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旗山香蕉
香蕉米乖乖
$30

使用關山米
五香米乖乖
$30

點心麵 

$150 (1箱12包) / $15 (包)

整箱購買
有優惠唷！

使用新屋米
五香干貝米乖乖
$30

使用關山米
奶油椰子米乖乖
$30

有著札實的米果口

感，搭配用旅山香

蕉製作用香料，釋

放出香蕉濃郁的氣

味與甘甜。

關山鎮農會與知名

食品公司，首度嘗

試 用 關 山 米 取 代

玉米粉製作五香口

味。

新屋區特色新香米

及漁會海洋干貝蹦

出新口味，值得細

細品嚐。

厚實的米香，像似

奶油風味的米果，

口威札實，讓人不

禁一口接著一口。

新品上市
NEW ARRIVAL 米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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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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親愛的客戶您好：

本會將於107年11月12日執行系統平台轉換作

業，全面換發新存摺，建議您於107年11月9日

（星期五）前先到本會或各分部補登存摺。

（若未補摺，於新存摺沒有明細）

謝謝您!

土城區農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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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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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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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版 中華民國一○七年八月

活動預告
本會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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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意識培力工作坊

居家水電修繕系列講座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3樓演講廳

日期 時間 辦理內容 講師

9/6
（四）

10：00∼12：00 用水設備基本認識及維修

新北婦女
服務中心
呂理民老師

9/18
（二）

9：30∼11：30 基本電學及居家水電
設備介紹

10/12
（五）

14：00∼16：00 用電設備介紹

理直氣平-談情感教育
四健家長/洪啟禎

幽默、風趣又學識與經驗

俱足的老師，帶給我難忘且收

穫滿滿的一堂課。

根老師以自身的成長歷

程，鼓勵大家要知足、樂觀

且積極奮發地向前目標邁進；以豐富、實際的工作體驗，分享如何

面對困境，以危機為轉機地解決問題、衝破難關。以為人子女、朋

友、父母的各種角色立場，教導大家如何面對現今青少年所遭遇的

困擾與瓶頸，多變的人際關係與社會變遷帶來的情緒紛擾與不安，

並且能理解孩子的身心變化與衝突，幫孩子找到面對困擾的方法、

並且培養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建立

正確的生活態度及優質的人生觀。

最後更期許大家要先從家庭開始

做起，一個溫暖有愛的家是社會安和

進步的後盾，是孩子順利成長的必備

條件。有和諧、恩愛的父母就能營造

良好的婚姻品質，就能讓孩子得到最好的教養，使孩子成為良善有

愛、品德高尚、氣質出眾、能力卓越且有責任心的好人。

謝謝根老師的分享，也謝謝土農的用心規劃，讓我們能充實更

多、更有用的知識，也渡過一個快樂的周末假日。

新北市四健露營大會暨

作業組競賽活動
四健會員/玉娟

這次參加兩天一夜的作業組競賽露營活動，讓我感到非常緊

張，因為在一開始，我的部分並沒有準備的很好，然後在看到其他

農會的作業成果如此精彩，有的唱歌、有的演戲，這些厲害的對手

讓我感到壓力極大，甚至在介紹我們的作品前時，真的有一度感到

喘不過氣，但是在介紹完後，我就鬆了一口氣，其實感覺起來好像

也沒那麼糟嘛！心中的石頭就放了下來，之後的活動也讓我們玩得

很開心，心情轉變成是來露營，而不是來比賽的。晚上的營火晚

會，全場的氣氛就好像是當年我在隔宿露營時一樣，大家都很嗨也

很瘋狂。晚會結束後，我們大家還一起去了夜遊，一開始感覺超恐

怖的，但是後來我們就一起聊天，一起壯膽，就不這麼可怕了。第

二天的大地闖關，大家都很盡全力地完成。活動結束，回程時大夥

兒都因為太累在車上睡成一片。很開心參與這次活動，讓我收益良

多。

推 廣 簡 訊
1. 7/3-7/6辦理新北市各級農會四健會員聯合教育訓練活動。

2. 7/7-7/12辦理四健暑期知竹常樂作業組研習。

3. 7/7-7/13辦理四健暑期植物手染作業組研習。

4. 7/12-13帶領四健會員參加「新北市107年度四健露營大會

暨作業組競賽活動」，獲作業組競賽農務組－季軍。

5. 7/14-15參加「2018三峽農產品聯合行銷推廣活動—農產品

展售會」。

6. 7/16-7/20辦理四健暑期園藝動手做作業組研習。

7. 7/19-8/23辦理四健暑期編織達人作業組研習。

8. 107年1期水稻共同代收割作業於7/19辦理完成。

9. 7/23-8/3辦理四健暑期簡易防身術及自己畫漫畫作業組研習。

10.  8/10帶領四健會員參加「新北市107年度四健推廣教育技

術交換大會－公民常識測驗」，獲得殿軍。

11.  8/2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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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食材料理教室及四健食農成

長營－食農嚐百菜活動」。

四健暑期簡易防身術作業組

水稻共同代收割作業情形

四健暑期植物手染作業組

在地食材料理教室及四健食農

成長營—食農嚐百菜活動

四健暑期園藝動手做作業組

四健暑期知竹常樂作業組

新北市四健露營大會暨

作業組競賽活動

獲作業組競賽農務組－季軍

新北市各級農會四健會員

聯合教育訓練活動

四健暑期自己畫漫畫作業組



家政班員區外觀摩研習活動～活動報導
永富二班/洪綵悅

GO！GO！GO！跟著土城
農會來去南台灣體驗當地的人

文氣息及熱情的太陽囉∼第一

天貓貍影城桐花樂園原本就是

座桐花公園，雖然桐花已幾乎

掉光，但各式的花草樹木綠意

盎然、百花綻放，真是讓人心

曠神怡，也吸收了芬多精喔！

影城的建築更是古色古香。

接著來到了鹽水月津港漫

遊，真是趟知性文化之旅，導

覽員專業的解說，台灣詩路的

台灣現代詩詞，有些詞我們還真的說不上來呢！有些用唱的真是

美妙∼還有那鹽水知名的古建築八角樓，也是重要的歷史地標當

地的特色之一，及充滿濃濃中國宮廷風味的建築卻是貨真價實的

天主教堂！跟北部的更是截然不同，這些又讓我們長知識了。下

午早早就進飯店讓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休息，駁二特區就在飯店的

對面，大家約好去逛逛閒聊、拍照，欣賞它的藝術文化，大家玩

的不亦樂乎。這才乖乖地回飯店享用美味的晚餐，吃飽後去體驗

輕軌和欣賞愛河的夜景真是美極了。

第二天新營糖廠鐵道文化之旅，除了品嚐道地純手工黑糖

外，搭的五分車也是一種新體驗，以前農業時代五分車是用來運

輸農產品的交通工作，現在卻成了另一種觀光現象，讓旅遊又有

了不同的選擇。

最後一趟安排在雅聞七里香

玫瑰森林，這是出了名的玫瑰

花園，有好幾百種的玫瑰爭奇

鬥艷欣賞美麗得花朵，再拍上

幾張合照真是人比花嬌。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

快，兩天咻∼一下就過去了，

感謝農會精心規畫這次活動

行程，休閒、漫遊、輕鬆又自

在，這兩天農會的工作同仁，

貼心的服務和細心的叮嚀，每

年都跟著土城農會到處趴趴GO
真棒！土城農會我愛你！謝謝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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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的兩性關係
四健義指/彭敏華

初夏的文山農場，微風徐徐的吹著，空氣中飄散著清新的

樹木香氣，映入眼簾的是滿山不知名的花朵，我們踏著輕快的

腳步帶著滿臉的笑容，魚貫地進入教室，期待著今日研習的課

程「關於性別—談兩性尊重」。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最重要的是真誠、信任和尊重，而

這一切的橋樑就是溝通。早在1979年，聯合國大會就通過了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保障婦女在政治、法律、

工作、教育、醫療服務、商業活動和家庭關係等各方面的權

利。而在台灣，已經在民國93年頒布並實施「性別平等法」，
旨在消除性別歧視並促進兩性尊重與平等，維護人格尊嚴，並

且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法規。制定這麼多的法律規範，就政府

的立場，無非是希望國人無論在職場上或是日常生活中，都能

尊重、理解與包容身邊的每一個人，消弭對抗與隔閡。

在現今社會多元文化裡，人們逐漸理解性別的模糊空間，

但是往往在不經意（或刻意）的情況下，用語言或肢體的暴力

形式侵犯或傷害他人，而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在理性的觀念

裡，我們都知道要尊重別人的不同，但是在與人相處的過程中

卻是比較難做到的，或是做得不夠完善。

透過此次研習的課程內容，我深深地領悟到，性別的議題

在人們的生活周遭，天天都在發生。除了要求自身懂得尊重與

包容之外，更應該擴及周遭的朋友家人；更重要的是，若是有

機會的話，我等更應該深入校園，為我們的下一代建立兩性關

係平等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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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法令暨最新便民服務措施宣導

第二版

 線上申辦經法院判決離婚確定、死亡、死亡宣告及出生地登記

～方便申辦免奔波

◆為落實「多用網路，少用馬路」政策，內政部推動凡符合申辦資格

的民眾，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30日內，於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4小時

全天候使用自然人憑證進行「線上申辦戶籍登記」服務。

◆線上申請案件係以機關(構)通報為辦理之依據（死亡者限非戶

長），俟戶所接獲通報，查證後，始完成登記。

◆戶所完成案件處理時，將以Email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申請人

亦可使用「線上申辦案件進度查詢」功能查詢辦理進度。

◆換領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請至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如欲辦理未成年子女親權登記，請至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即日起戶政事務所可通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申請勞保/國保生育

給付或家屬死亡給付

◆為落實政府數位化服務轉型，達成「一處收件，全程服務」目

標，持續推動「戶政一站式服務」，可省去在不同機關間奔波

的辛勞，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民眾可於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登記同時通報申請勞保或國保生

育給付，以及辦理死亡登記同時通報申請家屬死亡給付，戶政

事務所每日將民眾申請給付資料(包括申請人提供之國內金融機

構或郵局帳戶)通報勞保局，勞保局審核通過後，直接通知申請

人並將相關給付匯入民眾帳戶，民眾如有相關疑義及辦理進度

查詢，可以逕洽勞保局諮詢。

 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才可申辦恢復戶籍登記
◆國人出境2年以上，當事人或戶長應為遷出（國外）登記，如未辦

理者，戶政事務所接獲內政部移民署通報後，得逕為遷出登記。

◆戶籍已辦理遷出（國外）登記之國人，應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

國證明文件入境，始得辦理遷入（恢復戶籍）登記。

 健保卡的初、補(換)發~戶所輕鬆辦
◆新生兒初領健保卡通報：可申請無照片健保卡，但若選擇有照片健

保卡，請自行掃描QR code連結到健保署「健保卡相片上傳平台」

進行照片上傳作業，戶政事務所不另作相片掃描作業。

◆初設戶籍健保卡通報：僅限原領有健保卡者。

◆補發健保卡通報：戶所辦理補領身分證後，可同時通報補發健保卡。

◆換發健保卡通報：戶所辦理姓名及統號變更登記後，可同時通

報換發健保卡。

新北市各級農會四健會員
聯合教育訓練活動初體驗

四健會員/伊庭

這次跟著四健會去台東四天

三夜，初次參加對大家都不熟

悉，原本早上還在為晚上睡覺尷

尬的事而煩惱，一到下午就和同

寢室的伙伴混熟了，我們四人晚

上在房裡有說有笑的，還會互相

整對方呢！我們第一天的行程就

是從台北一路搭車到台東，領隊宥宥在關西休息站上車，和我們培養

感情，中途停了全台最美車站∼多良車站，在那裡吃了些點心之後，

我們就直接前往我們住宿的地方－台東鹿鳴溫泉酒店。在晚餐後，我

們全車的人還一起討論了一個秘密任務，準備在第三天晚上進行！

第二天我們一吃完早餐就有一堆豐富的行程等著我們，第一站先

到池上豐收館作爆米香DIY，接著到大坡池體驗竹筏，最後再去阿裕
果園採火龍果和製作果醬。晚上的活動更是熱鬧，我們在飯店裡進行

四健玩很大闖關活動，大家使出渾身解數，團結合作突破各個關卡，

雖然我們好像不是第一名，但這團隊精神肯定不錯。

第三天我們去春一枝做冰棒DIY，接著到新元昌紅茶產業文化館
體驗擂茶，午餐後，欣賞了布農部落原住民的八部合音表演，還去

了鹿野梅花鹿園區看梅花鹿、武陵樟樹綠色隧道吸收芬多精∼吃完

晚餐我們到鐵花藝術村表演我們的秘密任務－唱歌（告白氣球），

在唱歌的時候我們把手中的氣球送給路人和他們一起互動，我們會

這麼做是因為在今年2/6時發生了規模6.3的地震，當地居民頓時失去
了家園，而因為我們的年紀還無法捐足夠錢給受災居民，於是我們

就透過這個秘密任務傳達愛心和溫暖給他們，畢竟心意最重要，有

錢出錢有力出力。

第四天我們離開台東經過南迴公路後，就一路往北，到台中月眉

糖廠稍作休息後，在回到關西休息站時和我們的領隊宥宥道別了。經

歷了這幾天的行程讓我們學會自主獨立，也讓我們認識更多朋友，希

望下次還有機會能夠體驗更多的活動，學到更多有用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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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