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特專區

奧利塔橄欖油

$350元
(1公升)

南投魚池香菇

$650元
(300g /包)

霧峰香米

$340元
(5kg/包)

西螺農會

白醬油禮盒

 $660元(420g *6瓶)

御珍甜酒豆腐乳(全素)

$135元(840g/瓶)

100%

純苦茶油

$700元(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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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張國城

發行者／新北市土城區農會

發行人／張國城

會址／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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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辦事處
8261-5245∼51
★頂埔辦事處
2268-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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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1-5258∼61
★峰廷辦事處
8261-5255∼57
★廣福辦事處
8966-2586
★永豐辦事處
2263-9388∼89
★供銷部
2267-7484

NO.123

106年度新北市
老年農漁民健康檢查10/27圓滿結束

會務部

本會於106年10月26-27日，假新北市聯合醫院板橋院區辦理新北市「106年度
老年農漁民健康檢查活動」，本次活動計有102人參加受檢。活動檢查的對象包含
年滿50歲以上之農(漁)會正會員及農(漁)保戶。藉由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及各區衛生
所及醫療院所的宣導並透過每年健康檢查活動的辦理，使大家能更重視自身健康問

題，以落實即早發現即早就醫治療的觀念。

四健食農教育講習暨會員日
四健會員/羚家

期待的9月3日終於到來，說到食農想必一定會想到白米，所以我們第一堂課就是上
「東方主食-白米」，首先，陳秋微老師先帶我們玩認識你我的遊戲，我覺得很有趣，最
後一個遊戲是老師發了6包各種不同的米，要我們猜出米的名字，圓糯米圓圓的像顆球、
白米白的像珍珠，各種米都有花枝招展的向我們展現它的美！

接下來老師利用各種影片來跟我們講解稻米的各

種知識，老師也利用ppt來和我們講解什麼是食農，我
覺得很開心可以學到這麼多知識，最後重頭戲要來了!
我們是將先煮好的圓糯米加點油拌一拌，再放進耐熱

袋中，揉一揉，打一打最後再撒上一些花生粉和糖，

美味好吃又健康的麻糬就完成了!
下午，王奕尊老師帶我們認識莫斯水草，還教我

們要如何照顧莫斯水草，老師也利用問答的方式讓我們加深印象，接下來，老師請我們

把一種很像水晶寶寶的魔晶土加水讓它長大，再來在玻璃罐裡裝入彩砂、莫絲水草和一

隻螺，接著把保麗龍球黏上釣魚線，再把釣魚線黏在龍貓上頭放進瓶子裡，這樣生態瓶

就完成了！老師還教我們用3張衛生紙做大理花，還有利用針筒將剩餘的魔晶土做成迷你
許願瓶。

一天的活動就這樣子圓

滿落幕了！我覺得非常有

趣又好玩，希望下次還有

這樣子的活動。

活
動
辦
理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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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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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班幹部暨班員講習

性別主流化～如何從生活中落實性別平等 
埤林一班/秋蘭

土城區農會本次邀請到李麗慧講師

為我們帶來「性別主流化-從生活中落
實性別平權與友善環境」的分享。深入

淺出的內容指出了台灣這50年來對於
男女、兩性到性別的新定義，也讓我們

了解到除了外觀顯而易見的生理性別，

還有心理性別、性別特質及性傾向決定了一個人對於自我的性別認

同，藉由認識這些不同特質的族群，從中能夠發現不同，進而理解

與學習尊重。

在自然法則之下，我們的父母或我們本身是無法決定出生時的性

別，即便我們有了顯著的生理性別特徵，基因排序之中或許仍然隱

藏了小秘密。在台灣，有1/1000的新生兒是在一出生就同時擁有明
顯的男性及女性生殖器官，也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雙性人」，但根

據調查指出，有4/100的人是屬於跨性別的族群。
這些人或許就生活在你我的周遭，他們無法選擇自己的生理形

式，但卻要長期背負著大眾異樣的眼光與社會輿論的壓力。隨著時

代的變遷，我們的社會從傳統大家庭走向小家庭，甚至還有抱持著

不婚或不生的人也不在少數，為了給予各種不同族群在法律上、關

係上的保障，因此衍生出「多元成家法案」，可惜的是沒有透過深

入且全面的了解，我們容易給同志婚姻制度、家屬制度及伴侶制度

錯誤的定義。伴侶制度是提供兩個同居人的保障，家屬制度則是順

應社會結構改變，提供兩個以上的個人或家庭，建立彼此的互助關

係而達到能夠相互協助的目的。透過這個講座了解到不論制度如何

增加與改變，我們仍然只能選擇一種

家庭制度。

社會的和諧是建構在彼此的包容

與尊重，因著時代與醫學的進步，我

們了解到性別原來有著更多元的意

義，也謝謝講師帶來的精闢解說。

推 廣 簡 訊
1.	 	9/3辦理「106年度四健會員日—四健食農教育講習」活動。

2.	 9/15於市農會參加「新北市105年度文旦柚果評鑑競賽」。

3.	 106年度社區銀髮族健康人生及樂活學習班，於9/15開課，

78人參加。

4.	 9/16、9/17於八里參加「新北市106年度文旦柚聯合行銷推

廣暨農產品展售會」。

5.	 9/18-20及9/19-21辦理農事研究班班員區外觀摩研習活動。

6.	 9/20-10/18辦理四健安和—米學堂小廚房作業組。

7.	 9/21帶領班員參加「106年度家政推廣教育卡拉OK歌唱競

賽」，獲得冠軍。

8.	 9/27起分8梯次辦理家政班幹部暨班員區外觀摩研習活動。

9.	 10/1辦理「106年家政班班員回饋服務活動～家政、四健中

秋送暖關懷活動」。

10.	10/3於本會3樓辦理「食農教育－在地生產在地消費」講習。

11.	10/3-11/21辦理四健安和—咖啡飄香作業組。

12.	10/5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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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幹部暨班員講習，200人參加。

13.	10/13本會家政班員參加新北市「106年度家政推廣教育米食

創意便當競賽」。

14.	10/14-12/2辦理四健田園攝影課作業組研習。

15.	10/17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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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幹部暨班員講習。

16.	10/18於本會三樓辦理農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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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特派員進階訓練」。

17.	10/20辦理高齡班戶外創新農業體驗活動—淡水區阿三哥休

閒農莊。

18.	10/30辦理「106年休閒農業體驗活動—水田漫步採筍樂」。

四健會員日—四健食農教育講習

四健安和—米學堂小廚房作業組 家政班幹部暨班員區外觀摩

研習活動

「食農教育－在地生產在地

消費」講習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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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幹部暨班員講習(1)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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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幹部暨班員講習(2)

休閒農業體驗活動

—水田漫步採筍樂

社區銀髮族健康人生及樂活學習班

參加新北市家政推廣教育

卡拉OK歌唱競賽，獲得冠軍

家政班班員回饋服務活動

～家政、四健中秋送暖關懷活動

參加新北市家政推廣教育

米食創意便當競賽

四健田園攝影課作業組研習

高齡班戶外創新農業體驗活動

—淡水區阿三哥休閒農莊

農業推廣志工

—農村特派員進階訓練

農事研究班班員區外觀摩研習

活動



家政幹部暨班員區外觀摩研習活動
～活動報導

頂新班/幼秋

第一天期待已久家政班區外

觀摩研習活動就在風和日麗的日

子出發了，土城區公所集合點，

看到每個人都穿著紫色的農會制

服，真是美麗。一路上嘻嘻哈哈

（唱歌 .聊天 .話家常）到達，花
壇農會，農會人員太貼心了，知

道大家太熱了，準備了在地的茉

莉花茶是冰ㄟ喔實在有夠讚！

接著當然要介紹農會的農

業，花壇鄉農會領頭進行產業轉

型，朝安全、無毒精緻化農業努

力，鼓勵農民以無毒方式栽種，

將高齡75歲的閒置穀倉改建成為
全台唯一以茉莉花為主題的【茉

莉花壇夢想館】。

午餐過後，到達日月潭頭

社，頭社活盆地休閒農業區位於

水里與日月潭之間，是一個小而

美、小而豐富的精緻休閒農業

區。解說專員帶領大家換穿雨

鞋，跳躍於「活盆地」上，體驗

活盆地的晃動，當然有人不慎跌

坐水裡，都是不錯的回憶。製作

絲瓜絡手工皂，好像太專心了忘

記拍照，大家分工合作，回家記

得7天後要拆模喔！住在都市的
美女們嘴裡說太陽好大喔，還

是下園採”金銀花”，上車前又是一陣騷動，原來大家是採買

組的，通通來啦~這樣農民們可以提早回家休息了，上車後你也
要、我也要一下子分了了，哈哈哈！接下來去豬樂園，來去看豬

⋯⋯⋯肉乾、香腸，當然不忘與豬合照。晚餐，田媽媽料理實在

有夠讚！晚上自由選擇參觀台中歌劇院戶外夜景或市區自由行，

我帶領的是”買組ㄟ”所以只能去市區逛街加採買（非假日夜市

沒什麼好逛）。

第二天今早將前往清境農場高空景觀步道，全臺首座高山空

中步道位於清境，全長約1.2公哩，在這裡建議可以慢慢走欣賞遠
處的中央山脈及奇萊山，涼風徐徐吹來，眺望遠處一層一層的山

嵐是一種享受。接著安排至，食農教育~從產地到餐桌---霧峰區
農會，參觀”民生故事館”除了展出和霧峰相關的歷史，也和農

業結合，”霧峰農會酒莊”酒莊改造萬豐舊榖倉，也保留珍貴地

方農村文化資產。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轉眼兩天就在下交流道時結束

了，餐聚後結束了此次旅遊，期待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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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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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東三星班/金麗

現代文明社會生活步調快，工作繁忙、精神壓力大，導致作息

不正常。外食人口越來越多，加上科技進步電子產品長時間過度使

用，種種文明病叢生，不僅造成家庭醫療負擔增加，也讓健保擔上

沉重的負荷，讓醫界不禁要大聲的呼籲：預防重於治療。有鑒於以

上種種困擾，農會特別邀請蕭鳳庭老師，針對人體全身經絡按摩舒

壓展開四堂系列講座。

經絡穴位的存在與走向給人一種神祕的感覺，一般民眾只在有

病痛求助於中醫或推拿師時，才淺顯的了解：原來氣血不順也會讓

經絡淤積。而穴位的對應是有對稱性的，也就是經脈所過，主治所

及。而蕭老師深入淺出的說法讓362個穴位組成的14條經絡線彷佛就
呈現在眼前。

身體經絡按摩也是講求順序的。前胸－後背－胸－手－頭－足

－腹－胸－前胸－後背。當我們用沒時間、沒地點等等藉口偷懶不

運動時；其實雙手就是能量工具，隨時隨地不受限制，經絡穴位就

是靈丹妙藥，老師一直強調：相信就有力量。每天用1/3的時間愛自
己，利用8種手法：指壓、敲、拍、扣、捶、刮、安撫、梳，來拍打
全身經絡舒壓按摩，可以達到有病治病，沒病強身的功效，也是在

我們自己的健康銀行存款中積沙成塔。

每次在班員充滿笑容也充滿正能量的圖書館演講廳上課時，蕭老

師身體力行的現場操作，以及詳細的圖文解說中，讓我們清楚的認

識，透過雙手走通

經絡，就可以幫助

身體磁場順轉，進

而促進淋巴代謝，

血液循環、神經傳

導順暢，達到身體

健康快樂境界。

銀色料理上桌囉～
資料來源：華人健康網

美顏鳳爪玉米湯
特色： 西洋芹、玉米等含豐富的纖維素不僅可促進腸胃蠕動，

雞爪富含膠質，更能夠滋補養生、養顏美容、使肌膚Q彈
細緻。

材料：

雞腳70公克、玉米100公克、蕃茄80公克、西洋芹40公克、
鹽3公克

作法：

1. 鳳爪洗淨，切成2段，玉米洗淨切4塊，蕃茄1切成4，西洋
芹去粗纖維切成約4 公分段狀備用。

2. 鳳爪加水300cc 煮約30 分鐘，再加入玉米、蕃茄煮5 分鐘，
再下西洋芹煮2 分鐘後，加入鹽調味即可。



中華民國一○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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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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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卡的初、補(換)發~戶所輕鬆辦

◆初領新生兒健保卡；僅限申辦無照片健保卡，若選擇有照片健

保卡，請向加保單位申請。

◆戶所補領身分證後，可同時辦理補發健保卡。

◆姓名及統號變更登記後，亦可併同辦理換發健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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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配偶經許可居留期間免工作證得在臺工作

◆中國大陸配偶經許可在臺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含專案長期居

留）期間，即得在臺工作，毋需申請工作證。

 新北市跨區跨縣市行政協助服務～輕鬆一處辦

◆新北市提供跨區戶籍登記行政協助，並與金門縣、連江縣、澎

湖縣、花蓮縣、臺東縣、屏東縣，辦理跨縣市戶籍登記行政協

助服務。

◆服務項目包含出生（含同時認領）登記、原住民身分登記及婦

女生育獎勵(補助)金(限新北市及花蓮縣、臺東縣)。

 自然人憑證250元吃到飽，

提供各項服務－在家上網輕鬆搞定

◆自然人憑證可免費列印電子簽章之戶籍謄本。

◆本所設有便利站歡迎使用。

◆自105年起，憑健保卡也可網路報稅(須至健保署網站註冊)，

   敬請多加利用。

◆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網址：http://moica.nat.gov.tw

家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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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雲二班/春茶

首先要感謝農會安排了這麼好的講座，及聘請了這位蕭鳳庭老

師，教大家做經絡按摩達到自癒療法，自其然所以然的保健身體，

進而更能強身就不怕外來的病毒感染做防護。

所以個人認為只要有空來學習不管學的多與少，重要的就是學到

老師教的按壓穴道及經絡部位，因此回家把老師所講的不斷重複練

習，當作是一種運動及保健，更讓自己的身體促進血液循環，活絡

筋骨也讓身體可以通暢無阻，就好比老師說的”有做比沒有做好”

這句話真的太好了!
因此現在無論是坐或站立也會把雙手當作最好的按摩工具:指壓

虎口、敲敲頭、拍打肺經、叩叩膻中、捶捶臀部、刮頸部、安撫眉

骨、梳頭醒腦開智慧以達到最好的能量及磁場。

然而人體細胞是由六十兆的細胞數量所組成的並以繞圓圈做循環

才能通暢無比，所以我們更需要好好地愛它，不管是三餐飯前做36
下，也許有時候會忘了做也不要偷懶，相信有很好的改善，就我們

班員自己都分享給大家常做按壓真的改善很多，並且與家人朋友分

享人體各部位穴道及功效，例如老師說要常按壓勞宮穴對心臟非常

好，百會穴對最近天氣炎熱，易中暑做敲打或按壓，湧泉穴對疲勞

降壓降火按壓，承山穴對小腿常會抽筋做拍打，委中穴對於腰突然

扭到馬上拍打36下約三分鐘都非常有效。
人的醫生文氣在於肺大拇哥肺經，所以要肺好一定要經常多讚美

別人讚啦!心情不好多按小拇指或讓自己變得更愉快喔!人要不易老就
是把腸道顧好才能得到吸收而骨頭要強壯腎經一定要好好顧，天地

是大宇宙，身體是小宇宙，經常透過雙手走通經絡就可以幫助身體

磁場順轉，促進淋巴代謝神經傳導暢通以達到健康快樂境界!
人一定要有好的身體才能做好一切運轉，細胞有活躍健康這樣人

生疾病不纏身才是最有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