數(valorimeter 
value)值亦可得知高筋麵粉品質隨米穀粉取代量增加而下降。綜合而言，隨米穀粉取代麵粉量的增加，使麵粉成
糰所需的吸水量增加、麵筋擴展時間短且麵筋強度較弱。 
 
  由吐司製品之比體積可得知，未含取代物之高筋麵粉製品的吐司比體積值為3.8 cm3/g；以小麥澱粉取代部
分麵粉後其製品之比體積，除取代量為40%者(3.4 cm3/g)外，皆與高筋麵粉者相近(3.7 ~ 3.9 cm3/g)。而10%
米穀粉取代者其比體積即小於40%小麥澱粉取代者，且隨米穀粉取代麵粉的比例增加比體積有明顯下降趨勢；當
米穀粉取代40%之麵粉時，比體積 (1.5 ~ 1.9 cm3/g)下降更為顯著。無論?稻或秈稻取代高筋麵粉，其吐司製品
體積及比體積值變化趨勢皆相同。從麵糰物性測定可得知米穀粉的取代量愈高，麵粉所需之吸水量愈高，因此不
同米穀粉取代比例的吐司在製作過程中所使用水分量相同時會導致在米穀粉取代量高的情下，水分不足以讓麵筋
充分擴展，使吐司之體積無法有效膨發。以小麥澱粉取代者因吸水量變化不大，故無顯著差異。 
 
  市售高筋麵粉製品之硬度(firmness)為133 g-force，當小麥澱粉及米穀粉取代部分麵粉後其製品硬度會隨
著米穀粉取代量增加而上升；尤其當小麥澱粉取代量為40%或米穀粉取代量30%以上時，硬度會超過200 g-
force。其原因為麵粉吸水量不足致使組織較硬；經一天貯存後，所有產品之組織硬度皆隨添加量增加而增加；
但小麥澱粉者變化較小。小麥澱粉取代量為40%時硬度為380g-force，而米穀粉取代量40%時硬度則明顯增加
(650 ~ 1272 g-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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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組織彈性測定可得知，隨小麥澱粉及米穀粉取代量增加，彈性會隨之下降；但米穀粉取代量為10%者之彈
性與小麥澱粉取代量為40％者相近。其原因亦應為麵粉吸水量不足，麵筋無法有效延展，因此麵筋彈性無法有
效展現；經貯存一天後，所有製品之彈性皆會變小，其可能原因為澱粉回凝所致。 
 
  吐司製品之官能品評試驗採九分制。色澤由淺至深、軟硬度由軟至硬、黏牙性由低至高、咀嚼香氣由淡至濃
及總接受度由低至高分別為1至9分，對照參考物為未含取代物之高筋麵粉的製品，設定為5分。由官能品評試驗
結果得知，20%米穀粉取代量之製品的色澤(6.1 ~ 6.5分)較小麥澱粉者(5.2分)略深；軟硬度及咀嚼香氣則無顯著
差異。而黏牙度則比小麥澱粉者高；從成糊特性之回升黏度比例(setback ratio%)得知，米穀粉取代部分麵粉
後，會使澱粉不易回凝，因此黏牙度會較小麥澱粉者高。在總接受度(overall acceptability)上，米穀粉取代後之
吐司總接受度(4.8 ~ 5.0分)與參考物相近，但比小麥澱粉者(5.6分)低，由此可推測受試者對於黏牙高之吐司接受
度較低。

 
綜合研究成果得知：

 
1. 米穀粉取代麵粉之比例愈高，其麵糊的回升黏度比例(setback ratio %)值越低，顯示冷卻後有較不易回凝

之趨勢，但以小麥澱粉取代者則有相反越勢。  
2. 米穀粉取代量愈高，所需之吸水量愈高，而麵筋穩定性、尖峰時間、破裂時間及軟化指數則有下降之趨

勢，小麥澱粉取代者之麵糰吸水量變化不大，安定性及破裂時間之變化亦與米穀粉取代者不同。  
3. 以小麥澱粉取代麵粉之對照者呈現出不同於米穀粉取代者之性質，部分測定值(如回升黏度值及其比例)隨

取代量變化之趨勢與米穀粉者相反，此點亦值得深入探討之。  

米穀粉取代量為20%以下時，所造成之麵筋筋性變化對吐司體積膨發影響較小，且官能品評之總接受度與市售麵
粉所製之吐司相近，故米穀粉取代20%以下麵粉應可適用於吐司之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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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不見

好久不見 
柯智慧 / 第11屆系友 (現職：合昌化學工業(股)公司管理部副總)

 
鄒時華(左)與柯智慧(右)系友  

開始認真整理大學同學的通訊錄是在五年前 !  
 
   我們班很有意思，不但是北、中、南、東、國外的分散
各地，連行業別也天差地遠，比例 高的居然是當小學老師 ! 
而辦同學會， 大的困難在於地點和時間的選擇，對於已經成
家立業的女性同胞而言，假日跟家裡請假比上班請假還難， " 
車伕 " 不夠積極的情勢下，只好錯過 " 倒垃圾 " 的機會！  
 
   今年暑假就空了一次沒辦，正好收到系友會的e-mail活
動通知，當下發文給台北的同學，Daisy就答應和我連袂一起
報名，參觀台中T.G.I.的二代店的活動。 
 
   靜宜畢業之後,很久沒有回學校...18年了!老師應該不認得
我，主要是大學期間，沒跟老師助教針對課業研究探討過。有
空沒事，不是搞高中校友會或校際聯誼，就是花在社團活動，
更多時候是去外文系踢館...食品營養...我記得一顆雞蛋
60g/70Kcal就偷笑了...orz！

  一大早7:30和Daisy從公館出發南下，天氣越往中部越晴朗，在台中住了四年， 懷念的就是穩定舒適的氣
候(適合出遊,不適合唸書 :P)，藉著同學先前的指引和網路上down下來的地圖，我們9:30就抵達TGI市政店，只
見一位員工擦著大門玻璃，餐廳內的椅子都還架在餐桌上;時間還早，和Daisy商量後往學校方向開，看看台中變
得如何。 
 
   不認識...沿途的景緻都跟印象中的不一樣了，越蓋越多的社區和公寓，還不如維持18年前的荒涼來得乾淨
純粹;面對陌生的靜宜大門,我唯一的想法居然是......可以請體面一點的警衛嗎?...Daisy安慰我: 這樣比較安全...是
喔?已經不再是女校很久了，有必要"安全"成這樣?? 剩下的時間不夠我們到校園裡晃，所以直接在學校前面路口
迴轉，返回市區; 10:40到了TGI，熱心的貴凰系友會會長，馬上迎向前來告訴我們停車場位置，Daisy說，貴凰
是我們下一屆的學妹...我當然也是一點印象也沒有，至於餐廳裡的系友們更不用說了，你不認識我，我也跟你不
熟的傻笑表情都顯在臉上，當年的老師和助教們倒是很好辨識，搬出好學生名號(Mandy,我說的就是妳
XD~~~)，湘芬助教就很容易就回想起當年帶我們這班菜鳥，從目測150g的白飯有多少量，到煮出一頓可以賣
的簡餐...不容易ㄚ! 
 
   高美丁老師的營養學，是我當年筆記做得 認真的一科，記得沒人敢翹她的課，她也是我奉行"營養均衡就
好，怎麼吃不重要"的宗旨來源，什麼色香味四個小時熬煮? 她可是利用罐頭快速養孩子的新食代女性ㄚ! 當天高
老師對我說: 妳變好瘦...呵呵...肯定老師沒記錯人啦!XD~~~ 
 
   這次的系友會除了可以進入TGI參觀，系學會還貼心的準備小禮物，順便替11月壽星熱鬧慶生，一起去的
小朋友們也都開心得很，系友會 加油! 
 
   回程跟Daisy討論了一下，雖然現在網際網路發達，宅男腐女暴增，可是慣用電腦的族群並不全面，許以
我們這種中年人，還是習慣用電話的方式洽談業務;也或許，真的能夠趴趴走，要等到小朋友成年了，階段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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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達成之後，才有屬於自己的時間...找機會回去看看老師學校...記得我們都年輕過...

感謝系上高美丁、張珍田、王俊權、周淑姿、黃延
君、謝尤敏、王正新老師及多位助教、系友參與2007
系友聚餐活動!

  
壽星慶生活動 

 
感謝資深教師 高美丁教授 任教本系32年  

 
感謝資深教師 張珍田教授 任教本系30年  

歡迎投稿 
食營簡訊園地竭誠歡迎系友踴躍投稿，欲投稿者請洽食營系辦。 Tel：04-26328001轉15031~15034 

趙語涵或林洵玟助教   Email：pu20230@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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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加公務人員高考經驗談

參加公務人員高考經驗談 
辜世賢 / 第21屆系友 ( 現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台中分局第三課薦任技佐)

  參加「高普考」謀求公職仕途是我歷練社會工作經驗後所嚮往的
目標，工作保障、福利佳且安定性高，相信這也是大多數人相同的認
知。但相對地要踏入公職的窄門難度高且政府大力推行民營化及單位
部門精簡化，結果造成公務人員歷年驟減，報考缺額也逐年遞減，在
此種條件下準備高普考試，其難度可想而知。高普考試範圍大、應試
科目多，將面對求學過程中不曾接觸過的考試科目，更何況還得面對
眾多競爭對手，壓力之大實教人超乎想像。如何選擇適用教材來因應
所有考試範圍，相信是大家最關心的﹔其實目前坊間的教科書，於架
面上瀏覽一番，少說也有十幾本之譜，所以要能掌握考試範圍，可能
只唸一本是不夠的。因此如何去選讀適當的課本以及配合自我學習態
度，讓自己能在短時間內即能習得備考要領並獲得最大的學習效益；

在此藉由此篇經驗談，分享個人的準備心得，希望對有志進入公職的同學有所助益。  
 
  「擇其所愛，愛其所擇」不論是全職或是在職準備考生，投考公職前，當務之急就是要調整學習心態，並
找出適合自己的讀書方式，取得優勢強項。高普考的考試範圍廣大且繁雜，一般人容易因低錄取率而打退堂
鼓，甚至不知從何準備起；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先從眾多科目中找尋自己最拿手的部份熟讀。食品類科相關性
大，通常範圍會有互相涵蓋的部份，以拿手科目作為主要的備考方向，協助自己輕鬆攻克其他應考科目。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除此之外，也可參照下列方法，做好應試準備。 

1. 加強不拿手的科目：每次自修或上完課後，遇有不懂或較難理解的地方，務必向老師或同學請益，將解
題方法及方向抄寫下來並且整理成條列式答案，建立屬於自己個人化的筆記，不僅可加深印象，也有助
於日後的複習。  

2. 模擬出題方向：考前多收集考古題並仔細撰寫答案，不但能掌握考試的出題方向，也可加強訓練答題技
巧及解題速度。  

3. 試題靈活應答準備：配合學校老師在課堂上教授的重點，輔以經過歸納、整理的講義和筆記，二者並重
精讀、相輔相成且融會貫通，即可配合試題變化發揮最佳的應答技巧。  

  最後，希望以上這些個人的意見與心得，能對諸位有心準備高考的同學或已在工作的朋友們有所幫助，相
信必能讓大家在準備考試上，能收『事半功倍』之功。 

歡迎投稿 
食營簡訊園地竭誠歡迎系友踴躍投稿，欲投稿者請洽食營系辦。 Tel：04-26328001轉15031~15034 

趙語涵或林洵玟助教   Email：pu20230@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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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師考試經驗談

營養師考試經驗談 
許嘉桓 / 第27屆系友 (現職：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碩士生) 

  早在94年畢業那年已準備營養師高考，在校成績沒列於前茅，且在研究所考試失利
的我，在那年已對自己失去信心，當然的那年7月的高考也沒順利的考上。於當兵期
間，自我反省與調整，設定自己未來目標與培養自己對達到目標之毅力。一而再的，調
整自我心態，並充實準備考試科目，幸運的我在96年第2次高考，得以順利考上營養
師。而我覺得在準備考試期間，某些心態與態度是必備的。 
 
  第一、對自己要做的事要堅持到底，準備考試是枯燥乏味的，若沒有相同方向的朋
友陪伴那更是孤獨，對未來考上與否又是如此的不去定，在這種種的不安與緊張氣份之
下，必定要對自己目標有不動搖的信心。 

 
  第二、擬定讀書計畫、一項偉大的建築物完成之前，也都是需要有藍圖的。優秀同學的讀書計畫，可以拿
來當參考；但是適合自己的讀書計畫，才是最好的讀書計畫，了解自己，為自己定下計劃藍圖與目標。更是邁
向成功的一條捷徑。 
 
  第三、保持平常心、想著未來考試的題型與方向，不如把握當下，把當下的準備工作做到最完善，如此可
稍微減緩緊張與不安，更重要的是有踏實的感覺。 
 
  第四、適時的發洩情緒、一般都認為在這緊迫時刻哪由時間休閒與運動，但我覺得適時的抒發一些情緒，
可讓自己同腦思緒更清晰，並可再次的充足電力繼續往下走，正所謂：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總之，腳踏
實地，一步一步的往目標前進，即使在過程自己中傷痕累累、痛哭過、沮喪過甚至有放棄的念頭，「堅持」必
定會到達目標。而這些過程，將讓你在達到目標後，會更珍惜此成果與更覺得成果甘甜的調味劑。 

歡迎投稿 
食營簡訊園地竭誠歡迎系友踴躍投稿，欲投稿者請洽食營系辦。 Tel：04-26328001轉15031~15034 

趙語涵或林洵玟助教   Email：pu20230@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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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師考試經驗談

營養師考試經驗談 
蔡旻達 / 第29屆系友 (現職：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碩士生) 

各位食營系的朋友們大家好 
 
   很高興這次能以考上營養師的畢業校友身分來分享一下考試的心得，我想其實我在
考這張執照之前，還保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會覺得這張執照並不好考，而且考上了是
否對自己有幫助，我想應該很多人會有這樣子的疑問！其實，我在之前曾經找過一陣子
的工作，發現有執照的人在找工作上還是多了很多的工作機會像團膳公司、醫院、生技
公司之類的都會需要營養師。因此，我才下定決心要考這張執照。 
 
  營養師考試的科目有生化、營養、膳療、團體膳食、生理學、公共衛生營養、食品

衛生與安全。其實，要讀的東西是很多的，學校的老師上課的東西其實都有包含到，但為了方便起見，我還是
有到補習班獲取更系統性的資料。要開始準備的時候我會建議排定一張進度表，一方面是隨時監督自己的進
度，一方面是讓自己不要在這麼多要念的東西中念到雲深不知處，最好能在應考之前安排複習至少2~3遍，才
能確保不會念到混淆，其次在各科的搭配上，我會建議膳療配合生理、營養配合生化來做簡單的搭配，因為膳
療很多內容都是局部的病變，如果能配合著生理一起念，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生化我想是許多人頭痛的科
目，我建議自己能將生化以圖的方式來念，徹底了解每張圖的來龍去脈，如糖解、TCA cycle怎麼來怎麼去,再配
合營養學一起念，只要下點功夫去整理，是可以得到不錯的成績的。 
 
  背科的部分，我是先將歷年試題做個整理，將每個章節的重點大致挑選出來，不過在食品衛生與安全的部
分，建議還是自己將內容整理起來，特別是各種菌、添加物、重金屬. .之間的比較,這樣才不會讀到亂掉,由於背
科是有背有分,如果覺得生化、膳療不行的人，這裡的分數更不能輕易的放過。 
 
  在考前一個月，建議徹底將考古題再寫個幾遍，也可以有安定軍心的效果，錄取率只有10%左右，真的沒
有什麼取巧的方法，這是自己考營養師的一點小心得，跟大家一起分享，也在這裡祝大家考試職場都能順利
^^！ 

歡迎投稿 
食營簡訊園地竭誠歡迎系友踴躍投稿，欲投稿者請洽食營系辦。 Tel：04-26328001轉15031~15034 

趙語涵或林洵玟助教   Email：pu20230@pu.edu.tw 

版權所有©2008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Page 1 of 1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 食品營養簡訊

2011/8/24file://G:\洵玟\F\2009網頁\epaper\27\27-3 4.htm



演講題目：Bioavailability of carotenoid 
演講時間：96.09.19 
演 講 者：Dr. Mark Failla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uman Nutrition Chairman.) 
 
內容摘要： 
  這次的演說主題探討類胡蘿蔔素（carotenoid）的生
物利用率，類胡蘿蔔素為脂溶性維生素，廣泛存在於蔬菜
水果中，依其結構的不同可分為β-胡蘿蔔素（β-
carotene）、茄紅素（lycopene）、植物黃體素
（lutein）等。其中，茄紅素可維護人體前列腺的正常，β-
胡蘿蔔素和植物黃體素可維持視力，其中β-胡蘿蔔素還是
主要維他命A的來源。除此之外，類胡蘿蔔素對於提高免疫
能力，降低心血管疾病都有顯著的功效。就lycopene而
言，在食物多半以all-trans型態存在，但是在血漿及組織中
卻是以混合態的形式存在，約含有50%的順式異構物，順
式異構物比反式異構物更具有生物活性。 
   Dr. Mark Failla提到一種名為木鱉果（Gac）的水果，
這種被認為具有保健功效的水果富含極高的類胡蘿蔔素，尤其是β-胡蘿蔔素和茄紅素，含量比一般蔬果高出許
多，是補充維他命A的 佳選擇。值得一提的是，類胡蘿蔔素在人體中的利用率，正常情況下只要攝取足量就可
獲得充分的維他命A，但就抽煙的人來說，不但無法吸收，更提高了罹患肺癌的危險性。主要原因為煙草會阻礙
β-胡蘿蔔素的吸收並造成過氧化現象。由於市面上有很多標榜抗氧化功效的保健食品或藥品，我個人認為與其
要花大錢買來吃，倒不如平時多攝取蔬菜水果，蔬果中富含多種人體所需維生素及膳食纖維，不但具有抗氧化
的功效還可維持腸道的健康，選擇天然的來源總是比化學合成來的好，更別提藥品可能對人體帶來的副作用
了。 

演講題目：保健食品之產品發展策略與實例解析 
演講時間：96.10.09 
演 講 者：許清森 (味丹企業(股)有限公司生技研發部資深經理) 
 
內容摘要： 
  保健食品分為營養保健食品、中草藥保健食品、生技
保健食品，而保健食品發展的 大挑戰在於：功效評估，
受到重視的保健功效項目有：抗氧化、免疫調節相關、抗
癌相關、減肥瘦身、糖尿病改善、預防骨質疏鬆、性功能
改善、腎臟機能能改善、肝臟機能改善、腸道改善、預防
心血管疾病、調節血脂、美容、抗老化。保健食品產業關
鍵成功要素：公司加上品牌形象、產品品質加上功效驗
證、行銷通路加上健康諮詢服務。並介紹多種產品開發實
例：綠藻產品及其產品延伸(設計複方產品)、「綠藻+乳酸
菌」錠的產品組及其功能訴求、芽孢乳酸菌功能(益生菌)、
寡糖(益生素)、螺旋藻、納豆賜康軟膠囊、茄護賜康膠囊…
等等有助於我們了解保健食品的作用及其訴求，也更能從中分析讓消費者對保健食品有不同的認識，而更加信

Page 1 of 5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 食品營養簡訊

2011/8/24file://G:\洵玟\F\2009網頁\epaper\27\27-4 1.htm



 

任。 

演講題目：Typic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 Food Company 
演講時間：96.10.17 
演 講 者：張先勇 博士 (Vice president-Research &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Assurance. Beech Nut 
Nutrition Corporation) 
 
內容摘要：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不能缺乏的是什麼?!陽光、水、空氣
還有…食物，在這些東西裡， 具特色、變化的就是食物，
食物本身就是一門藝術，然而將食物做另外的變化就叫
做”食品加工”，人類追求的東西很多，就連食物也要多
采多姿，所以，食品加工確實有它一定的重要性在！在這
住有幾十億人口的地球上，食品的商機無窮，因為人一定
不能避免需要攝取食物！所以，生產食品的食品工廠就有
它的重要性在，在這次的演講裡，我所獲得到的是”如何
使自我的產品多元化、如何提高產品在商場上的競爭
力”，研發新的產品，是絕對少不了的，但是，課堂上學
的理論跟實際操作總是有許許多多的差異性在，在大量操作時，必須考慮到的環節又相對的多了，所以，該如
何以理論為基礎，以實際操作經驗為主來創造自己的競爭力，是我們當下要學習的重要課題！在做好自己產品
的原則下，我們也應該去注意任何有關工廠的管理資訊，像是HACCP這類的規範等等，更重要的是行銷的手
法，所搭配的銷售方式，才可以達到一個成功的食品工業。綜合以上幾點”食品工廠的管理、產品的研發、製
造、市場的行銷、消費者的售後服務”我稱之為”食品工業學”；目前我們所接觸到的往往都是 基礎的理
論，還有些許工廠實務的皮毛，但是， 基礎也是 重要的，如何將食品產業發揚光大，勢必要融合多方面的
能力，並且在製作方面要尋找更多新的方法，已達到我們所設定的目標!!! 

演講題目：國家考試面面觀 
演講時間：96.10.18 
演 講 者：王俊卿 (考選部司長) 
 
內容摘要： 

一. 國家考試簡介：公務人員考試(高等、普通、初等特考)、升等、升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高等、普
考、特考)

二. 公務員考試與生涯規畫：經由公務人員考試或專技人員考試轉任可正式成為公務人員。 優點：1.社會價值
2.職業穩定3.薪資合理4.福利完尚5.重視學習成長。

三. 專技人員考試與生涯規畫

四. 我可以報考哪些考試？1.行政類：高考三級及普考各科別2.(1)農業化學科 (2)化學工程科 (3)食品衛生檢驗科 
(4)環境檢驗科 (5)產品檢驗科 (6)工業工程科 (7)工業安全科 (8)環境技術科 3.食品技師高考 4.營養師高考

五. 如何準備考試？蒐集國家考試資料、考試類科的抉擇(以所讀系、所、 組為準)、準備應考科目資料(蒐集歷
年考古題、了解命題方向以鑑往知年)、慎選用書(請教考取該科之人)、廣泛蒐集相關資料(如閱讀期刊)、留
意時是相關問題及解決良策、妥訂讀書計劃、勤與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六. 正確的考試資訊哪裡找：考選部全球資訊網

演講題目：多元化畜產品發展現況與趨勢  
演講時間：96.10.19 
演 講 者：蘇和平 (台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教授) 

內容摘要： 
  畜產所涉及的範圍很廣，包括乳類、肉類、蛋類及副
產物，目前畜產品注意其安全性及優質性，但是未來將會
注重其產品之功能性而這些畜產品的改善可以從營養、功
能性如凝膠性、起泡性、乳化性等，及機能性如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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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膠原蛋白、玻尿酸、軟骨素、胎盤素等，三方向去實踐，進而去提升畜產品之品質及其生物利用價值性。
而蘇和平教授所統整的研究計畫分為三大方面，議事國產生乳多樣化研究及機能性，二為傳統畜產品、蛋品等
品質改善或新產品開發，三是禽畜副產物重要生物活性物之分離與利用，未來我國之禽畜產品，將會因為這些
全心投入於研究的學習者而多元化。 

演講題目：從法令規範的角度看畜產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與生產履歷的推展現況 
演講時間：96.11.01 
演 講 者：秋錦英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學會專員) 

內容摘要： 
  我國肉品的主要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及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其法規分別為食品衛生管理法(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GHP、食品衛生安全管制系統 HACCP)及農產品生產及驗
證管理法(自願性優良農產品驗證制度)、自願性產銷履歷驗
證制度、強制性產銷驗證制度、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品
驗證)，食品衛生管理法規範市售肉品及其產銷過程，農產
品省產及其驗證管理發規範家禽家畜及其他動物屠宰場。
並介紹各國導入HACCP的現況、及國內推動食品HACCP現
況(衛生署主導)。衛生單位專業人才培訓：食品業者人培
訓、輔到業者建立HACCP制度，介紹如何建立食品安全管
制系統，包括污染排除政策(HACCP)、污染防止對策(GHP)
(GMP)及HACCP的特性、HACCP系統的準備工作、人員衛生管理包括健康狀況、操作衛生、人員行為、外來訪
客。 

演講題目：健康食品之開發策略與風險管理 
演講時間：96.11.27 
演 講 者：林函頤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 

內容摘要： 
  健康保健食品是現在很熱門的趨勢，很好的商機讓很多人都想參予一份子，市面上玲瑯滿目的產品，好像
輕易的就可以上市販賣，但是如何研發一個成功的產品，能夠吸引消費者讓消費者注意？又如何能真正做出一
個好的產品？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是不容忽視的。林經理介紹了委託研究機構（CRO），是專門為保健食品上
市前做評估試驗的機構，廠商們為取得認證紛紛委託這樣的機構來為自己的產品做評估。但一個完整的評估試
驗除了很多細節和實驗的條件很重要以外，更重要的是事前的「風險評估」，這也是今天的演講給我 多想法
的地方，尤其是把這樣的想法用在我們人生的道路上真的是非常受用。 
需要耗費大筆金額的評估試驗，一但錯了將會造成很大的損失，所以從一開始的試驗設計到 後的試驗結果都
應該早已做好萬全的規劃，到一半才發現錯了是不被允許的，所以林經理特別強調了「從遠處來這件事」。一
個肯努力的人很棒，很用力的埋頭於自己該做的事情，但這件事對整件事來說是對的嗎？會不會到頭來才發現
做了白功。林經理舉了兩種實驗室的人來說：一種是一看到paper馬上就動手實驗，但是過程中才發現錯了所以
一直重來；另一種人會將整篇paper看的透徹後，想清楚要用到的器材、過程才動手做實驗，而能夠成功的人就
是後者這種做事態度的人。 
  做任何一件事之前能夠看的廣、想的遠，遠比起很會做單一件事的人要聰明的多了。雖然今天林經理主要
是介紹健康食品的開發與風險評估這個部份，但是卻好像替我的人生也上了一堂課。一個觀念的改變影響的不
是只有影響一個實驗或一件事而已，謝謝林經理分享給我們的。 

演講題目：我的生涯規劃 
演講時間：96.12.13 
演 講 者：葉貞妤 (亞培營養顧問公司營養師(系友)) 

內容摘要： 
  葉貞妤為本系碩士班畢業系友，畢業後陸續擔任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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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專任研究助理、美容品本系品牌講師(貝冠企業股公司)、生技公司營養師(宏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目前現任
美商亞培營養諮詢部營養師，在經歷美歌工作中皆有許多學習成長及經驗累積。人生就像小丑，手上握許多顆
球。如，學業、健康、家庭、財富管理與愛情婚姻。與學弟妹分享在學校及事業上應有的態度，態度決定高
度，更要加強本身的技巧如電腦技巧、邏輯(實驗中學習)、做菜、化學(生化)、待人處世及學會銷售自己，永遠
不要忘記學習並且提升學習價值，讓才藝變成技能，讓打工延續職場魅力。及早做好生涯規劃，提醒學弟妹大
一做決定，大二對生化、營養、膳療等科目充分了解、大三下學期開始準備考題、大四上學期有充分準備，大
四畢業考上營養師專技高考，並給學弟妹二句座右銘作為勉勵。 
也許你來自平凡，同樣能追求卓越 
也許你出身不凡，同樣需要經營人生 

演講題目：Nutriti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Bone Health 
演講時間：96.12.26 
演 講 者：沈傳利 (Texas Tech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系友)) 

內容摘要： 
  影響健康的骨骼行成的因素包含可促進骨骼健康之規
律身體活動、良好的飲食習慣、充足的鈣質及維生素D攝
取：造成骨質流失之吸菸和酗酒、藥物如某些類型的抗癲
癇藥物或糖皮質激素(皮質激素，潑尼松，地塞米松)、血液
中雌激素含量較少的婦女及睪丸激素含量較少的男性，另
外骨質流失的因素還有性別：婦女〉男性、年齡：隨年齡
增長而增加、體型大小：體型小的婦女受到影響較大、種
族和遺傳：白人和亞裔婦女處於危險 大。如果父母患有
骨質疏鬆症或骨質疏鬆性骨折後，孩子往往有減少骨量和
增加風險。活動與骨骼健康，可從事承載重量的活動，例
如重量訓練，散步，跑步，有氧舞蹈，網球，體操，改善骨骼健康可提高骨質密度並減緩骨質流失。不良的飲
食習慣如低熱量飲食或減少攝取富含鈣質的食物、水果、蔬菜、全穀類食品等將降低骨質密度，並針對綠茶及
魚油之研究介紹，結論為富含魚油的食物可增強骨質密度，牛奶中含的CLA是一種脂肪，可降低關節炎所引起的
疼痛，若與魚油結合效果更好。而以綠茶對停經前後女性的影響研究中，以停經前後母老鼠作為研究對象。綠
茶是富含抗氧化物質，可有效降低骨質流失。可能是因其增加骨頭的抗氧化性。 

演講題目：玉珍齋慢慢品味鹿港傳統風味 
演講時間：97.01.03 
演 講 者：王文敏 (玉珍齋副總經理) 

內容摘要： 
  玉珍齋創立於清光緒三年(1887年)，位於早期所謂ㄧ府
二鹿三艋舺的鹿港，店家秉持老先人的智慧與巧思融合先
進的行銷手法，將玉珍齋的傳統美食推向整個台灣，並成
為足以代表台灣傳統美食的古老餅店，衣百年前的建築到
現在仍屹立不搖的座落於鹿港小鎮繁榮的鬧區。介紹傳統
美食的製作方法，如鳳眼糕；台灣之光-米老、鳳梨酥等。
並針對如何行銷傳統美食及說服老一輩的老人家接受以現
在化技術製造傳統美食，作進ㄧ步的介紹。經營者的下ㄧ
部行銷：將玉珍齋知名度打響於台灣已經做到了，因此下
ㄧ步就是要將玉珍齋的傳統美食邁向國際化，現在在各大機場與台北101皆有販賣玉珍齋的傳統糕餅：
Discovery也有玉珍齋的探索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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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投稿 
食營簡訊園地竭誠歡迎系友踴躍投稿，欲投稿者請洽食營系辦。 Tel：04-26328001轉15031~15034 

趙語涵或林洵玟助教   Email：pu20230@pu.edu.tw 

版權所有©2008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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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記事與報告

恭賀!江善宗老師高票當選第十九屆台灣食品科技學會理事、張永和老師及兼任教師謝文慶當選第十九屆台灣
食品科技學會監事。

恭賀!詹吟菁老師升等教授。

恭賀!林國維及鍾雲琴老師榮獲96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獎勵系教學優良獎。

恭賀!博士生吳紅蓮獲得第33屆台灣營養年會應用(臨床)營養研究論文獎。

96年第二次營養師專技高考本系系友錄取名單：葉鈺雯、王芷穎、劉俐伶、楊雅婷、林秀玲、黃培寧、劉志
強、許嘉桓、黃雅玲、黃依婷、邱仕娟、林姵伶、蔡旻達、呂佳陽及陳珮君，共計15人佔總錄取人數(184人)
8.15%。

96年及暑假本系教師及系友通過考試名單如下：
1.烘焙食品－麵包 丙級：陳昭均、黃鈺婷、陳玟妏、陳國彬、陳映慈、柯志忠、李宗陽、蘇峰毅、黃嘉緯、

陳雅菁、施慧真、廖健維
2.中餐烹調－葷食 丙級：陳尉津
3.食品檢驗分析 丙級：林宜慧（助教）、吳小梅
4.食品檢驗分析 乙級：陳佳琦及林宜慧（助教）、黃鈺婷、蘇峰毅
5.TQC辦公軟體power-point：黃延君主任、賴鳳羲老師、曾紀湘助教
6.TQC辦公軟體excel：賴鳳羲老師、曾紀湘助教、趙語涵助理

鍾雲琴、詹吟菁、黃延君、謝尤敏老師及陳佳琦、曾紀湘、林宜慧助教通過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在職教
育訓練；林宜慧助教通過鍋爐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96/10/24天下雜誌訪談；10/26配合教育部計畫，接受民視採訪。

96學年度設有專案教學助理課業輔導課程總計14門課。

96/12/6下午3:30舉辦聯合班會，地點於主顧115，師生座談時間為3:15-3:40。

配合民生科技學程於96/12/14舉辦一場校外參訪活動(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康總廠、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配合食品加工課程於96/12/27舉辦校外參觀(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台中酒廠)；配合團體膳食管理課程
於97/1/2舉辦校外參觀(大新餐盒食品工廠)。

高教評鑑中心統計2002-2006期刊論文影響統計係數(IF)，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在農業科學學門期刊論文發
表數表現亮眼，論文期刊影響係數總積分名列全國「農業科學學門」第7名。

本系96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研究專利獎勵」共10位老師提出26篇著作獎勵申請，申請率為70％，篇
數最高為6篇，分別為張永和老師及王銘富老師。

高教評鑑中心統計2002-2006期刊論文影響統計係數(IF)，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在農業科學學門期刊論文發
表數表現亮眼，論文期刊影響係數總積分名列全國「農業科學學門」第7名。

本系96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研究專利獎勵」共10位老師提出26篇著作獎勵申請，申請率為70％，篇
數最高為6篇，分別為張永和老師及王銘富老師。

第十屆亞洲營養學年會於96/9/9-13在台北舉行，本系師生發表論文共計11篇，本系亦參與印製宣傳海報。

本系博士班學生歐欣泙及高汶慈於96/7/28-8/1出席「2007國際食品科技年會」發表會議論文，地點於美國
芝加哥。

本系受學校委託製作中秋節月餅禮盒720盒，發送日期9/20(四)，製作成本350元/ 盒。

96/10/23協辦觀光系舉辦「服務創新與企業家精神~觀光工廠研討會」。

Page 1 of 2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 食品營養簡訊

2011/8/24file://G:\洵玟\F\2009網頁\epaper\27\27-5 1.htm



96/11/14~15「亞洲地區大學校長會議」、「志工聯合授證典禮」及「私校研討會-大學經費與募款」協助場
地、人力及茶點準備。

本學期烘培課程產品及霜淇淋販賣於每週一、三，增加全校師生對本系之認識。

96年10月起每週二、四中午11﹕50~12﹕30，本系供應團膳營養午餐，11/20團膳特餐及12/20團膳buffet
供餐。

本系於96/8/16-25協助「96年台中市名攤名產評選活動」，學生分4組共8人，指導老師為黃延君主任及王正
新老師。

由黃延君主任、兼任老師王雪芳、曾紀湘助教及林宜慧助教帶領修習團體膳食課程及專業服務學習同學參與
96學年度第一學期營養衛生教育活動與宣導於96/10/23沙鹿鎮公館國小、96/10/30台中縣文光國小、
96/11/20台中縣建國國小、96/12/11清水鎮甲南國小、96/12/13沙鹿鎮北勢國小、96/12/20梧棲鎮中正國
小共6所國小。

系所招生宣導:黃延君96/10/3台中縣長億高中招生演講、96/9/11台北市立大理高中招生演講；林國維老師
97/1/9苑裡高中招生演講。

2007年靜宜大學食營系系友聯誼聚會－『T.G.I. Fridays亞洲區旗艦店體驗之旅』於96/11/24、10:30-14:00
舉行，與會老師及系友共計三十七人。

系友返校演講：96年12月13日葉貞妤(92年度碩畢)現任亞培營養顧問公司營養師，演講題目：我的生涯規
劃；96年12月26日沈傳利(78年度畢)現任Texas Tech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演講題目：Nutriti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Bone Health。

系友訪談活動共計九位，分別為林佳青、廖婉如、陳虹霖、林康品、陳玉楚、程瓊瑤、葉貞妤、林敬智及盧
郁淳，訪談內容請見系網頁。（http://www.fn.pu.edu.tw/chinese/friend_4.htm）

本系同學參加本校舉辦之96健康促進活動-健康餐盒菜單設計比賽得獎專業組第一名食營四B林憶欣、第二名
食研所楊珊盈、汪志文及許嘉恒、第三名食研所鄭鎰昌、佳作食營四A吳旻璇及食營營生二許婉育；非專業組
第二名食營營生一黃金英、第三名食營營生一李俊毅。

本系同學參加本校舉辦之96健康促進活動健康餐墊設計比賽得獎第一名食營營生二許琬育第二名食營營生二
陳怡靜。

本系榮獲靜宜大學2007年第八屆聖誕主題佈置比賽第一名，主題為「糜鹿想要吃蘋果」。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第一屆聖誕佈置比賽得獎名單如下：『最佳環保獎』G204黃延君老師實驗室、『最佳
創意獎』G202詹恭巨老師實驗室、『最佳表現獎』G208張永和老師實驗室、『佳作』G216高美丁老師實驗
室、G306詹吟菁老師實驗室、G314王正新老師實驗室、『熱心參與獎』G212王俊權老師實驗室（獎狀乙
只）。

謝尤敏老師榮獲本校96學年度運動會3000公尺女子組第一名。

全校新生盃暨菁英桌球錦標賽新生女子組冠軍：食ㄧ生科 賈善淳；全校新生盃羽球錦標賽 亞軍(男子單打)：
食一營生 張翔閔 季軍(男子雙打)：食一營生張翔閔、食ㄧ生科張元毓。

96學年度全校運動會本系佳績：食營一-營生組 洪煜哲榮獲跳高男子組 第三名、食營一-營生組 徐啟浩榮獲
5000公尺男子組 第三名、食營一-營生組 陳淑君榮獲400公尺女子組 第三名、食營系 榮獲拔河錦標賽學生組
女子組 第四名。

本系同學參加碩士班甄試錄取名單：食四C林憶欣考取嘉南科技大學營養與保健科技研究所；食四A馬家蕙考
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范文瑄、食四C石依萍、食四A林佩嬋、食四A吳敏瑄、食四C蘇涵
綺、食四C許淑惠、食四A黃鈺婷、食四C江弘新、食四C黃詩愉考取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碩士班。

歡迎投稿 
食營簡訊園地竭誠歡迎系友踴躍投稿，欲投稿者請洽食營系辦。 Tel：04-26328001轉15031~15034 

趙語涵或林洵玟助教   Email：pu20230@pu.edu.tw 

版權所有©2008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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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第2次營養師專技高考本系系友榜單

九十六第二次營養師專技高考本系系友榜單 

葉鈺雯、王芷穎、劉俐伶、楊雅婷、林秀玲、黃培寧、劉志強、 許嘉桓、黃雅玲、
黃依婷、邱仕娟、林姵伶、蔡旻達、呂佳陽、 陳珮君 

靜宜大學食營系錄取共計15位 
佔總錄取人數(184人)之8.15% 

 

2007/6~2008/1食營系系友捐款名錄 

捐款項目 名單 

系友獎學金
祁明華(6906)、1979-2003食營系系友會、劉惠
瑜(8006)、張雅涵(9106)、柯海倫(8806)

系務發展基金 洪千雅(8006)、葉貞妤(9206)

2007系友聯誼
聚餐活動

洪千雅(8006)

感謝以上系友捐款，合計91,018元整 

 
活動花絮 

由黃延君主任、兼任老師王雪芳、曾紀湘助教及林宜慧助教帶領修習團體膳食課程及專業服務學習同學
參與96學年度第一學期營養衛生教育活動與宣導於96/10/23沙鹿鎮公館國小、96/10/30台中縣文光國
小、96/11/20台中縣建國國小、96/12/11清水鎮甲南國小、96/12/13沙鹿鎮北勢國小、96/12/20梧棲
鎮中正國小共6所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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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健康促進活動健康餐墊設計比賽得獎 
第一名食營營生二許琬育第二名食營營生二陳怡靜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第一屆聖誕佈置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最佳環保獎』G204黃延君老師實驗室 

 

  

『最佳創意獎』G202詹恭巨老師實驗室 

 

 

『最佳表現獎』G208張永和老師實驗室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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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06詹吟菁老師實驗室 

 

G314王正新師實驗室 G216高美丁老師實驗室 

歡迎投稿 
食營簡訊園地竭誠歡迎系友踴躍投稿，欲投稿者請洽食營系辦。 Tel：04-26328001轉15031~15034 

趙語涵或林洵玟助教   Email：pu20230@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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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迎新茶會 
日期：96年9月2號 
地點：台中市風味人文印象館 
對象：食營系新生 
內容：讓剛踏入大學新生活的大一新生能夠先熟悉食營系的特色，安排學長姐與學弟妹茶敘，使學弟妹對未來
的 
   大學生活有更多的期待！

   

活動名稱：新生訓練 
日期：96年9月19日 
地點：格倫104 
對象：大一新生 
內容：安排新生與學長姊及老師齊聚ㄧ堂，相見歡並認識未來大學生活！

   

活動名稱：迎新宿營 
日期：96年10月13日、14日 
地點：彰化清水岩童軍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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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食營系全體新生 
內容：透過兩天一夜的露營活動，使新生感受到學長姊們強烈的熱情，並促使學長姐與學弟妹的感情更加深
厚， 
   使食營系更加團結！

   

活動名稱：快食王大賽 
日期：96年10月24日 
地點：格倫511 
對象：食營系全體同學 
內容：為了紓解平時同學們的課業壓力，舉辦快食王大賽，一份份大份量的涼麵擺在大家面前，比的是胃口、
比 
   的是速度，看參賽者狼吞虎嚥的樣子，都是為了第一名啊！

   

活動名稱：校慶園遊會 
日期：96年11月29日 
地點：至善樓前 
對象：全校師生 
內容：利用這次園遊會的機會展現食營系熱情的活力，以及課堂上所學到的食物製備本領，打響食營系學會的
知 
   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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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期中、期末進補 
日期：96年11月8日、97年1月9日 
地點：格倫樓大廳 
對象：食營系全體師生 
內容：犒賞同學們平時努力念書並為他們接下來的考試加油打氣，也感謝老師平時的努力教學，準備小餐點慰
勞 
   大家！

   

活動名稱：罐中情 
內容：在小小的罐頭裡放入大大的心意.食營系最具特色的活動之一!!未知的驚奇..承載的是一段想送給你的祝
福。

活動名稱：聖誕佈置比賽 
日期：96年 12月25日 
地點：格倫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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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系學會 
內容：食營系超屌的聖誕佈置又來啦！連續三年都榜上有名的聖誕佈置，今年不負眾望的勇奪第一名，看了照
片 
   就知道夠嗆了！今年的主題為『糜鹿想要吃蘋果』，據說這個成品是歷年來最大的喔，讓聖誕節增添了
幾 
   分溫暖歡樂的氣氛！

   

  

歡迎投稿 
食營簡訊園地竭誠歡迎系友踴躍投稿，欲投稿者請洽食營系辦。 Tel：04-26328001轉15031~15034 

趙語涵或林洵玟助教   Email：pu20230@pu.edu.tw 

版權所有©2008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Page 4 of 4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 食品營養簡訊

2011/8/24file://G:\洵玟\F\2009網頁\epaper\27\27-6 1.htm


	首頁
	系主任的話
	食營專欄-張珍田教授
	食營專欄-張永和教授
	系友專欄-柯智慧
	系友專欄-辜世賢
	系友專欄-許嘉桓
	系友專欄-蔡旻達
	演講摘要
	重要系聞
	學會動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