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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題目 講者

13:00-13:30

13:30-13:35

13:35-13:55

13:55-14:00

14:00-14:50 1-1  日本機能性食品商品化策略與成功案例 渡邉  泰雄 特任教授 / 日本橫濱藥科大學

14:50-15:10

15:10-16:00 1-2  韓國機能性食品商品化策略與成功案例 董事總經理 Dr. Bokkee Min / 韓國諾霸樂事NOVAREX

16:00-16:50 1-3  澳洲保健食品商品化行銷策略 亞洲總部董事總經理 Dr. Bokkee Min / 澳商澳佳寶Blackmores

16:50-17:10

時間 題目 講者

08:50-09:30

09:30-10:20 日本養生機能食品研發策略與發展現況 宮澤 陽夫 榮譽教授  / 日本紫綬褒章得主日本東北大學

10:20-10:40

10:40-11:20
3-1 抗代謝症候群機能性產品研發成果綜整說明
3-2 國產機能性穀物產品之開發

陳裕星 博士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11:20-11:40 3-3 餘甘子機能性產品加值推動 賴瑞聲 助理研究員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11:40-13:00

13:00-13:40
4-1 抗憂、緩老、護眼機能性產品研發成果綜整說明
4-2 菇類抗憂鬱與延緩老化保健產品之研發

陳美杏 博士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

13:40-14:10 5-1 外用機能性產品研發成果綜整說明 李雅琳 博士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

14:10-14:30 5-2 黃芩、丹參外用保養品產業價值鏈之建構 高增婷 博士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動物科技研究所

14:30-14:50 5-3 愛玉子美白產品開發及功能驗證 盧美君 分場長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生物防治分場

14:50-15:10

15:10-15:25 6-1 強化機能性產品之功效及毒理驗證平台 楊啓裕 博士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動物科技研究所

15:25-15:40 6-2 強化機能性產品之成分分析平台 張凱鈞 博士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動物科技研究所

15:40-15:55 6-3 薏仁開發改善代謝症候群之機能性產品 謝淑貞 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15:55-16:10 6-4 薏仁開發改善女性經痛之機能性產品 夏詩閔 教授 / 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

16:10-16:30 6-5 青梅加工品抗代謝症候群功能評估及其保健產品開發 徐慶琳 教授 /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科技中心

16:30-16:50 綜合座談

中場休息 / 海報參觀

第六節：機能性產業服務成果發表
主持人：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張素瓊 理事長

午餐 / 海報參觀

第四節：抗憂鬱、緩老、護眼產品技術成果發表
主持人：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江文章 名譽教授

第五節：外用機能性產品技術成果發表
主持人：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江文章 名譽教授

中場休息 / 海報參觀

第三節：抗代謝症候群之機能性食品技術成果發表
主持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生物技術組 楊佐琦 組長

中場休息

綜合座談

報到

第二節：日本機能食品發展策略與推動現況
主持人：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陳建斌 院長

報到

開幕儀式

貴賓致詞

團體合照

第一節：機能性食品與原料商品化策略
主持人：農委會

9/26

9/27

9/26

9/27

時間 題目 講者

13:00-13:30

13:30-13:35

13:35-13:55

13:55-14:00

14:00-14:50 1-1  日本機能性食品商品化策略與成功案例 渡邉  泰雄 特任教授 / 日本橫濱藥科大學

14:50-15:10

15:10-16:00 1-2  韓國機能性食品商品化策略與成功案例 董事總經理 Dr. Bokkee Min / 韓國諾霸樂事NOVAREX

16:00-16:50 1-3  澳洲保健食品商品化行銷策略 亞洲總部董事長 Mr. Peter Osborne / 澳商澳佳寶Blackmores

16:50-17:10

時間 題目 講者

08:50-09:30

09:30-10:20 日本養生機能食品研發策略與發展現況 宮澤 陽夫 榮譽教授  / 日本東北大學 日本紫綬褒章得主

10:20-10:40

10:40-11:20
3-1 抗代謝症候群機能性產品研發成果綜整說明
3-2 國產機能性穀物產品之開發

陳裕星 博士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11:20-11:40 3-3 餘甘子機能性產品加值推動 賴瑞聲 助理研究員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11:40-13:00

13:00-13:40
4-1 抗憂、緩老、護眼機能性產品研發成果綜整說明
4-2 菇類抗憂鬱與延緩老化保健產品之研發

陳美杏 博士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

13:40-14:10 5-1 外用機能性產品研發成果綜整說明 李雅琳 博士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

14:10-14:30 5-2 黃芩、丹參外用保養品產業價值鏈之建構 高增婷 博士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動物科技研究所

14:30-14:50 5-3 愛玉子美白產品開發及功能驗證 盧美君 分場長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生物防治分場

14:50-15:10

15:10-15:25 6-1 強化機能性產品之功效及毒理驗證平台 楊啓裕 博士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動物科技研究所

15:25-15:40 6-2 強化機能性產品之成分分析平台 張凱鈞 博士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動物科技研究所

15:40-15:55 6-3 薏仁開發改善代謝症候群之機能性產品 謝淑貞 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15:55-16:10 6-4 薏仁開發改善女性經痛之機能性產品 夏詩閔 教授 /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16:10-16:30 6-5 青梅加工品抗代謝症候群功能評估及其保健產品開發 徐慶琳 教授 /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16:30

中場休息 / 海報參觀

  第六節：機能性產業服務成果發表
  主持人：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張素瓊 理事長

午餐 / 海報參觀

  第四節：抗憂鬱、緩老、護眼產品技術成果發表
  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江文章 名譽教授

  第五節：外用機能性產品技術成果發表
  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江文章 名譽教授

賦歸

中場休息 / 海報參觀

  第三節：抗代謝症候群之機能性食品技術成果發表
  主持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生物技術組 楊佐琦 組長

中場休息

綜合座談

報到

  第二節：日本機能食品發展策略與推動現況
  主持人：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陳建斌 院長

報到

開幕儀式

貴賓致詞

團體合照

  第一節：機能性食品與原料商品化策略

9/26

9/27

13:00-13:30

13:30-13:35

13:35-13:55

13:55-14:00

時間 題目 講者

14:00-14:50 1-1  日本機能性食品商品化策略與成功案例 渡邉  泰雄 特任教授 / 日本橫濱藥科大學

14:50-15:10

15:10-16:00 1-2  韓國機能性食品商品化策略與成功案例 董事總經理 Dr. Bokkee Min / 韓國諾霸樂事NOVAREX

16:00-16:50 1-3  澳洲保健食品商品化行銷策略 亞洲總部董事長 Mr. Peter Osborne / 澳商澳佳寶Blackmores

16:50-17:10

08:50-09:30

時間 題目 講者

09:30-10:20 日本養生機能食品研發策略與發展現況 宮澤 陽夫 榮譽教授  / 日本東北大學 日本紫綬褒章得主

10:20-10:40

10:40-11:20
3-1 抗代謝症候群機能性產品研發成果綜整說明
3-2 國產機能性穀物產品之開發

陳裕星 博士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11:20-11:40 3-3 餘甘子機能性產品加值推動 賴瑞聲 助理研究員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11:40-13:00

13:00-13:40
4-1 抗憂、緩老、護眼機能性產品研發成果綜整說明
4-2 菇類抗憂鬱與延緩老化保健產品之研發

陳美杏 博士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

13:40-14:10 5-1 外用機能性產品研發成果綜整說明 李雅琳 博士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

14:10-14:30 5-2 黃芩、丹參外用保養品產業價值鏈之建構 高增婷 博士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動物科技研究所

14:30-14:50 5-3 愛玉子美白產品開發及功能驗證 盧美君 分場長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生物防治分場

14:50-15:10

15:10-15:25 6-1 強化機能性產品之功效及毒理驗證平台 楊啓裕 博士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動物科技研究所

15:25-15:40 6-2 強化機能性產品之成分分析平台 張凱鈞 博士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動物科技研究所

15:40-15:55 6-3 薏仁開發改善代謝症候群之機能性產品 謝淑貞 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15:55-16:10 6-4 薏仁開發改善女性經痛之機能性產品 夏詩閔 教授 /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16:10-16:30 6-5 青梅加工品抗代謝症候群功能評估及其保健產品開發 徐慶琳 教授 /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16:30

第四節：抗憂鬱、緩老、護眼產品技術成果發表
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江文章 名譽教授

第五節：外用機能性產品技術成果發表
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江文章 名譽教授

中場休息 / 海報參觀

第六節：機能性產業服務成果發表
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張素瓊 名譽教授

賦歸

綜合座談

報到

第二節：日本機能食品發展策略與推動現況
主持人：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陳建斌 院長

中場休息 / 海報參觀

第三節：抗代謝症候群之機能性食品技術成果發表
主持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生物技術組 楊佐琦 組長

午餐 / 海報參觀

報到

開幕儀式

貴賓致詞

團體合照

第一節：機能性食品與原料商品化策略
主持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科技處 王仕賢 處長

中場休息

9/26

9/27

13:00-13:30

13:30-13:35

13:35-13:55

13:55-14:00

時間 題目 講者

14:00-14:50 1-1  日本機能性食品商品化策略與成功案例 渡邉  泰雄 特任教授 / 日本橫濱藥科大學

14:50-15:10

15:10-16:00 1-2  韓國機能性食品商品化策略與成功案例 董事總經理 Dr. Bokkee Min / 韓國諾霸樂事NOVAREX

16:00-16:50 1-3  澳洲保健食品商品化行銷策略 亞洲總部董事長 Mr. Peter Osborne / 澳商澳佳寶Blackmores

16:50-17:10

08:50-09:30

時間 題目 講者

09:30-10:20 日本養生機能食品研發策略與發展現況 宮澤 陽夫 榮譽教授  / 日本東北大學 日本紫綬褒章得主

10:20-10:40

10:40-11:20
3-1 抗代謝症候群機能性產品研發成果綜整說明
3-2 國產機能性穀物產品之開發

陳裕星 博士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11:20-11:40 3-3 餘甘子機能性產品加值推動 賴瑞聲 助理研究員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11:40-12:00

12:00-13:00

13:00-13:40
4-1 抗憂、緩老、護眼機能性產品研發成果綜整說明
4-2 菇類抗憂鬱與延緩老化保健產品之研發

陳美杏 博士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

13:40-14:10 5-1 外用機能性產品研發成果綜整說明 李雅琳 博士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

14:10-14:30 5-2 黃芩、丹參外用保養品產業價值鏈之建構 高增婷 博士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動物科技研究所

14:30-14:50 5-3 愛玉子美白產品開發及功能驗證 盧美君 博士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14:50-15:10

15:10-15:25 6-1 薏仁開發改善代謝症候群之機能性產品 謝淑貞 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15:25-15:40 6-2 薏仁開發改善女性經痛之機能性產品 夏詩閔 教授 /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15:40-15:55 6-3 青梅加工品抗肥胖功能評估及其保健產品開發 徐慶琳 教授 /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15:55-16:10 6-4 強化機能性產品之功效及毒理驗證平台 楊啓裕 博士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動物科技研究所

16:10-16:30 6-5 強化機能性產品之成分分析平台 張凱鈞 博士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動物科技研究所

16:30-17:00

第四節：抗憂鬱、緩老、護眼產品技術成果發表
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江文章 名譽教授

第五節：外用機能性產品技術成果發表
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江文章 名譽教授

中場休息 / 海報參觀

第六節：機能性產業服務成果發表
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張素瓊 名譽教授

Q&A

綜合座談

報到

第二節：日本機能食品發展策略與推動現況
主持人：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陳建斌 院長

中場休息 / 海報參觀

第三節：抗代謝症候群之機能性食品技術成果發表
主持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生物技術組 楊佐琦 組長

午餐 / 海報參觀

Q&A

報到

開幕儀式

貴賓致詞

團體合照

第一節：機能性食品與原料商品化策略
主持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科技處 王仕賢 處長

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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