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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綠蕉抗性澱粉國際論壇邀請函(1061205796_1_邀請函.pdf)

主旨：本校謹訂於107年1月19日(星期五)下午1時於本校濟時樓9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2018大健康—全球性新原料國際論壇

—綠香蕉抗性澱粉(綠蕉多醣)的應用與國際投資」，敬請

貴單位協助轉知所轄人員/業者踴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活動訊息如下：

(一)時間：107年1月19日(星期五)下午1時至5時。

(二)地點：本校濟時樓9樓國際會議廳。

(三)報名方式：自即日起採網路報名(網址：http://goo.gl

/svij86)或傳真報名表至02-2597-6606。

二、檢送旨揭活動議程、報名表及交通資訊，敬請貴單位協助

轉知所轄人員/業者踴躍參加。

三、如需進一步瞭解本次活動相關訊息，請洽本活動連絡人顧

倖華經理(電話：02-25976676分機203；E-mail：product

@himiagri.com)。

正本：經濟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

際經濟合作協會、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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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農糧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

術園區籌備處、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財團法人香蕉研究所、財團法人食品

工業發展研究所、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

發中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台灣食品產業策進會、財團法人台

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穀物產業發展協會、台灣食品產業發展協

會、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中華民國營養食品協會、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台灣食品技師協會、臺灣營養學會、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台灣國際

生命科學會、臺灣保健食品學會、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

心、台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罐頭食品同業公會、台灣區蜜餞工業同業

公會、台灣區釀造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食品公會、台灣區乳品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區糕餅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糕餅

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歐洲商務協

會、台北市美國商會、台北市日本工商會、中華民國直銷協會、中華民國餐飲業

工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乳業協會、中華民國酵素食品發展協會、中華民國糕

餅西點烘焙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中華有機與

自然食品協會、中華國際健康素食推廣協會、中華有機農業協會、台灣有機生活

協會、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台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台灣有機食農遊藝

教育推廣協會、慈心有機協會、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 2017-12-27
09: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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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大健康–全球性新原料 國際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f A Novel Health Food Material 
 

綠香蕉抗性澱粉(綠蕉多醣)的應用與國際投資 

 
IMS 預估 2019 年全球健康產業市場將達到 1.2 兆美元，2018 年全球無麩質(gluten-free)

飲食預估達到 62 億美元。近幾年來綠香蕉澱粉及抗性澱粉(綠蕉多醣)應用在大健康和無麩質

飲食的全球市場急遽成長。新一波全球香蕉經濟和資金潮的機會已來臨! 香蕉王國的台灣如

何以綠蕉澱粉及抗性澱粉(綠蕉多醣)農業生技領軍拓展全球市場，是值得期待的挑戰。本論壇

邀集國際產官學研專家共談香蕉農業生物經濟，歡迎各界共襄盛舉!敬請提早報名，席次有限，

報名入場，免費，額滿為止。 

 

 論壇地點：輔仁大學 濟時樓 9樓國際會議廳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號） 

Location：9 F., Fahy Library, Fu Jen University 

No.510, Zhongzheng Rd., Xinzhuang Dist., New Taipei City 24205, Taiwan (R.O.C.) 

 論壇時間：2018 年 1月 19 日 (星期五 Friday) 13:00~17:00  

Data and Time: Jan. 19, 2018 (Friday) 13:00~17:00 

 主 辦 人：蘇睿智、梁耀仁、劉席瑋、呂誌翼 

 主辦單位(Organizers)： 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 

輔仁大學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輔仁大學生醫暨光電跨領域研究中心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Appli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stitute 

Biomedical and Photonic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enter, Fu Jen 

University 

 協辦單位：  喜美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Himi Agricultural Biotech & Co.) 

金剛行健有限公司(Kong Food Co., Ltd.) 

若水資本有限公司 

馬來西亞-沙巴州 生物工業中心 BBIC (Borneo Bio-Industry Center, Sabah, 

Malaysia)(劉奇偉執行長) 

 

 訊息洽詢(Information)：(Taiwan +886)-2-2597 6676 #203 Miss Ku (顧經理) 

 

報名方式： 

【傳真報名】請將報名表填妥傳真至 02-25976606 (顧倖華 小姐收) 

【網路報名】綠蕉澱粉國際論壇報名表單 

【電郵報名】請填寫報名表回傳至 product@himiagri.com (顧倖華 小姐收) 

【聯 絡 人】顧倖華 小姐 Tel：02-25976676 分機 203  

             Email：product@himiagri.com 

 

 

 

低 GI 

無麩質 

熱門議題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rKzG9oG7NwogQX-ppeBGWs-HHOuO3_NyODJfSsF7QfqvmGg/viewform
file:///C:/Users/YI-CHEN/Desktop/依宣/研討會/product@himiagri.com
file:///C:/Users/YI-CHEN/Desktop/依宣/研討會/product@himiag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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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議程 Agenda (主辦單位擁有議程內容調整權利) 

時 間 

Time 

主題 

Topic 

講 者 

Speaker 

13:00~13:20 報  到 Register 

13:20:13:30 Opening and Welcome speech 

敬邀台灣和馬來西亞工業部、農業部、農委

會或政府部門，外貿協會，大學校長，各界

貴賓 

13:30~13:50 

馬來西亞政府對農產工業與綠蕉粉產業進入全球

市場的協助與支持系統 

The assistance and supporting of Malaysian 

governmen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 industry and 

green banana flour developing global market 

YB Datuk  

Sairin Hj. Karno 

Assistant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Industry, Sabah, Malaysia 

綠蕉粉商業化的馬達–馬來西亞-沙巴的生物工業

發展平台 

The driver of green banana powder 

commercialization–Borneo Bio-Industry Center 

(BBIC), Sabah, Malaysia 

劉奇偉執行長 

馬來西亞-沙巴州生物工業中心 CEO  

Borneo Bio-Industry Center (BBIC), Sabah, 

Malaysia 

13:50~14:10 

農業生技趨勢與國際資金投資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trend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investment 

葛棟梁經理 

Senior Manager Leon Ge 

ID Capital Management Inc., Singapore 

14:10~14:30 
綠蕉粉的大商機：清真食品市場 

The great potential market of green banana flour: The 

Halal food market 

Prof. Dr. Sharifudin Md Shaarani 

Dean, Faculty of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University Malaysia Sabah 

14:30~14:50 

麩質引發的過敏和發炎反應與短鏈脂肪酸對大腸

的健康角色 

Gluten-induced allergies and inflammation, and the 

healthy effect of short-chain fatty acids on the large 

intestine 

周秀慧教授 

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 

Prof. Shiu-Huey Chou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Fu-Jen University 

14:50~15:10 

抗憂鬱、安眠、安神與綠香蕉 

Anti-anxiety, peaceful sleeping, stress relieve and 

green banana 

張賜興博士 

佑德中醫診所院長 

Dean, Yode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Taiwan 

15:10~15:30 

就運動生理學看綠香蕉的”好”角色 

Look at the GOOD role of unripe green banana on 

exercise physiology 

呂學冠教授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運動科學研究中心 

Prof. Hsueh-Kuan Lu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15:30~15:40 商業交流與茶敘 Business exchange and Tea break 

15:40~16:00 

綠蕉粉、綠蕉抗性澱粉(綠蕉多醣)、綠蕉皮和香

蕉花的應用產品、市場與國際投資 

Application, market and global investment of green 

banana flour, resistant starch (inert polysaccharide), 

banana peel, and banana flower 

呂誌翼博士 

喜美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Dr. Jyh-Yih Leu 

CEO, Himi Agricultural Biotech & Co. 

16:00~16:20 

綠蕉抗性澱粉 Banalin 在醫療輔助食品上的應用

與計畫 

Project: Applications of green banana resistant starch 

(Banalin) in medical supplementary food 

日本相模原中央病院  

院長(邀請中) 

Japan 

16:20~16:40 

綠蕉粉在烘焙食材與無麩質飲食市場的機會 

The opportunities of green banana powder in the 

baking ingredients and gluten-free diet market  

王增興博士 

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China Grain Products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stitute 

16:40~17:00 

漢方藥食同源–綠蕉抗性澱粉與喜樂一號代餐

（機能性營養補充劑） 

Medicine food homology (MFH)- Green banana 

resistant starch and Joy 1 functional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黃子彥中醫師 

喜樂液態藥膳創辦人 

17:00~17:30 

商業情報分享 Business Sharing 

產學合作會談 Industry-Academic Cooperation Meeting 

商業合作會談 Business Round Table Meeting 

17:30 圓滿閉幕，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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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香蕉抗性澱粉(綠蕉多醣)的應用與國際投資 

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女 

公司/單位/職稱  *手機  

*Email  *電話 (  )-         分機 

*聯絡地址 □□□-□□ 

備註  

※「*」處請務必填寫以利聯絡 

※研討會為免費參加，報名截止：107/01/10（星期三）或額滿為止；座位有限，請提早報名。 

※如蒙惠賜花籃，請填寫於備註一欄，或直接與主辦單位聯繫。 

交通資訊： 

1.搭乘捷運之來賓： 

搭乘捷運黃線「中和新蘆線」往「迴龍」方向，坐至「輔大站」下車，由 1號出口出站，並依

照【圖 B】步行至濟時樓。 

2.搭乘公車之來賓： 

台北→輔大 513、235、299、635、636、637、638、801、藍 2 

板橋→輔大 99、802、板橋迴龍線 

淡水→輔大 10 

桃園→輔大 桃園新莊線 

三峽→輔大 802(區間車) 

其餘可參考【圖 C】，並依此圖步行至輔仁大學正門，再依照【圖 B】步行至濟時樓。 

3.開車或搭乘 

 

 

 

台北市、板橋、三重 台一甲線往迴龍方向，經新泰路後，約 5分鐘往右側方向即可看見

輔仁大學前門 

五股、泰山 台一線往迴龍方向，左轉三泰路，再右轉至中正路後往右側方向即

可看見輔仁大學前門 

桃園、林口 台一線往台北方向，右轉三泰路，再右轉至中正路後往右側方向即

可看見輔仁大學前門 

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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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主辦單位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主辦單位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1. 主辦單位因舉辦大健康–全球性新原料國際論壇「綠香蕉抗性澱粉(綠蕉多醣)的應用與國際投資」，而獲

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職業、連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居住或工作地址)

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資料。 

2. 主辦單位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 主辦單位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4. 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主辦單位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5. 主辦單位將於蒐集之特定目的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你的個人資料。 

6.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主辦單位行使下列權利： 

甲、 查詢或請求閱覽。 

乙、 請求製給複製本。 

丙、 請求補充或更正。 

丁、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戊、 請求刪除。 

7.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主辦單位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條規定，主辦單位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8. 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主辦單位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9. 主辦單位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將善盡監督之責。 

10.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主辦單位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

查驗。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 

1.本人已充分知悉貴所上述告知事項。 

2.本人同意貴所於課程期間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

供。 

圖 B 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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