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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

新北市農會出品

農會牌純肉酥

 (200g)

$200元

五結農會糙米

(2kg)

$150元

竹東地區農會

肉燥風味調和米粉

(含米量50％)

$130元 

(60g×8包)

台灣黑米

(600g)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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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四健會員日～我與我的動物們
唐語彤&林慈媚

加入四健會有一段時間了，四健會每次辦的活動都非常好玩又有意義，這次漂亮的

詩婷姊姊辦了一個我與我的動物們的活動。課程分3部份。
（一）我與我的動物們

在這裡，我學到原來令人害怕的毒蛇雨傘節，其實是個膽小鬼；而毒王龜殼花原來

是個個性固執傻蛋。大家知道有個夢幻美麗的名字－東方水蓮是什麼嗎？有著這麼美的

名字的竟然是我很怕的令人討厭的－蟑螂。

（二）與動物近距離接觸

一開始第一組的同學抽到鼻子的卡，同學用口罩罩住眼睛，老師用布遮住要猜的動

物，一打開，我們全部驚聲尖叫，竟然是蛇！還要讓蛇親鼻子，嚇死寶寶我了，但我覺

得實在太有趣，從頭笑到尾。

（三）自己動手做蟋蟀飼養盒

放在飼養盒的土要壓緊，然後把紅蘿蔔及黃瓜用竹籤串成串燒，插在飼養盒，看起

來很美味可口，接著老師給我們活蹦亂跳的蟋蟀，這個蟋蟀的新家就完成了。

我住在土城，彈藥庫我去過，但只是讓媽媽載去參加活動，很少駐足停留，因為害

怕蟲蟲，但此次林老師讓我重新認識可愛的蟲蟲，瞭解牠們的習性，發現也沒那麼可

怕，反而覺得她們是可愛有趣，漂亮的動物。

在這次的活動中，我覺得刺蝟最可愛，我還聽到牠生氣的聲音，好特別喔！老師讓

我想法改變，我從害怕好多噁心討厭的動物，到現在知道這是大自然的朋友，要試著和

牠們和平相處。

此次的課程超有趣，謝謝漂亮的詩婷姐姐舉辦這個活動，這真是充滿歡笑有趣快樂

幸福的一天！

新北市土城區農會會員子女獎學金申請辦法
中華華民國96.3.27第15屆第14次理事會修正

中華華民國98.4.14第16屆第1次臨時理事會修正

一、本會為獎勵會員之子女求學上進精神，培養優良人才，特制訂定本辦法。
二、�凡本會會員直系子女(包括孫子女)在學就讀，當每學年成績符合下列標準而無第三規定者，
得申請發給獎學金，其獎學金之發給依據所提出之學校成績單為準(申請獎學金每戶人數限一
人。)
◎�就讀空專、空大或進修補校者恕不予獎勵。五年制專科學校學生一、二、三年級比照高級
中學；四、五年級比照專科學校標準發給。
1.�學業成績：（各科成績均及格）
．國小：五育總平均90分以上。�������．國中：一般學科總平均達85分以上。
．高中（包括高級職業學校及五專一、二、三年級）及專科、大學、研究所學生總平均分數：

����※公立學校80分以上。��※私立學校85分以上。
2.�操行或德育成績80分以上(甲等)。（國小、國中及高職除外）。
3.�體育成績70分以上(乙等)(殘障不限)。

三、本會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發給獎學金：
1.�已遷離本會組織區域者。
2.�入會後有遷出本會組織區域者而未重新辦理入會手續。
3.�借款逾期而未繳息達二個月以上者。
4.�無下列條件之一者：
．放款金額在壹佰萬元以上(包括壹佰萬)。������．定期存款貳拾萬元以上。
．存款憑證(開戶半年以上，半年內六次往來平均存款餘額在壹萬元以上)。
．�開新戶代繳水費、瓦斯、電話費其中之二項，存款金額壹萬元以上。
���(凡公所或縣政府列管低收入戶者，得不受此限)。

四、獎學金之申請及發給日期依照下列規定辦理之。
1.�申請期限：每年9月5日起至9月25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2.�申請地點：本會會務股。
3.�發給日期：�經本會審核後由本會發函通知學生領取，申請人對於本會核定發給與否不得

異議。
五、�獎學金金額每名國小伍佰元、國中捌佰元、高中壹仟元、專科壹仟伍佰元、大學貳仟元、研
究所參仟元。其發給名額依本會上年度盈餘撥入發放金額，依序編定，發放時公告。
◎�申請獎學金之會員每次應填寫申請書一份，連同下列證件送本會審查。
1.�成績單正本(影印無效且須有分數)若交影印本，應經校方蓋章，視同正本處理。
2.�在學證明書乙份或本學期已辦妥註冊證明之學生證正本或影本(學生證正本核對後退還)。
3.�戶口名簿影本乙份(戶口名簿影本須攜帶正本備驗)。
4.�會員印章(會員印章需與身分證姓名相符)。�����5.�會員證正本。������6.�農會存摺正本。

六、�審查發放以學業成績總平均分數高低依同組申請人數依次發給至第五項所定之名額為止，若
額滿名額有同分數者再依操行、體育成績高分者取之。

七、�獎學金發給後，如發現有偽造申請獎學金之證件�，除追回其已領之獎學金外，以後不得再向
本會申請獎學金。

八、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呈報主管機關核備實施，修改時亦同。

土城農會嚴選推薦
擺接烏龍細麵 $40元/包
整箱9折$720 (20包)

歡迎上網搜尋：新北市土城區農會 http://www.twtcfa.org   
更多選項和商品可在線上購物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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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申請作業要點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照顧弱勢農、漁民，使其不致因經濟
因素而造成子女喪失就讀國內高中職或大專校院之機會，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大專校院係指大學、四技、二技、五專、三專、二專等學校，
不包括空中大學、空中專校及軍警學校。

三、�高中職或大專校院各類在職班、輪調建教班、假日班、學分班、公費生、延
畢學生、學士後各學系學生、研究所或年齡超過二十五歲之在學生不納入獎
助範圍。但依大學規定之學士學位修業年限逾四年者，以二十五歲加計所逾
年限為其獎助年齡上限。前項年齡之計算，以申請日之實足年齡為準。
前點軍警學校之自費生，經提出在學證明或已註冊之學生證影本，證明為
自費生者得納入獎助範圍。

四、�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全民健康保險第三類被保險人屬年滿十五
歲以上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之農民或漁會甲類會員之漁民，符合下列條件
者，得申請本獎助學金：
(一)申請人之子女或孫子女為就讀國內高中職或大專校院具有正式學籍之
學生。

(二)學生之父母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未超過新臺幣一百一十四萬元。
學生之父母均已死亡、失蹤者，以祖父母所得總額核計。

(三)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德行成績乙等或七十分以
上；無德行成績等第或評定分數者，其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不得有累
計小過二次以上之處分。

(四)未請領政府各類學雜費就學減免優待、教育或其他補助者。但已申領
各級政府補助就讀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學期新臺幣五千元或六千元教育
代金，不在此限。

＊申請人為學生之父或母，且有再婚情形者，以申請人及其配偶核計最
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學生未滿二十歲者，申請人應取得該學生之
監護權。

五、�申請人為學生之祖父母者，應與該學生設於同一戶籍六個月以上，並有共
營生活之事實，且應於申請表中切結。
本獎助學金之核撥，以同一學生於同一學期一次為限。數人就同一學生申
請本獎助學金且均符合申請條件者，其核撥順序如下：
�（一）父或母；父母同時申請者，以申請在先者優先核撥。
�（二）祖父母。

六、本就學獎助學金每學期發放金額如下：
（一）公立高中職學生（含五專前三年）每名新臺幣三千元。
（二）私立高中職學生（含五專前三年）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三）公立大專校院學生（含五專後二年）每名新臺幣五千元。
（四）私立大專校院學生（含五專後二年）每名新臺幣一萬元。

七、�申請人應檢附相關資料，向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漁）會提出申請；並由
受理農（漁）會辦理初審。

八、申請本獎助學金，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註明當學期已註冊之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
(二)�前一學期（重考生檢附最近一學期）之學業、德行成績單一份，無德

行成績等第或評定分數者，須檢附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大一（高
一）上學期學生檢附高三（國三）下學期之學業、德行成績單辦理。

(三)�以父母為申請人者，應檢附學生及學生父母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或戶口名簿各一份。

(四)�以祖父母為申請人者，應檢附學生父母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
戶口名簿各一份及申請人與該學生現住人口詳細記事戶口名簿。

(五)�依申請表所列供審核通過撥款入戶使用存摺影本一份。
＊前項第三款之申請人有第四點第二項所定再婚情形者，應另檢附申請
人配偶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各一份；學生未滿二十
歲者，申請人應另檢附載有取得該學生監護權之現住人口詳細記事戶
口名簿或現住人口含非現住人口詳細記事戶口名簿。學生父母離異或
死亡者，應另檢附現住人口含非現住人口詳細記事戶口名簿。������

＊第一項第四款之學生父母均已死亡或失蹤者，以學生父母死亡或失蹤證明
文件替代，並另檢附申請人配偶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各
一份。

＊農(漁)會應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查驗戶口名簿之請領紀錄，確認
該戶口名簿為最新請領後，影印留存農(漁)會備查，正本發還申請人。

＊第一項所定申請表之格式，請至�http://www.coa.gov.tw「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網頁資料下載」處擷取或向各基層農(漁)會索取填報。

九、�申請期限為每年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及九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逾期不
予受理。

十、�領取本獎助學金者，若學生中途休學，再就讀同一年級同一學期，則申請
人不得重複申請該學期之獎助學金。

十一、�提供不實之資料申領本獎助學金，或重複申領本獎助學金及政府各類學
雜費減免優待或教育補助者，應追繳本獎助學金。

十二、�申請人於核撥本獎助學金前死亡者，由原申請表所載學生承受其申請，
經審核通過後撥付。
＊前項學生未滿二十歲者，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之。

推 廣 簡 訊
1.	 	7/3 帶領青農參加新北市政府農業局辦理「休閒農場經營

與安全查核講習」。

2. 7/3-8/21辦理四健暑期魔法氣球作業組研習。

3. 7/6-8/10辦理四健暑期皮雕手作作業組研習。

4. 7/10-8/11辦理四健暑期扯鈴作業組研習。

5. 7/13-8/17辦理四健暑期編織達人手作作業組研習。

6. 7/25-8/25 辦理四健暑流行MV舞蹈作業組研習。

7. 7/5-7/7帶領四健會員參加「106年新北市四健會員聯合教

育訓練」。

8. 7/12辦理106年度家政班班員講習暨市民講座〜全身按摩

經絡系列之三：膀胱腎健康呷百二、心包三焦防心梗，

277人參加。

9. 7/13-14帶領四健會員參加「新北市106年度四健露營大會

暨作業組比賽活動」」；獲作業組競賽農務組季軍，團體

定向活動季軍。

10. 106年1期水稻共同代收割作業於7/24辦理完成。

11. 8/5-6假埔心牧場辦理本會第7屆四健會員活力四健成長營

—TC4H蒙學園。

12. 8/9辦理106年度家政班班員講習暨市民講座〜全身按摩

經絡系列之四：肝膽相照強精力、全身氣脈暢通賺千萬，

276人參加。

13.	8/17-18帶領四健會員參加「新北市106年度四健推廣教育

技術交換暨主題式農業體驗研習」。

14.	8/24-25帶領農業推廣志工參加「106年度強化農村農家生

產及生活經營能力暨高齡者生活改善」計畫之「農村特派

員研習培訓營」。

四健暑期魔法氣球
作業組研習

四健暑期扯鈴作業組研習

四健暑期流行MV舞蹈
作業組研習

新北市106年度四健露營大
會暨作業組競賽活動；

作業競賽-農務組、團體定
向活動，獲得季軍

四健成長營活動

新北市106年度四健推廣
教育技術交換暨

主題式農業體驗研習

四健暑期皮雕
手作作業組研習

四健暑期編織達人手作
作業組研習

106年新北市四健會員
聯合教育訓練

本會轄區水稻共同收割
作業情形

家政班班員講習暨市民講座 106年度強化農村農家生產
及生活經營能力暨

高齡者生活改善計畫之
「農村特派員研習培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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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班員講習暨市民講座～
全身按摩經絡系列之二：
脾胃健康好消化、心小腸暢通天天開心

永富一班/秀菊

6/21日農會辦理一場全身經絡按摩的健康饗宴，於土城圖書館三
樓演藝廳展開，288個座位，座無虛席，甚是踴躍，主題：健康脾胃
好消化、心小腸暢通天天開心。

由蕭鳳庭老師引導，認識脾胃經絡走向、穴位，藉由指壓、敲

拍、叩、捶、刮、安撫、梳、順轉磁場，促進淋巴代謝，血液循環

達到身體健康。

先打開任督二脈，後關起，拍打順序：前胸(任)→後背(督) →胸
→手→頭→足→胸→任→督。

足陽明是胃經：治療慢性胃炎、消化性潰瘍、胃痛、腹脹痛、水

腫、咽喉腫痛……等。

足太陰是脾經：治療急慢性腸胃炎、婦科疾病、生殖系統障礙、

腹瀉、黃疸……等。

手少陰是心經：治療心臟病、頭痛、暈眩、失眠、精神病、憂鬱

症……等。

很棒的健康穴位口訣：

頭頸尋列缺  面口合谷收  內觀心胸胃  支溝脅肋痛
肚腹三里留  腰背委中求  婦科三陰交  阿是不可缺
急救時刺激『人中』；失眠時可敲打『百會穴』三十六下重覆

四次；『中指尖』按九下心胸舒暢～了解脾胃經絡穴位，做適當的

刺激按壓,舒緩不適，保健身心，就如口訣：脾胃健康，脾氣穩定；
消化正常，嘴唇漂亮；心跳規律，臉色粉亮；小腸好吸收，思考清

晰。今日這場的全

身經絡按摩講座，

鳳庭老師帶來很精

彩豐富的內容，收

穫滿滿，也讓人好

期待下次的課程。

四健會農村好綠工作研習心得分享
四健義指/敏華

五月，一個微涼又清爽的清晨，跟著新北市農會四健農村教

育研習計畫的安排，來場初夏時節的輕旅行。

在新北市農會集合後出發。第一站，夥伴們來到霧峰區農會

所經營的民生故事館，其前身是日據時代的診所；經過農會以保

存在地文物為發想的文創概念手法，進行大規模整修之後，猶如

脫胎換骨般的藝術空間對外開放。經營在地農夫種植的有機食材

餐廳。另外，還有酒莊，夥伴們也品嘗了多種口味的清酒。午

餐，選在昔日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的田媽媽議廬餐廳，菜色可

口、味道適中，很不錯。

第二站，來到新社區農會，走進三樓的家政班教室，映入眼

簾的是擺放整齊製作蝶谷巴特的材料，無庸置疑地，就是要大家

動手做做看囉！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手巧的人所展現的作品，就

是構圖童趣又色彩活潑的繽紛作品，帶著自己得意的作品前往下

一站。緊接著新社區農會指導員安排大家來到花圃，試喝目前最

流行的蝶豆花和沈木茶，園主還非常貼心地讓夥伴們親自選栽一

顆沈木幼苗，帶回家好好照顧與欣賞。來到新設一定要買點具有

當地特色的伴手禮～香菇。於是，驅車前往「阿亮香菇園」，體

驗親手採香菇的樂趣。

銀髮族飲食建議
資料來源：華人健康網

老年人因身體機能老化、咀嚼功能退
化、食物太硬等因素，經常食慾不振，長
期造成營養不良、體力每況愈下。為提高
家中長輩的食用量，許多人會花許多時間
燉煮菜餚至軟爛，但長時間高溫烹煮容易
破壞營養素，營養師建議善用食物特性，
調整烹調方式，也能兼顧食物適口性和營養。

老年人的咀嚼功能退化，無法吃太硬的食物，普遍喜歡「軟
飯」，長期可能造成營養不良。

彰化基督教醫療體系營養部主任林佳青營養師表示，老人的咀
嚼功能退化，無法吃太硬的東西，肚子餓時常以清粥配醬菜充飢，
長期下來容易有營養不良的問題。若要讓老人家的營養均衡，可利
用食材質地和特性，烹煮前先浸泡或切碎，縮短烹調時間，減少營
養流失，且透過創意變化，提供多樣性的菜餚刺激想吃的慾望。

五穀根莖澱粉類：烹煮前先浸泡  
常見的食材包括白米、五類雜糧類和乾豆類等，浸泡有助於軟

化組織，縮短烹調時間。以澱粉量較高的紅豆為例，夏天浸泡約4小
時、冬天泡水約8小時，豆子體積會因進水而膨脹，結構變鬆軟，遇
熱容易軟化、熟透。

若要再縮短烹調時間，林佳青營養師提供小秘訣：將浸泡後的
食材，放進冰箱冰凍成冰晶，藉此破壞結構組織和細胞壁，使烹煮
時的導熱效果更好、更快速。

瓜果蔬菜類：菜葉優於菜梗 
瓜果類如大黃瓜、苦瓜、冬瓜、菜心等，本身的含水量豐富，

加熱烹調容易變軟。葉菜類如菠菜、地瓜葉、高麗菜、大白菜等，
新鮮的葉菜質地柔嫩，比菜梗更易受熱，適合所有長者食用。

肉類：絞碎烹煮口感佳  
民眾常吃的動物性肉類中，質地較細緻的魚肉優於豬、鴨、雞

等家禽，且因其含有豐富不飽和脂肪酸，有助於預防心血管疾病，
較適合一般年長者。至於肉質容易隨著烹調時間太久而老化的禽
肉如豬肉，建議可沿著肌肉紋路橫切、切碎、加水或太白粉按摩嫩
化、使用鳳梨或木瓜等天然酵素軟化肉質，讓食材的口感不會越煮
越老或乾柴。

林佳青營養師提醒，油脂可供應人體所需熱量，但動物性脂肪
的飽和脂肪酸容易增加心血管負擔，建議不要餐餐肥肉或三層肉，
只要將適量的肉絞碎與蔬菜烹煮即可，避免攝取過多油脂。若是烹
煮用油，建議以植物性油脂如花生油取代動物性油脂。

第二天，夥伴們參訪台灣紅茶的故鄉～魚池鄉農會。首先聽

取總幹事風趣的介紹紅茶推廣的經驗分享，以及用微電影呈現魚

池鄉茶農的在地故事，同時細細品味紅茶的好滋味。特別值得一

提的是，午餐在農會指導員精心安排下，我們安步當車的來到位

於祕境中無菜單料理【一味無二】餐廳，其食材皆為在地小農的

無農藥有機蔬食，無論是在擺盤、食器、餐廳裝潢方面，都別具

風格外，老闆娘還大方地免費加菜加果汁，真的很感謝喔！

午餐過後，來到位於日月潭上方的茶葉改良場～魚池分場，

此茶場始建於日據時代，距今已有八十年的歷史。從入口處導覽

員開始解說起，夥伴們早已沈浸在俯瞰日月潭美景及遠眺山巒疊

翠的美景中，嗅著飄在空氣中淡淡的茶樹香，真是一大享受啊！

進入茶業文化展示館中，藉由導覽員詳細的解說，讓我們對

製茶的過程及紅茶文化的演進，有了初步的了解，以及茶具的使

用常識，真可謂收穫滿滿。

帶著滿足愉悅的心情，伴著夕陽餘暉，夥伴們踏上回家的

路。此行，非常感謝我們土城農會與指導員用心的安排，讓敏華

認識了好多新朋友，更進一步了解各地農會的核心產品與在地文

化，讓我有了全新的研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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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法令暨最新便民服務措施宣導

新北市土城戶政事務所~關心您~

新北市土城戶政事務所          
服務電話：02-2260-5640          
週一至週五服務時間：08:00~17:30
延長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17:30~20:00 (每月最後1日
如為週一至週五，配合人口統計作業，當天延時服務暫停)
週休二日服務時間：週六09:00~12:00
電子信箱：ntpc510@ntpc.gov.tw
網址：http://www.tucheng.ris.ca.ntpc.gov.tw

第二版

 內政部增設網路免用自然人憑證掛失或撤銷掛失國民身分證服

務

◆自106年7月3日起，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提供24小時網

路免用自然人憑證掛失（撤銷掛失）國民身分證服務。

◆省去您至機關奔波的麻煩，有需求者，歡迎多加使用。

 內政部試辦網路申辦繼承案件戶籍謄本作業

◆內政部自106年7月3日起，提供試辦網路申辦繼承案件戶籍謄

本作業，試辦期間為6個月，民眾可於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以自然人憑證網路申辦繼承案件戶籍謄本服務。

◆新北市試辦戶所為新北市汐止戶政事務所，有使用需求者，請

多加利用。

 上傳數位相片至內政部~申請國民身分證即可直接下載使用

◆內政部自106年7月3日起，提供民眾未來申辦國民身分證，可

以繳交數位相片。

◆需先到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上傳數位相片電子檔。

◆再親自到戶政事務所申辦時，即可直接下載數位相片製作身分

證。

 出生登記可在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任一戶政事務所辦

理

◆為便利及早辦理出生登記，以保障新生兒權利，自106年7月3

日起，開放出生登記得向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任一戶

政事務所辦理，但為落實戶籍管理，出生登記仍須以居住事實

為設籍依據。

◆新北市生育獎勵金可同時向受理地戶政事務所申請，免除民眾

兩地奔波，有需求者歡迎多加利用。

 同性伴侶註記 開放跨區註記

◆內政部自106年7月3日起，開放同性伴侶跨區註記(尚未開放同

性伴侶註記的縣市為花蓮縣、台東縣、雲林縣和澎湖縣，但可

跨區辦理註記)。

◆註記用途為《醫療法》上的關係人及依此向勞動部請「家庭照

顧假」或是到外交部幫對方代辦護照等多方面的使用。

 改名次數增為3次

◆自104年5月20日姓名條例修正後，改名原因如為字義粗俗不

雅、音譯過長或特殊原因時，由原規定一生只有2次，修改為3

次；但未成年人第2次改名，需待成年後始得為之。

 落實性別平權觀念

◆民法規定繼承人之繼承權並無性別差異，無論男女均有繼承

權。

◆出生登記，父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母姓或父姓，約定不成

者，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性別平等，從母姓或父姓一樣

好。

◆年滿20歲有行為能力人得依其意願選擇從母姓或父姓。

◆落實性別平等，從母姓或父姓一樣好。

農 藥
什麼是農藥？

農藥係指用於防除農林作物或其產物之病蟲
鼠害、雜草者，或用於調節農林作物生長或影響
其生理作用者，或用於調節有益昆蟲生長者。國
際上依農藥之防治對象分類為殺菌劑、殺蟲劑、
除草劑、殺螨劑、殺鼠劑、殺線蟲劑、植物生長
調節劑、除螺劑、除藻劑等。國內農藥分類與
國際相同，目前已核准登記者有殺菌劑190種、
殺蟲劑167種、除草劑97種、殺螨劑26種、殺鼠劑5種、殺線蟲劑7
種、植物生長調節劑26種、除螺劑2種、除藻劑1種，另有殺蟲殺線
蟲混合劑1種，殺蟲殺菌混合劑1種，共計核准登記517種農藥產品，
而其農藥有效成分計366種。

大部分農藥由於其作用為殺蟲、殺菌或除草等特性，或多或少
對人體、動物或環境會造成某種程度的風險或危害。但同樣的農藥
可防治有害病、蟲或雜草，使用農藥可提高農作之生產。行政院農
委會為確保農藥使用對消費者、農民、勞工及環境之安全性，依據
農藥管理法規，負責國內農藥之登記、輸出入、販售等管理。

以下係某些常用農藥種類及其用途：
• 殺蟲劑(Insecticides)用以防除昆蟲及其他節肢動物。
• 殺菌劑(Fungicide)用以防除真菌病害(包括露菌病、晚疫病、銹 
                                               病、白粉病等)。
• 除草劑(Herbicides)用以防除雜草或其他不欲種植之植物。
• 除螨劑(Miticides)防除寄食植物及動物之螨類(紅蜘蛛)。
• 殺鼠劑(Rodenticide)防除農田之野鼠。
• 植物生長調節劑(Plant Growth Regulator)促進植物之生長、開
       花、或再生。
• 殺線蟲劑(Nematocide)防除線蟲(極微小、軟蟲狀生物體，需於  

                                       顯微鏡下鑑定，寄食於植物根部為主)。
• 除藻劑(Algicides)防除灌溉水溝、河川、湖泊之藻類。
什麼不是農藥？

防治人體或動物之西藥及動物用藥不屬於農藥；西藥係由衛
生署藥政處管理，動物用藥由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管理。使用
於室內、家庭或居住環境之環境用藥如殺蚊、蠅、蟑螂等殺蟲劑，
昆蟲忌避劑，殺黴菌劑等不屬於農藥；該類環境用藥由環境保護署
管理。毒性化學物質經環境保護署公告列管者，應依環境保護署之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管理。肥料、營養液等促進植物生長及健康產
品，不被認為係植物生長調節劑，因此亦不屬於農藥。

生物性防治產品，除微生物製劑外，如經核定係天然產品，且
無農藥藥效標示或廣告者，得免農藥登記管理。

摘自行政院農委會植物防疫檢疫局農藥資訊服務網
(https://pesticide.baphiq.gov.tw/web/briefDetailView.aspx?sn=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