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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習)會 結案報告
中文名稱：發酵生物技術前瞻應用—銀髮保健產業加值新契機
英文名稱：Conference for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ermentation biotechnology
中文摘要報告：

英文摘要報告：

本研討(習)會 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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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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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習)會目的、預期效益:
本計畫擬申請舉辦『發酵生物技術前瞻應用—銀髮保健產業加值新契機』研討會，以下茲就舉辦本次研討會之目的、重要
性及執行方式等進行說明。
數千年前人類的祖先即會以發酵的方式保存與製作食物，例如發酵乳、麵包、醋、酒精性飲料及發酵肉品與蔬菜等。隨著
時間的推演，人類開始對微生物、酵素及生物化學有更多的瞭解，亦更清楚菌種的使用、篩選及保存，更明白以培養的方
式可以獲得量多、品質佳的發酵產品。
近年來，生物技術之發展蓬勃，以發酵為基礎配合生物技術之應用，將微生物發酵之生物轉換程序可產生機能性成分，提
高食品的機能性及食品之附加價值。由 2016 年台灣膳食補充劑市場來看，當年度約為 631
億元，與微生物發酵有關之產值約占 102 億元占比為16%，其中以食藥用真菌及乳酸菌相關產品之市值最高。然而，現今
市場變化快速，為因應未來市場趨勢，進行具有區隔性之產品開發可有效刺激新產品衍生，開發新型態與多重機能性之相
關產品是未來重要發展方向，受少子化影響，台灣將在2025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屆時，台灣恐落
入「超老齡社會」，有 20% 的人口超過 65 歲；銀髮族相關的產業將是未來發展的重點。已有許多的文獻指出，發酵保
健食品應用於改善銀髮族健康具有相當好的效果，例如改善胃腸道功能、調節免疫、改善老化等，如可提升相關產業產品
品質與多樣性，對於銀髮族朋友的健康與產品選擇將具有相當大提升的助益。
由於發酵產品之應用關鍵在於發酵生產技術及產物之應用，本計畫擬規劃邀請學研界及產業界的專家學者，針對食藥用真
菌及乳酸菌等兩大方向進行報告，除針對前述兩大類發酵與培養技術之開發進行精闢的說明外，亦可針對創新產品之前詹
應用；此外搭配產業界的專家由業界的角度，進一步的說明發酵產品在生產端之困境，藉最適化及工業化大規模的提升發
酵製程及應用，並以產業加值之目標。期望藉由產業界與學界之不同領域知名研究人員和與會人士的對話和合作，以進一
步激發更多之願景與成果，有助於促進未來台灣在發酵技術方面的加值與永續的發展。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包括:
(1) 製作研討會海報、發送電子郵件、登載於學會網頁等方式，廣為宣傳研討會訊息。

參加對象：發酵生物技術、保健食品開發與科學相關研究人員、大學農業化學、生化科技與食品科學等相關學系之教師與
學生、台灣農業化學會會員、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會員與其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產官學研相關人仕參與。
(2) 邀請國內外講員共 9 位；希望藉由產學界之不同領域知名研究人員和與會人士的對話和合作，以進一步將新技術、新
產物及新知識等方面的成果分享給與會的來賓，有助於提升發酵產業的加值，此外亦可有效提升產學之間的連結，增加產
學合作的契機。
參加對象:
發酵生物技術、保健食品開發與科學相關研究人員、大學農業化學、生化科技與食品科學等相關學系之教師與學生、台灣
農業化學會會員、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會員與其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產官學研相關人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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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副所長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 臺灣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學會理事
所博士
國立臺東大學深層海水科技研發中
心主任
臺東縣深層海水利用發展協會監事
晨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副
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所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博
士後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驗證檢驗機
構評審委員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碩士 統一企業公司高級研究員

現任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所長

國立臺東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臺東大學生命科學系 副教授

生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菌種研
究所所長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食品營養博
士學位學程 教授兼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秘書長
所博士
台灣農業化學會理事
台灣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理事
台灣乳酸菌協會理事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實驗室認證審議委
員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
副教授、助理教授
2000/8 - 2005/1 國立中興大學 2017/02/01 - 迄今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科學系(博士) 1998/8 國立中興大學 教授 2016/01/01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
2000/7 國立中興大學
- 迄今 澄清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食品科學系(碩士) 1994/8 諮詢委員 2015/01/01 - 迄今
1998/7 國立中興大學
台灣食品技師協會 秘書長
食品科學系(學士)
2015/01/01 - 迄今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秘書長
2015/01/01 - 迄今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計畫輔導顧問團委員 2014/01/01
- 迄今 中華民國經濟部
經濟部CITD計畫審查委員
2014/01/01 - 迄今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理事
2013/01/01 - 迄今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SBIR計畫審查委員
2007/01/01 - 迄今
中華民國科技部 計畫審查委員
2005/01/01 - 迄今
民生科技文教基金會 董事
2015/01/01 - 2017/01/31
大葉大學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

鄭光成

陳勁初
黃啟彰

特聘教授 2015/01/01 2017/01/31
大葉大學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主任
2014/01/01 - 2017/01/31
大葉大學生物科技暨資源學院
院長 2013/01/01 - 2017/01/31
大葉大學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
教授 2012/01/01 - 2017/01/31
大葉大學生物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主任 2007/01/01 - 2013/08/01
大葉大學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
系主任
賓州州立大學農業生物工程學系博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兼任
士
助理教授 美國亞歷桑納大學化學
暨環境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工
業技術研究院蛋白質體組助理研究
員
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博士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中心主任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博士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所長
國立體育大學產學合作暨創新育成
中心主任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
技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學者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教授
兼研發長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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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9-06-28
2019-06-28
2019-06-28
2019-06-28
2019-06-28
2019-06-28
2019-06-28

時間
09:00:00-09:20:00
09:20:00-10:00:00
10:00:00-10:40:00
11:00:00-11:40:00
11:40:00-12:20:00
13:30:00-14:10:00
14:10:00-14:50:00

2019-06-28
2019-06-28

15:10:00-15:50:00 黃啟彰 教授
15:50:00-16:30:00 林金生 所長

廖啓成
謝昌衛
李俊霖
鄭光成
陳勁初
蔡宗佑
林志輝

講員
所長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副總經理
教授
副教授

議程主題
發酵生物技術前瞻應用
藥用真菌發酵物在保養品產業的應用
大蟬花之發酵生產與保健功效開發
臺灣紫芝發酵生產及其應用
新興保健菇類素材開發
乳酸菌發酵大豆保健食品之開發與應用
深層海水及益生菌對於高膽固醇血症倉鼠腸道微生物相之
影響
益生菌於運動產業之應用
益生菌在畜產及水產養殖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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