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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0

健保費調整自 103/01/01 起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2 條、施行細則第 68 條第 1 

款規定，全民健康保險第 3 類被保險人適用之投保金

額為 22,800 元，並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即每人每月自付額為 336 元)   

part 2

 

 

  

       價 格 調 整 公 告 
           茲為成本考量 

    本會所銷售的魚池鄉香菇(重量 300 公克)         

     自 12/1 起每包 

         售價原$430 調整為$460 

 

 

 

      ～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 

      ＊另有中型香菇 每包$420 可供選擇 

  
 強制險來會辦理 

  速辦速拿！ 

                   方便又省時 
 更優惠還有～～ 

        汽車每台優惠 $150 元 
機車每台優惠 $ 60 元 

                      好康申辦處:  

           本會及各分會皆有受理申辦  

          歡迎多加利用農會辦理 

 

 

         
 

 

 

 

 

 

 

  

過年最佳團圓好料禮 

 過年最佳伴手禮 

 

蔘品選用人蔘之最正宗高麗蔘，雞肉

選用肉雞之最香嫩烏骨雞，匯入松

子、紅棗、糯米、枸杞等豐富滋補食

材燉煮。保留完整的高麗鮮人蔘清

香，以及鮮美香醇的烏骨雞高湯，餐

桌上這一道，元氣補足，滿身滿心的

溫暖。

過年元氣補足，滿身滿心的溫暖
　　　　  ～增加團圓好氣氛～

 每盒售價＄５２０（2500g）

用最好吃的米
抓住全家人的健康～

糙米是收割後的稻米，只除去不可吃的外穀

皮，比起白米含有更多的營養。糙米的熱量比

白米少，且所需消化時間較長，又因糙米口感

較粗硬需細嚼慢嚥，因此可使腦中更有飽食的

感覺。

歡迎洽購：土城區農會本會及各辦事處

售價：150元(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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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法令暨最新便民服務措施宣導
土城戶政即日起週一至週五延長辦公時間至晚上8時

本所與板橋區、三重區…等17個戶所，每週一至週五延時服務至晚上

8時，本市案件隨到隨辦，涉及外縣市案件先行收件。

新北市「12合１跨機關通報服務」輕鬆一次搞定

民眾只要在戶政事務所辦理住址變更或改名後，以下12個機關公司行

號（包括監理、稅捐處、國稅局、地政、社會局、教育局、健保署、

國民年金、新北市圖書館、瓦斯公司及有線電視等）一起為您服務，

省去您在各機關奔波的麻煩，歡迎多加利用！

新北市各戶政事務所新增跨區收件服務

設籍新北市居民，請領生育獎勵金及出生登記、姓名變更、戶長變

更、門牌整編、原住民身分變更、代發戶籍登記附件、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重複或錯誤及逕為住址變更登記，可於本市任一戶政事務所申

請跨區收件服務。

※收件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 

新北市政府首創與金門地區跨區收件服務

設籍金門縣縣民申辦出生、死亡、姓名變更及代發戶籍登記附件等事

項，可於本市任一戶所收件傳真辦理，歡迎金門縣民多加利用。

※收件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

一生幸福~新北市生育獎勵補助

◆獎勵金額： 每一胎次新臺幣2萬元；雙胞胎4萬元；三胞胎6萬元；

依此類推之。

◆申請資格：母或父之一方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10個月以上。 

◆應備證件： 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新生兒母親之存摺影本

（申請人無法親自申辦時，須另檢附委託書及受託人之

國民身分證、印章，委託他人辦理）。

離島居民可於任一戶所辦理初領及補領國民身分證 

自然人憑證可免費列印戶籍謄本，本所設有便利站歡迎使用。

非上班時間掛失身分證請撥內政部1996，全年365天為您服務。

人別確認~首次申請護照

◆ 在臺設有戶籍之國民、首次申請護照、本人可親自在戶籍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所轄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 未滿14歲之未成年人及其陪同者，得至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子女從父姓或從母姓一樣好

出生登記時，父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約定不成者，於
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子女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年前，得由父母以
書面約定變更為母姓或父姓，子女已成年者，得變更為母姓或父姓；
前二項之變更，各以一次為限。

原住民取用（回復）傳統姓名相關規定

◆ 原住民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

◆ 原住民之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

記。

◆ 原住民申請回復傳統姓名得就近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國籍歸化測試~隨到隨辦

◆ 外國人欲申請歸化者，由本人持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正

本、相片1張及規費新台幣500元報名。

◆ 測試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11點及下午1點30分至4點30

分，報名後即刻辦理測試，當日核發成績單。

土城戶政與您相約LINE在一起

土城戶政為更貼近您的生活，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00-12:00與下午

14:00-17:00準時上線，即時解答您戶政的疑問。

※歡迎您成為土城戶政的好朋友(ID:tuchenghr)

新北市土城區戶政事務所          
服務電話：02-2260-564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20:00
電子信箱：ntpc510@ms.ntpc.gov.tw
網址：http://www.tucheng.ris.ntp

  新北市土城區戶政事務所∼關心您∼
                                     

   

 

 
   

牙周病是目前盛行率最高的慢性疾病，甚至有學者提出高達九成以上的民

眾有牙周病的問題，這幾乎已是時下最流行的疾病，也是最棘手的疾病。

被歸類為慢性疾病的牙周病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平時不痛不腫、不會不舒

服，等到感受到疼痛等症狀時，往往牙齒已經嚴重動搖，差不多該拔掉了，

連挽救的機會都沒有！ 

造成牙周病的原因很多，可能是清潔工作疏忽造成牙周病細菌感染，可能

是免疫系統出問題導致牙齦潰爛，也可能是治療癲癇疾病等的藥物之副作

用。女性同胞更辛苦，青春期、更年期、懷孕期與六十五歲以上都是牙周

病發生的高峰期，而且每個月都要經歷一次的月經期也很難擺脫牙周病細

菌的影響，等於一生都必須與牙周病周旋。 

導致牙周病的原因與大多數疾病發生的兩大原因相同：缺氧與高度酸性。

牙周病病患可以從改善缺氧的方向著手，再搭配傳統的牙周病治療。以牙

科的角度來看，牙周病跟清潔工作有莫大的關係，但是從全身的角度來

看，牙周病是全身疾病的表徵。                    資料來源 亞洲醫療網 

 
 勿買散裝或來路不明的油品。 

 勿重複使用或使用不新鮮油品。 

 大量煎炸食品時，以豬油或動物性油脂較宜，沙拉油較不適宜。 

 做菜時要用排油煙機排煙。 

 減少油炸食品之攝取。 

 減少高溫爆炒或煎炸的食物。 

        
 油炸油顏色太深或黏稠。 

 炸好的食品風味不佳。 

 油炸油冒煙。 

 油炸油的泡沫面積超過油炸鍋的二分之一以上。 

 

            

分類 特性 熔點 適合用途 油品

植物油 不飽和脂肪酸含量較

高，一般室溫下為液

態，較具健康性

熔點低
適合作為家庭烹

調用油

大豆油、葵花籽

油、橄欖油、芥

花籽油等

動物油 飽和脂肪酸含量較

高，一般室溫下為固

態，具有可塑性

熔點高
適合作為一般烘

焙用油
牛脂、豬油等

天然奶

油
具誘人風味，一般室

溫下為固態，具有可

塑性

熔點約32℃ 廣泛使用於高級

烘焙製品
天然奶油

選擇油品時的注意事項

什麼時候應該要換油炸油

常見食用油品種類及其特性

胃病者、空腹別喝 
為了提高免疫力，不少民眾會選擇喝優酪乳，但專家提醒，真正的優

酪乳其實是很酸的，為了讓口感更好，業者都會添加很多糖份，調查

指出，喝下 200C.C 的優酪乳，相當於吞了 8顆方糖，反而會越喝越

肥，醫生也提醒，有胃病的患者不要喝優酪乳，才不會加重病情。 

專家也提醒，很多優酪乳都會強調「菌種數」含量上萬個，其實有些

菌種到了肚子裡後，就無法通過胃酸了，營養師認為，優酪乳太冰冷，

空腹喝反而對腸胃不好，建議在吃完飯後至少半小時再喝，因為胃酸

降低，好菌才能發揮作用。 

 選購優酪乳切忌多注意糖份熱量和相關標示 

 

破解優酪乳迷思

牙齒保健報你知

牙周病只是小病，不用太擔心？



第三版 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二月

一日農夫～農耕真有趣　心得分享
席恩

台灣早期為農業社會，在亞太地區也是
四小龍之一，我們所在的地理位置處於相當
優勢，四面環海春夏秋冬我們應有盡有，在
這種優渥的狀況下，進出口貿易交流以及農
業發展技術也隨著時間日漸茁壯。

這次由農事李指導員盈誼安排的「一日農夫～農耕真有趣」活
動當中，我體會到在繁華的都市生活中，民眾每天忙碌於工作，對
於下一代的教育確實疏忽了些關懷，並也隨著3C產業不斷的進步且
大量的湧入人們的生活，讓小孩子溺於科技產品當中少了一份對大
自然的認識，今天來到這塊先人所留下來的土地，在這塊土地鬧中
取靜與世無爭，進來聞到飄香的花草味，暫時所有煩惱自然地排除
腦後，就讓這濃厚鄉村氣息帶我們一同體會吧!

腳踩著這片土地看著同樣的天空，感覺到裡外兩個世界，跟隨
著指導員的步伐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的解說，也漸漸進入「劉老師
自然教室」，我看到了種植許多的蔬菜、花草樹木，以及舊式的磚
窯、古早時期的抽水工具(水協仔)，突然體會到劉老師熱愛這份土地
的心，今天教學的過程中有許多親子互動例如:戴斗笠闖關農業知識
問答、親自種植菜苗等等，在此刻也看見小孩天真無邪的笑容，在
這繁華的都市裡這真是難能可見的景況呀！農園裡劉老師不斷的跑
進跑出教學與小孩子互動真是一幅美麗的畫面。

劉老師最後有提到士農工商，其中(
農)應該擺在第一，因為民以食為天，假
如沒了農夫我們怎麼有飯吃呢?我心想劉
老師說的很有道理，也藉此機會讓小孩
子對農夫這工作更尊敬更了解一粒米裡
頭藏著農夫的心血，心血裡頭藏著喜、
怒、哀、樂。今天來到這塊世外桃源的
土地，這塊地對我們來說可能只是一塊

普通的農地，但對劉老師來說不僅僅是一塊地，更是一塊資源充沛
可帶來無比笑容及歡樂的土地，藉此提醒我們別因科技產品的誘惑
而減少了對大自然的關懷更別遺忘了最初的回憶。

新 北 農 產 推 履 歷

在 地 安 全 又 安 心
【新北市訊】新北市積極推動特色農漁產品申請產銷履歷，目前已
有多項農漁產品通過產銷履歷驗證，提供民眾生產流程透明化之安
全農產品。

產銷履歷農產品是指農委會推動，從生產就依照台灣良好農業規範
（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簡稱TGAP）生產的農漁產
品，目前可接受申請的項目依產品類別包含農糧產品、畜禽產品、
水產品及加工品等。新北市自100年起積極輔導新北市農漁民申請產
銷履歷管理，通過產銷履歷認證戶數達228戶、農作物面積超過250
公頃。

農業局長廖榮清舉例說，像新北市知名的新北好茶，就有154戶通過
產銷履歷驗證，包括文山包種茶產區的坪林、石碇、平溪以及三峽
的碧螺春、蜜香紅茶。其中更難得的是坪林區8個產銷班中，1至6班
94戶全部通過產銷履歷驗證，7、8班是有機茶產銷班。真正落實了
新北好茶不但是製茶真功夫，而且是安全又安心的好茶。此外像新
北三寶的綠竹筍跟山藥，八里的文旦柚、金山萬里的養殖漁產品也
都有產銷履歷的產品。

廖榮清解釋，產銷履歷的精神，是從源頭生產時，就需要符合
良好作業規範，而且每一項產品的生產過程一目瞭然，提供可回溯
查詢農友生產紀錄、至生產現場確認及抽驗產品品質，符合生產過
程透明、安全、優質的農漁產品。消費者在選購產銷履歷產品時，
只要用手機直接刷產品上的二維條碼查詢生產資訊，也可以上網查
詢(http://taft.coa.gov.tw/)。以往農友比較不習慣填這些申請表單，
農業局也會提供相關協助，鼓勵大家踴躍選購，支持安全安心農產
品。                                                 資料來源 新北市農業局

    冬天如何
　　　　 ～保養呼吸道～
冬天一到，氣溫開始下降，一連串的感冒、咳嗽、喉嚨痛，以及

鼻塞、打噴嚏、流鼻水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抵抗力較弱的小朋友，
更容易因此互相傳染。如果我們能夠具備養生方法，而善於應用的
話，相信這樣的發生率將可減少許多。今就中醫的養生方法中，屬
於呼吸道的部份，簡單扼要的提出來，讓有緣人可以自調自理，以
保持呼吸道的通暢。

〈一〉注意臉部、脖子、後頸的保暖是避免寒氣入侵的第一道防
線。晨起掀開棉被，第一個動作就是雙手摩擦生熱，先將臉部搓
熱，再用雙手中指搓鼻樑兩側，並以單指橫搓鼻子下方，再將兩手
摀住口鼻，讓鼻子呼出的熱氣溫暖鼻子一到三分鐘。起身後，兩手
掌再往後頸做左右摩擦發熱，下床後，趕緊用圍巾圍住脖子，或連
頭部也一起包住以取暖。

〈二〉喝溫熱開水，讓胃部保暖是避免寒氣入侵的第二道防線。晨
起除了喝溫熱開水以外，如果能夠的話，煮生薑黑糖湯或黨參黃耆
湯，趁熱喝下，讓胃部溫暖則更好。

〈三〉做運動讓手足保暖，全身通熱，是避免寒氣入侵的第三道防線。
做體操、健行、跑步、打拳、練氣功，可以讓全身通熱，手足溫暖。

〈四〉在肚臍上放置如暖暖包等取暖，是避免寒氣入侵的第四道防線。
古人常說：肚臍燒，身軀就燒。因此，身軀保暖，寒氣無由入侵。

〈五〉熱湯泡腳以取暖，是避免寒氣入侵的第五道防線。雙腳浸泡
熱湯，能讓熱氣傳遍全身，如果能用生薑、艾葉、蔥白煮熱湯浸
泡，效果更好。

〈六〉口不飲冷水，手不碰冷水，平時三餐不吃生冷蔬果，是避免
寒氣入侵的第六道防線。保養呼吸道，本來就很忌諱喝冷飲，尤其
冰品、白菜、竹筍、瓜類、香蕉、橘子、柿子、柚子⋯等均不適
宜，應該特別注意。

以上六則，是天寒保養呼吸道的基本方法，如果大家能夠依照實
行的話，相信在天寒的季節裏，呼吸道可以保持暢通，不被干擾，
將可度過一個快樂的寒冬。　　　　　         資料來源　亞洲醫療網

煮熟不透明 
專家          才是「真」米粉

加工食品充斥現代生活之中，如何挑選天然食物？聯合醫院營養部
主任金惠民表示：「許多小朋友從小吃加工食品，味覺已經有偏差
了。」天然的食材不全都非常Ｑ彈，或者濃郁好吃，「煮熟的米粉
如果透明又有彈性，通常就不是純米粉。」金惠民並列舉出挑選食
物五招數，告訴民眾如何少吃下人工添加物。

化製原料產品 Q彈透明

第一招，煮熟不透明，才是「真」米粉。金惠民以民眾最常食用的
米粉為例，使用化製原料做成的米粉，煮熟之後透明且口感相對Ｑ
彈，卻易造成腸胃道負擔；而百分之百純米粉煮熟之後，有米食淳
樸的風味及軟嫩的質地，腸胃道容易消化，外觀也較不那麼透明。

第二招，注意食品標示原料，玉米「粉」並非玉米「澱粉」。金惠
民解釋，「玉米粉」通常指的是玉米直接磨成粉，但若標示「玉米
澱粉」則是經過化學或物理處理加工，樹薯小麥澱粉、馬鈴薯澱粉
亦然。

第三招，奶精不含奶，最好使用新鮮牛奶。金惠民強調，真正的牛
奶產品，吃起來其實是很清淡的奶香，但是三合一咖啡、手搖茶，
或是早餐店一些標榜「現磨豆漿」、奶茶等，添加的奶精往往是人
工化合物，最好替換成一般鮮乳或低脂牛奶。

第四招，早餐少吃加工肉品。金惠民說，早餐店的肉餅或火腿時常
已看不清原貌，無從得知原料來源與添加物，她建議，早餐店可改
用新鮮肉片做三明治，消費者也可以選擇較為天然的雞蛋做為蛋白
質來源。

第五招，可用堅果當零食，或用堅果取代精煉的烹調油入菜。金惠
民表示，成人每天可吃一至二份堅果，一份約是八粒杏仁、七粒腰
果、一把約三十五粒松子、二粒核桃仁等，堅果包含有豐富的鈣、
鎂、鋅及維生素Ｅ等營養素，除可解饞外，也可避免食用餅乾與蛋
糕等含有過多添加物的食物。

除慎選食材之外，消費者也可發揮自身力量，促使業者改變。金
惠民說，她就算前往一般餐廳或普通自助餐店吃飯，也會故意問老
闆有沒有五穀飯，她笑說：「如果每個客人都問一次，老闆就會認
真考慮，要多賣五穀飯了！」                              資料來源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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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事：
1、11/12辦理入侵紅火蟻教育講習會，共100人參加。

2、11/26辦理新北市有機作物栽培講習會，共120人參加。

3、 12/7辦理休閒農事農業體驗「一日農夫、農耕真有趣」活
動，共60人參加。

四健：
1、12/1本年度四健成果展於劉老師自然教室舉辦。

家政：
1、 11/15及12/4帶領班員至新北市農會參加輔導農村婦女多元發

展計畫家政指導員暨幹部講習會。

2、 11/22辦理家政班幹部觀摩活動，地點為苗栗地區，共129    
人參加。

3、 12/2、12/12、12/18計三天，辦理家政班義務指導員講習會。

4、 12/24辦理家政班幹部工作檢討會。

11/12辦理入侵紅火蟻教育講

習會

12/07一日農夫，農耕真有趣

11/22家政班幹部觀摩活動

12/02家政義指講習會

11/26辦理新北市有機作物栽

培講習會

11/22家政班幹部觀摩活動

新北市102年度家政指導員及

班員講習會

12/12家政義指講習會

12/07一日農夫，農耕真有趣

11/22家政班幹部觀摩活動

12/02家政義指講習會

12/12家政義指講習會

推 廣 簡 訊

承租農地(大佃農)應備知識 
  透過農會尋找農地有什麼好處呢？ 

小李子是一位回鄉從農的年輕人，因自家農地面積不足，想要承租農地

以擴大經營農業規模，小李子知道農會的農地銀行服務中心可以幫忙協

尋農地，但不知透過農會的農地銀行服務中心尋找農地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一：在農地銀行網站尋找到中意的農地後，即可透過網路連
絡所屬農會進行仲介服務，節省許多繁瑣工作。 

好處二：配合農會信用部的農業貸款業務，農會可主動為買方提
供合適的優惠專案農業貸款，並配合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提供保證，低率貸款輕鬆辦理。 

好處三：農會是在地的農業機構，為農友提供農業產銷資訊、生產
資材、農民保險、農業金融等全方位的服務，亦是有心從
農的新農夫與在地農友資訊交流、互相切磋農業技術的好
地方。 

農地銀行網路媒介平台專責提供農地租售訊息、農地買賣知識、農
地利用法令、農業產銷經營及金融貸款資訊，是一個以服
務農、漁民和廣大群眾及落實農地農用為目的的網站。

 
 

 

 

 

 

 

     歡迎洽詢土城農會本會及各分部辦理 

 

自動加值，免掏錢！預設開啟悠遊卡自動加值功能,當悠遊卡餘額低 

於 100元或不足支付當次消費金額 ,自動加值 500 元或其倍數,免除

您現金加值困擾！ 

兩卡合一，免押金！結合信用卡及悠遊卡，申辦悠遊聯名卡，免悠遊

記名卡購買費用 150 元！ 

感應交易，免簽名！具有信用卡感應式交易功能，消費金額於新台幣

3000元以下者，得以感應式交易結帳，嗶～一聲，完成交易免簽名

真方便！ 

進出高鐵，免排隊！持已啟用自動加值功能之悠遊聯名卡，可直接感

應進站搭乘高鐵自由座，免除您排隊購票困擾！ 

便利超商、屈臣氏、康是美及星巴克等超逾萬家特店可用悠遊卡小額

支付，讓您一卡在手，悠遊全台！ 

交易紀錄，輕鬆查！持卡人可在全台 7-eleven 設置 i-bon設備門市

查詢卡片餘額及最近六筆交易紀錄，輕鬆掌握卡片狀況。 

卡片記名，真安全！自掛失起前 24 小時，被冒用之自動加值所造成

的損失，均由本行承擔，不會造成持卡人負擔。掛失後６小時損失，

將由悠遊卡公司全數負擔。 

搭乘捷運，享優惠！搭台北捷運可享每次車資八折優惠，享有台北捷

運及公車＂雙向轉乘＂優惠。 

 

 

一卡在手，悠遊全國 

 
 

 

金融卡、信用卡遭盜領、盜刷時，該怎麼辦？ 

發現遭到盜領或盜刷時，應立即通知銀行，並向警察機關報案。 

民事上，如果銀行認為信用卡持卡人或金融卡持卡人必須自行負擔被

盜領、盜刷的金額，那麼就應該由銀行負責證明。銀行若無法證明，就

必須負擔持卡人遭到盜刷、盜領的損失。 

防範盜領的自保方式有：常補登存摺、按鍵時以手遮住。 

出險時，該如何申請理賠？ 

出險（保險理賠原因發生）時，除契約另有約定，需在五天內通知保險

公司，填寫保險公司提供的理賠申請書，並將保險契約內所約定的必要

文件準備齊全就可以了。  

理賠申請記得要在二年內提出，否則保險公司可以不賠。 

投保後發覺不妥而後悔，可不可以退出？ 

可以後悔，但必須在收到保單的隔天起十日內，向保險公司撤銷契約，

保險公司應該無條件退還保費，並且不收取任何利息。 

聯邦農金悠遊聯名卡

悠遊聯名卡八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