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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內保健食品產業調查範疇圖 

**備註說明: 
1.劃虛線( )之範圍為本次研究調查之國內保健食品產業調查範圍(包括機能性素材製

造廠及保健食品製造廠)。, 
2.打星號(*)者代表有參與本次國內保健食品產業專業人才調查問卷填答之業者。 

一、 調查範疇 

表 1 保健食品產業調查範疇表 

 

行業標準

分類代碼 
0899 未分類食品製造業 

調查產業

說明 

(1) 根據經濟部公告之工業產品分類標準，保健營養食品(以下簡稱保

健食品)歸屬於食品工業，但依不同產品的形態與樣貌，分散於不

同產品類別中，如膠囊錠劑之膳食補充品屬保健類之膠囊、錠狀、

顆粒粉末產品、機能性乳品與飲品屬乳品製造及非酒精飲料等，

無單獨的行業分類，因此，保健食品產業被分類為其他未分類食

品製造業。 
(2) 廣義上，舉凡具特定成份，能調節生理機能，可發揮保健功效之

食品皆為保健食品之範疇，而製造此產品之業者皆為保健食品製

造業之範圍。 
(3) 若以產品品項來看，保健食品產業主力工業產品涵蓋營養保健食

品產品群(代碼 0899300)之所有品項包括病患用食品、嬰兒配方食

品及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食用酵素、保健類之膠囊錠狀顆粒

粉末(如魚油膠囊、紅麴膠囊、藻片、乳酸菌顆粒粉末等)、漢方營

養補給飲品(如人蔘、靈芝、樟芝、冬蟲夏草等萃取物、四物補給

品、人蔘雞精等)、非漢方營養補給飲品(如膠原蛋白、雞精、蜆精

等)及其他各類營養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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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趨勢對人才需求影響 

未來三年產業專業人才需求將受到產業重要驅動因素影響，綜合整理如

下表: 

表 2 影響保健食品產業未來三年專業人才需求因素 
影響未來三年產業發展

重要趨動因素 
人才需求影響 關鍵職類/職務 

1.國內保健食品 GMP之

推動，將強化國內相關

業者更重視產品品質

及安全之自主管理，尤

其是產品功效/指標成

份是否有達到足夠之

含量。 

1.需要建立產品從原料、半

成品及成品製程中影響

其品質及衛生安全之管

理系統及其品管檢驗方

法，以確保產品所含之功

效/指標成份達到一定的

標準，而發揮調節生理機

能的保健功效。因此，對

研發專業人員、生產製造

專業人員與品管及品保

專業人員需要品質及要

求提升。 

1-1.研發專業人員 
1-2.生產製造專業人

員 
1-3.品管及品保專業

人員 

2.國際拓展及產業鏈競

爭力提升，國產保健食

品品質受國際市場肯

定，近年來，外銷拓展

成效卓越，2018 年出

口值較 2017 年成長

20%，出口力道強勁。 

2.需要多元創新、具備專業

知識、整合能力、外語能

力及國際觀等產業鏈專

業人才，一方面在保健食

品國際供應鏈發揮影響

力，一方面能為國內保健

食品產業帶來活水。因

此，對研發專業人員、生

產製造專業人員、品管及

品保專業人員及行銷/管
理/營業專業人員(特別是

國際行銷專業人員)在其

質與量之要求皆要提

升，才能滿足產業發展需

求。 

2-1.研發專業人員 
2-2.生產製造專業人

員 
2-3.品管及品保專業

人員 
2-4.行銷/管理/營業

專業人員 

3.具相關研究調查，2017
全球保健食品市場規

模己達 4,814 億美元且

穩定的成長，唯各國日

3.目前國內保健食品業者

主要拓展的外銷目標市

場包括中國大陸、東協如

3-1.研發專業人員 
3-2.品管及品保專業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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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未來三年產業發展

重要趨動因素 
人才需求影響 關鍵職類/職務 

趨嚴格的政府法規使

得保健食品市場日益

受到監管，所有產品在

行銷方面需以科學驗

證,如臨床驗證作為佐

證健康宣稱(health 
claim)之依據。 

馬來西亞、泰國等，產品

若要在當地宣稱保健功

效，則必需提出明確的人

體臨床科學驗證。為拓展

國外目標市場，國內保健

食品業者將強化自家產

品的安全及功效性驗

證，如透過產品人體臨床

驗證、國際期刊發表等方

式。因此，對研發專業人

員、品管及品保專業人員

在其質與量之要求皆要

提升，才能滿足產業發展

需求。 

4.目前國內保健食品業

者主要鎖定之外銷目

標市場係以東協及中

國大陸等 GDP 成長顯

著的新興國家為主，因

此，若能掌握當地市場

之保健食品法規管理

制度及動態訊息將有

利縮短外銷時效。 

4.為拓展外銷市場，業者對

國際保健食品法規理解

的需求增加，特別是針對

國主要鎖定的外銷目標

市場包括中國大陸、東協

各國等當地管理法規及

因應法規變化之外銷策

略研擬等。因此，對研發

專業人員、品管及品保專

業人員與行銷/管理/營業

專業人員需要品質及要

求提升，強化其在目標市

場之法規管理之了解，才

能滿足產業開拓國際市

場之需求。 

4-1.研發專業人員 
4-2.品管及品保專業

人員 
4-3.行銷/管理/營業

專業人員 

5.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

以及互聯網、雲端應用

的普及，將 IT 技術應

用於個人化專屬健康

管理，可能成為國內保

健食品產業未來發展

重要趨勢。 

5.未來保健食品可能朝向

個人化專屬健康管理，結

合互聯網、雲端應用等 IT
技術，例如能藉由血液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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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研發專業人員 
5-2.行銷/管理/營業

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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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未來三年產業發展

重要趨動因素 
人才需求影響 關鍵職類/職務 

值進行分析上傳至雲

端，業者從分析數據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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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後更能發揮

其保健功效。因此，對對

研發專業人員及行銷/管
理/營業專業人員需要品

質及要求提升，保健食品

研發及行銷推廣，需運用

數位分析使得保健食品

之開發及行銷推廣更具

科學基礎，增加產業競爭

力。 
6.針對個人化需求、結合

基因營養學的保健營

養行銷方式，將是國內

保健食品未來具潛力

的行銷模式，例如利用

個基因檢測，得知個體

的健康狀態，利用傳、

直銷方式推薦特定產

品給特定個體消費者。 

6.未來保健食品將更朝向

個人化需求、結合基因營

養學的保健營養行銷方

式，需強化研發及行銷專

業人員提升基因營養學

方面的專業知識，且業者

應與國內外基因晶片生

技業者進行異業合作，開

發新市場。因此，對研發

專業人員與行銷/管理/營
業專業人員需要品質及

要求提升，強化其在基因

營養學方面之知識，才能

滿足產業發展需求。 

6-1.研發專業人員 
6-2.行銷/管理/營業

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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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需求量化分析 

2018 年國內保健食品產值約達 830 億，較 2018 年成長 7.1%。在進出口

值方面，2018 年進口值約達 330 億元，出口值約達 215 億元，進口值相較

2017 年成長 4%，出口值成長力道強勁，約有 20%之成長，成長最主要因素

係因出口主力品項為「成份相近於錠劑、膠囊型態食品之一般食品型態食品」

類別有約36%之成長，其他像動物萃取物及其相關調製食品、特殊保健食品、

以合成甜味劑替代糖之糖食、口香糖及類似品等品項有 40~80%顯著的成長

率。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8 年度國內實施外銷馬來西亞營養補充食品之擴

充方案驗證後，輸馬的錠劑、膠囊型態食品之出口值已明顯回穩，2017 年整

體負成長(-14%)，2018 年轉為正成長(1.4%)，2017 年整體保健食品進口值微

幅衰退(-1.5%)，2018 年則正成長(4%)，顯示內國內保健食品內需市場已逐

漸回溫，而外銷市場亦欣欣向榮! 

據穀研所進行「國內保健食品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調查結果推估」，2018

年國產業產值約達新臺幣 830 億元，總產業從業人員約達 16,426 人，從問卷

推估產業專業人才比率約達 42.26%，平均離退率為 7.41%，預估 2019 年產

值能成長 8%，未來 3 年(2020~2022 年)產值約有 9~11%之成長幅度，另從近

5年(2014~2018年)調查之人均產值成長趨勢推估，人均產值每年平均以 1.2%

的速度增長。依上述資料預估 2019 年產值約達新臺幣 896 億元，總專業人

才數約達 7,398 人，新增專業人才需求數約為 1,010 人(持平值)，以持平值乘

105%作為樂觀值，以持平值乘 95%作為保守值(詳見表 3)。 

 
  



7 
 

表 3 保健食品產業專業人才需求之量化推估表 
年度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景氣情境 樂觀 持平 保守 樂觀 持平 保守 樂觀 持平 保守 
新增專業人

才需求(人) 
1,210 1,150 1,090 1,390 1,320 1,250 1,610 1,530 1,450 

景氣定義 

樂觀=持平推估人數* 1.05 
持平=依據人均產值計算 
保守=持平推估人數* 0.95 
※本調查已將最後需求推估數字，四捨五入至十位數呈現，僅供參

考。 

廠商目前人

才供需現況 

表示人才充裕之廠商百分比：7% 
表示供需均衡之廠商百分比：53% 
表示人才不足之廠商百分比：40% 

四、人才需求質性分析 

本調查彙整保健食品產業4種主要的關鍵職缺（包含技術與行銷人才），

關鍵職缺之需求條件與相關資訊彙整如表 4。研發專業人員應具備能力，首

要者為新產品開發能力，才能滿足多變的市場需求，而生產製造專業人員最

重要的能力要求為製程開發，良好的製程設計及開發能力，將有利量化生產

產品之穩定。品管及品保專業人員則以檢驗分析為首要之技能，有良好的檢

驗能力，才能使原料及產品之品質及安全得到控管。行銷/管理/營業專業人

員首重行銷企劃能力，方能有助產品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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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保健食品產業專業人才需求之質性需求分析表 

所需專業

人才關鍵

職務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工作內容簡述 
最低學歷/ 
學類科系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招

募

難

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研發專業

人員 

主要進行新產

品開發、配方

設計等 

1.碩士 
2.食品科學、營養

學 / 保 健 營 養

學、生醫工程學 

1.新產品開發 
2.現有產品研發精進 
3.製程開發 

2-5 年 
困

難 
無 

生產製造

專業人員 

主要負責製程

規劃(包括排

程)、設計及量

產等 

1.大專 
2.食品科學、機械

工程、生物學、

營養學 /保健營

養學 

1.製程開發 
2.製程自動化(50%) 
3.現有產品研發精進 

無經

驗可 
普

通 
無 

品管及品

保專業人

員 

主要負責品

管、品保及產

品檢驗等 

1.大專 
2.食品科學、營養

學 / 保 健 營 養

學、微生物學、

化學工程學 

1.檢驗分析 
2.法規知識 

無經

驗可 
普

通 
無 

行銷/管理

/營業專業

人員 

主要負責行銷

推廣、產品銷

售、客戶開發

等 

1.大專 
2.產品設計學、食

品科學、營養學/
保健營養學、商

業管理 /企業管

理學 

1.行銷企劃 
2.市場分析 
3.專案規劃 

2-5 年 
困

難 
是 

五、人才需求綜合分析 

(一)專業人才需求結構分析 

國內保健食品製造業所需專業人才關鍵職務包括研發專業人員、生產製

造專業人員、品管及品保專業人員及行銷/管理/營業專業人員，據本研究調

查結果，此專業人才約佔總人力 42.26%，分析各類關鍵職務之分佈，以生

產製造專業人員之比例最高(46%)，其次為行銷/管理/營業專業人員(25%)，

研發專業人員(17%)再次之(詳如圖 2)，若以專業人才取得專業證照比例來看，

目前國內保健食品製造業在聘用專業人才在取得各類專業證照之比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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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得保健食品品保工程師證照者(39%)最多，其次為保健食品研發工程師

(23%)，如圖 3。 

               

圖 2 國內保健食品製造業所需專業人才關鍵職務分佈  
  

 

圖 3 國內保健食品製造業專業人才取得各類專業證照之比例分佈 

 

生產製造專

業人員

46%行銷/管理/營
業專業人員

25%

研發專業

人員

17%

品管及品保

專業人員

12%

保健食品品保工程師

39%

保健食品研發工程師

23%

衛生管理人員

20%

營養師

11%

食品技師

5%

藥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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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保健食品產業最需要的專業人才類型分析 

本調查亦針對國內保健食品產業所需專業人才類型進行分析，其中以行

銷業務(22.5%)、產品研發(21.9%)及國際行銷(19.2%)為前三大最需要的人才

類型(詳如圖 4 所示)，此 3 種類型也可能是產業可能的專業人才缺口類型，

未來極需強化此類型專業人才之質與量，以利提升產業競爭力。 

 

圖 4 國內保健食品產業最需要的專業人才類型分佈 

(三)國內保健食品產業招募專業人才之難易度及其運用問題 

本調查結果指出，國內保健食品業者主要透過人力銀行(45%)及內部升

遷(26%)及透過產學合作(18%)徵求專業人才。在招募人才時遇到的最大困境

為薪資與福利無法滿足應徵者之期待(46.5%)、招募對象專業能力不足(44.2%)

及不易辯識招募對象之能力水平(37.2%)(詳如圖 5)，為因應國內保健食品產

業需求，規劃在職教育訓練課程，進行就業人員在職培訓，加強所需專業知

識水準，同時持續推動專業認證，鑑別能力水準。此外，國內保健食品業者

專業人才運用最大困難為相關實作經驗不足(詳如圖 6)，因此，應強化產學

界之建教合作，讓在校就學之學生有機會到業界實習，累積實作經驗，學生

在校就學時，暑期實習之時間應延長，以利其畢業後投入職場，人力有效被

應用。 

行銷業務

22.5%

產品研發

21.9%
國際行銷

19.2%

生產製造

14.6%

檢驗品保

7.3%

經營管理

7.2%
法規研究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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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國內保健食品產業招募專業人才時遇到之最大困境 

 

圖 6 國內保健食品產業之專業人才運用最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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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業人才雇用政策對國內保健食品產業之效益分析 

本調查結果顯示，國內保健食品業者認為目前現行專業人才雇用政策對

產業之效益最大者為「推動在職培訓，加強所需專業知識水準(70.7%)」，其

次為「推動專業認證，鑑別能力水準(50.0%」，再者為「建置產業職業能力

規格，引導就業者產業專業能力(48.3%)」(如圖 7)，由此可知，持續推動在

職培訓、專業認證制度及加強專業人之專業能力及水準，有其必要性。 

圖 7 專業人才雇用政策對國內保健食品產業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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