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保健食品學會與台灣抗老化保健學會
2016 年會員大會暨老化健康照護國際研討會議程
時
間：2016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
地
點：實踐大學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台灣抗老化保健學會、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時間

講員

講題

08:30~09:00

Registration, 報到

09:00~09:10

Opening Ceremony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09:10~09:50

09:50~10:30

Dr. Teruo Miyazawa
Food and Biodynamic
Chemistry Laboratory,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日本東北大學)
Dr. Teruo Kawada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Function of Food,
Kyoto University, Japan
(日本京都大學)

10:30~10:50

主持人
實踐大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實踐大學 陳振貴校長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張素瓊 理事長

Oxidative challenge on
membrane lipids in human
aging

國立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江孟燦 教授

Age-related obesity and
energy metabolism of
adipose tissue

國立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江孟燦 教授

Coffee Break

10:50~11:30

Dr. Keiichi Higuchi
Department of Aging Biology,
Shinshu University, Japan
（日本信州大学）

Aging and anti-aging studies
using Senescence-Accelerated
Mouse (SAM)

國立台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江文章 名譽教授

11:30~12:10

Dr. Eun Seong Hwang
Dept of Life Science,
University of Seoul
South Korea
(韓國首爾大學)

Nicotinamide-induced cellular
longevity: an effect mediated
by mitochondria quality
enhancement

國立台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孫璐西 名譽教授

12:10~13:30

Lunch Break and Poster Viewing,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會員大會

13:30~14:10

Dr. Philip Tsang Fai
Senior Principal Scientist,
Cerebos Pacific Limited,
Singapore

Essence of chicken in
improvement of metabolism
and cardiovascular support to
cognitive function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
王銘富 特聘教授

14:10~14:50

Dr. Yu-Min Kuo
De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and Anatom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國立成功大學解剖學科暨細
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郭余民 教授

Exercise protects aging brain:
lessons from mice
運動對抗大腦老化:
小鼠的研究

台灣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潘子明 特聘教授

14:50~15:20

Coffee Break, 台灣抗老化保健學會會員大會

15:20~16:00

Dr. Chih-Yang Huang,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sia University, Taiwan
亞洲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黃志揚 特聘教授

16:00~16:30

傑出學術研究獎得獎人演講

16:30~17:00

壁報論文獎頒獎
閉幕式
Closing Ceremony

Mechanisms of resveratrol
improve exercise benefited
effects in elderly rat hearts:
Role of p-FOXO3 on
longevity SIRT1 and IGF-I
survival signaling

台灣抗老化保健學會
詹吟菁 理事長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詹吟菁 秘事長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張素瓊 理事長

(1) 會員抵達會場請先辦理報到手續，並參加會員大會。
(2) 壁報論文發表者請於上午 10 時前將壁報張貼完畢，下午 4 時大會結束方可將壁報
取下。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與台灣抗老化保健學會
2016 年會員大會暨老化健康照護國際研討會
出席回條
姓

名

單
職

位
稱

主辦單位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台灣抗老化保健學會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會籍種類
協辦單位
 台灣營養學會
 台灣乳酸菌學會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台灣農業化學會
 台灣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
聯 絡 公：
電 話 手機：

通訊地址

用 餐

E-mail

葷食
素食
不需提供便當

收據抬頭

本人

參加

 未參加

壁報論文發表

主辦會員 500 元、協辦會員 700 元、學生會員 300 元、非主協辦會員 900 元。
現場報名 1000 元。
備 郵政劃撥戶名：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張素瓊，劃撥帳號：50335276。
註 請於 105 年 2 月 19 日前將出席費劃撥後存根暨出席回條傳真至 02-25334789 或
email 至 20160305aging@gmail.com。將統一於 105 年 2 月 26 日公佈報名名單。
繳費收據請於年會當日領取。

(劃撥收據黏貼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