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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國內保健食品產業現況調查分析 

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曾馨誼 許瑞瑱 施坤河 

摘要 

2015 年國內保健食品產值約達 716 億，較前一年微幅成長近 4.8%，

受到大環境經濟不景氣影響，連帶影響國內保健食品市場買氣，產值成長力

道趨緩，然而，保健食品在外銷拓展上大有斬獲，出口值從 2014 年 145 億，

成長至 2015 年 170 億元，約有 15%的成長，顯見外銷成長力道優於內銷，

國內保健食品業者主要鎖定東南亞及中國大陸進行國外市場之拓展。 

整體而言，若以產品型態來看，以飲料、飲品型態的保健食品產值貢

獻度最高達 42%佔比，其次為一般食品型態保健食品約佔 23%，如烹調油

脂、燕麥片、無糖口香糖等產品，國內保健食品將朝著融合日常飲食，貼

近日常生活且更多元的產品型態發展，這也可由近幾年多項飲料、飲品型

態保健食品陸續通過健康食品認證得到應證。 

目前市售產品主力訴求的保健食品功效前 5 名分別為腸胃道保健、護

肝、免疫調節、護眼及營養補充，未來認為具發展潛力保健食品功效為延

緩衰老、減重減脂、免疫調節、調節血脂及護眼，顯見免疫調節及護眼在

現在及將來都是多數國內業者看好的保健食品功效項目。若以產值推估約

有 67%國產保健食品在實體通路販售，主要通路為超市、超商及量販店、

葯局、藥妝店等，約有 33%在虛擬通路販售，主要通路包括直銷、講習販

售(CM 會場)、診所、醫院、安養院、網路等。 

於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國內保健食品業者主要拓展的國外目標市場為

東南亞及中國大陸，然而在拓展上普遍遇到的瓶頸，前三大項分別為不了

解國外保健食品相關法規、跨國行銷能力與經驗不足及外銷所需之官方證

明文件冗長，未來如何協助業者蒐集國外目標市場保健食品相關法規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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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辦理相關國際展覽及國際媒合採購會議，提高國產保健食品國際曝光

度及國外買家與國內業者接觸之機會將是當務之急。 

壹、 前言 

  伴隨消費者健康意識抬頭、慢性文明病的增加、少子化社會人口結構

日益趨向中高齡化等因素，增加了民眾對保健食品之需求，引領世界先進

國家食品產業投入健康訴求的保健食品製造行列，促使保健食品成為新的

風潮並且快速蓬勃發展，台灣的保健食品產業亦在同樣的時代背景下蓬勃

發展中。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執行經濟部工業局

「保健食品工業技術推廣與輔導計畫」，持續以平台方式服務國內保健食品

業者，包括建構保健食品產業服務網、辦理研討會、開發共通性素材、提

供業者諮詢與輔導等，期能協助整合國內保健食品產、官、學、研的力量，

促使國內保健食品產業蓬勃發展。 

為洞悉國內保健食品產業動態與發展趨勢，本所每年針對前一年度整

體國內保健食品產業現況進行調查，以期掌握產業與市場脈動，本年度除

透過調查客觀瞭解國內保健食品整體產值、產業背景結構、主要國產販售

之產品項目分佈及生產規模、市場供需分析、業者之實際需求、發展面臨

瓶頸等要點以外，亦期望從中了解最具競爭力之產產品項目，進行該產品

及其產業分析，作為政府制定產業政策及業者業務拓展之參考。 

貳、調查範疇  

廣義上，舉凡具特定成份，能調節生機能，可發揮保健功效之食品皆為

本研究調查之範圍，而調查之產品為加工食品及其素材，並不涵蓋初級農產

品等原料。保健食品包括了機能性食品、膳食補充食品、特殊營養食品以及

經衛生署認證之健康食品等。因此，凡具有特殊生理機能的傳統一般食用型

態「機能性食品(Functional foods)」如運動飲料、添加植物固醇之食用油、

燕麥片、富含益生菌優酪乳、機能性飲料或飲品…等；補充營養素或具有調

節特殊生理機能訴求之非傳統食用型態之膠囊或錠狀之「膳食補充食品

(Dietary supplement foods)」如綜合維他命、牛樟芝膠囊、乳酸菌膠囊、綠



                                                                    穀研所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5 

 

藻錠、藍莓萃取物膠囊…等；及因應特殊生理狀況需求之「特殊營養食品

(Specific nutrient foods)」如病人用食品均屬之。因此，所謂保健食品不侷

限於通過衛生署認證的「健康食品」，凡是具有保健或機能性訴求者均為本

調查之產品範圍，保健食品範疇如圖 1，簡言之，本研究調查之保健食品為

廣義的「健康食品」。 

      

 

特殊營養食品(specific nutrient foods)

機能性食品

(functional 

foods)

膳食補充食品

(Dietary 

supplement 

foods)

健康
食品
(health

foods)

 
圖 1、保健食品範疇 

 資料來源:穀研所彙整 

叁、國內保健食品產值分析 

一、2015 年整體保健食品產值達 716 億台幣 

本調查主要透過問卷統計、國內具代表性的業者訪談與專家座談會進行

分析彙整，再推估整體產值。2015 年整體保健食品產值達 716 億元，其中

乳酸菌類發酵產品(包括優酪乳、稀釋發酵乳、乳酸菌粉末、膠囊及錠劑等相

關產品)產值約 82 億元；發酵食品或代謝物(包括健康醋、納豆激酶、植物來

源酵素、穀類或蔬果發酵液等)產值約 39 億元；真菌類及其代謝物(包括紅

麴、靈芝、牛樟芝及冬蟲夏草之粉末、膠囊、錠劑等相關產品)產值約 57 億

元；藻類(包括綠藻及藍藻之粉末、膠囊、錠劑等相關產品)產值約 20 億；植

物來源保健食品(包括漢方草本飲品(含婦女漢方飲品)、綠茶飲料、綠茶為基

穀研所版權所有 
穀研所版權所有 



                                                                    穀研所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6 

 

底以外的保健茶飲及蕃茄汁等產值約 123 億元；穀類來源(包括燕麥片、綜

合榖粉、即飲穀奶(含豆漿、燕麥奶)、芝麻萃取物等穀類保健食品)產值約 115

億元；保健油品(係指保健用烹調用油)產值約 36 億元；動物來源(包括雞精、

蜆精、鱉精、鱉蛋、膠原蛋白、甲殼素、特定訴求乳製品(含鉻奶粉、高鐵奶

粉及蜂膠等機能訴求沖泡奶粉)產值約 68 億元；其它類保健食品(包括其他膠

囊錠狀、無糖口香糖、運動飲料、維他命或礦物質、機能性飲料、寡糖以及

特殊營養保健食品等製劑或產品)產值約 176 億元。 

若以來源類別來看，微生物類保健食品為目前國產保健食品主力，乳酸

菌發酵產品、真菌類及其代謝物、發酵品或代謝物及藻類產值約佔整體產值

近 3 成佔比，詳如圖 2 所示。可能因為台灣有限天然資源環境條件及微生物

發酵核心技術趨於成熟之背景因素促成，國內數家上市、上櫃公司，如景岳、

泰宗、德榮、喬本生醫、天賜爾、豐華、生展、台灣利得、金穎、萬寶祿等

生技公司皆以微生物發酵為核心技術立足於產業界，近幾年來，在保健食品

類別的營業額成長表現亮眼也間接帶動了整體國內保健食品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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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15 各類來源保健食品產值分佈 

資料來源:穀研所 2015 國內保健食品產業現況調查 

 

    以國內保健食品產品型態推估其產值佔比，其中飲料、飲品(含補益飲品)

佔最大宗品項，約有 42%，其他一般食品型態約佔 23%，因此，傳統食用

型態產品之產值貢獻度約達 65%，膠囊、錠狀型態約佔 22%，詳如圖 3 所

示，從產品型態之產值分佈得知飲料、飲品型態保健食品為目前國內保健食

品發展主力，而近幾年健康食品新認證品項之中，有不少為飲料、飲品型態

產品，顯見國內保健食品業者看好飲料、飲品發展前景，預期這類產品在未

來市場規模將有擴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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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不同產品型態保健食品產值分佈 

資料來源:穀研所 2015 國內保健食品產業現況調查 

    

二、歷年國內保健食品供需分析 

    2015 年國內保健食品總值約達 716 億元，觀察 2010 至 2015 年保健食

品的整體產業變化(如表 2 所示)，雖然自 2011 年起成長幅度趨緩，但國內整

體產值及其市場需求值仍有逐年成長趨勢，顯見健康意識抬頭，仍有新的消

費者進入市場，增加了保健食品之需求量及其產能，使得國內保健食品市場

規模逐年擴大。 

2015 年國內保健食品產值約達 716 億，較去年微幅成長約 4.8%，受到

大環境經濟不景氣影響，連帶影響國內保健食品市場買氣，產值成長力道趨

緩，然而，保健食品在外銷拓展上大有斬獲，出口值從 2014 年 145 億，成

長至 2015 年 170 億元，約有 15%的成長，顯見外銷成長力道優於內銷，國

內保健食品業者主要鎖定東南亞及中國大陸進行國外市場之拓展。 

 

2015年保健食品產

值約達 716 億元 

**註:其他一般食品型態泛指沖泡穀粉/ 片、 

     奶粉、烹調油品、 茶包、咖啡、糖果、口香糖、醋飲、 

     麵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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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歷年國內保健食品市場供需分析 

出口值 進口值 員工人數

(億元 ) (億元 ) (人 )

(億元 )

(A )
a

(B) 
b

   (C) 
b (A+C)-B (A-B)/A:(1-(A-B)/A))

2010 554 103 248 699 81:19 10203d

2011 529 99 230 579 81:19 9,653d

2012 661 122 246 785 82:18 12150
d

2014 681 145 280 816 79:21 13071
d

2015 716 170 296 842 76:24 14272
d

※註:a.(A)主要來自國內保健食品業者深度訪談、業者填覆問卷以及上市上櫃公司年報財報、飲料公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等公開資訊值推估結果                          

         b.(B)、(C)主要來自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資料庫統計分析

         c.(D)研發佔產值比重主要依據國內具代表性保健食品廠商之填覆結果推估

        d.國內保健食品產值/食品製造業人均產值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IEK；食品所;穀研所進行2014年保健食品產業調查結果

年份

產值

(億元 )

國內市場需求

值

內外銷比

 

三、各品項保健食品發展現況 

  (一)微生物類保健食品 

         相較於植物及動物來源保健食品，微生物類保健食品在台灣發展的歷

程最為久遠，傳承自台灣早期味精、醬油、酒類等食品工業所奠定的良好

發酵技術。再者，台灣受限於耕地面積狹小、有限的天然資源且發酵技術

趨於成熟，因此，多數國內業者選擇投入技術成熟且無需大面積種植或飼

養的微生物類保健食品的生產製造行列。 

         目前主力發展的微生物類保健食品品項發展現況分述如下: 

1. 乳酸菌類發酵保健食品 

依據台灣乳酸菌協會定義，一般所稱「乳酸菌」是指能利用碳水化合

物進行發酵生產多量乳酸之細菌總稱，為一相當龐雜的菌群，近年來經由

科技及分子生物學的不斷發展，目前普遍認為的乳酸菌已由早期的四個屬

(genus)再細分及擴充為 24 屬 381 種(至 2009/12 止)(Int. J. Syst. Evol. 

Microbiol.) ， 常 見 的 如 乳 酸 桿 菌 屬 (Lactobacillus) 、 鏈 球 菌 屬

(Streptococcus)、腸球菌屬(Enterococcus)、乳酸球菌屬(Lactococcus)及

雙歧桿菌屬(Bifidobacterium)等，在國內外學術研究、專利申請與相關保

健產品中均可發現針對特定菌種的探討及應用。國內業者常應用於保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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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開 發 之 菌 屬 包 括 乳 酸 桿 菌 屬 (Lactobacillus) 、 腸 球 菌 屬

(Enterococcus) 、小球菌屬(Pediococcus) 、乳酸球菌屬(Lactococcus)

及雙歧桿菌屬(Bifidobacterium)等，茲將目前台灣應用在食品(含保健食品)

產業的乳酸菌菌株，詳如表 3。乳酸菌能應用於人及動物用產品開發兩大

用途，整體而言，都在保健訴求方面，以保健食品產業之應用最為廣泛，

開發各種產品型態包括如乳酸菌粉末及其膠囊、錠狀產品、優酪乳(發酵

乳)、稀釋發酵乳等，其中以發酵乳(優酪乳)及稀釋發酵乳最具市場規模，

這類產品 2015 年產值達 55 億元，相較於 2014 年產值成長皆持平，而乳

酸菌粉末及其膠囊、錠狀產品 2015 年產值約達 27 億，相較 2014 年成長

約 14%。在動物用乳酸菌產品方面，主要開發有助於動物生長發育，改良

肉質及品質的微生物飼料添加劑及植物發酵劑/保存，乳酸菌的觸角跨足畜

產及養殖漁業，此外，也應用在寵物食品之開發。 

 

 

 

表 3、台灣應用開發於食品(含保健食品)之乳酸菌菌株一覽表 

 乳酸菌學名 

Bacillus coagulans,Bifidobacterium adolescentis,Bifidobacterium bifidum, 

Bifidobacterium breve, Bifidobacterium infantis, Bifidobacterium lactis, 

Bifidobacterium animalis subsp. Lactis, Bifidobacterium longum, 

Enterococcus faecalis, Enterococcus faecium,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Lactobacillus bifidus, Lactobacillus bulgaricus, Lactobacillus casei, 

Lactobacillus casei subsp. Rhamnosus, Lactobacillus cremoris, 

Lactobacillus delbrueckii, Lactobacillus delbrueckii subsp. Bulgaricus, 

Lactobacillus fermentum, Lactobacillus gasseri. Lactobacillus helveticus, 

Lactobacillus kefir, Lactobacillus lactis, Lactobacillus lactis subsp. Lactis, 

Lactobacillus paracasei,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Lactobacillus reut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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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tobacillus rhamnosus, Lactobacillus salivarius, Lactobacillus 

sporogenes, Lactobacillus pentosus, Lactococcus lactis subsp. cremoris , 

Lactococcus lactis subsp. lactis , Lactococcus lactis subsp. lactis biovar 

diacetylactis , Leuconostoc mesenteroides subsp. cremoris , 

Lactobacillus johnsonii , Lactobacillus paraplantarum, Sporolactobacillus 

inulinus, Streptococcus lactis, Streptococcus salivarius subsp. 

Thermophiles,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es, Streptococcus faecalis,  

乳酸菌在發酵量化生產上，主要採用液態桶槽進行培養。各家廠商都有

屬於自己的核心技術，範圍涵蓋篩選功效菌株、菌種培養、菌種保存、發酵量

化最適條件之控管等，並進行國內外專利佈局，亦自行或與學界合作研究進行

動物或臨床研究，發表於各類國際期刊如歐洲臨床營養期刊 (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 臨 床 與 實 驗 過 敏 期 刊

( Clinical &Experimental Allergy)、分子科學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等。國內數家具規模的乳酸菌保健食品製造廠，核心技術

大多著重在發酵量化最適條件之控管，主要業務在承接國內外代工生產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亦提供委託設計與製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 ODM)之客制化服務，極少數業者在廠房內設製置動物房

篩選新穎的功效菌株，建立前端篩菌平台，以利尋求新的市場機會。 

乳酸菌菌株可分離自健康人體、植物素材或是優良發酵食品來源，且有

多元功效訴求，包括腸胃道功能改善、改善免疫力、女性私密處保護、肝臟

保護、調節血脂、調節血糖、改善憂鬱症、不易形成體脂肪、改善口腔環境

等，且具有相關的科學驗證研究作為佐證依據，使得乳酸菌產品之應用開發

更能迎合各類消費市場需求，長期立於不敗之地。目前通過健康食品認證標

章的乳酸菌產品，主要保健訴求分別為腸胃道保健、免疫調節及改善過敏體

質，此 3 種功效訴求產品亦是目前台灣保健食品市場的主流。近幾年來，很

多業者也持續針對乳酸菌新穎性功效進行研究，近來，已有新穎性功效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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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例如調節血脂、調節血糖及不易形成體脂肪保健食品陸續通過健康食品

認證，這也代表乳酸菌類產品將開拓另一個保健食品產業新紀元。   

2.發酵食品或代謝物 

2015 年發酵食品或代謝物整體產值約達 39 億元，該類產品主要涵蓋健

康調味醋、納豆激酶、植物來源酵素、植物來源共生發酵產品(如穀類或蔬果

發酵液)等保健食品項目，該品項中以植物來源共生發酵產品為最大宗品項，

產值約達 20 億元，該產品通常以天然蔬果、五穀雜糧或中藥草本植物為主

要原料，利用乳酸菌、酵母菌、醋酸菌等微生物進行共生發酵，再加以調製

而成的保健食品，市場上通常會以產品名稱為「XX 酵素發酵液/粉」進行銷

販售。然而，嚴格來说，市面上的很多“酵素”並不是酵素，也不能稱為酵素，

只能稱之為發酵食品，因為該產品中只含有少量的酵素，大部分為蔬果、穀

類或中藥草本等植物來源所富含的營養素、礦物質、维生素及經微生物發酵

水解產生之新陳代謝產物如酒精、有機酸如醋酸等，除非經過酵素萃取純化

工程進行萃取而得的產品，才能稱之為酵素產品。 

穀類或蔬果發酵液此類型產品在功效上除含活性的益生菌以外，亦富含

菌體經發酵產生的二次或三次謝代產物所衍生的保健功效，尤其強調在抗氧

化方面的效果，亦標榜含豐富維生素、礦物質及胺基酸可做為天然營養補充

品，可與一般市售化學合成綜合維生素進行市場區隔。一般而言，產品規格

通常以超氧歧化酶(SOD)活性、總多酚含量及有機酸含量等作為功效或品質

指標，活菌數及 pH 值作為安全性指標。常見的市售產品如大豆發酵液、蔬

果發酵液飲品，亦有做成口服、沖泡粉末或濃縮液型態販售者，口服或沖泡

粉末產品在配方調配方面，通常會搭配乳酸菌、寡醣、膳食纖維等素材，訴

求「腸胃道保健」或幫助「體內環保」，近來，有產品訴求能抑制幽門螺旋

桿菌的生長。近幾年中國大陸保健食品市場吹起植物來源酵素產品的風潮，

早期先是從日本、台灣以產品代購方式流通到中國大陸市場，透過口碑行

銷，增加產品認知度後打開市場，為了規範這類型產品，中國大陸衛生單位

頒佈酵素行業標準，然而，在中國大陸市場流通的酵素類產品主要為食品級

QS 標準，於外包裝上不能明示或暗示有任何保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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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植物來源共生發酵產品(如穀類或蔬果發酵液)原料及製程相近的發酵

產品為健康調味醋，兩者最大的不同健康調味醋係以醋酸菌為主要的優勢

菌，在製程中，當酸度為 PH(酸鹼值)2.0-3.0 左右，為避免酸度持續下降，

影響口感，通常需用殺菌工程將醋酸菌殺滅，因此，健康調味醋通常不含活

性菌，相較於植物來源共生發酵產品，市售價格較為低廉。由於醋為鹼性食

品，平衡人體酸鹼離子的作用為健康調味醋基本的保健訴求，以天然五穀及

水果釀製而成的醋飲，含有人體所需的多種豐富營養成份，也賦予健康調味

醋保健形象，2015 年健康調味醋產值約達 9 億元，相較 2014 年，約有 1

之成長。 

納豆激酶相關保健食品在國內已是日趨成熟之保健食品，國內市場趨於

飽和，在原料價格及末端售價難有成長之空間，推估 2015 年納豆激酶產值

約達 10 億元，目前納豆激酶的主力市場主要鎖定在中國大陸、東南亞等外

銷市場，以原料素材型態進行銷售。 

針對穀類或蔬果發酵液這類型產品在市場上發展的瓶頸主要為缺乏功

效驗證、科學性文獻佐證資料不足，且無法得知明確的功效成份，可能源自

蔬果本身的類黃酮、花青素等物質，亦可能來自微生物發酵的代謝產物。再

者，目前仍無訂定任何 CNS 標準，無法給予此類型產品明確定義，進而有

效監管市售產品之品質，難保不肖業者以假亂真，在製作複方酵素粉末產品

時，以色素、香料混以大量賦型劑，而僅含少量發酵成份，或以色素、香料

混合醋酸液充當天然發酵液販售，如此一來，除損及消費者權益，亦不利產

業健全發展，因此，未來制定公認的品質管制標準有其必要性。 

3.真菌類保健食品 

     2015 年真菌類保健食品產值約達 57 億元，佔整體微生物來源保健食

品約近 3 成，普遍而言，菇蕈類保健食品在台灣的認知度高，免疫調節及護

肝目前仍為靈芝及牛樟芝 2 大功效訴，而紅麴主要訴求點仍在降血脂及降

血壓方面，木耳則主要訴求胃腸功能改善，此可由真菌類相關保健食品產值

穩定成長以及該產品品目於歷年通過健康食品認證(俗稱健字號)品項逐年增

加的趨勢得知，真菌類相關保健食品仍為目前國內保健食品產業發展重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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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其中以紅麴品項佔健字號產品之大宗，其次為靈芝品項，近年來牛樟芝

品項通過健字號件數緊起直追靈芝品項。目前市售主力產品涵蓋紅麴、靈

芝、牛樟芝及蟲草粉末、膠囊及錠狀相關產品。普遍開發為飲品販售者包括

靈芝及蟲草，牛樟芝飲品開發亦有逐年增加趨勢，但受限於素材成本及加工

適口性，目前無大廠投入大量罐頭飲品製作之，然而朝著平民化市場銷售將

是業者努力的方向。 

靈芝屬中藥中的上藥， 久食而無副作用，因此，消費者對靈芝並不陌

生，且接受度高，長久以來有穩定的食用族群分佈主要以中國大陸、香港、

台灣及日本 等國為主，仍以華人為主力消費族群。業者利用此優勢將靈芝

作為 一機能性素材，添加於日常食品中，如靈芝雞精、靈芝啤酒，或者開

發成單方的飲品，亦可靈活搭配其他機能性素材開發多功能或多樣化的養生

保健食品。目前市售靈芝保健食品開發的產品型態以膠囊及飲品佔最大宗品

項，產值穩定成長，推估 2015 年靈芝保健食品產值約達 19 億元。真菌類

保健食品中以牛樟芝市場表現最為亮眼，近幾年，台灣牛樟芝產業蓬勃發

展，推估整體產值約達 21 億元，已追上靈芝的產值規模，相較於 2014 年

成長約 1 成。可能由於牛樟芝為台灣特有品種，亦較靈芝具多重保健功效目

前已知活性成份約有 200 多種，常見的活性成份包括三帖類化合物、多醣

體、腺苷等，近年來，逐漸被學研機構以動物試 驗或臨床研究驗證其護肝、

免疫調節、調節血壓、調節血糖、調節血糖等保健功効，並發於國內外期刊。

除此之外，產品單位售價高，且國內相關牛樟芝相關製造及販售業者約有 

1000 家，較具規模之專業製造廠約有 10 餘家，除了銷售國內，亦成功拓

展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的華人市場，在產學界之努力下使牛樟芝產品能成為國

內具競爭力保健食品，能在短期間，創造出無限商機。牛樟芝產品在 102 年

牛樟芝被媒體報導有食用安全性疑慮後，即蒐集現有牛樟芝研究及安全性之

評估資料，委請外部專業機構進行評估。隨後規範業者在 105 年 7 月 11 

日前需向食藥署提供牛樟芝原料之詳細加工或製造過程、規格及 90 天餵食

毒性試驗報告，經審核通過，該牛樟芝原料始得用於食品生產。外包裝應以 

中文加註「嬰幼兒、孕婦、哺餵母乳者如需食用本產品，請洽詢醫師或醫療

專業人員」之警語字樣，亦明確標示原料使用部位為子實體或菌絲體及其培

養方式。多數牛樟芝製造業者多採用液態培養方式進行培養，其次為固態培

養，少數業者採段木培養，各家業者都有屬於自己的核心技術，多數著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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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基質成份調整及發酵條件之控管，進行國內外專利佈局，目前業者已陸

續朝開發多元化的牛樟芝產品努力，市面上常見的產品型態包括口服液、膠

囊、口服粉末、滴丸、喉糖、沖 泡咖啡、酒、茶包、飲品、沖泡濃縮液等，

尤見牛樟芝素材的應用已逐漸擴大至一般日常食品，但礙於用量受限，通常

無法發揮實質的保健功效，再者，因三萜類所夾帶的特殊苦味，有待市場考

驗，未來如何使牛牛樟芝保健食品更為普及，產值更為提升，食品加工技術 

將是關鍵。然而目前整體牛樟芝產業發展之困境在於對於牛樟芝子實體及菌

絲體之成份規格目前尚無國家標準(CNS) ，不利產業健全發展，目前民間相

關牛樟芝公協會亦努力協助政府訂定相關標準。 

在紅麴保健食品方面，2015 年紅麴保健食品產值約達 9 億，相較 2014

年衰退 11%，紅麴的發展起源於中國，中國長久已來即將紅麴應用在食品加

工上，所釀製的食品具有特殊色、香、味及防腐功效，紅麴菌的應用層面廣

泛，除一般傳統食品、調味品味外，尚可應用醫藥品、保健食品、保養品等，

早期紅麴原料素材主要由中國進口，之後隨著國內紅麴發酵技術逐漸成熟，

逐年減少對進口紅麴素材的依賴，近年來，國內微生物類保健食品發酵工廠

幾乎都有量化生產紅麴素材的能力，再者，可能因紅麴於降低血清膽固醇的

機轉明確，截至 2016 年 4 月底為止，紅麴保健食品取得健康食品認證達 48

項產品(含個案審查型 9 項，規格標準型 39 項)，均訴求調節血脂功能，使

得紅麴保健食品在國內持續蓬勃發展，然而，市場有不少在功效上訴求有益

降三高的替代產品，可能為紅麴近年來產值衰退的主因。  

冬蟲夏草是中國自古傳統的珍貴中藥材，傳統的冬蟲夏草來源不易，天

然冬蟲夏草原產於青康藏高原等地，寄生於蝙蝠蛾幼蟲體內的冬蟲夏草菌絲

體，極其稀少珍貴，嚴格來說，只有此種天然冬蟲夏草能被稱作為「冬蟲夏

草」，此外的人工培養品種皆稱為「蟲草」。然而天然來源冬蟲夏草產量非常

稀少，拜人工復育技術之賜，冬蟲夏草得以特定菌種進行人工復育，依現行

「冬蟲夏草菌絲體食 品標示相關規定」，食品品名標示為「冬蟲夏草菌絲體」

時，其使用之菌株須為中華被毛孢(Hirsutella sinensis)，或分離自冬蟲夏草

之蟲 草相關菌株，且必需於產品外包裝明顯易見處，加註「本產品非中藥

材冬蟲夏草之製品」之醒語，以利與天然來源冬蟲夏草進行區分。 2015 年

蟲草產值達 5 億元。目前國內業者主要以 2 種方式培養蟲草，其一，固態

培養:使用乾燥或冷凍保存的蠶蛹作為培養基，提 供以昆蟲來源蛋白質為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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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長成的蟲草。其二，液態培養: 使用液體培養基促進蟲草菌絲體成長的培

養方法，透過此種方法可大量收穫 蟲草菌絲體，售價上亦較固態培養者便

宜，目前國內採液態培養的廠家仍佔多數。蟲草在保健訴上主要為免疫調

節，功效型品管指標， 通常為蟲草素(Cordycepin) 及蟲草多醣 (Cordyceps 

Polysaccharide)。 

由於木耳是中國人普遍的食用菌種之一，由於熱量低且含有豐富食用纖

維及維生素與多種酵素之高價值產品，為一般民眾，特別是女性補充鈣、鐵

等營養素的最佳選擇，再加上木耳的植物膠質是種天然的滋補劑，如白木耳

常被當作”植物性燕窩”作為滋補的飲品，富含多醣體及膳食纖維亦成為免疫

調節、腸胃道功能改善之保健食品素材，成為國內保健食品之新寵。木耳為

最傳統之平價菇類，採太空包栽培，嘉義縣中埔鄉為最大產區，其餘地區零

星栽培，1 年產量約 1.4 萬公噸，在國內主要用途係作為食用菜餚，應用於

國內保健食品產業，則主要開發為木耳飲品進行銷售，推估 2015 年整體木

耳飲品產值約達 3 億元，由於一般民眾對木耳認知度高，普遍把木耳當作養

生的食品，近年來己有業者取得木耳飲品在訴求腸胃道功能改善方面之健字           

號認證，強化了木耳保健效益，預期木耳飲品市場未來仍然有很大的市場成

長空間。 

4.藻類保健食品 

    2015年國內藍綠、藻產值約達20億元，近幾年產值微幅成長。台灣早期

從日本引入綠藻生產活動後，綠藻養殖技術已有超過50年的歷史，產量長期

位居全球第一，約佔全球總量的50%以上。國內生產藍、綠藻素材具規模的 

業者約有5家，生產的藻類素材主要供應國外市場，包括日本、東南亞及歐

洲等，其中以日本為最大的國外市場。 

台灣綠藻為單細胞真核生物，有完整細胞核與葉綠體，以淡水天然培養

池養殖為主，較寒帶國家採用的桶槽發酵培養方式佳，可獲得營養成份含量

高的綠藻產品，而受到國內外買家之青睞，2015年綠藻產值約達13億元，產

品功效訴求多元，主要在免疫調節、調節血脂、胃腸功能改善、延緩衰老等。

藍藻為多細胞原核生物，不具細胞核，葉綠素含量少，主要以鹹水培養，功



                                                                    穀研所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17 

 

效訴求主要在免疫調節、胃腸功能改善、調節血脂、抗發炎等，2015年藍藻

產值約達7億元。藍、藻藻皆為鹼性食品，除能調整體質，且具有很高的營

養價值可做為一種天然的綜合維生素，在行銷上多以補充營養素作為訴求

點，此外，其為非動物性來源食品，可鎖定國內外特定族群進行推廣，例如

素食者、回教徒(申請哈拉(Halal)食品)、猶太人(申請Kosher食品認證)…等。 

在業者不斷改良精進下，已發展成熟，多數業者已建立相關製程技術，並進

行國內外專利佈局，主要的技術包括藻種篩選技術，確保藻種的存化及保

存，破壁技術提高消化吸收率等。未來則傾向於進行藻種成份分析和天然物

純化、保健功效科學性驗證...等工作，以利開發新穎性功效，創造高附加價

值產品。除藍、綠藻，褐藻及杜沙藻亦為國內藻類保健食品極具發展潛力的

品項。 

台灣生產之綠藻原料產品品質穩定且安全，深受日本消費者喜愛，日本

為台灣的綠藻原料最主要的出口國，另外，歐美國家消費者有長期食用藍藻

的習慣，因此，對類似的藻類產的接受度較高，歐美各國則為台灣藻類業者

拓展外銷共同鎖定的重點國際市場。 

(二)漢方、草本來源保健食品 

    漢方、草本植物來源保健食品產品型態係以飲料及飲品為主，目前以綠

茶為最大宗品項，2015年綠茶飲料總產值達64億，相較2014年約成長6%。

由於兒茶素具有顯著抗氧化功效，機轉明確，在保健類飲料品項中，單一無

添加機能性素材的綠茶飲料為發展最早的品項，茶飲料中又以無糖綠茶為最

早取得健字號之品項，此後以綠茶為主要基底再添加一些機能性素材，常見

者如菊苣纖維、難消化性糊精、茶花抽出物等機能性茶飲料陸續被開發出來 

，在市面上造成熱銷，主要功效訴求為調節血脂、胃腸功能改善及不易形成

體脂肪。為迎合不同消費族群之需求，業者逐漸開發出以綠茶以外為基底的

機能茶飲料，如發酵烏龍茶或穀物(如焙炒大麥、蕎麥、玄米等)為基底並添

加各種機能性素材的保健飲料以及以純漢方草本為原料開發而成的各種機

能茶飲料(如青草茶、草本茶等)，該類產品產值約達23億元，相較於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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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13%，這類型綠茶以外為基底的機能性茶飲料如烏龍茶、大麥茶(麥仔

茶)、蕎麥茶皆陸續取得健康食品認證，再者，其他原本嗜好性一般飲料如碳

酸飲料、檸檬茶等都陸續取得健字號，尤見台灣整體飲料市場已朝保健化的

趨勢近展，是否也因為少子化因素，原本走嗜好性的飲料市場之年輕客群逐

年減少，而重視健康的中高齡族群人口數日亦成長，帶領著整體保健飲料市

場持續的向上成長。 

     2015年漢芳草本植物來源飲品整體產值達33億元，整體較2014年約成

長2成，植物來源女性保健訴求飲品產值約達18億元，這類產品包括主要以

四物湯或莓果汁為基底添加機能性素材如胺基酸螯合鐵、膠原蛋白、CoQ10

等或其他漢方、草本素材之飲品，而非針對女性訴求的漢方飲品(如人蔘飲

品、青少年成長飲品等)產值約達15億元，產值仍有成長的空間，吸引不少

生技、食品廠及藥廠投入生產製造行列。 

    從目前發展的趨勢看來，漢方飲品中針對女性調節經期不順及養顏美容

訴求而設計的飲品將持續成為市場的主力，且未來漢方飲品將朝更為分眾

化，進行明顯的市場區隔，亦朝符合多元訴求趨勢發展，尤其針對不同時期

的女性生理需求開發更多選擇的飲品，未來看好更年期熟齡女性舒緩更年期

症狀的漢方飲品之開發。然而，所有的漢方草本保健飲品，其素材雖然在衛

福部食藥屬公告的可供食品原料一覽表之列，但始終不離中藥材範疇，因

此，有中醫師呼籲使用漢方保健食品時也應該注意因人、因時、因地制宜，

根據人體的陰陽、寒熱屬性、性別、年齡，選用適合的漢方保健品。一般而

言，業者在開發這類產品時宜皆會按中藥方劑組成，按一定的規則，就是

“君、臣、佐、使”的調配原則，進行配方設計，同時尋求具中藥背景的專

家或中醫師意見。未來漢方飲品將朝更為分眾化，進行明顯的市場區隔，亦

朝符合多元訴求趨勢發展，未來看好護眼、護肝、抗疲勞、喉嚨保健、安神

等產品的發展，以符合廣大上班族之需求，而針對退休的銀髮族而言，調節

血壓、血糖、保護心血管及骨骼關節等的飲品的開發更顯得重要。 

然而就目前而言，國內保健食品業者在開發漢方草本植物來源的保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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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時普遍遇到的難題為其成品重金屬易有超標不符合食品法規範之問題，通

常業者採用列於可供食品原料一覽表中之中藥材品項進行產品開發，由於中

藥材依據的衛生標準規範與食品之衛生標準規範不同，以重金屬為例，「中

藥材重金屬限量標準」明顯較食品的「植物可食性根重金屬限量標準」的容

許限量來得高，因此，即使採購了重金屬合規的中藥材做為食品原料，最終

產品欲無法通過食品相關的衛生標準，為此，國內有業者不向中國大陸進口

中藥材，而是自行在台灣自行種植或尋求農民契作方式確保原料來源品質，

然而，此種作法成本增加，在市場上價格沒競爭力亦或壓縮獲利空間，長久

而言不利產業健全發展，然而，法規面問題，需相關平行公部門相互協商思

考如何為產業解套。 

(三)動物來源保健食品 

目前國產動物來源保健食品主要為雞精、蜆精、甲魚精、膠原蛋白、特

定訴求乳製品等保健食品，推估2015該類型保健食品整體產值約達68億元，

相較2014年約成長1成。 

中國人自古即有以中藥材燉補養生雞湯的概念，然而，傳統燉補耗時費

工，不符合忙碌現代人的生活型態，隨現代加工技術之進步，能直接萃取食

材中的精華成份，去除令人不快的物質如過多的油脂，調配符合大眾口味的

保健飲品，而使得愈來愈多消費者願意接受傳統的保健飲品如雞精。推估

2015年雞精產值約達26億，近幾年雞精市場吹起了滴雞精的風潮，從關鍵製

程來看，傳統雞精製程主要是在高溫加水萃取後，去油、濃縮、調配、過濾，

再經商業滅菌而成，成品皆為罐頭食品，而滴雞精則是隔水加熱蒸氣萃取，

去油後直接以冷凍或商業減菌而成，因此，產品為冷凍食品或罐頭食品。2015

年滴雞精的產值約達7億元，傳統雞精產值約達19億元，此兩種類型的雞精

在市場的客群上有明顯市場區隔，傳統雞精主打送禮市場、上班族抗疲勞及

補充精力、兒童學進、病患營養迅速補充等，主要銷售對象鎖定一般成人及

兒童兩大區塊。滴雞精主要鎖定女性客群，主打女性經期調理、懷孕期及做

月子時期因應哺乳需求之營養補充市場，除了女性客群亦以青春期少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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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等對象。由於目前投入滴雞精生產的廠家規模仍小，加上較傳統雞精單

價高，不容易達到與傳統雞精相同的市場規模，然而未來將隨著各食品大廠

陸續與養雞業者合作推出自有品牌，將更擴大滴雞精市場規模，預期未來傳

統雞精與滴雞精市場可能將重新洗牌。抗疲勞、護肝為訴求的保健補益飲

品，除了雞精以外，蜆精同樣受到消費者歡迎，2015年蜆精產值約達12億元，

相較2014年成長8%，蜆精主要的原料取材於台灣花東地區養殖的黃金蜆，

為台灣特有的保健食品，相關蜆精產品目前己取得7項健字號產品，近來業

者除了銷售國內市場，亦積極拓展國外市場如馬來西亞、日本、汶萊、泰國、

菲律賓、韓國、新加坡等。  

一般消費者印象中已把「膠原蛋白」與「美容」劃上等號，由於膠原蛋

白相關產品具有市場熟悉度高之優勢，尤其受女性消費族群青睞，致使看似

成熟市場迄今仍歷久不衰。膠原蛋白飲目前在美容飲品市場中蔚為主流，

2015年產約達12億元，相較2014年成長約8%。然而，國內消費者對其品牌

忠誠度低，即使市面上膠原蛋白產品品牌眾多，主要係以委託代工生產，然

而，目前仍未出現國產的領導品牌，不少消費者仍偏好進口的膠原蛋白產

品。不過，食用膠原蛋白是否有美容功效目前仍無科學證據佐證，但在有助

於增加鈣質之生物利用率，促進鈣質吸收，具骨骼保健效果，截至106年度4

月底，已有2項主原料添加膠原蛋白的粉末型態保健食品通過健字號認證，

是否能更加擴大膠原蛋白市場，未來市場走向有待後續關注。 

(四)穀類來源保健食品及保健油品 

2015年穀類來源保健食品整體產值約達115億元，其中以沖泡綜合穀粉市場

佔最大宗，產值約達64億元，佔整體穀類來源保健食品產值近6成市場，燕

麥產品(含燕麥片及燕麥奶)產值達24億元，相較於2014年，沖泡綜合穀粉及

燕麥產品成長持平。穀類富含膳食纖維有利於降低血中三酸甘油脂及膽固

醇、幫助排便等保健功效，已獲得相當多國內外科學驗證支持，國內已獲得

健字號認證的健康食品之產品型態亦更趨多元，產品型態涵蓋了快煮穀片、

即食沖泡穀片/粉、熟飯、穀奶、麵條、穀物茶飲料等更多元的穀類加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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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穀類保健素材如大麥、燕麥等及相關議題持續發酵，國內吹起穀類養生

風潮，在植物奶/穀奶不含膽固醇健康概念推波助瀾下，國內各食品大廠紛紛

加入生產製造行列的，國內穀類保健食品市場已進入戰國時代。可觀察市售

健康即飲穀奶從早期的無糖豆漿、接著發展成燕麥奶，直至最近新開發的薏

仁奶、混合多種穀物或堅果的蕎麥核果穀飲、燕麥胚芽飲。乳品及豆奶市場

亦是趕搭此熱潮，結合榖物概念開發混合燕麥、大麥、紫米等機能性穀物，

推出穀物系列產品。除了燕麥的保健機能受到關注外，薏仁及紅豆自古在中

醫膳食中有著養生的功效，特別有利水效用，近來，有業者以薏仁及紅豆為

素材開發了薏仁露及紅豆水機能性飲料，受到年輕女性消費者的歡迎，在市

場上造成熱銷，推估2015紅豆水產值達1億元以上，未來是否有更多元的機

能性穀物飲料被開發出來如黑豆水、綠豆水，更加擴大穀物水市場有待持續

觀察。 

以往穀類沖泡粉末或穀奶如豆漿、燕麥奶，為了增加適口性，在製造時

業者都會加入糖粉，然而，近來消費趨勢傾向食品健康化，市場傾向於”無添

加糖”及”多健康”之訴求，此市場現象可從無糖豆漿消費佔比逐漸較含糖豆漿

佔比日益增加，2015年無糖豆漿較2014年產值成長近2成，以及愈來愈多業

者標榜其沖泡穀粉產品不加糖且加入膳食纖維的訴求得知。再者，穀類沖泡

飲品很適合作為咀嚼力不佳的銀髮族群食用，且無添加糖對有利延緩血糖上

升，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無糖、高纖訴求的機能性穀類保健食品渴望成

為未來發展的主流，相較於2014年燕麥僅微幅成長約4%，成長力道趨緩，

近來有業者開始尋找繼燕麥後新的機能穀類明星素材，如藜麥，將之開發成

為藜麥穀奶，富含營養及高纖，渴望能成為保護心血管明星產品。 

    2015 年保健烹調油品產值約達 36 億元，主要為健康調合油品，受到黑

心油品事件之影響，民眾在選購保健烹調油品時，除了關心其機能性以外，

更在意其來源及安全性，尤其兼具有機及保健訴求的保健油品在近幾年的銷

售有成長趨勢，保健烹調油品中以芥花子油及葵花子油為最大宗品項，亦為

調合油最主要的基底油，相較於 2014 年，2015 年葵花子油產值成長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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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芥花子油產值成長 1 成以上，而芝麻油產值成長 2 成以上。 

(五)其他類保健食品 

     2015 年以其他類保健食品，最大宗品項，約占整體產值 25%(如圖 2

所示)，其中又以其他類膠囊、錠狀產品(不含前述乳酸菌、靈芝、牛樟芝、

紅麴、綠藻、藍藻…等膠囊、錠狀產品)占最大宗，約 39%，推估產值約達

68 億元，類別多為進口原料/素材如綜合維生素、維生素 C、鈣、葡萄糖胺、

葉黃素、CoQ10、DHA…等直接充填膠囊、打錠製成之產品，相較於 2014

年產值微幅成長 4%。補充電解質的運動飲料居次，約佔 17%，產值約達 30

億元，相較 2014 年成長 7%。無糖口香糖次之約佔 13%，產值約 23 億元，

相較 2014 年，產值約衰退 9%。。 

     維生素/礦物質產品則持續穩定成長。在維生素/礦物質方面的產品，原

本列為藥品銷售的維生素，自2012年1月1日起，依劑量高低分為藥品和食

品，衛生署訂出11項需查驗登記的維生素成分含量標準，介於或少於該標準

的維生素可改列為食品。新法上路，本為指示用藥等級維生素產品如善存，

大多改以維生素食品在市面上販售，由於鋪貨的通路不像以往只能在傳統的

藥局或藥妝店販售，也增加了其在一般食品通路的鋪貨量，可能也是造就維

生素/礦物質類保健食品的產值穩定成長的主因，推估2015年產值約達到18

億元，相較2014年約成長6%，市售維生素品項多以複方的綜合維生素B群為

主，單方則以維生素C為主，而礦物質品項以鈣片為最主要產品，這類產品

大多會以維生素及礦物質相互調配而成，例如綜合維生素B群通常搭配鎂、

鐵、鋅、銅、錳等礦物質，而鈣通常搭配維生素D。此外，市售維生素/礦物

質類保健食品通常會針不同族的生理需求進行設計，例如孕期婦女為了嬰兒

的健康需補充葉酸、銀髮族及熟齡女性，普遍容易有釫質流失的骨質疏鬆問

題，其產品配方會強化鈣及維生素D。 

在特殊營養保健食品方面，主要涵蓋2大品系包括特殊營養食品及代餐

包，營養素組成或營養素調配比例為該類型產品設計之主要訴求點，推估

2015年特殊營養保健食品產值約達15億元。特殊營養食品需經由衛福部食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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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查驗登記，業者取得核備函字號才得已流通販售的食品，鎖定具有特殊生

理需求的對象嬰幼兒及病人(包括患有糖尿病、肥胖症、腎病、慢性肺病患者…

等)而製造的保健食品，截至2017年4月底，通過衛福部食藥署查驗之特殊營

養食品共有180個品項，產品項目逐年增加，目前主要多以進口產品居多，

國產佔比仍小，產品配方設計重點主要是在調整醣類、蛋白質、脂質及電解

質比例。代餐包則以營養學及膳食療養為基礎應用開發設計的體重管理食

品，亦可將之視為保健食品，主要需求對象為想維持理想體重，進行體重控

的人士，推估這類型代餐包2015年產值約達6億元，相較2014年成長約16%。 

就未來發展性而言，特殊營養保健食品是極具發展潛力的品項，因為台

灣未來將步入高齡化社會，銀髮族對特殊營養保健食品的需求將與日俱増，

若能著力及深耕該類產品之發展，未來可望帶來龐大商機，也預期國內將有

愈來愈多的業者有意投入代工或自有品牌之特殊營養保健食品加工。再者，

維持理想體重普遍為女性族群消費者關心的健康議題，有助於體重控制訴求

的代餐包產品未來仍具發展潛力。 

肆、市售保健食品功效訴求分析 

    據穀研所 2015 年調查結果得知，目前市售產品主力訴求的保健食品功

效前 5 名，依序為腸胃道保健(91.53%)、護肝(60.00%)、免疫調節(53.33%)、

護眼(50.85%)、營養補充(48.28%)，而業者普遍認為未來具發展潛力的前 5

名功效，則依序為延緩衰老(78.43%)、減重減脂(57.38%)、免疫調節(51.67%)、

調節血脂(50.00%)及護眼(45.45%)(詳如圖 4)。顯見免疫調節及護眼在現在及

將來都是多數國內業者看好的保健食品功效項目，持續進行相關產品開發。 

    市售產品主力訴求功效項目之中前 3 名包括腸胃道保健(91.53%)、護肝

(60.00%)、免疫調節(53.33%)為目前通過健康食品認證產品中最主要的訴

求，可能因為保健食品為一般食品，在產品標示或廣告上不能進行功效宣

稱，必須申請健康食品認證(即健字號申請)，然而，申請健康食品認證所費

不貲，大多數業者，選擇開發類似產品，行銷上不宣稱功效，先行以保健食

品販售，未來則朝申請健字號努力。值得注意的事，腸胃道保健及營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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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各年齡層消費者之健康需求，故成為業者開發產品之首選，此外，護眼、

營養補充功效訴求保健食品亦是近幾年保健食品業者主力開發之明星產

品，目前雖無健字號標章的加持，但在消費市場上仍存在很大的需求性，係

因現代人普遍使用 3C 產品，由手機、平板電腦散發出的藍光對眼睛的傷害

巨大，因應此需求，不少業者順勢推出護眼保健食品，並在市場上熱銷，造

就保健食品產業另類的”藍光”效益。再者，外食人口增加，飲食普遍精製、

營養攝取不均衡，訴求營養補充的保健食品亦是各家業者主推的產品。不少

步入中高齡的族群開始面臨退化性關節炎問題，業者從預防醫學角度看到了

此商機，針對熟齡族群設計的保護關節保健食品亦是目前開發的熱門產品。 

 

 

圖 4、國內保健食品目前販售主力及未來具發展潛力保健食品功效分佈 

資料來源:穀研所 2015 國內保健食品產業現況調查 
**註:1.本功效類別僅供本研究調查使用，不得作為一般 

       保健食品廣告宣傳之宣稱 

     2.上述功效分佈與產值分佈無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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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普遍認為未來具發展潛力的前 3 名功效，則依序為延緩衰老

(78.43%)、減重減脂(57.38%)、免疫調節(51.67%)。前 2 項功效訴求似乎與重

視外在表現的女性消費族群有很大的關聯性，尤見業者未來持續看好健康美

麗商機，鎖定女性消費客群進行產品開發。雖然延緩衰老及減重減脂不是目

前主力販售產品所訴求的保健功效，但仍有很大發展空間，然而，受限於目

前食品法規之規範，具減重減脂訴求之產品難以藉由文宣及廣告方式進行銷

售，目前較看好延緩衰老訴求之產品發展，截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

通過延緩衰老保健功效訴求的健康食品已達 5 件次，這類型的產品包括靈芝

滋補飲品、四物飲、藻精飲品、含機能性成份的沖泡奶粉等，未來是否有愈

來愈多的業者申請延緩衰老訴求健字號產品，需視未來市場需求及其發展而

定，值得後續關注。 

 

伍、未來展望 

一、短期內腸胃道保健、護肝、免疫調節、護眼及營養補充 5 大保健訴求產

品是國內保健食品市場主力 

    目前國內保健食品業者銷售的主力產品前 5 名主要為腸胃道保健、護

肝、免疫調節、護眼及營養補充，前 3 種主要功效與目前取得健康食品認證

產品訴求之保健功效相呼應，顯示目前國內業者開發的保健食品，鎖定在膳

食纖維攝取不足及生活作息不規律、熬夜等一般民眾可能所需要的健康需

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護眼、營養補充功效訴求保健食品亦是近幾年保健

食品業者主力開發之明星產品，目前雖無健字號標章的加持，但現代人頻繁

使用會發散出藍光的 3C 產品，加上飲食普遍精製、營養攝取不均衡等都造

就了這類產品的熱銷。 

 

一、 篩選本土具競爭力保健食品特色素材，進行台灣上下游產業價值鏈垂

直整合，落實產業化發展，開創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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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具區域特色的素材訴求明顯，且品質及安全性較進口來源素材相對

而言，較能掌控，近來有愈來愈多的業者選擇與農民合作契作，以供應其生

產特定保健食品，行銷上強調取材自台灣某地方特色原料/素材製作而成的保

健食品，與市面上大多數取材自進口原料/素材製成之保健食品進行市場區

隔。為此，未來更應著力本土具區域或在地特色素材產業化發展，進一步將

素材予以規格化，同時紥根於素材科學性驗證研究，以利供給下游成品製造

廠之加工應用，落實產業化發展，藉以延長國內保健食品價值產業價值鏈，

提高產值。 

三、國內保健食品產業發展朝專業分工，重視品牌形象塑造及價值打造 

    國內保健食品產業價值鏈依其主要核心價值鏈活動可分為四大區塊，包

括原料栽種、養殖(含進口國外原料)、素材供應(含進口國外素材)、成品製造

及行銷販售(含品牌經營)。於國內保健食品產業日益蓬勃發展之際，更講求

專業分工，素材製造廠講求技術研發及專利佈局，而成品製造廠(製劑廠)，

則強化客製化服務、專業代工、功效評估等價值鏈活動，而品牌行銷則會尋

求行銷公司、廣告公司、代銷公司等進行品牌包裝、商品創意行銷合作。然

而，有愈來愈多保健食品製造業者著重品牌價值之經營，藉由成立旗下行銷

公司或轉投資公司創立自有品牌，賦予產品新的生命力，為母公司開創新的

市場機會，此點可由國內一些已逐漸打開知名度，於市場上已建立穩健消費

網絡之本土品牌中得到應證。 

 四、雲端醫療整合將提供個人化保健食品新商機 

    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以及互聯網、雲端應用的普及，能藉由血液檢測

儀、計步器、人體測量儀器或感應偵測器等儀器進行量測並將量測數值進行

分析上傳至雲端，從分析數據中了解受試者最適合攝取的保健食品或營養

品，並提供個人化健康飲食及生活型態建議，使得消費者在選擇保健食品時

能更為精確，使用後更能發揮其保健功效。目前國際上已有食品、醫療等專

業團隊投入相關雲端醫療整合服務，如日本雀巢在北海道推出健康服務俱樂

部每月宅配提供個人化專屬營養抹茶膠囊，手機 APP 軟體也提供腦力訓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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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訊息服務等、美國 IBMWatson 與醫療科技公司 Medtronic 以糖尿病監測

應用系統，為患者提供個人醫療輔助及專業健康飲食的建議。未來國內保健

食品產業是否結合”智能雲端”科技服務模式值得後續關注。 

 

五、應持續協助國內保健食品業者突破外銷瓶頸，開拓國際市場版圖 

    於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國內保健食品業者主要拓展的國外目標市場為東

南亞及中國大陸，然而在拓展上普遍遇到的瓶頸，前 3 大項分別為不了解國

外保健食品相關法規、跨國行銷能力與經驗不足及外銷所需之官方證明文件

冗長，未來如何協助業者蒐集國外目標市場保健食品相關法規訊息，辦理相

關國際展覽及國際媒合採購會議，提高國產保健食品國際曝光度及國外買家

與國內業者接觸之機會將是著力之重點，以期縮短國內保健食品外銷拓展時

效。 

 
六、末來應協調食品相關管理法規面與保健食品產業實務面之接軌，打造健 

全的產業發展環境 

    少部份現行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往往與保健食品產業實務面無法

接軌，例如業者採用列於可供食品原料一覽表中之中藥材品項進行產品開

發，然而中藥材依據的衛生標準規範與食品之衛生標準規範不同，在很多情

況下，雖採用合規的中藥材製作漢方草本保健食品，其成品品質安全標準可

能無法滿足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之要求，再加國內近年來食安事件頻

傳，一般消費者對於食品有種零減出的迷思，在此種氛圍影響下，不利國內

保健食品產業健全發展。此外，國內健康食品管理制度自民國 88 年 6 月推

動開始已在國內實施近 20 年，已逐漸有了立竿見影之成效，促使國內業者

在開發保健食品時都能著重產品之品質科學驗證，朝申請健康食品方向邁

進。然而，申請健康食品所費不貲、門檻高，並非大部份中小型企業能負擔，

未來是否能參照美國膳食補充品(dietary supplement) 及其健康宣稱(health 

claim)管理制度，以現有的客觀科學驗證為主要依據，在符合法規要求原則

下，由企業自主判斷宣稱其產品保健效益。目前日本已建立類似的制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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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 3 月全面實施，稱之為「機能性標示食品」，有別於特定保健用食

品許可，不需要經過個案審查及動物或人體實驗，耗費的時程短，費用亦為

中小型企業能負擔，台灣未來是否能參照美、日經驗實施類似法規鬆綁制度， 

，有待產、官、學、研共同思解決之道。 

 

 

 

 

 

 

 

 

 

 

 

 

 

 

 

 

 

 

 

 

 

 

 



                                                                    穀研所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29 

 

【參考資料】 

 Hirobumi Ohama., Hideko Ikeda., Hiroyoshi Moriyama., 2006. 
Health foods and food with claims in Japan. Toxicology. 
221:95-111. 

 Istvan Siro.,Emese Kapolna., Beata Kapolna., Andrea Lugasi., 
2008.Functional food. Product development,marketing and 
consumer acceptance-A review.Appetite51.456-467 

 健康食品管理法(95 年 5 月 17 日修正版）。 

 鄭慧文。新世紀健康食品（一）1996。機能性食品的定義。p34-35 

 英文調查報告書-Innovation in Functional Food and Drinks(2005 年

版) 。 

      保健食品工業發展策略與措施 (92 年工業局修訂)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生技醫藥產業透析。2016。89:33-39。 

      2015 年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 

 中時行銷知識庫網站:http://marketing.chinatimes.com 

 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 (E-ICP, Eastern Integrated Consumer 

Profile） 

 Trendgo Research 行 銷 人 電 子 報 網

站:http://life.trendgo.com.tw/epaper/201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網站: http://www.fda.gov.tw/  

 IT IS 智網: http://www.itis.org.tw/ 

 中華民國專利資料檢索系統 http://twpat.tipo.gov.tw 

 
 

█本文摘錄自105年度保健食品產業創新加值輔導與推廣計畫成果 

   報告 
 

※註:本報告為簡要版，內容不包含 2015 年各細項保健食品
產值分佈、保健食品產值成長率、我國整體保健食品
產業發展現況、保健食品進出口值、國內保健食品素
材業發展現況及瓶頸、國內針對銀髮族群設計之保健
食品發展現況等分析，完整版僅寄贈曾協助配合本所
進行「2015 年國內保健食品產業現況調查」之業者，
若 需 報 告 完 整 版 ， 請 洽 免 費 諮 詢 專 線
「0800-302688」，謝謝! 

 
 

http://food.doh.gov.tw/Chinese/Ruler/ruler_2.asp
http://marketing.chinatimes.com/
http://www.fda.gov.tw/
http://www.itis.org.tw/
http://twpat.tipo.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