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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7

（460g/瓶）

辣豆瓣醬
真情價96元

（4斤/箱）

黃金養生蛋
真情價230元

（560ml/瓶）

屏大薄鹽醬油
真情價139元

（300ml/瓶）

屏大薄鹽油膏
真情價95元

（650g/瓶）

剝皮辣椒
真情價100元

（400g/瓶）

西螺油膏、清油
真情價90元／瓶

（400g/瓶）

西螺白醬油
真情價100元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流程圖、貸款項目及利率

目前
貸款
年利率

適用貸款類別
目前
貸款
年利率

適用貸款類別

1.5%

‧農機貸款

‧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

‧輔導漁業經營貸款

‧農民經營改善貸款

‧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

‧山坡地保育利用貸款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

‧農家綜合貸款

‧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

‧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

購買耕地貸款

‧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類

‧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改善草

食家畜經營類、提升養豬經營

類、提升家禽產業經營類、提升

畜禽肉品生產經營類及雞蛋友善

生產系統類

‧農業節能減碳貸款-購置使用淨

潔能源設備者

‧休閒農場貸款(自然人)

‧農民組織及農企業天然災害復耕

復健貸款

1% ‧小地主大佃農貸款－經營類

3.0%
‧改善財務貸款
‧農業節能減碳貸款-設置綠能設
施並出售電力者

2.5%
‧農業節能減碳貸款-購置使用淨
潔能源設備者(農漁民團體及農

企業)

1.25%

‧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畜牧污
染防治類、家禽流行性感冒案例

紓困類

‧造林貸款
‧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促進農
(漁)會事業發展及經營管理改善

類

2%
‧休閒農場貸款(法人)
‧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
發創新貸款

(一)借款人 (二)營業單位
  1.口頭洽談
  2.書面申請

(三)授信人員
  1.受理申請

(四)徵信人員
  1.徵信調查

(五)徵信人員
   1.徵信分析報告
   2.授信申請書及批覆書

(六)授信人員
  1.審核徵信資料
  2.擬訂授信條件等

(七)覆核人員
    分析審核

授信審議委員會

(八)各級主管
  1.總幹事
  2.秘書
  3.信用部(分部)主任

撥付貸款

全國農業金庫

核貸通知

會員身份查詢

(九)授信人員
  1.簽約、對保
  2.簽擬貸放作業

(十)核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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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正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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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申請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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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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20:00
電子信箱：ntpc510@ms.ntpc.gov.tw
網址：http://www.tucheng.ris.ntpc.gov.tw

第二版

新北市戶政事務所「證」「健」合一雙效服務

•	 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遺失者，可同時辦理補領身分證及委託新北

市各戶所代送郵局辦理補領健保卡。

•	 補領健保卡：民眾需填寫「請領健保卡申請表」及工本費200

元，交由所代送郵局辦理。

•	 尚未領到健保卡時，可憑14日內之收執聯正本及身分證明文件就

醫。

網路預約戶籍登記

•	 為縮短洽公等候時間，請透過內政部戶政司線上預約服務。

•	 於預約日前1日(下午3時前)至7日完成申請，例假日結婚登記請於

3日前至30日完成申請，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	 網址:https://www.ris.gov.tw/zh_TW/webapply/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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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與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馬祖)所屬各

戶政事務所-辦理跨縣市行政協助服務

•	 新北市與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所屬各戶政

事務所，可於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下午17時)異地行政協助辦

理。

•	 辦理項目：出生(含同時認領及臺東、花蓮-生育獎勵金)、死亡(含

同時撤冠姓)、姓名變更、戶長變更、教育程度註記、原住民身分

登記、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配賦重複及不合邏輯處理、英文戶籍

謄本等項目。

原住民取用（回復）傳統姓名相關規定

•	 原住民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

•	 原住民之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

記。

•	 原住民申請回復傳統姓名得就近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離婚登記及初/補領身分證

•	 只要結婚或離婚當事人雙方或一方，於國內曾設有戶籍，且在國

內辦理結婚或離婚者，即可在全國任一戶所辦理結婚或離婚登

記。

持有『自然人憑證』可免費申請電子戶籍謄本及查詢勞健保資訊

•	 本所設置有「電子謄本便利站」，歡迎使用!

新北市「跨機關通報服務」輕鬆一次搞定

•	 民眾只要在戶政事務所辦理住址變更或改名後，以下機關及公司

（包括監理、稅捐處、國稅局、地政、社會局、教育局、健保

署、國民年金、新北市圖書館、瓦斯公司及有線電視等）會一起

為您服務，省去您在各機關奔波的麻煩，歡迎多加利用！

新北辦護照~戶所幫你跑

•	 首次申請護照之民眾，得向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

認」。

•	 新北市提供代收代辦護照	(不含補、換照)，請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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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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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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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免附地籍謄本

•	 「具土地共有關係者申請他共有人戶籍謄本」及「增編及合併門

牌編釘（含違章房屋）」2項戶政業務，得以「土地所有權狀」

取代檢附地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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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出國時常看到不同的國家的舞者跳著異國風情的舞蹈嗎？
您也夢想著穿著各國炫麗的服裝跳著當地流行的舞蹈嗎？

您想要趕上世界最熱最發燙的舞蹈風潮嗎？
想要挑戰沒嘗試過的舞蹈嗎？

世界流行舞蹈班能滿足您所有的需求，我們每期都有不同的
舞風，有民族有現代，輕鬆解放您的肢體，更能滿足您對所

有舞蹈的熱情與渴望！
每首舞都是經典，每堂課都超出您的期待！您還猶豫什麼？

別再當觀眾了！今年的您，就是最閃亮的主角！

歡迎您加入我們世界流行舞蹈研習班

推廣部
在2014年將進入尾聲時，抓住年度的尾巴，舉

辦一場「資源再生創作活動」，讓我們土城年次最
幼齒的寶貝們相聚在一塊，動動手～做出最美的
藝術品，不僅可當筆筒、花瓶、置物瓶、擺飾……
等，可稱它為多功能的藝術品。這麼美麗的作品其
實一點也不困難，大家都很專注在自己的作品上，
要把自己的作品最到最美，完成之後真的好有成就
感～不僅可以送給家中的小朋友，也可以自己拿來
當擺飾品，這是相當實用的藝術品。

104年度農民節大會～活動 報導

紀念品發放情形

本會張總幹事國城與家政推
廣教育有功人員合影留念

資源再生創作活動～
彩繪玻璃

精彩的表演項目

長官及來賓致詞

土城區農會～
世界流行舞蹈研習班

推廣部
過年即將到來了～每年少不了的當然是辦年貨囉！北中

南各地都有年貨大街陸續起跑，每個年貨大街都祭出許多優
惠活動來增加買氣。土城區農會以試辦性質在土城捷運站2號
出口前廣場辦理年貨大街，前來人潮絡繹不絕，商品種類琳
瑯滿目，離去的人潮都大包小包。客人對我們的商品都是讚
不絕口，搭配滿額贈好禮，增加了不少買氣。

在這特別感謝熱情的家政班媽媽們，一聽到我們需要人
手幫年貨大街活動，義不容辭的空出時間來協助我們，使我
們活動圓滿成功。

土城區農會104年農特產品
暨年貨大街展售會

推廣部

本會104年度慶祝農民節活動於
2/4舉行。當天參加人員眾多，相當熱
鬧！本區立委、副區長、新北市政府
農業局長官及新北市議員撥冗前來之
外，區內會員前來與會者也是絡繹不
絕，皆蒞臨會場參與盛事，大會開始

前由本會世界流行舞蹈研習班、中東肚皮舞研習班、韻律
舞蹈研習班及103年新成立的二胡研習班帶來一連串精彩表
演，為農民節大會揭開序幕！本次活動由李理事長榮達擔
任大會主席，首先除了感謝各界長官給予農會的肯定外也
對長期以來一直支持及照顧農會的會員們、農友、家政班
員及四健會大小朋友們致上最深謝意，接著由本會農民代
表廖組長博賢宣讀農業生產公約及
本會農民代表邱組長文進呈獻農業
生產成果，象徵農會取之於農，用
之於農的根本。接著表揚對推廣組
織有功人員，感謝大家對農會不遺
餘力的奉獻，最後大會也隨著大家
的掌聲漸漸消逝，活動圓滿落幕。

活 動 寫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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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檢討會 資源再生創作研習活動 本會林義濱組長，

獲頒優良農事小組長

本會榮獲信用業務績優 本會農事產銷員詹正明，

獲頒農業產銷優良農民

104年農民節大會推廣教育成

果競賽-舞蹈家政組，榮獲亞軍

長官及來賓揭開年貨大街序幕

推 廣 簡 訊
103年

1、12/25辦理家政班幹部工作檢討會，166人參加於本會禮堂。

2、12/26辦理資源再生創作活動，37人參加於本會禮堂。

104年

1、	本會世界流行舞蹈研習班參加新北市各界慶祝104年農民節大

會推廣教育成果競賽-舞蹈家政組，榮獲亞軍。

2、	新北市各界慶祝104年度農民節大會，本會榮獲信用業務績

優。

3、	新北市各界慶祝104年度農民節大會，本會林義濱組長，獲頒

優良農事小組長。

4、	新北市各界慶祝104年度農民節大會，本會農事產銷員詹正

明，獲頒農業產銷優良農民。

5、	本會慶祝104年度農民節大會於2/4辦理，會員紀念品自2/4～

2/28開放兌領。

6、	2/11-2/15於捷運土城站2號出口前廣場，辦理「土城區農會104

年農特產品暨年貨大街展售會」。

一、目的：為加強家政班班員之副業技能，提昇其生活品質而辦理。
二、對象：
1、班員：指本會家政班班員、本會農事研究班班員及配偶。			
2、本會客戶：	存款餘額壹萬元以上，報名當天請帶本人存摺，非存

摺正本不受理。
三、報名日期、地點：�104年3月17日（星期二）8：30起，於本會三樓辦

理。（額滿為止）
四、注意事項：
1、	填具報名表（家政班班員請攜帶班員證備用），請由本人親自辦
理報名，勿由他人代替。

2、	繳交各項研習費用（含保證金500元），各項材料費於上課時繳
交，已報名者不得轉讓他人、亦不得要求退費(非本人上課經發現

                                                                                     （費用單位：元）

項
目

課程 名額
開課
日期

預定上
課期間

上課時間
上課�
地點

研習費用
(含保證金500元) 指導老師 備註

班員 本會客戶

1 二			胡 15 4/15 38週 週三	14:00~16:00 本會3樓 2500 3000 孫文軒
男女皆收

不含二胡、教材、譜架費用

2 池坊花藝 15 5/4 20週 週一	13:30~15:30 本會7樓 1500 2000 林麗芳 男女皆收，花材費另計

3 毛線編織 15 5/5 12週 週二	13:30~15:30 本會3樓 1000 1500 盧美雲 男女皆收，材料費另計

4 手	工	皂 20 8/4 12週 週二	13:30~15:30 本會3樓 1000 1500 厲		麗 男女皆收，材料費另計

5 手創編織 20 8/6 16週 週四	14:00~16:00 本會3樓 1500 2000 陳美枝 男女皆收，材料費另計

6 手				語 15 5/4 36週 週一	09:30~11:00 本會3樓 2500 3000 蔡阿香 男女皆收

7 日					文 15 4/13 38週 週一	13:30~15:30 本會3樓 2500 3000 邱顯文 需有拼音基礎，男女皆收

8 英文（基礎） 20 4/15 24週 週三	08:30~10:00 本會3樓 2000 2500 鄧		屘 需有拼音基礎，男女皆收

9 英文（進階） 15 4/15 24週 週三	10:10~11:40 本會3樓 2000 2500 鄧		屘 需有會話能力，男女皆收

10 歌				唱 35 4/17 38週 週五	13:30~15:30 本會3樓 3000 3500 徐木桂 男女皆收

11 華陀五禽戲(氣功) 20 4/15 38週 週三	08:30~10:00 本會7樓 2500 3000 林建宏 男女皆收

12 中東肚皮舞 20 4/15 38週 週三	14:00~16:00 本會7樓 2500 3000 陳慧卿 限女性

13 世界流行舞蹈 15 4/16 38週 週四	13:30~15:30 本會7樓 2500 3000 李碧玉 限女性

14 韻律舞蹈 30 4/17 38週 週五	09:00~11:00 本會7樓 2500 3000 黃麗卿 限女性

15 養身瑜珈 30 4/13 38週 週一、四	08:30~09:30 本會7樓 2500 3000 呂慧秋 限女性

16 能量瑜珈 15 4/14 38週
週二	08:30~09:30
週四	10:00~11:00

本會7樓 2500 3000
謝肯蒂
Candy

限女性

17 經絡瑜珈 35 4/13 38週 週一、三	10:10~11:10 本會7樓 2500 3000 張耘甄 男女皆收

18 皮拉提斯 35 4/14 38週 週二	10:00~11:30 本會7樓 2500 3000 李郁清 限女性

19 瑜珈堤斯 20 4/17 38週 週五	19:30~21:00 本會7樓 2500 3000 莊麗雲 男女皆收

新北市土城區農會104年度推廣教育副業技能訓練暨文康活動課程表
沒收保證金，並取消上課資格)，每人最多限報名三項，餘列入候
補，俟報名結束後視名額依序通知遞補。

3、	不論是否為家政班員，本會帳號及戶名欄請皆須填寫本人之帳戶以
利核退保證金，未填寫帳號恕無法退還保證金（保證金將於課程結
束後轉入學員帳戶）。

4、	各班報名人數達最低開課人數標準始開班，本會保留開班與否之權
利。

5、	應農會業務需要，須參加各項比賽、演出時，無特殊情形而不參加
者，新年度不得參加研習。

6、	請班員慎選課程開課後不可轉班或退出（上課曠課1次以上(含1次)
或請假時數超過1/2者，沒收保證金）。

7、報名者請自行注意開課時間，本會不另行通知。

五、課程項目：

※池坊請自備花剪、花器。
※各瑜珈課程、皮拉提斯請自備瑜珈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