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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臨櫃代收業務歡迎多加利用
＊各項稅款：

�電費、水費、電話費、健保費、國民年金、汽車燃料費、空污費、火
險費、基地租金、南山人壽保費、就業安定費、新光保全。

＊信用卡費：
新光銀行、永豐銀行、台新銀行、國泰世華銀行、遠東銀行、聯邦銀
行、中國信託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銀行。

＊黨費：
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

新北市各農會第30屆桌球友誼賽
本屆桌球友誼賽訂於6/30(六)上午8時，假土城海山高工志

清堂辦理，當日廣邀各(地)區農會員工及農業相關團體來參

加，以促進農會員工之身心健康及加強農會間聯繫。

營養價值豐富，又有農會掛保證，是你我的最佳選擇…

有機白雪耳飲係採用新鮮有機雪耳精心熬煮而成，含豐富
多醣體、膠質、多種維生素及胺基酸，可補充人體所需營養，是
養顏美容聖品；所含植物性膠質高於燕窩，卻又物美價廉，因此
有『平民燕窩』之美稱，係養生保健之良品。

有機黑木耳飲係採用新鮮有機黑木耳精心調製而成，含有
豐富膳食纖維、天然膠質，能刺激腸道蠕動，減少食物中脂肪
吸收，能幫助排便順暢，是消化系統『清道夫』。高纖維、低
熱量，有植物性『黑燕窩』之美譽，是美顏養生最佳聖品。

開課日期：101/9/4(二)13:30～15:30，共12週。
凡本會客戶對拼布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加喔!!

研習費用：�本會客戶1,500元/人；

���������������家政、農事班員1,000元/人(已含保證金500元；材料費另計)。

*報名請洽本會推廣股�:�02-82615215呂小姐/陳小姐

招生中
本會

拼布研習班 

新品上架 冬 山 鄉 農 會 出 品

       售價 
單瓶�60元（245ml）
禮盒�350元（6瓶）
整箱�1400元（24瓶）

       售價 
單瓶�40元（245ml）
禮盒�230元（6瓶）
整箱�920元（24瓶）

營養價值豐富，又有農會掛保證，是你我的最佳選擇…

無毒‧低碳 
新北市土城農夫市集新北市土城農夫市集新北市土城農夫市集   

時間： 101年 7月 28日(週六) 10:00~13:00  

地點：劉老師自然教室(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 111號) 

市集內容：本地產安心蔬果、農產特色美食、手工蔥餅、自然生

態、手工洛神花美食、自產咖啡…等。  

活動資訊請電：(02)8261-5214 土城農會推廣股 

支持環保觀念，現場不提供碗筷、水杯及購物袋，敬請自備 

※下次市集時間搶先報： 101.08.25水稻三部曲-稻草人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輔導 

新北市土城區農會    主辦 

土城區生態保育協會  承辦  

主題體驗：綠竹筍粉墨登場 

時    間：當日 10:30~12:30 

  綠竹筍有「綠寶石」之稱，屬禾木科單子葉多年生植物，以

芽繁殖，喜溪岸地和丘陵土壤之肥沃和濕潤。因觀音山得天獨厚之

天然地形、地勢及氣候影響，纖維質細嫩、甜度高，青脆可口，具

有獨特風味，盛產期為每年五月至十月(維基百科) 

 推 廣 簡 訊
•	新北市土城勤篤有機市民農園耕作講習於

4/28辦理完成，並於5/26開園。

•	 101年1期水稻代噴藥作業於5/8辦理完成。

•	本會承辦之新北市土城農夫市集於5/19開

幕，並於每個月第4週的週六辦理。

•	本會櫻花美在土城植栽計畫於5/26辦理竣工

完成。

•	 101年度農事研究班區外觀摩活動於5/28～

5/30辦理完成，共153人參加。

•	 101年度家政班幹部暨班員區外觀摩研習活

動業於6/14～6/16辦理完成，共334人參加。

•	本會於6/30承辦新北市各農會第30屆桌球友

誼賽。

•	本會101年度農村高齡者生活改善計畫-銀髮

樂活學習班訂於7/20開課。

•	本會主辦新北市101年度四健會員聯合教育

訓練活動訂於7/4～7/6辦理。

•	本會101年度四健會員暑期作業組各研習班

訂於7/9起陸續開課。

新北市土城勤篤有機市民
農園耕作講習

新北市土城勤篤有機市民
農園開園典禮

新北市土城農夫市集開幕
典禮

櫻花美在土城植栽計畫竣
工典禮

101年度農事研究班區外
觀摩活動

101年度農事研究班區外
觀摩活動－參訪食水嵙休
閒農業園區

101年度家政班幹部暨班
員區外觀摩研習活動

家政觀摩參訪菁寮無米樂
社區－煌明伯講解製作古
早味棉被

101年1期水稻代噴藥作
業

病蟲害 防治諮詢服務中心
本會供銷部營業部目前設有「病蟲害防治諮詢服務中

心」，安排專人受理農友諮詢服務，歡迎多多利用。

*時間 : 每週三上午9 : 00
*地點 : 土城區永和街25號(近土城交流道)

農委會100學年度第2學期
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 合格者之獎助學金已於101年5月14日轉入申請人帳戶

資格符合名單如下表：
余家兆 呂友志 呂易貞 林容儀 張瑜芳
葉翼慈 呂敏如 廖于慶 陳思宇 陳垣凱
呂惠珊 呂佩臻 呂學宇 呂叡涵 邱奕淳
邱中敏 呂宜玫 呂彥宏 黃翊軒 江旻凌
江旻軒 江旻哲 林彩玉 廖淯婷 王譽勳
廖家葦 陳薇安 林昀萱 林鈺瓊 呂彥杓
鄧筱潔 徐瑋鴻 卓艷秋 張淑萍 張皖幀
羅婉瑜 林禹丞 廖怡雯 廖子儼 呂佳勳
劉威圻 陳彥融 邱子懿 林鈺淵 林莉蓉
劉純華 江柏緯 陳文騏 陳文彥 陳葳駿
劉芳瑜 李易宗 李柏駿 李家宏 江衡佳
鄧怡凡 唐岳凱 林育勵 呂祐昇 呂哲輝
陳芝渟 陳哲崟 唐柏勳 姜莉玫 林潔如
蔡育璇 呂紹全 廖家琳 王文彥 黃婭嵐
黃涵紋 黃涵寧 盧茗綺 盧忠煒 卓揚舜
林禾純 卓采穎 卓采誼 卓婉蓁 張鄭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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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山藥蓮子粽

信用資料的變更
問：當事人發現信用資料有錯誤時該如何辦理更正？
答：�聯徵中心所建置的信用資料，是從各金融機構依規定所報
送的資料彙整而來，如果當事人發現信用資料有誤報、免
列報或經法院判決確定等原因而需要更正的情形，可以向
原來提報的金融機構反映，請其向聯徵中心通知改正；或
是您也可以用書面的方式，並提出足以說明的證據，直接
向聯徵中心反映，聯徵中心會把您的資料轉交給報送的金
融機構，如果查明屬實，便會把您的資料更正過來。

信用資料的揭露
問：聯徵中心揭露利用信用資料有沒有一定的期限？
答：�有。為了充分保護當事人的權益，聯徵中心提供銀行查詢
之揭露利用是有一定期限的，超過期限以後就不會再揭露
了，各項資料揭露期限如下：

•	逾期、催收及呆帳紀錄：自清償之日起揭露3年；但呆帳紀
錄最長不超過自轉銷之日起揭露5年。

•	退票紀錄：自退票日起揭露3年，已清償並辦妥註記者，自
辦妥清償註記之日起揭露6個月。

•	拒絕往來紀錄：自通報日起揭露3年；拒絕往來紀錄提前解
除者，自提前解除之日起揭露6個月。

•	破產宣告紀錄或清算裁定註記：自宣告日或裁定開始清算

日起揭露10年。
•	更生註記：自更生方案履行完畢日起註記4年，但最長不超
逾法院認可更生方案之日起10年。

•	信用卡資料：自停卡發生日起揭露5年。但款項未繳之強制
停卡資料，未清償者，自停卡發生日起揭露7年；已清償
者，自清償日起6個月，但最長不超過自停卡發生日起揭露
7年。

•	信用卡戶帳款資料：繳款資料自繳款截止日起揭露1年，催
收及呆帳紀錄自清償之日起揭露6個月，但呆帳紀錄未清償
者，自轉銷之日起揭露5年。

•	信用卡特約商店資料：自解約發生日起揭露5年；特約商店
每日請款交易資料，自請款交易日起揭露1年。

•	會計師受懲戒處分資料：除撤銷簽證之核准及除名者永久
揭露外，餘皆自處分或懲戒日起揭露5年。

•	其他信用不良紀錄：自事實發生日起揭露5年。但其他法令
或契約對於各該資料揭露利用期限另有規定或約定者，從
其規定或約定。

•	其他資料之揭露至特定目的消失為止。

問：為何揭露期滿後向金融機構申請往來時仍有不良紀錄？
答：�金融機構基於其經營策略及風險管理需要，往往本身也建
置有內部的信用資料庫，因此，如果您在聯徵中心申請的
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中，因資料揭露期限屆滿而無紀錄，
但在向金融機構申請往來時卻被告知過去的不良紀錄，其
實是因為金融機構本身還保有該項紀錄所致。

進入德霖夜二專或在職專班夜四技就學，將是高中職畢業人士

一面工作、一面充電成長之最優進修方案之一。為什麼呢？

1.�學雜費可以省很大：夜四技比日四技之學雜費便宜約近三

成，夜二專又比夜四技再便宜5%左右。(真的省很大，每學

期約三萬元有找)

2.�專業技術還是可以學很多：師資設備、課程標準及畢業學分

與日間相當，專業可以學很多，夜二專畢業即頒發副學士學

位，在職專班夜四技畢業即頒發學士學位。

3.�如期如質畢業順暢：夜二專畢業繼續唸夜二技，學習不中

斷，即可再取得一項專長的學士學位證書，二專+二技即擁有

二項專長學位，擴大就業選擇與增強競爭力。

德霖進修部系科特色說明：
1.德霖不動產經營系		 	 課程--考試+實務實用性最高

•	二專：以不動產經紀人考試科目+行銷類課程為主

•	二技：以地政士+估價師考試科目為主

2.餐旅管理系---21世紀最閃亮耀眼的科系鍛造國際餐旅優質人力

※未來發展--擔任國內外旅館、連鎖餐廳之基層幹部或自行創業

•	夜二專+夜二技	 ．	四技在職專班

3.餐飲廚藝系		 	 	 課程---考試+實務實用性最高

•	二專：以訓練專業廚師為目的，結合專業廚藝課程

•	二技：以訓練中、高階廚藝人才為目的，結合微型創業

聯絡洽詢：02-22733567-733劉老師或0935261213凌主任或
																請進入德霖進修部招生網頁

(www.dlit.edu.tw/dep/academics/NT/comein.htm)

不動產經營系與甲山林簽產
學合作

2012年總統就職酒會服務 廚藝系學生榮獲香港國際美
食大賽六面獎牌，共一銀五銅

���■推廣股/呂雅雯
甫於6/14～6/16辦理完成的家政班幹部暨班員區外觀摩研習活動可說是本會家政部門每年的重頭戲，數

個月前即開始著手籌畫，活動行程安排參訪大同醬油黑金釀造館、海洋生物博物館、走馬瀨農場、菁寮無米
樂社區、通霄精鹽場等，跨足不同領域，為的就是要給班員全方位的學習。

策劃許久的活動，就在於出發前2日遇到了今年最強梅雨鋒面及西南氣流的夾擊，土城發生了多年未見
的淹水情景，一早進辦公室就有接不完的詢問電話：「觀摩活動要延期嗎？」在幾經考量及審慎評估後，做
出了『如期辦理』的決定，也受到了老天爺的眷顧，讓我們3天的行程未受到惡劣天氣的影響。

首站參訪百年老店-大同醬油黑金釀造館，帶領班員乘坐醬油文化的時光機，進入我們的生活點滴，
見證台灣醬油文化的演進。第二日來到最受歡迎、國際級博物館-海洋生物博物館，在虛擬和實體結合
的情境營造中，達到寓教於樂的參觀體驗。來到屏東車城，當然也不能放過全台灣最大的土地公廟-福安
宮，朝拜之餘還可了解恆春半島之風俗文物及品嚐綠豆蒜、鹹鴨蛋、洋蔥等在地小吃。接著參訪由台南
市農會經營的走馬瀨農場，經由導覽員精闢的解說，讓班員認識農場的歷史及豐富的動植物生態。第三
日參訪典型的農村聚落-後壁鄉菁寮無米樂社區，因為崑濱伯種植全國優質冠軍米的過程被拍成無米樂紀
錄片而聲名遠播。最後參觀了結合高科技精鹽生產與鹽業教育的通霄精鹽場，發現原來鹽還有令人意想
不到的妙用。
結束了3天的行程，也終於能放下忐忑不安的心，一路上，因為有300多位有福氣的媽媽，使活動平

安順利完成，也期待下次活動的來臨。

大同黑金釀造館-米餅DIY

參訪無米樂社區，和崑濱伯來張合
照是免不了的啦！

最新「每日飲食指南」，強調國人應多吃全穀、堅果種子，喝低脂乳品，並宣導多運動及喝水

等健康概念。此外，新版「國民飲食指標」加入環保概念，建議民眾飲食「少葷多素、不過量」。

近來坊間盛傳種植

蓖麻及痲瘋樹可領取每

公頃4.5萬元補助，並非

事實，政府目前並無獎

勵種植能源作物，蓖麻及痲瘋樹亦不屬輪作獎勵作物，請農

民種植前審慎評估。另該兩種作物植株含有毒成分，請民眾

勿採摘，以防不慎中毒。

經濟部能源局正會同行政院農業委會研訂「利用休耕地

種植能源作物供產製生質能燃料獎勵補助辦法」草案。倘政

策確定，將有完整之產銷配套措施，並透過公告讓農民充瞭

解。

生質燃料之產製與銷售均需經經濟部能源局核准方得為

之，請農民與業者簽訂契約前，先確認業者是否為經濟部許

可之生質燃料廠商及其覆約能力，切勿輕信廠商片面說詞，

盲目種植而受損。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材料：�長糯米600克、紫山藥300克、紅豆沙
200克、蓮子100克、水400克

調味料：冰糖2大匙、橄欖油1小匙

一、新版每日飲食指南
新版「每日飲食指南」改為

扇型圖案，中間多一個騎單車人
像，放入「水」字，代表「要吃
也要動」，多喝白開水而非飲
料。各類食物圖案面積不同，代
表每日攝取分量多寡。�
（一）全穀取代五穀，預防慢性疾病�
（二）「蛋豆魚肉類」順序改為「豆魚肉蛋類」�
（三）多喝低指乳，每日攝取堅果�
（四）主食攝取量減少，增加蔬果攝取量�
（五）多運動，避免含糖飲料�
新版圖表多了騎腳踏車與水的圖案，扇柄中單車手及車輪

裡「水」的圖示，提醒民眾別忘每日運動30分鐘，成人應喝
水2000c.c.。專家強調，飲食與活動同樣重要，希望國人多運
動、補充水分，增加新陳代謝，還建議挑選在地食材、留意食
品安全衛生與標示。另外，衛生署發表的國人飲食指標，更重
視體重控制，建議含糖飲料應避免，多喝開水更健康。�

二、新版國民飲食指標�
新版「國民飲食指標」從原

來八項原則擴充為十二項。除持
續宣導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少
油炸、少脂肪、少醃漬、多喝開
水，更強調少喝含糖飲料，吃全
穀食物；另應每天運動半小時，
純母乳哺育至少六個月，少葷多
素，點餐不過量，選擇當地當季
食材，注意來源標示等。
此外，這次的飲食指標特別

加入環保概念，建議飲食「少葷
多素少精緻」，也就是多以植物
性食物為優先選擇、減少加工食
物，並強調點餐應適中不過量，
一方面避免浪費，一方面也扭轉
觀念。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油電雙漲時代來臨，

健康飲食園地

參觀通霄精鹽場--鹽來館

醬油‧海水‧鹹蛋與鹽

～鹹到爆的家政觀摩活動

作法：
1.�長糯米洗淨，泡水約60~120分鐘，瀝乾水
份；蒸籠上鋪紗布，再將糯米置入，以中
火蒸約30分鐘。

2.�紫山藥去皮、切塊；紅豆沙分成10份，蓮
子加入水，置蒸籠以中火10分鐘(若使用電
鍋蒸，則外鍋放1杯水蒸熟即可)。

3.�鍋內入水，放入紫山藥、蓮子、和冰糖
以中火煮3分鐘(圖1)，將紫山藥、蓮子撈
出，湯汁盛入另一容器，並取出湯汁200
克、油1小匙與作法1.熟糯米混和拌勻(圖
2)。

4.�取2片粽葉，折疊成斗狀，舀入作法2.糯米
飯，再依序放上紅豆沙、作法3.紫山藥和
蓮子(圖3)，最後舀入作法2.糯米飯填滿，
包成四角形粽。

5.粽子置蒸籠，以中火蒸約20分鐘即可。

處處
聞粽
香

素

政府並未獎勵種植蓖麻及痲瘋樹
                     請農民審慎評估&請民眾勿採摘

蓖麻 痲瘋樹

瞭解信用，讓您的生活 <part 3>

夜間進修學士計畫可以很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