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大香菇素蠔油

屏大香菇素蠔油甘甜不死
鹹，日本花菇萃取之香菇精
華，增添鮮香，不添加焦糖
色素、加鉀鹽，色澤漂亮又
健康，食用起來美味無負
擔，最重要的不含防腐劑，
家家戶戶必備醬料。

【135元/300ml】

龍宏辣豆瓣醬

本產品採用非基因改造黃
豆、米，經烹煮、發麴入陶
甕，醃漬發酵熟成為保留最
佳口感 ，堅持不添加豆渣增
量，無添加防腐劑，醬料天然
且風味獨特，可直接食用拌
麵、火鍋、滷肉及炒菜等。

【110元/460g】

丁香干貝XO醬

以新鮮味美的高級丁香魚
為食材製作，產之丁香干
貝XO醬其獨特之口感，
泌以脾胃滿足味蕾，可炒
飯、可拌麵、可煮菜等，
目前已成為澎湖最具特色
及最夯之伴手禮產品。

【240元/450g】

100%純正苦茶油

苦茶油豐富的不飽和脂肪
酸，有助於預防心血管疾
病，幫助恢復血管彈性、
降血脂。同時，苦茶油能
夠抑制幽門螺旋桿菌，
改善消化性潰瘍，保護胃
部。被譽為東方橄欖油，
適合煎、煮、炒、炸、涼
拌等各種中西式料理。

【700元/500ml】

料理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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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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農曆7月 土農-搞什麼鬼啦～～～
推廣部/小編

鄉親啊∼你們有發現？土城農會越來

越年輕囉∼到底！搞什麼鬼呢？小編來告

訴你們，第一步：請拿起手機，第二步：

開啟你的臉書，第三步：請搜尋『新北市

土城區農會』，簡單的3步驟，讓你走在
潮流的尖端唷！

打破迷思，農曆7月也能很有趣！「搞什麼鬼」系列活動已在8/21完美結束啦！
錯過的粉絲們也別灰心唷！鎖定臉書可以知道我們最新的消息。7/31晚上8點半「土
城農會第一次直播」，也是「搞什麼鬼首播」，活動就這樣悄悄的開始囉∼

第一集買土農擺接麵再送蓬萊麵，粉絲們搶購速度超！級！快！，短短不到3分
鐘就賣光了；經過前一週的檢討與改進，8/7的【87直播勁爆價】讓粉絲們用最勁爆
的價格買到最優質的商品；8/14的【14直播一起直播】特別邀請土農林志玲一起來
上直播，告訴各位粉絲短短2分鐘就能煮出一碗讓人回味無窮的擺接麵線；8/21的
【吼戲】是搞什麼鬼最後一集，特別隆重

邀請兩位嘉賓來造福粉絲們，0元起標是
不是很刺激呀？看著螢幕裡的粉絲與我們

瘋狂嘶吼與互動，小編覺得再苦再累都值

得，「搞什麼鬼」成功圓滿落幕。

謝謝粉絲們這四週的支持，未來還要

繼續支持土城農會唷！我們會繼續努力加

油的！小編也會努力造福各位粉絲們，一

定要鎖定土城農會粉絲專頁唷！

歡迎上網搜尋：新北市土城區農會 http://www.twtcfa.org 更多商品可在線上購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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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廣 簡 訊

108年度四健聯合教育訓練 四健疊杯暑期研習班

四健防身術暑期研習班

四健日-「蜜蜂與環境」

四健我家菜園暑期研習班

家政班員暨市民-彩攝人生講座

四健拼布暑期研習班

四健食農教育「香Q白米怎麼來」

四健日-「錢從哪裡來」

參加新北市108年度四健技術交換大會

108年度新北市四健聯合教育訓練
四健會員/庭瑄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聯合教育訓練，今年的
行程是去中南部地區。
第一天我們去了鹿港老
街，雖然天公不作美，
但聽了領隊的解說讓我
對鹿港的廟宇有一些新
的認識。

一開始我們跟其他的農會都不太熟，在透過下午的大地遊戲
及晚上的營火晚會後，讓我們彼此更了解、更熟悉，畢竟每個遊
戲都需要大家一起討論、一起完成。

接下來的兩天活動有參觀博物館、特殊的文藝展覽以及了解
到在地的農業文化特色⋯等等，對於我們這些台北的小孩，每次
的農事體驗，都是很新鮮的事，這次體驗的是芒果和韭黃，在還
沒體驗前，都會有農民伯伯來為我們講解，聽完真的會覺得農民
很辛苦，也會更懷著感恩的心去珍惜他們所種出的農作物。

三天的活動中，讓我感到興奮的莫過於「食字路口」這個遊
戲，我們這組獲得了第一
名，遊戲規則主要是以夜
市有的小吃進行接龍，最
快者即可獲勝，我們的取
勝，可能是我們有事前先
工作分配好，先大致想好
要怎麼接，再運用網路查
夜市裡有什麼美食，很快
就上手，雖曾一度卡關，
在夥伴們齊心克服後，就
非常順利的一路到最後，
我們不只玩得很開心，而
且在這遊戲過程中還讓我
們吃得飽飽的。

	 1.	7/3-7/5帶領四健會員參加新北市108年度四健聯合教育
訓練。

	 2.	7/8-7/19辦理四健疊杯、編織及防身術暑期研習班。

	 3.	7/20辦理四健日「錢從哪裡來」活動。

	 4.	7/22-7/26辦理四健我家菜園及拼布暑期研習班。

	 5.	7/23辦理108年度家政班員及市民「性別平等-意識培
養」講座。

	 6.	8/3辦理四健會員食農教育「香Q白米怎麼來」活動。

	 7.	8/10辦理四健日「蜜蜂與環境」活動。

	 8.	8/16帶領四健會員參加新北市108年四健技術交換大會
經驗發表競賽，由吳佳芸參加榮獲殿軍。

	 9.	8/22辦理108年度家政班員及市民「彩攝人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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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早味醬油麵】
食材：�擺接細麵、屏大素蠔油、苦茶油、蔥花

作法：

將擺接細麵鬆開放入鍋裡

輕輕攪開至水沸騰，煮麵

時間為5~6分鐘，煮熟後
撈起瀝乾水分，加入適量

的屏大素蠔油及些許苦茶

油提味，最後再灑上蔥花

即可上桌，簡易懶人料理8
分鐘內搞定!

一瓶素蠔油搞定你的胃

【醬炒金針菇】
食材：�金針菇、屏大素蠔油、油、

           蔥花、辣椒

作法:

將金針菇去尾洗淨，辣椒爆

香後，將洗好的金針菇放入

鍋內，加入適量的屏大素蠔

油，稍微拌炒後轉小火上鍋

蓋燉煮一下，灑上蔥花即可

上桌，簡易料理輕鬆搞定!

108年有機友善農業

體驗研習
推廣部/小李子

7/24-7/26參加市
農會辦理有機友善農

業體驗活動，活動行

程參訪中南部各青農

朋友們在農產業領域

的傑出表現，從智慧植物工廠、有機咖啡莊園栽培技

術及銷售通路、竹崎酪梨崎園草生有機栽培技術管理

到中埔鄉有機黑木耳栽培管理及加工製程，並參觀阿

蓮鄉強固型溫網室番茄及小黃瓜輪作管理，第三天參

訪竹山鎮自然田有機芭樂園，如何對粒粒芭樂做到無

微不至的照顧，回程至頭份河背庄農園參訪米食食農

教育推廣，看回鄉青農如何從家中自有2分田走出農
業體驗的一片天。三天的參訪看了那麼多勤奮的青年

朋友加入農業行列，相信台灣農業一定永續傳承。

土城農會獎學金開跑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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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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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法令暨最新便民服務措施宣導
  戶所即日起提供國軍人員結婚、生育、喪葬或殮葬等各項

申請補助直接通報國防單位之便民服務~方便申辦免奔波！

◆戶政事務所自108年7月1日起，提供國軍人員於戶政事務所

辦理結婚、出生或死亡登記，同時通報申請結婚、生育、喪

葬或殮葬補助費。

◆為達成「一處收件，全程服務」目標，持續推動「戶政一站式

服務」，省去民眾在不同機關間奔波的辛勞，歡迎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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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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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人持外國護照出境2年以上，應依戶籍法第16條第3項規定

辦理遷出登記。

◆國人持外國護照出境2年以上，應由適格申請人（本人或戶

長）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自行向戶籍地戶辦理遷出登記。

◆另若戶所查有當事人持外國護照出境2年以上之事實，依戶籍

法第16條第3項、第42條規定得辦理逕為遷出登記。

 原印尼籍國民如因婚姻關係喪失印尼國籍，得於斷絕婚姻

關係後，申請回復印尼國籍。

◆原印尼籍國民有符合上揭之情形，可以電子方式透過該國司

法部普通法律行政總司網頁申請，將表列之相關文件上傳，

並於繳費後，將申請所需文件紙本交給普通法律行政總司。

◆另母親因婚姻關係喪失印尼籍之未滿18歲及未婚子女，撤銷

外國國籍後得跟隨母親重新取得印尼國籍。

◆印尼司法部普通法律行政總司網頁網址：http://sake.ahu.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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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服務時間：09:00~12:00

2019育津貼補助懶人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