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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前前週民國106年三㈪廿一㈰
第1168次例會，邀請基海洋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綜合
事業部總經理 鄧秉華博士作「淺
談你我身邊的基因改造食品」專題
演講。
Alumi賴文瑞社長報告，現在
最重要的是25-26日的地區年會
活動，希望大家踴躍參加，因為
我們是全員報名，3460地區總共
有11或12社是百分之200報名，
聽說年會後有紀念品送給大家，
請各位社友盡量參加，今天感謝
Bistro邀請基海洋生物科技總經
理 鄧博士蒞臨演講，大家多多注
意，現在有很多網路不實報導，

【4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我們要聽專家的建議，其他的不
要聽，謝謝！
代理秘書Onsen報告3460地
區第39屆年會相關注意事項：
(1)3月25日第一天(星期六)上午
8:00~10:30保羅哈理斯早餐會。
請今年度捐款者出席參加；地點
在長榮桂冠酒店B2長榮廳。(Co
ncept,Disk,Tony,Casa,Power,A
lumi,Lapping,Patrick)
3/25日年會：上午11:00~12:40
年會有準備台灣傳統小吃，請先
到南門社報到處領取名牌後，憑
證取餐。中午11:00~13:00註冊
、聯誼。
3/26日年會：上午8:30~9:00
報到聯誼，上午10:00~12:00分
組討論，(請16-17年度團隊及
17-18年度團隊務必出席參加會
議電機館各教室)
南門社負責年會的程序組
，程序組有兩個重點：(1)3/25
日下午1:00-2:20社長的出場
次，當日的組長Catia；組員：
Patrick,Faith,Printing,Kneader
,Kenchiku,Doctor,Star,Casa,Estyle,Biotek,Health(共12位)

(2)3/26日各社與總監合照下
午13:00~14:00，負責組長King
；組員：Catia,Onsen,Kingnet,
Packing,Poster,Lobsang,Sugar
,Tony,Power,(共10位)，如各位
理事有任何問題（當天無法支援
，可與組員對調或與秘書Patrick
連繫）。
三月廿八日休會，例會後舉
行Star會議，請社友留步。

前週第1169次例會，配合參加
「3460地區第39屆年會」，
時間變更到3月25-26日（星期六
、日），在中興大學惠蓀堂舉行。
民國106年四㈪四㈰第
上週1170次例會，適逢清明假期

休會乙次。

第1168次例會

鄧秉華 博士
(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綜合事業部 總經理)

淺談你我身邊的基因改造食品

▲鄧秉華博士演講：淺談你我身邊的基因改造食品

前前週民國106年三㈪廿一㈰第
1168次例會，邀請基海洋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綜合事
業部總經理 鄧秉華博士作「淺談
你我身邊的基因改造食品」專題
演講。

Bistro介紹講師鄧秉華博士，
鄧秉華博士本身是中興大學食科
系畢業，後來到清華大學攻讀生
命科學研究所拿到碩士學士，之
後到我的公司工作，中間在職進
修到東海大學畜產及生命科學拿
到博士學位，目前擔任台灣綜合
事業部 總經理，今天特別邀請鄧
博士與我們分享基因改造。
鄧秉華博士分享基因改造目
前現況，鄧博士問大家：基因改
造食品究竟可不可以吃？平常大
家都蠻注重養生的，養生專家都

會跟大家說盡量多吃一些天然的
，不要經過加工的產品，其中一
類就是基因改造的食物。它看起
來像天然的，實際上有那麼天然
嗎？這裡幾個問題：(1)你聽過基
因改造食物嗎？(2)你知道如何分
辨基因改造食物嗎？(3)你知道是
基因改食物敢吃嗎？
基因改造微生物衍生之食品
˙基因改造微生物–發酵菌
元、生物農藥、生物肥料
˙基因改造微生物之產物
–食品用酵素、胺基酸、維生素
、食品甜味劑等
˙生物農場－應用基改動物
產生高價值的藥用蛋白質
˙基因工程生產之鮭魚
˙螢光魚
鄧博士提到基因改造的鮭魚

，在2015年底已經正式通過FDA
的核可，在市面上販售，在台灣
還沒上市，但在北美已經開始販
售，未來大家應該有機會吃到。
另外一類是由植物衍生出來
的基因改造食物，主要包括黃豆
、玉米、蕃茄、白米飯、木瓜、
甜菜、豌豆、小麥…目前已開始
產出，這些作物經過加工就會變
成基因改造的食物了，常見基改
黃豆衍生食品豆製品--沙拉油、醬
油 / 味噌。
常見基改玉米衍生食品玉米
脆片--玉米粒、玉米糖漿。
還有一類就是手搖飲料，飲
料店常問要半糖或是少糖，那些
糖類，就是玉米澱粉經過發酵改
造之後變成玉米糖漿，這個糖漿
的甜度比一般蔗糖高很多倍，所
以成本低甜份又高，所以都用在
飲料的添加。這玉米糖漿不管基
不基改，在目前的研究，這個高
果糖的玉米糖漿其實對我們的心
血管造成傷害，所以這個東西最
好少吃。
2015年底，美國農業部發表
了一個新聞，基改蘋果已經可以
上市了，基改蘋果將裡面的酵素
去掉不易氧化，切開後不會變色
，為了賣相好而做基改的動作。
2016年發表了基改的鳳梨，
果肉顏色是粉紅色的，未來吃到
不像鳳梨的顏色的鳳梨，就可能
是基改的，為了增加甜度。
鄧博士說基因改造作物怎麼
來？簡單的介紹，用一個細菌，
把原本不是在這個生物裡的基因
把它塞到細菌裡面，藉由這個細
菌來感染生物或是農作物，將這
個外來基因帶進去。
例如：抗除草劑的大豆
(RRS品種)：優點：促進雜控制、
增加產量、降低成本、減少土壤
流失。
最近有一種新興育種技術的
誕生，在各種物種裡面進行編輯
，不受到美國基因改造的規範，
像蘑菇、馬鈴薯及剛剛看到的蘋
果。利用這個技術做出來的農作
物，在美國不認為是基因改造的
作物。
台灣對基改作物的管理，目
前只允許黃豆、玉米、棉花(棉籽
油)、甜菜與油菜(芥花油)進口，

而且台灣禁止種植基改作物。
鄧博士表示，未來會有更多
的基改食品上市，是接受？排斥
？無所謂？大家觀點都不一樣，
其實最重要是安全，只要安全大
家多少都會有接受的一天。
基改食品安全嗎？行政院衛
生署基因改造食品審議委員召集
人潘子明教授認為，以目前市面
的基因改造作物來說，並沒出現
對人體有害的報告，可是他也明
確指出，現在沒問題，並不代表
未來沒有問題。
基改或非基改，如何辨別呢
？像各式的稻米，如：糯稻、秈
稻及粳稻、五顏六色的花椰菜與
甜椒並非基因改造，都是育種得
來。
基因改造最多是黃豆與玉米
，肉眼無法判斷，豆類、玉米加
工品更加難以區分，所以政府在
2016年強烈規範業者在基因改造
的食品明確標示，讓民眾有足夠
資訊做選擇（所有食品販賣業者
針對所販賣之產品，若以基因改
造黃豆或玉米為原料，且該等原
料佔最終產品總重量百分之三以
上之食品，應標示「基因改造」
或「含基因改造」字樣。）該標示
而未標示或不實標示，政府會有相
關的罰則，相關產品如涉標示不實
，最重可處四百萬元罰款。
如果大家對這種產品有疑慮
的話，可送到實際室去檢驗，若
外送檢驗基改食物，該怎麼選擇
廠商？可選擇1.使用Real-time
PCR方法；2.有衛福部認證或
TAF認證；3.相關認證仍然具備有
效性。
鄧博士最後說到，藉由這個
機會把這個訊息帶給大家，後續
各位社友如果對於基因改造的產
品有興趣，可以搜尋瑞基食安學
堂粉絲頁，有相關基因改造的報
導及現況介紹給大家，同時我們
也提供基改產品的免費檢測服務
，這個服務只到四月底。

出席率報告
代理出席主委Faish報告例會
出席率，社友總人數66位，請假

台中南門社2016-17年度

3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6年3月14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賴文瑞
出席：黃吉隆、廖俊榮、林丙申、陳俊清、黃木村、張廖萬煌、陳慶璋
張東霖、陳國輝
列席：廖光亮、林耀清、馮賀欽、吳為楨、洪富金、柯富揚、陳棋釗、
張光瑤、朱福民、陳向榮、陳重光、張國洋
議題：
一、2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Kenchiku報告。
決議：通過2月份財報。
二、5月9日(二) 職業表揚事宜。(附件2)
說明：請 職業主委 E-Style報告。
決議：預計表揚5名，推薦截止日：即日起至106年4月17日止，於4月
18日理事會審核，於5月9日例會表揚。申請辦法如附件所示。
三、臨時動議。
1.5月16日(二)例會變更事宜。
說明：請 社長 Alumi報告。
決議：5/16(二)例會變更至5/19(五)參加台北南門扶輪社授證。

台中南門社

STAR會議

Archi (3460地區NGSE主委)

演講： NGSE的簡介
新世代服務交換New Generations Service Exchange

人數3人，免計出席2人，出席人
數37人，出席率58%。

陳慶璋糾察時間
Star主持糾察時間，感謝社友

Rich、Doctor分享。
南門社第25屆社長Rich公佈
Doctor將擔任第25屆秘書。

第1169次例會

地區年會2017年3月25-26日

3460地區第39屆年會
地區年會主委宋明吉Disk致詞
表示，39屆年會是3460地區最後
一屆年會，社友暨寶眷報名人數
共5,414人，感謝各位社友、寶眷
註冊出席本次年會，讓我們一起
見證台灣扶輪史上，也是全球最
大規模的「扶輪地區年會」。

前週第1169次例會，配合參加
「3460地區第39屆年會」，
時間變更到3月25-26日（星期六、
日），在中興大學惠蓀堂舉行。
第39屆年會是3460地區最
後一屆年會，南門社自從PDG
Concept創社以來，在D3460已樹
立優質口碑與形象，故每屆總監
在年會上皆賦予南門重任，第39
屆壓軸年會，擔任年會工作者有
：年會諮詢主委PDG Concept、年
會主委Disk、年會副主委Home、
年會副秘書長Gary、年會協調中
心副主委Lobsang，並承接地區年
會程序组。
第39屆地區年會由3460地區

總監 陳俊雄Joy主持，3月25日下
午第一次全會開場特別邀請本社
Copper PP領唱國歌及扶輪頌，
Copper PP渾厚高吭的歌聲，繚繞
飄蕩整個會場。
接著安排地區總監團隊以及
各社社社長出場，並歡迎RI社長代
表PDG Floyd Lancia進場，Alumi
社長伉儷上場獲得熱烈歡呼。

106年4月18日(星期二)

扶輪之夜特別邀請國台交演
奏，又有國際級張廖莉娜及原聲
第一名卑南王南賢天演唱，更有
1-6分區夫人下功夫苦練的日本舞
，Alumi社長夫人及Gary夫人參與
表演，舞台華麗服裝絢爛，美不
勝收！
26日上午頒獎表揚並邀請台
積電文教基金會志工社社長張淑
芬女士特別演講「終身學習」及
各社與總監合照，下午介紹3461
、3462總監當選人及RI社長代表
講評後閉幕。
第39屆地區年會本社獲得許
多獎項，下期刊登。

專 題 演 講
※例會後召開4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