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御珍微辣豆腐乳(全素)

$145元 (840g)

奧利塔

橄欖油

$350元
(1L)

正宗怡保白咖啡(3合1)

$170元(30公克X 15條)

雲農

橄欖油

$190元
(2L)

羅農-養生皮蛋

$68元(4顆/盒)

西螺醬油禮盒

$600元(420g/瓶x6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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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林生喜

常務監事／李榮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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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8261-5200

網址／http://www.twtcfa.org/

編印者／造極彩色印刷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2240-0333

★清水辦事處
8261-5245∼51
★頂埔辦事處
2268-7801
★貨饒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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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07年度農事研究班觀摩活動
推廣部/小李子

今年度農事研究班員區外觀摩活動已

於5月15-17日辦理完畢，共計155位人員
參加。雖是初夏的日子，中南部的天氣卻

已非常炎熱，但這絲毫不減班員參與的興

致，7點發車，未到6點半，集合地點已經
有多位農友到達，大家懷著參觀研習新知的心情踏上三天旅程。

    首站來到台中霧峰農業試驗所，走入大禮堂聽取簡介，所內工作從農藝與
園藝作物之遺傳、育種、種原、生理、組織培養、生物科技、土壤肥料、植物營

養、病蟲害防治、農業工程及氣象、農業經濟、農業推廣及農場經營管理等之科

技研究，以改進各種作物之產量與品質，為全國首善之農業試驗研究基地，接著

參觀溫室設施，進入內部，成千上萬結實累累的百香果，呈現在每位農友眼前，

農友們莫不讚嘆驚奇，雖是近午，在溫室內因多層排熱網及熱氣自動排出設備，

使得內部絲毫不覺悶熱。下午來到位於高雄岡山航空教育展示館，展場內部擺放

國內多種退役軍戰機及各種武器、彈藥、飛彈等，並以教育、航太、科技、文化

為宗旨，班員吸收到空軍珍貴軍機、飛彈武器及航太相關知識。

第二日來到永齡杉林有機農業園區，為莫拉克颱風災後產業重建，本著

BOPT(建設、操作、利潤、轉移)的精神，由政府承租杉林鄉台糖月眉農場土
地，交與永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興建有

機農業專區，再委託專業經營團隊來教導災民

學習有機耕作之技術，經營與管理此農場。下

午來到宗教聖地錫安山園區，園區人員介紹新

約教徒們開墾此地的心路歷程，並認識教徒們

在此如何過著獨立自主、與世無爭的生活。

第三日來到台南玉井青果集貨場，各種中南部在地水果一卡車一卡車載運到

此銷售，遊覽車也一車一車載著客人到此採購，遊客們盡情購買，果農們也賣

得開心，這應該是最成功

的農民市集。三天活動接

近尾聲，不管大家收穫多

少，至少放下身邊工作及

瑣碎雜事，無憂無慮地享

受三天快樂時光。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農漁民子女
就學獎助學金得獎學生名單

王士鑫 呂學宇 張家豪 黃祥軒

王怡蘋 卓采誼 張絜絜 黃楷鈞

王奕涵 周雅姿 許佳汶 葉津瑞

王鉦嘉 林秉辭 許郁羚 葉翼慈

王麗萍 林俐吟 許家銓 廖英婷

王譽臻 林彙文 陳文騏 劉丞軒

江旻凌 林敬軒 陳柏仲 劉書瑜

江禕涵 林敬翰 曾翊瑄 劉逸辰

呂奇倩 林澤叡 游淑鈞 鄧   至
呂怡蒨 張佳如 黃禹 鄧佳欣

呂慧君 張家誠 黃婭嵐 羅珮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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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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培力教育-談婆媳關係
埤塘班/惠珍

聽過根秀欽老師的課，我跟

同行的朋友都覺得意猶未盡，

相約還有根老師的講座我們一

定再來報名。初次見面，根老

師給我們的印象是原住民色彩

特別鮮明，服裝搭配不說，光

是腳上的襪子，誰會一隻白配一隻黑呢？可對根老師來說，那些對

比衝突帶點任性叛逆的東西混搭後，好像理所當然沒所謂世俗規範

的問題了。這次我參與婆媳相處之道的話題，整場笑聲掌聲不斷，

就知道根老師完全發揮原住民超強的基因∼幽默風趣、樂天達觀。

她為我們準備的是精彩務實的小撇步，要面授機宜給婆婆、媳婦

或是俱備婆媳雙重身份的台下觀眾，像是直接與婆婆溝通，不要每

件事情都透過先生傳達、主動徵詢婆婆的意見，讓她有參與感、與

媳婦相處要有時間表，先從物質上的相處開始熟悉⋯⋯。雖然老師

談千古存在的婆媳問題，建議的也不見得是特效良藥，但換個角度

改變心態將心比心，對我這種從

走進婚姻就跟公婆同住的傳統媳

婦而言，幾十年累積的情緒壓力

似乎找到軟性的釋放出口了！

根秀欽老師什麼時候再開講

座？我們都等著呢！

農業保險貸款
農業保險，以經農委會核定符和農業政策或公告補助保險費之保

險商品為限。  

   貸款對像       

為農業保險之要保人。

   貸款用途

提供要保人繳納農業保險之保險費所需資金。

   貸款期限

最長一年。但保險期間逾一年者，貸款期限得由貸款經辦機構依

實際保險期間核定。

   貸款額度

（一） 借款人保險費金額在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者，為保險費
金額。

（二） 借款人保險費金額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者，為新臺幣三十
萬元加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部分之百分之九十。

借款人另獲農委會補助該保險費者，該等補助款應用以償還

本貸款。

   利率      1.29％  

   用途查驗      免辦理

   動撥

■  本貸款資金借款人應於貸款經辦機構核准貸款日起三個月內動

用完畢。

■  借款人應於貸款資金撥付翌日起十五日內，檢附保單或相關繳

費影本，供貸款經辦機構留存。

■  借款人退保後，應即全數清償該貸款本息。

推 廣 簡 訊
1. 5/2-4辦理本會「107年度家政幹部暨義指觀摩研習活動」

2. 5/5本會辦理四健親子夜觀家鄉生態活動。

3.  5/6辦理「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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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講座」。

4. 5/6辦理四健兩性親子講座。

5. 5/15-17辦理農事研究班班員區外觀摩研習活動。

6. 5/21起分3梯次辦理家政班幹部暨班員區外觀摩研習活動。

7. 本會轄區水稻代噴藥作業已於5/21(一)完成。

8. 5/24帶領四健義指參加「新北市107年度四健推廣教育義務

指導員研習」。

9. 5/26-27協辦「107年度玉里大西瓜暨優質農特產品行銷推

廣活動」，並參與展售。

10.  6/8~6/9辦理「107年家政班班員回饋服務活動～土農粽夏

飄香～ 舞端陽、家政四健粽動員」。

11.  6/9辦理「107年土城區農會四健會公共服務～粽葉飄香

送愛心～家政四健合包粽」。

12.  6/14新北市綠竹筍評鑑，於新北市政府辦理，本會由詹春

龍及廖博賢2位農友參賽。

13.  6/23-24「107年度新北市全國大南瓜比賽」及農特產品

展售活動，本會參與展售。

14.  6/26北部地區優質安全綠竹筍評鑑，於桃改場台北分場辦

理，本會由陳清雲、簡安照2位農友參賽。

家政班幹部暨班員區外觀摩研習活動

粽夏飄香～

舞端陽、家政四健粽動員

四健兩性親子講座

玉里大西瓜暨優質農特產品

行銷推廣活動

北部地區優質安全綠竹筍評鑑

本會轄區水稻代噴藥

作業情形

家政性別平等講座

家政幹部暨義指觀摩研習活動

四健推廣教育義務指導員研習

參與107年度新北市全國大南

瓜比賽，農特產品展售活動

農事研究班班員區外觀摩研習活動

四健親子夜觀家鄉生態活動



107年度家政幹部暨義指觀摩研習活動
清水活力班/呂靜宜

美麗的記憶總是讓人記

憶深刻，參加農會活動總是

空空的去，滿滿的回。不只

有回程時豐富的伴手禮，更

在心靈和知識上得到大大的

長進處處充滿感動。

大樹舊鐵橋—1911年由
日本人飯田豐二設計，曾是亞洲第一長橋。隨著新橋的搭建，舊

橋成了我們旅遊的天空步道景點，如今矗立在大樹見證歷史的軌

跡。有幸來到舊鐵橋溼地公園，透過導覽員了解園區不僅新舊鐵

橋平行搭建著，園區生態池唯一水源是來自工業與家庭廢水，將

污水變為鳥類及昆蟲會棲息的水源，是園區最大的特色，志工用

人工割草或人工拔除的方式來維護，廣場亦成為當地舉辦各類大

型活動的場地。同時為了讓遊客不留下垃圾，園區是找不著垃圾

筒的，這比起設置垃圾分類箱，是不是更有環保概念呢？

我們在瓜瓜園聆聽解說地瓜的相關知識之外，認識地瓜的驚

人營養價值，吸引人的是它豐富的膳食纖維，維生素和礦物質，

食用時要帶皮吃才能充分獲取地瓜的營養。且瓜瓜園供應全台全

家便利商店的燒蕃麥，想必是多年信用經營的成果。

老塘湖—初到老塘湖藝術村，以為是參觀古早厝，屋內有相

關的古物可以參考，很原味建築，一切都看似簡陋風，殘破風，

也帶一些懷舊的情傷。原來老塘湖是由抽象畫家匡進福先生所創

辦，因為熱愛古建築物的美，蒐集各地的古建材、枯藤、老樹、

昏鴉、斷瓦、殘磚、水塘組成的聚點。原來這不是古厝，是一處

處懷舊的角落，商店販售的古早味點心，及一幅幅創辦人用手指

做的人物抽象畫，拼出一古建築文化保存的展示地，特別對那水

塘倒影印象深刻，彷彿置身仙境，隨處照相皆有意境，難怪成為

攝影愛好者極佳的取景點。

最後一天上午來到魔菇部落，經園區的生態導覽進入菇類繁

殖工廠，有別於從前陰暗潮溼的菇寮，現代化的恆低溫無菌設施

取代傳統養菇方式，培殖出多元的菇種，如口感如霜降牛的黑美

人菇，顏色粉嫩的粉紅玫瑰菇等，有如在菇的世界大開眼界哪！

DIY也是在菇園的重頭戲，栽種粉紅玫瑰菇學到如何製造菇的生
長環境，同時也期待它是如何按時澆水就可在一星期後採收且可

採收三至五次。自製用杏鮑菇做的手工披薩，也大發創意，個個

有特色，色香味俱全，我想可口的披薩大部分應都入姐妹們的

“金孫”的口了吧！中午用的自助菇菇餐也令人大開眼界，簡單

的菇菇竟也變化出多道料理，印象深刻的是杏鮑菇香腸及杏鮑菇

丸，嘗起來竟無違和感，十分美味。

這是個令

人難忘的旅程

—新興的摩登

現代興達觀光

漁港，或曾為

台灣第一個大

型農業博覽會

的農博公園，

或擁有約20多
座寺廟的蓮池潭，或紀錄歷史的舊鐵橋，或生產富含營養地瓜的

瓜瓜園，或老塘湖的殘破美和培育多種菇類的魔菇部落。不僅讓

我們開眼界，長知識，也見識到我們所到之地皆是人們在各地數

十年一點一滴努力的成果。正如土城農會亦默默地在地耕耘，日

漸茁壯。

感謝這旅程，因它溶化了各班幹部的陌生，見識了指導員的細

心規劃，行程時間安排的辛苦，感受了農會在推廣教育的用心服

務，感謝農會長官的陪伴，讓每次的行程皆充滿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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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農端陽誠敬老、家政四健合包粽
推廣部/張瑞庭

農會在端午節前夕，辦理

「土農粽夏飄香~舞端陽、家
政四健合包粽」活動。發揮家

政服務精神及回饋地方，增進

社會對長者重視及關懷，讓在

地老人能於端午節，也能享用

真正家居風味的傳統粽。完成

的粽子將透過華山基金會，轉

送至土城區內的獨居長者。

家政媽媽們前一天先辛苦備料，香味撲鼻而來已讓人垂涎三

尺。活動當天媽媽們細心地教導著小朋友，對不會折粽葉和綁粽

子孩子是可貴的經驗，看著大

家從不知所措到得心應手，心

中是滿滿的喜悅呀!雖然只是
幾個簡單的動作卻有著很多的

技巧，不僅學到如何包粽，也

能幫助到獨居的長輩，讓長輩

能在端午佳節中感受到暖暖的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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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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熱烈招生中

◆上課時間： 107年6月26日至7月6日，每週二至週五下午1：

30-5：30，課程共計30小時。

◆費用：完全免費，並提供貼心托育服務。

◆報名上課地點：土城戶政事務所（土城區和平路28號）。

◆報名方式： 攜帶外僑居留證、最近2吋照片1張及國人配偶身分

證影本，親自或委託他人至本所填寫報名表。

◆課程期滿後，將核發上課時數證明，以供申請歸化國籍使用。

◆洽詢專線：（02）22605640分機218歐小姐或227丁小姐。

 遷入新北「獎不完」～土城加碼好禮送給你

◆來！來！來！－大家逗陣來作厝邊。

◆免奔波免規費－凡揪團3人即派員到府服務。

◆見面禮：現場預約遷入每人筆記本1本。

◆相見禮：遷入登記時免規費（身分證50元戶口名簿30元）。

◆遷入禮：遷入完成後再送每戶旅行證件包1個。

◆另有14輪抽獎機會： 總獎額1500萬，越早遷入越有機會抱得

大獎歸。

 新北市印鑑數位跨區申辦～拍攝人像～安全有保障

◆新北市印鑑數位化跨區服務，領先全國首創「人臉特徵影像

儲存系統」，多重比對容貌、筆跡、印鑑，省時省費用安全

有保障。

◆本項跨區申辦便民服務，不受理委任申請。

 全國開放同性伴侶註記

◆雙方攜帶身分證，親至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註記為「伴侶關

係」。

◆若非本國籍之市民，請攜帶護照及居留證等身分證明文件。

◆目前採「隱性註記」，僅登錄在戶役政資訊系統之特殊註記，

但完成註記後，可申請同性伴侶註記書函。

 國籍歸化測試～隨到隨辦

◆本人持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正本、相片1張及報名

費500元。

◆測試時間：每週一至週五8時至11時及13時30分至16點30分，

報名後即刻辦理測試，當日核發成績單。

 教育程度註記

◆民眾可至戶政事務所臨櫃辦理教育程度註記。

◆得自行上網「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使用自然人憑證申請

或查詢教育程度。

親子夜觀家鄉生態活動
四健會員/羚家

現在的小孩，整天都宅在家中，手上都

是３Ｃ，對家鄉的生態卻都不瞭解，沒有好

好看過自己的家鄉。

今天土城農會辦了一場夜觀家鄉生態活

動，我和爸爸便去參加，我們到了有名的

「劉老師自然生態教室」，先認識當地的雜

草，有龍葵、象耳澤瀉、莎草等，也熟悉它

們的特徵，了解它有甚麼功用，也來一次植

物大找碴的活動。

這時，我的肚子發出了一種聲音，大家

的肚子也不約而同的「咕嚕！咕嚕！」叫著，老師便帶著我們走向廚

房，大家一起揉著麵團、打平、切條，撒上堆積如山的麵粉，再抽出

來，拉麵就完成了！大家拿著拉麵條，裝在面勺中，加入高麗菜，就

可以下鍋了！等熱麵了再加入大黃瓜湯中，就是一碗手工拉麵！大家

都大快朵頤了一番後，肚子都脹

了起來呢！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老師叫

大家拿出手電筒，準備去夜觀

了！我們一步一步走向了伸手不

見五指的樹林中，準備好看看夜

晚的家鄉！路邊有幾個水缸，燈

一照亮，哇！有好多隻斑腿樹蛙，再往樹上一看，幾隻中國樹蟬對著

你鳴叫，低頭一看，一個硬幣般的蛞蝓慢慢爬著，多走幾步面前就有

一隻黑眶蟾蜍。心靜下來用耳朵聽，可以聽到面天樹蛙的叫聲，歪頭

一瞧，還有幾隻螢火蟲正在求偶！四面八方都有著不同的生物呢！

家鄉是如此美麗，家鄉是如此的多采多姿。現在的科技雖然發

達，但和大自然接觸的機會也減少了。有空，不妨放下３Ｃ多往戶外

走走，好好看看自己的家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