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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µ第七屆農金獎µ

 營運卓越 『特優獎』

 資產品質績優 『優等獎』

土城鄉親ㄟ好厝邊，金融服務ㄟ好幫手

寒冷的季節來臨囉 
1 0 2年度農會獎學金名單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大學組 研究所 專科組

施博閎 吳婕妤 鄭雍蓉 賴玫妤 呂立中 黃子瑄 謝佳恩 蘇偉榮 林韶璿 顏秀穎

侯如蓁 黃峻霆 吳曼嘉 林映辰 黃建浩 洪郁鈞 張鈺靖 劉馥睿 劉玟季 劉卉珊

吳易倫 廖子淳 林芮吟 苗嘉琦 鄭筱儒 李采蓉 王愷 江冠儒 徐浩彬 楊凱琳

楊允豪 江政杰 方芙蓉 高立勳 黃郁庭 呂亞馨 王棋立 林益新 廖芳妤 顏梓薰

蔡佳妤 郭姿妤 吳明柔 陳煥文 余姿賢 張瑞庭 許依蘋 鄧沛緹 杜宗哲 張芷瑄

吳苡豪 王柔懿 蕭育嘉 吳芸瑄 洪文意 張湘婷 邱品璇 林宜璇 魏嘉甫 陳雅萱

江政韋 劉伊庭 劉茲妤 黃筱玫 陳奕蕙 黃少翾 王靖堯 彭珮婷 黎慧雯

黃菀廷 黃郁芯 許東翰 宋昱輝 簡雯婷 翁瑋德 沈德蓉 李承峰 詹惇貿

林玟妤 陳渝茜 黃政耀 游盛捷 張博閎 黃恩璿 謝佳靜 呂哲輝 簡佳慶

吳孟軒 許巽雯 李健瑜 李沐軒 許竣傑 林子堯 曾家威 林倍親 陳育丞

劉哲瑋 張蕙安 林亨霖 吳汶珊 鄧至 曾千玳 陳頡 林益德 張荃惠

吳若薇 沙桂伊 林岳廷 林育萱 劉憲明 林欣蓉 鄭羽秀 陳靜瑜 曹正

呂丞哲 王渝媃 簡立宇 王彥崴 黃彥儒 黃琬筑 謝名媛 黃怡榕 鍾俊名

謝宗祐 吳沛諠 唐英碩 張智盛 陳建旻 李昱緯 葉詩盈 呂易貞 江侑軒

邱昱愷 呂柏霖 謝宗翰 劉上綺 王思婷 王奕涵 劉品萱 簡孜賢 李俐潔

黃嶸 鄧宇哲 黃品逸 江祐宏 陳怡君 林東瑩 蔡育璇 邱繼誼 李啟源

黃霈仟 王鈺信 黃紀維 王客櫑 陳紀宏 吳承翰 劉育伶 陳意凌 陳星霖

李思潁 鄭楷衡 王靖婷 黎羽倢 李欣穎 劉承軒 林千恩 林心儀 郭家瑞

劉家宏 林宗儀 江岳憫 呂鎧安 廖于慶 呂奇倩 陳皆興 陳穎薇 馮郁寧

陳羨妮 林佩芸 張絜絜 廖宥丞 蔡沁婷 羅振中 鄭竣丰 劉純華 劉家禎

鍾雅伊 洪宗邑 傅肇偉 廖紫伶 陳怡圻 郭慧雯 陳弈秀 羅靖淳 李志謙

李宗嶧 余佳靜 楊金恒 李宜珊 于仕其 卓采誼 李為婷 蘇建中 林冠宏

陳宏展 李侑勳 張家誠 黃婉華 范君寧 洪宇姿 江銨畯 吳亭君 劉東昇

呂明臻 洪嘉成 廖珮玲 李伸一 宋昱德 李宛諭 高妤寧 陳俐儒 吳佳臻

林品言 劉宏進 呂孟軒 何東霖 呂敏如 吳旻勳 呂佩臻 廖育萱 劉任瑋

廖翊棋 盧則宏 蔡佳晉 林品蓁 涂玉如 王鈺惠 溫曉平 王詠綸 吳佩儒

萬濟華 陳姿妘 黃靜玟 莊詠竹 葉佩宜 朱家聲 邱淑萍 劉佩珊 賴首隆

蕭又誠 華彥霖 李昱 蔣佳妤 謝昌賢 王譽臻 朱蓉瑩 陳垣凱

楊斯評 張子恩 吳虹儒 倪紹綺 劉育愷 林緯嘉 鄭任呈 吳宛蓁

陳韻渝 蘇柏毓 林良穎 蘇品亘 張皖幀 徐念慈

陳胤學 徐仕峰 李芃諭 柯宏儒 邵雅婷 連晉

呂心伶 黃薰儀 林宗興 廖敏瑄 蔡欣樺 梁鈺民

儲宣俞 辛禾證 黃潔金 陳汝菱 黃姵玲 劉芊豔

陳孜妤 李哲治 鄭姝慧 唐珮璇 唐岳凱 殷凡雅

鄧珮萱 詹晴淳 李昀庭 林尹立 謝心瑜 林怡君

黃峻峭 鄧景云 曾翊瑄 呂泓霖 王佳佑 黃于庭

李東燁 林怡筠 陳力瑜 張嘉宇 陳思宇 邱柏蒂

許珈寧 盧佳妤 曾翊琳 凃沁妤 林玟妌
李昀芝 劉美依 林琬庭 簡愛樺

林雋永 范聿呈 羅紹均 尚昀柔

蔡嚥瑢 周芷葳 陳湘欣 許玉錡

林婉宜 張哲軒

藍敏嘉 王韋錡

冷冷的夜裡～讓你暖暖睡整晚
     下營區農會

     A營100%純蠶絲被 

冬令進補最佳首選 

十八甲阿賢羊肉爐 
　                        

¶泰山區農會輔導¶

精選澳洲羊肉、十幾種中藥材、
老薑、麻油、
豆 瓣 醬 （ 不
添加味精防腐

劑）    

J每包售價＄400

剝皮辣椒雞湯～

        溫暖你的胃
龍宏 剝皮辣椒

本產品採用嚴選青辣椒製成，直
接食用辣脆爽
口，夾饅頭或
煮雞湯更是絕

配

J每瓶售價$100

100％特級蠶絲被採高級天然長纖
維純蠶絲原料，以手工拉製，層
層舖疊而成，再與精美純棉被單

縫合而成，堅
持品質，產品
有保障! (本產

品3kg)      

 J歡迎洽詢推廣股

自11/1起每瓶

售價由$100

調整為$120

茲為成本考量本會

所銷售的屏大薄鹽醬油

(重量660公克)

part 1

價格調整公告

土 農 推 薦 您 冬 季 優 質 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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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法令暨最新便民服務措施宣導
國籍歸化測試

◆ 外國人欲申請歸化者，只要由本人持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

證)正本、相片1張（最近6個月內2吋正面、脫帽照片）。

◆ 測試辦法：規費新台幣500元，於本所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1：00及13：30-16：30），親至本所報名，即刻辦理測

試（測試時間為30分鐘），當日核發成績單。

土城戶政即日起週一至週五延長辦公時間至晚間8時

◆ 為提供民眾更多洽公時段選擇，即日起本所及板橋區、三重區…等

17區戶政事務所，每週一至週五延時服務至晚間8時。

◆ 隨到隨辦案件立即辦理，其餘先行收件，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人別確認~首次申請護照者

 ◆受理對象：

● 在臺設有戶籍之國民、首次申請護照者、本人親自在戶籍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戶政事務所辦理。

● 未滿14歲之未成年人及其陪同者，得向任一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辦理人別確認。

 ◆查驗文件：

● 年滿20歲：申請書、相片2張、申請人身分證正本。

● 14歲以上未滿20歲未成年人：申請書（須父或母簽名同

意）、相片2張、申請人身分證正本、父或母身分證正本。

● 未滿14歲未成年人：申請書（須由父或母簽名同意及三親等以

內之親屬陪同辦理）相片2張、父或母身分證正本、陪同者身

分證正本，申請人身分證正本或戶口名簿或3個月內戶籍謄本1

份。

 ◆注意事項：

● 相片須為護照專用之規格，且為6個月內拍攝。

● 人別確認後6個月內將申請書委由親屬或旅行社至外交部領務

局申辦護照。 

免費申請電子戶籍謄本及查詢勞健保資訊

 ◆ 持有『自然人憑證』的民眾，可自行上網免費申辦電子戶籍謄本，

及查詢勞保、健保等資訊，請多加利用。

 ◆本所設置有「電子謄本便利站」，歡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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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委託他人攜帶申請人及受

託人之國民身分證、印章及委託書辦理）。

內政部1996服務熱線 → 身分證掛失免煩惱

◆ 為方便遺失身分證之民眾掛失身分證，內政部提供服務熱線：1996

◆全年365天無休息；隨時提供您身分證掛失服務。

自然人憑證5年效期於102年屆滿者→可辦理展期3年

◆ 自然人憑證5年效期於102年屆滿之用戶，可繼續辦理展期3年。

◆ 94年度申辦憑證者於102年到期後，憑證自動失效，不再辦理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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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葉綠素小知識
什麼是銅葉綠素？

銅葉綠素是從植物中提取葉綠素(通常取自羊茅和苜蓿)  
然後用化學方法修飾（或穩定），以銅取代該分子的
核 心即可得到穩定的水溶性著色劑銅葉綠素。

銅葉綠素可以用來添加於食用油嗎？
銅葉綠素為國際規範准許使用之食品添加物著色劑，
但各國均未准許使用於「食用油脂產品」中。

&關於漂書                         
「漂書」這一構思源於歐洲，以分享與互動的概念出發。愛
書人把書本「放漂」 到公共場所前，通常會先貼上寫下提
示的書籤， 鼓勵取到書本的人在閱讀後， 繼續以同樣方法
把書本再次「放漂」， 讓其他人能取閱， 也就是放自己的
書漂流、讓書籍遇見更多知音。

&漂書DIY

漂書人

拿à�向新北市立圖書館各分館或設有漂書點之文化場館領取
漂書標章、藏書票。

貼à分別將漂書標章貼在書封、藏書票貼在書籍內頁。

放à將完成貼製的書籍放置在新北市各個漂書站。 

放漂人

還à到漂書點選擇喜歡的圖書。

帶à帶著喜歡的書到各地閱讀。

拍à以手機拍攝藏書票標章上的條碼或登入網站填寫書號。

寫à標註漂書旅程或分享閱讀心得。

放à閱讀完的漂書再置放於漂書點，讓更多人分享閱讀樂趣

&什麼書可以『漂』?
以兒童繪本、青少年讀物、勵志、休閒、文學等類別，適合
大眾閱覽之書籍為主，且無版權問題或破損、污損、塗鴉等
情形，另時效性、廣告文宣、特定宗教及限制級圖書不納入
漂書範圍

|捷運土城站設有漂書點

新北漂書運動

【新北市訊】 「哇！好香喔！」走進土城原住民族生態公
園，清新的香味撲鼻而來，一朵朵白色的野
薑花綻放著，空氣中散發著迷人的香氣，時
序入秋，土城原住民族生態公園的野薑花正
清香登場。

志工表示，原住民族生態公園內生態
豐富，除了野薑花，還可以看到油點草，
因其葉片和花朵上佈滿油點，故稱為「油點
草」，油點草的花形很像百合花，呈喇叭
狀，花蕊柱頭呈現裂片分叉，十分吸睛，也
是最容易辨認的特徵。「啊？什麼！有點

吵？」乍聽之下，油點草的名字，經常讓人會錯意呢！ 

土城區公所表示，原住民族生態公園在環境規劃上以保持
自然生態為主，採低度開發原則以避免人為破壞，由於山林志
工的積極投入，風箱樹復育成功，翡翠樹蛙也現蹤跡，在生態

保護上已展現初步成果，是難得的自然秘境。  
                                資料來源 新北市土城區公所

天氣漸漸轉涼了，要注意保暖別著涼囉！
                   土城區農會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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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家政大盛事
三天兩夜觀摩活動       推廣股

這一年來農會推動社區服務拓展社區家政班，班員人數增加許
多，今年觀摩活動參加人數共592人。由於人數多，所以將這次的
活動分成兩梯次進行，希望讓班員們皆能參與活動。

快樂出發囉！一路向南帶大家到了嘉義
金桔農莊休閒農場體驗金桔風味料理，金桔
果醬DIY並參訪農場內自然生態環境，天然
的果醬DIY讓大家帶上一瓶回家享用，回家
也可以DIY不同口味且天然尚好喔！這兩個
夜晚皆入住高雄福華大飯店，班員們來到飯
店前個個期待精彩的高雄夜生活，在用完晚

餐後有的人去夜市也有人去最夯的光榮碼頭夜賞黃色小鴨。第二天
到美濃小鎮，參觀美濃著名的客家文化園區
並安排DIY活動為純白的美濃紙傘揮灑上自
己風格的圖樣。原來我們的班員們都很有創
意及巧思呢！午餐安排了道地的客家料理及
不能錯過的美濃粄條，Q彈的麵條使班員們
一碗接著一碗，太美味啦！用完午餐要跟濃
厚客家氣息的美濃小鎮道別了～下一站來到
高雄橋頭十鼓橋糖文創園區，導覽人員帶著班員們介紹十鼓園區並

讓大家體驗打鼓的樂趣，當然來到這免不
俗的要來欣賞令人讚嘆的十鼓表演！真的
是太精采了，安可安可後再來一段～整場
表演令大家為之震撼啊！時間過得真快，
咻一下到了第三天，行程往北走回到了嘉
義，帶大家到全台灣第一座以咖啡為主題
的觀光工廠品嚐咖啡享受購物趣。最後一

站嘉義新港板頭社區，近幾年新的景點，該
社區為發揚光大板頭窯的剪粘與交趾陶工
藝，讓農村更充滿濃厚的人文與藝術氣息，
板頭村是以產業帶動社區改造的成功案例！
班員們在這也拍了許多美美照片，也將社區
的特色一同帶進回憶裡囉！

這三天的行程豐富，讓班員們體驗不同地方特色也認識不同的
風俗民情，更重要的是藉由觀摩活動讓班員間的感情加溫也使班員
們對農會更有向心力，本次活動也圓滿的畫下句點。

µ本會102年度農村高齡者生活改善及創新學
習計畫銀髮樂活學習班於7/5~9/27(每周五上午
9:00~12:00)本會３Ｆ禮堂辦理，本年度參加人數
計79人。今年度課程包括食品衛生與收納、如何
過有活力的銀髮生活、蝶谷巴特輕鬆做、老年期財
務規劃-養老金、輕鬆擺脫壓力-紓壓精油療法、樂活手工液皂-有
機潤唇膏體驗、打造居家安全、溫馨盆栽動手做、銀髮樂活養生
操示範、行動綠生活-從飲食做起、自然文化體驗活動、看電影聊
人生、老人延年飲食、活力健康操等多樣化課程， 讓 這 些 年 長
者每週帶著興奮的心情來上課。

其中自然文化體驗，今年帶大家搭捷運到台
北植物園及龍山寺觀摩，本次行程皆有安排導覽
人員做詳細解說，讓大家對這兩地不僅僅只是走
馬看花，而是進一步使大家對這兩地有更多認識
及體驗；看電影聊人生這次撥放近幾年很夯的影
片『不老騎士』讓大家觀賞，選擇這部片的用意是希望藉由片中
不老騎士們那勇於追夢的精神來激發大家對生命的熱忱。多方面
的課程讓大家皆受益匪淺，同時也讓大家更重視健康管理並提升
生活品質。

µ中華民國農會於9/10於大甲休閒農牧場舉辦
『102年度農村高齡者生活改善及創新學習計畫經
驗發表』，參加人員：全省督、指導員、高
齡班員及相關單位人員。本會家政指導員
呂雅雯受邀代表新北市前往經驗發表，將近
幾年來辦理的成果及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與
大家做分享並交流。

µ本會102年度強化農村婦女生產及生活經營能
力計畫講習會暨活動於8/19~9/25共計五場。課程
內容包含跟壓力說掰掰、冬季保養之道-解開酵素
抗氧化的密碼、自信的女人最美麗；課程內
容讓班員們受益良多，盼參加的班員能扮演
傳遞角色，將所學分享給各個班員，以達
到間接受惠、相互交流及吸收新知，方能
拓展生活空間，發揮現代婦女的才能與尊
嚴。

uuu愛我家鄉土城藝術之殿uuu

普安堂

v創建：
普安堂創建於日治大正三年，屬台灣齋教先天派，也是現在新

北市唯一僅存的齋堂。

龍泉老人李應斌先生(1910-1995)是第五任住持，他竭盡心  
力，結合宗教、藝術元素，把普安堂建設成具有文藝氣息的自然文
化園區。

v地理環境特色：
位在土城龍泉路大暖尖山下，龍泉溪水穿流不停。普安堂    

早期是馬祖田原墾戶捐出農舍土角厝，作為拜佛的廳堂，是馬祖田
村民的信仰中心和部落所（日治時期民聚會中心），民國17年重建
紅磚外貌。後因被屋後山坡落石毀損了屋頂、牆壁，在民國68年才
在現在的地藏王普薩地方重建佛堂，所以是先有佛像，才有地加蓋
佛殿。

v藝術家龍泉老人生平：
因家境困貧18歲開始在艋舺寺廟彩繪，工作之餘從事純粹美

術創作，而且都是自學。後來本著「藝術即人生、人生即藝術」的
信念，投入「生活美學」的創作領域，生活藝術作品種類豐富，如
商標設計、電影海報、日曆賀年卡設計、插畫…。後來創作轉到宗
教方面。接任普安堂管理人後，以自然的庭園造景，一點一滴創建
了具宗教特色的普安堂文化園區。

家　政　活　動　相　關　報　導
推廣股

預防骨鬆輕食料理
v食材:

  1.新鮮香菇、黑木耳

F 提升免疫力、礦物質及多量纖維質，可預防骨質疏鬆。

  2.黃豆芽

F天然雌激素、維生素C，養顏美容。

  3.青花椰菜

F��十字花科，提供維他命、礦物質、膳食纖維、植物化合
物，可幫助抵抗致命的癌症。

v調味料：胡椒鹽

v作法：

1.新鮮香菇用炒菜鍋乾煸到熟。

2.黑木耳、黃豆芽、青花椰菜分別川燙熟（2分鐘）備用。

3.將作法1及2與胡椒鹽拌勻即完成一到輕食養生料理。

資料提供者:永富(二)班 林寶尾 林素勤

4土農貼心報報4
照顧腸道好料理
食材：

黑木耳（浸泡）、紅蘿蔔、

薑（嫩薑或老薑）

紅糖＋醬油＋油少許

作法：

1.先爆薑之後放入紅蘿蔔悶一下

2.然後放入黑木耳炒一下

3.最後放入醬油糖即完成

顧好腸胃七要點
v放鬆心情

v定時定量

v細嚼慢嚥

v少吃燒烤油炸

v多吃益生菌、膳食纖維

v�不要吃太冰、太辣、太燙、太
刺激的食物

v�餐後不要馬上躺下來，睡前盡
量不要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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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事：
1、9/12於新北市農會參加102年文旦柚果品評鑑。

2、 9/14及9/15新北市文旦柚節於八里左岸舉辦，本會前往設攤
推廣農特產品。

3、 9/24及9/25於本會3F召開本年度農事班第二次班會並邀請稅
捐處來會辦理房屋稅講座。。

4、10/5於本會三樓辦理勤篤有機推廣市民農園耕作講習會。

四健：
1、9/16帶領義指至新北市農會參加四健義指研習會。

2、 10/19帶領會員參加新北市農會於文山農場舉辦健康飲食研習
及稻草DIY。

3、10/27辦理102年度四健會會員公共服務暨農業體驗活動。

家政：
1、 102年度強化農村婦女生產及生活經營能力計畫講習會及活

動，於9/3、9/12、9/17及9/25共辦理四場講習會。

2、 9/6高齡班辦理自然文化體驗行程，地點為台北植物園及龍山
寺。

3、 9/24本會家政班員受苗栗縣後龍鎮農會邀請於農村社區生活服務
中心志工聯誼暨交流研習活動中進行教學示範分享。

4、 9/27辦理102年度高齡者生活改善學習計畫暨銀髮樂活學習班
結業式暨成果展。

5、 10/1~10/3及10/8~10/10辦理102年度家政班幹部暨班員區外觀
摩研習活動，共592人參加。

6、 10/21帶領家政班員參加新北市102年度輔導農村婦女多元發展
計畫家政班幹部講習暨家政推廣教育班會示範觀摩。

7、 10/25本會家政班員至三重農會家政講習會進行教學示範分享。

9/17家政講習會～冬季保養之

道－解開酵素抗氧化的密碼

家政觀摩活動～十鼓橋糖文創

園區合影

10/19參加新北市農會於文山農場

舉辦健康飲食研習及稻草DIY。

9/12參加新北市農會102年文

旦柚果品評鑑。

9/25家政講習會～自信的女人

最美麗

高齡者上課～溫馨盆栽動手做

10/27四健會會員公共服務暨

農業體驗活動

9/14及9/15新北市文旦柚節於

八里左岸設攤推廣農特產品。

家政觀摩活動～板陶窯社區合

影

高齡者結業式暨成果展～蝶谷

巴特輕鬆做筆筒

10/27四健會會員公共服務暨

農業體驗活動

10/5勤篤有機推廣市民農園耕

作講習會

快來土農開立

大昌證券戶超級
大好康

推 廣 簡 訊

接
種
對
象

V年滿6個月以上至國小六年級幼/兒童
V65歲以上長者
V安養養護機構對象、罕見疾病患者及重大傷患病者
V醫事及衛生防疫人員、禽畜業及動物防疫相關人員
V60-64歲具高風險慢性病患 

接
種
訊
息

◎土城區衛生所TEL:22603138
　　　(周一至周四上午8:30~11:30)
◎合約診所醫院依其門診時間
◎攜帶身分證件或兒童健康手冊ＩＣ卡

貼心叮嚀：儘早於11月底流感疫情來臨前完成接種，以提升自我保護力。

流感疫苗Q&A
Q:流感疫苗打公費的好，還是打自費的保護效果好?
A: 不論是公費或是自費流感疫苗，均需符合我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查驗登記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才得以取得許可證照，且每批疫
苗均經檢驗合格，因此對於流感的保護效果是一樣的

Q:接種流感疫苗後多久可以產生保護力？
A:至少約2週後產生保護力。
Q:準備懷孕或是孕婦也可以接種流感疫苗嗎？
A: 可以，孕婦為世界衛生組織（WHO）及我國ACIP流感疫苗建議接種對

象之一，建議準備懷孕之婦女或任何孕程之孕婦，可考慮於流感季來臨
前或流行期自費接種流感疫苗。

Q:我是過敏體質，可以打流感疫苗嗎？
A:應於施打前告知醫師，由醫師評估是否施打疫苗。
Q:哪些人不適合接種流感疫苗？
A:1.已知對「蛋」之蛋白質有嚴重過敏者，不予接種。
   2.已知對疫苗的成份有過敏者，不予接種

   3.過去注射曾經發生嚴重不良反應者，不予接種。

小李子
時序近入秋天，在涼意的催促之下路旁的行道樹漸漸開出

黃色小花，不久隨即佈滿整樹冠層，待紅色花苞綻放枝頭，一
片火紅花海印入眼簾，美而不驕它的名字叫台灣欒樹。

台灣欒樹是無患子科欒樹屬落葉中喬木，生長在全省各低
海拔闊樹林中，耐旱且生性強健，高5～20公尺，莖幹上氣孔
明顯，樹皮易龜裂呈片狀剝落，葉片為二回羽狀複葉，小葉披

針形，邊緣鋸齒狀。  花期秋季，圓錐花序頂生，黃色花瓣5片，花小而多，蒴果
三角形空心氣囊狀，成熟後轉變褐色裂開成三瓣，每瓣有種子兩粒。

台灣欒樹樹型優美，尤其在秋天花期時，鮮黃的花、粉紅的朔果、乾燥褐色
的果、綠色的葉，四色合一，便有了四色樹的美名。當她在每一條大道小巷的人
行道、安全島佇立，就像一位藝術家站上他的舞台，用靈魂盡情地揮灑他生命的
色彩！

因為台灣欒樹是耐旱耐污染，樹型美麗優雅遮陰性強，故在學校、公園在鄉
村或城市在深山或田野處處可見其身影，所以是非常良好的行道樹，因是台灣本
土原生特有樹種，在其它國家是很難看到其芳蹤。

在土城員林街即種上兩排台灣欒樹，每當酷暑難耐的7、8月，炎炎夏日行經
此處忽然綠意盎然暑氣全消。秋天一到開始它的變裝秀，先是開出燦爛黃色小花
佈滿樹冠，約二週後隨即結成嫩紅苞狀朔果，入冬後朔果轉成暗紅色並膨脹成氣
囊有如小燈籠掛滿了樹梢。每當不同季節行經此處，都散發出不同韻味，下次行
經此處請記得放慢您的腳步抬頭欣賞，相信您一定會有好心情。

10/1公費流感疫苗開打囉！

『一定交易』以上即送市價４０００元機上盒，擁有下列特色：

C電視下單  C彈性操控  C看盤系統  C多媒體同步分享 C收發Email
C升級smartTV  C投顧訊息  C操作簡單  C影音娛樂  C網路電視

全國首創讓您在家輕鬆看盤　立即遙控下單電視機上盒

還有還有～～證券電子下單手續費 2.5折
Y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