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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8

土城區農會
保管箱出租
還在擔心您貴重物品、

重要文件收藏在家裡，安全嗎！？
農會提供您最安全的場所、

最好的保管服務讓您免操煩貴重物品、
重要文件的安全性！

本會保管箱備大小型式共五種，採用租金
方式出租，歡迎您踴躍承租!

箱
型

規格(公分) 租金與保證金

長 寬 高 年租金
(元)

保證金
(元)

A 60 12.7  7.6 1,200 1,200

B 60 12.7 12.7 1,300 1,300

C 60 25.4  7.6 1,500 1,500

D 60 25.4 12.7 2,000 2,000

E 60 25.4 25.4 3,200 3,200

說明:
1.付款方式(年租金)一年為一期      
2.保證金到期不續約可退還
3.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30~16:00           
4.洽詢專線：8261-5265~6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
貸款對象
1.年齡在18歲以上45歲以下，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農業相關科系畢業

(2)申貸前5年內曾參加相關農業訓練滿80小時

(3)實際從事農業生產，有相關證明者。

2.依農委會所定青年農民專案輔導相關規定遴選之專案輔導青年農民。

貸款用途
青年從事農業生產與其相關之農產運銷等所需之資本支出及週轉金。但專

案輔導青年農民得用於直接從事農產運銷所需資金。

最高貸款額度
1.一般青年農民500萬元(首次辦理或辦理本貸款未滿1年者，為300萬元)。

2.專案輔導青年農民1000萬元。

3.經農委會專案同意者，不受上開限制。

貸款利率
年息1.5%。但專案輔導青年農民於專案輔導期間，經營規模達農委會所屬

機關(構)訂定之專案輔導青年農民申請設施設備補助規定之最低規模以上，

並提出證明文件者，租金貸款為無息貸款，其他貸款之利率為年息1%。

柚花洗髮乳
$250

屋可寧
噴霧式
香茅油
$160

蘆薈洗面乳
$119

王家蜂蜜
$250

柚花沐浴乳
$250

屋可寧
噴霧式
樟腦油
$110

農好蓬萊麵
$16

水果醋
$160

~ 農 特 產 品 專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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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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親樂齡電影欣賞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3樓演講廳

5/5(二)13:00-16:00金盞花大酒店
《金盞花大酒店》敘述著一段動人浪漫的奇特

旅程，七名原本不相識的退休長者，為了讓人生獲
得新體驗，他們決定前往神秘的印度旅遊，而在出
發前，由受到“金盞花大酒店” 繽紛多彩的廣告簡
介吸引，感覺物美價廉，便決定到此落腳，七位旅
人來自不同的背景，有高院法官、家庭主婦、公務

員、處處留情的風流老仕紳，甚至還有風情萬種的歐巴桑…等，
當他們全部湊到一塊，從機場相遇起，就不斷有狀況發生，結果
終於來到了夢想中的金盞花大酒店，卻發現這其實只是一個空殼
子，是個還在等待金援準備重新裝修的老飯店，幻想頓時破滅。

不過，這些身經百戰的長者們，反而運用人生累積的智慧去
面對接踵而來的麻煩，共同度過這些挑戰，但他們之中的成員卻
在此時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這個意外的事件徹底的改變這七
位旅人的生命，在這裡，他們再度找到了愛和希望，只要拋下過
去的堅持，每個人都會擁有亮麗開懷的新人生!

6/2(二)13:00-16:00親情觸動我心
故事講述薩維奇家的溫蒂(蘿拉琳妮飾)與

喬(菲力普西蒙霍夫曼飾)兩兄妹，因為生病的
父親而重新聚頭，兩人的個性天南地北，喬隨
性過活三十好幾仍是孤家寡人，居家亂的像豬
窩，而溫蒂個性敏感對事物要求有條有理，與
喬相比更顯的嚴謹，多年不見疏於連絡各自過
著生活的兩人，必須要一同照顧年老體衰的父親，是否該將父親
送往養老院等問題，讓這兩個血濃於水又陌生的兄妹吵了又吵。

故事圍繞在薩維奇這個典型的美國家庭上，探討現代社會的
人際關係與日漸疏遠的親子關係，怎麼樣才算是孝順？而面對家
人年華日去，甚至痴呆或是瘋狂的胡言亂語，何其心痛又無力。
在一片混亂與尖酸針鋒相對中，兩兄妹除了要學會這些人生課
題，在與親人聚首的同時，兩人要一邊補回分離時逝去的時光，
更加也回首了自己虛度的光陰與自己所逃避的人生難題。

兩位硬底子演員在片中精彩演出，動人的配樂與各種看似無
厘頭的情節對話等，黑色幽默與笑點十足，笑中帶淚，頗有郭馬
斯基式笑看人生悲苦的意味，為人子女無可避免的遇上了父母的
年老與瘋狂，一切似乎走向毀滅，也走向新生......

7/7(二)13:00-16:00桃姐
這個故事講述一位生長在大家庭的少爺Roger

與自幼照顧自己長大的傭人桃姐之間所發 生的一
段觸動人心的主僕情。

桃姐（葉德嫻 飾）為Roger（劉德華 飾）的
家族工作了整整六十年，伺候過老少五代人，如

今年事已高還患有中風，Roger 不知道這樣的老人有什麼用處，就
把她送去老人院，而彼此間的關係從這時才開始真正展開。

戶政新增~婚姻、遷徙、姓名更改等紀錄證明書 ~代替戶籍謄本
•� 自104年4月2日起，可於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辦婚姻、遷徙、姓
名更改等3種紀錄證明書。

•� 辦理方式可選擇親自或書面委託辦理，每張規費15元。
•� 資料若涉及跨戶籍數位化及電腦化前(後)時，其證明書之核發
則需費時3~6個工作天。

身分證掛失國內1996及國際電話886-2-81958151服務熱線 
•� 為方便遺失身分證之民眾掛失身分證，內政部提供國內服務熱
線：1996

•� 在國外則撥打國際電話：886-2-81958151
•� 全年365天無休息；隨時提供您身分證掛失服務。
•� 考量安全因素，目前非上班時間以電話方式辦理掛失，暫不提
供辦理撤銷掛失，撤銷掛失仍須於戶政事務所上班時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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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元
報名費。

•� 測試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11點及下午1點30分至4點
30分，報名後即刻辦理測試，當日核發成績單。

預約結婚登記
•� 網路預約：應於結婚登記日前3個工作天完成預約。
•� 電話預約：預約星期六、星期日及例假日辦理結婚登記者，請
於登記日前1個上班日中午12時前完成預約，以方便連絡他機
關配合辦理。

•� 臨櫃預約：現場臨櫃預約辦理結婚登記日期。
•� 提前辦理結婚登記：如無法於結婚當日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
結婚登記者，得於結婚登記日前三個辦公日內，向戶政事務所
辦理結婚登記，並指定結婚登記日。

內政部跨機關通報~熊方便
•� 辦理姓名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變更（更正）、出生日期更
正、遷徙登記（遷入或住址變更登記）登記後，可憑自然人憑
證或向戶政事務所，申請將最新戶籍資料通報至您指定的機
關。

•� 通報機關：地政、稅務、監理、台電、自來水公司(戶所可以書
面委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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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食物吃了100%得肝癌!!
不想要躺在病床的是你，就快點扔掉它吧!!

有一種食物吃了100%得肝癌，一定要扔掉啊！
近幾年，肝癌的發病率越來越高，並成為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

一大殺手，一般情況下，肝癌的發生跟日常飲食脫不了關係，長期
食用保存時間過長或者發霉變質的食物容易誘發肝癌，因此一定不
要吃發生霉變的食物！

如果聞到大米有了霉味兒，或者發現牛奶變酸了，又或者覺
得食用油被黴菌污染了，那麼，趕緊把它們扔掉！因為食物發霉
之後，微生物代謝會產生一種毒性非常大的強致癌物質--黃曲霉毒
素，它是一種毒性極強的物質，進入人體以後主要對人的肝臟組織
進行破壞。

作為人體的排毒器官，肝臟負責將人體的有毒物質分解轉化，
當毒素多到肝臟無法分解的時候，就會留在肝臟中，肝臟中堆積太
多的有毒物質勢必會傷害肝細胞，時間久了，肝細胞就會死亡。

很多人以為發霉的蘋果只有爛掉的部分被黴菌感染了，只要
把這部分切掉，剩下的部分還是好的，也可以繼續吃，其實並非如
此，一旦食物開始霉變，還沒有完全變質的那部分也已經進入到微
生物新陳代謝的過程中，已經產生了大量肉眼看不到的細菌和毒
素。

如果我們吃下去，很可能會出現急性中毒，發燒、腹痛、嘔
吐、厭食等身體上的不適至少得折磨我們三五天，嚴重的甚至會在
幾個月後發生中毒性肝病表現，黃疸、肝臟腫大、肝區疼痛、脾
大、腹水、下肢浮腫及肝功能異常，還可能出現心臟擴大、肺水
腫，甚至痙攣、昏迷等症狀。

所以，在生活中我們一定要注意食物的保鮮，不要食用保存時
間過長或者變質的食物，雖然“勤儉”是一種美德，但它帶給我們
身體的卻是致命的傷害！

對於已經發霉的食物，我們也要區別對待，明顯發霉的食物
絕對不要食用，尤其是花生、玉米、瓜子、核桃等。即使是偶爾吃
到一個有霉變味道的堅果，也要馬上吐掉並認真漱口，因為黃曲霉
毒素在人體內是可以蓄積的，千萬不要嫌麻煩把它吞下去！購買堅
果、花生、糧食等的時候，盡量選擇小包裝的，除非家裡有很多
人。盡量不要放太久，吃的時候要先聞一聞味道，一旦發現味道不
對就馬上扔掉。

對於輕度發霉的食物，可以採取一些去毒措施，放久了的植
物油可能會產生少量的黃麴毒素，因此，不要看著超市特價就買個
三五桶囤著，放久了的油不要生吃，可以等油熱後加點兒鹽，因為
鹽中的碘化物可以去除黃曲霉毒素的部分毒性。

平時存放糧油和其他食品時必須保持低溫、通風、乾燥、避免
陽光直射，不要用塑料袋食品。

如果發現家中的大米有了輕微的霉味兒，那麼在蒸煮前一定要
充分揉搓，淘洗乾淨，因為黃曲霉毒素多存在籽粒的表面，搓洗可
以去除糧食表面的大量毒素，用高壓鍋煮飯也比較適合去除大米的
毒素。

一項最新研究成果顯示，青菜中的葉綠素等物質能有效降低致
癌物質黃曲霉毒素的毒性，並減少人體對黃曲霉毒素的吸收，研究
人員指出，菠菜、西蘭花、捲心菜等青菜中富含葉綠素和葉綠酸。

父母與子女在飲食結構上具有高度相似性，所以如果父母得了
癌症，那小孩的機率也會相對提高!!
惡名昭彰的黃麴毒素!!

黃麴毒素是惡名昭彰的真菌毒素，常讓人和發霉的食品聯想在
一起。它們受到重視起因於1960年在英國發生了因餵食被真菌污染
的花生粕而導致大批火雞突然死亡的事件。目前已知的黃麴毒素種
類有B1、B2、G1及G2四種，它們是一類具有很強毒性和致癌性的
低分子量化合物。這四種毒素以黃麴毒素 B1的毒性最強，常使動物
及人類肝臟發生病變，實在不可不慎。

產生黃麴毒素的真菌不僅在花生中可找到，還可在玉米、小
麥、燕麥、棉籽、樹豆等作物中發現。市售農產品由於受到自然環
境、衛生條件及儲藏時間之影響，往往為黃麴菌寄生並導致黃麴毒
素的產生。由於黃麴毒素具有極高的熱安定性，不易被一般加工方
法所破壞或去除；且其毒性經動物試驗結果顯示在極低的劑量下，
即足以導致癌症的產生，故防治此類真菌對於農產品的汙染，已成
為農業界之重要課題。日常生活中要預防黃麴毒素的危害，建議在
購買這一類的產品時，儘可能選購新鮮的、包裝完整的，並從外觀
色澤觀察是否長黴；儲藏時要保持在乾燥陰涼通風處，一過保存期
限就要丟棄。花生製品如花生醬、花生粉少吃。家禽類食入黃麴毒
素的機會很高，所以應該少吃動物內臟（尤其是肝臟）。食物發霉
應立即丟棄，不要食用，以避免遭受黃麴毒素的傷害。

發霉的食物不要覺得可惜，該丟的就是要丟，否則下次丟的就
是你的性命...!

文章出處: http://m.life.com.tw/?app=view&no=252240

安和班/吳秀春
材料： 白米(2杯)、黃地瓜、紫地瓜、紫米

(1杯)、白醋、糖、香鬆粉、保鮮膜

做法：�將白米、紫米、兩種地瓜各自蒸
熟，白米及紫米拌上白醋及糖(依個
人口味調配)，於保鮮膜鋪上第一層
白米依序紫地瓜、紫米、黃地瓜、
白米，最後再灑上香鬆粉，此料理
及完成了。

口感： 這幾樣不起眼的東西，組合起來卻
是如此的美味!口感絕對讓您驚艷，
是值得品嘗的一道料理。

體驗農耕趣
阿李

3月21日，在埤塘廖年興農友的田裡，來了一群大朋友小朋
友，大家捲起褲管站在農路邊，聽著重賢、顯者解說。心血來潮
我走過去了參了一腳，分享今天的活動。

劉老師自然教室，為了食農教育及友善大地，每年辦理插秧
祭、秋收祭，解說員指導大家如何倒著走，將秧苗一叢叢插入田
中，雖然只有幾十坪體驗田，但大家努力的彎著腰將手伸入泥田
中，曲著膝一步步倒著移動陷入田裡的雙腳，體驗農民是如何的
辛苦，才能種出一片稻田，我們才能有一碗香米飯吃。

借由今日活動，除了使大小朋友能親身經歷農夫的辛勞，體
驗農耕的樂趣，更能認識國產糧食的重要，唯有愛護環境，有善

土地才能栽種出健康作物，提供人類安全的食材。

米蛋糕料理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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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事推廣教育技術交換大會

104年度家政幹部工作會報友善耕作之病蟲害防疫的方法

農業技術諮詢服務暨

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影片欣賞-被遺忘的時光

水稻代耕共同作業

家政推廣教育幹部講習

104年度攜手來愛家，生活A++

推 廣 簡 訊

母親節由來
母親節正式被慶祝的歷史，至今雖然才八十多

年，但是，專門找一天來表達對媽媽崇高敬意的觀

念，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古代的希臘人和羅馬人

都會舉行「春季節日」，以表達他們對「母親神」

〈泛指女性神〉的崇敬。

後來，在中古世紀的英國，四旬齋〈為紀念耶

穌在荒郊的禁食，而舉行的絕食齋戒或懺悔的宗教活

動，時間大致在每年的二月底至四月初〉的第四個星

期日，就是所謂的『母親日』。那一天，長大的孩

子，必須帶著禮物回家，送給自己的媽媽。

為提倡和平，女作家建議訂定母親節在美國，以

寫「共和國戰歌」而聞名的女作家朱莉亞‧瓦德‧霍

耶，曾建議在六月中選定某一天為「母親節」。由於

美國內戰的爆發，許多母親嚐到戰爭的恐怖，及失去

愛子的痛苦，朱莉亞極力鼓吹訂定一個節日以提倡和

平。她的建議只有少數幾個地方採行而已。

不久，一名叫賈薇絲太太的美國人，在西維吉

尼亞州的格拉夫頓家鄉，籌組一個委員會，贊助「母

親友誼日」的活動。這個節日的目的是為了把東部各

州，那些曾在內戰當中，為南北雙方作戰的家庭結合

起來。賈薇絲太太的計劃雖然獲得當地的支持，但是

母親節的構想，卻一直到她過世以後才真正實現。

1、3/3辦理104年綠竹筍栽培技術講習。

2、3/6辦理104年度家政班幹部研習暨年度工作會報183人參加。

3、�3/10假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演藝廳辦理影片欣賞-被遺忘的時光，47

人參加。

4、3/14辦理水稻代耕共同作業-代耕作業。

5、3/16參加檳榔廢園轉作規範暨轉作油茶相關輔導措施與栽培技術講習會。

6、�3/19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於本會辦理農業技術諮詢服務暨傾聽人民心聲座談

會，120人參加。

7、�3/27參加新北市104年度農事推廣教育技術交換大會，農事公民常識測驗

獲季軍。

8、3/30於本會3F辦理農事研究班幹部會議。

9、�4/7帶領家政幹部參加「新北市104年度家政推廣教育幹部講習」，11

人，新北市農會。

10、�4/14假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演藝廳辦理「104年度攜手來愛家，生

活A++」講習，144人參加。

11、4/17於本會供銷部辦理「友善耕作之病蟲害防疫的方法」。

祝天下的媽媽母親節快樂~

日期 時間 辦理內容 講師

5/12

(二)
09：30～11：30 生活養生:控制血糖

郭

哲

誠

老

師

6/9

(二)
09：30～11：30 生活養生:環境賀爾蒙

7/7

(二)
09：30～11：30

生活養生:選對脂肪、

抗發炎飲食

8/11

(二)
09：30～11：30

生活養生:抗氧化與自

由基

9/8

(二)
09：30～11：30 生活養生:地中海飲食

10/20

(二)
09：30～11：30 優質電影解析與探討

11/3

(二)
09：30～11：30 優質電影解析與探討

～生活科學養生系列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3樓演講廳

活 動 預 告

104年度家政班班員講習暨市民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