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眼蜂蜜

水果醋

魚池香菇

蜂蜜中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和維生素
群，營養價值高，食用後能直接為人
體吸收利用，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的
天然營養。可用冷開水或溫開水沖泡
到個人喜愛的甜度飲用，建議用1比
12的比例。

果汁醋中含有豐富的維生素和
氨基酸，增強鈣質的吸收，果
汁醋中還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能
防止細胞癌變和細胞衰老，增
加身體的抵抗力。食用時可加
入冰或溫開水稀釋5~6倍，或依
個人喜好調配，夏季冷藏後飲
用，別有一番風味。

遠近馳名的魚池香菇，菇身厚實、
香味濃郁，營養豐富，深受消費者
喜愛，端午節包粽必備!!

【600元 /瓶】

【170元 /瓶】

【650元/300g】

   

 

 
臉書追蹤按讚

獲取更多最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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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32

108年家政班班長、義指研習暨年度工作會報
一年一度的家政班班長、義指研習暨年度工作會報於3/6舉行，本會所屬家政班

班長及義務指導員齊聚一堂，彼此交流分享自身經驗，活動就此揭開序幕！

活動開始前由李常務監事榮達致詞，感謝家政班幹部對農會的付出及家政班員

一直以來對農會的支持及肯定，接著由推廣部主持會報報告家政班年度活動、宣導

家政班會開會時的流程及注意事項，並且藉此活動特別表揚代表本會家政班參加對

外競賽的班員們，感謝大家積極參與配合農會的各項活動，讓家政班和農會間的情

感更加堅定，

最後活動在大

家的熱情參與

中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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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班班長、義指年度工作會報班長合影 家政班書記工作研討會-手機攝影講座

108年1期代耕作業計畫

四健會員日「菇菇世界」

參加新北市四健義指暨會員研習

認識農藥及如何安全使用農藥講習

參加新北市家政推廣教育幹部講習

四健公共服務-街頭勸募發票活動

參加新北市家政推廣教育技術交換大會，

公民常識測驗獲亞軍

農事幹部會議會後辦理健康講座

農務 E 把抓
行動農場 農務管理超便利

農委會推出的「農務E把抓」農務管理系統，讓農產品生產業者能
搭配使用電腦以及平版、手機等行動裝置，輕鬆地在彈指間進行所

有田間作業項目的安排、管理與進度追蹤，透過多屏幕間的資訊串

流，給您最完整的操作體驗。

系統特色

●  地圖與耕地管理

●  多樣化協助工具

●  栽培與作業紀錄

●  支援APP行動化農務管理

●  田間作業排程與執行

●  自動化資料統計

操盤農務 

首推栽培作業曆

「農務E把抓」所設計
的栽培作業曆，可以讓

您針對不同作物、品種

預先規劃好標準田間作

業工作排程，可於栽培

工作中帶入運用，快速安排工作任務，並可隨時檢視工作狀態、進

行作業人員安排，為最實用的栽培管理工具。

即時記錄 履歷溯源透明化

田間作業紀錄是產出作物生產履歷時不可或缺的基本資訊，「農務E
把抓」讓農產品生產業者，能夠隨時隨地有效率地即時產出田間作

業紀錄，並可介接「農產品產銷履歷系統」，輕鬆達到農產品可追

溯性與生產資訊透明化的目標。

系統介面簡單易懂

現今臺灣農業勞動平均年齡

偏高。為提高App易用度，
因此在設計使用介面時，採

取通用型設計「只要一隻手

指就可以完成操作」，想

要操作這個App，只要會用
Line就會使用。

手機APP下載

詳情請上行政院農委會「農務E把抓」網站查詢

IOS Android

1. 3/6辦理108年度家政班班長、義指研習暨年度工作會報。

2. 3/15辦理108年家政班書記工作研討會。

3. 3/15指派家政班員參加新北市108年度家政推廣教育幹部
講習。

4. 108年1期水稻共同作業計畫代耕作業於3/16辦理完成。

5. 3/19帶領農事班員參加新北市108年度農事推廣教育技術
交換大會，班員李靜慧參加公民常識測驗，獲季軍。

6. 3/20參加新北市108年度四健義指暨會員研習。

7. 3/30辦理四健公共服務-街頭勸募發票活動。

8. 3/31舉辦四健會員日-菇菇世界。

9. 4/1辦理108年度農事幹部會議，並辦理健康講座。

10.  4/16帶領家政班員參加新北市108年度家政推廣教育技術
交換大會，土城五班彭敏華參加公民常識測驗，獲亞軍。

11. 4/19供銷部辦理認識農藥及如何安全使用農藥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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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活動剪影
公共服務-街頭發票勸募

四健日-菇菇世界

四健認識動物作業組

詳細資訊請洽本會2樓推廣部

土茯苓煲豬骨湯】

功效： 健脾利濕，補陰益髓。

材料：�土茯苓50克、豬脊骨500克、
扁豆15克、赤小豆15克、
蜜棗3粒。

做法：

先將豬脊骨洗凈，加水

煨湯，撇去上層浮油，

待煎成3碗左右湯時，
撈出豬骨。土茯苓洗

凈，切片用紗布包好，

與洗凈的扁豆、赤小

豆、蜜棗等一道放入豬

骨湯內，煮至湯約剩2
碗時即可。

蜂蜜橘子紅蘿蔔汁】

功效： 保護眼睛、消除疲勞。

材料：�紅蘿蔔1根、橘子1顆、
蜂蜜2大匙、
薑片1小片。

做法：

紅蘿蔔去皮切小塊，橘

子去籽及皮剝小瓣，薑

片去皮，所有材料倒入

果汁機打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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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法令暨最新便民服務措施宣導

第二版

 108年度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熱烈招生中

◆上課時間：108年6月11日至108年6月21日，每週二至週五

下午13：30-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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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歸化國籍時使用。

◆洽詢專線：（02）22605640分機227黃小姐。

 戶籍資料異動跨機關通報~服務到家免煩惱

◆民眾於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徙登記、變更或更正姓名、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更正出生年月日後，得由戶政事務所或自

行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使用自然人憑證通報，至受通

報機關（台灣電力公司、台灣自來水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

處、稅務、監理、地政、中央健康保險署、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等機關）。

◆民眾亦可使用自然人憑證或輸入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申辦進

度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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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首辦護照～一處收件全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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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未滿18歲者，需法定代理人陪同辦理。

◆新北市提供代收代辦護照（不含補、換照），請多加利用。

◆另凡105年7月1日起至本市各戶所辦理更改姓名、身分證統

號、出生地或出生日期之戶籍異動者，亦可至本市各戶所申

請代收代辦換發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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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的陽台還只是一般的陽台嗎?
現在食安問題總讓人關

注，在外面吃怎麼都不放

心；菜市場、超市的瓜果蔬

菜往往是經過長距離運輸後

才到消費者手上，新鮮度有

限；放在冰箱蔬菜不僅會產

生有害物質，而且營養素會

慢慢流逝。吃上自己家裡種的菜，那才是最安心的。

如果自已親手在陽台、庭院種植瓜果蔬菜，不僅新

鮮，而且可隨時採摘，隨時食用，吸收的營養成份更高；

同時也是家庭日常消費最直接最有效地補充，並可以部分

解決安全吃菜問題。

陽台菜園是現在很流行的一種生活方式，綠油油的蔬

菜美化陽台，而且還能食用，自己精心種植出來的蔬菜瓜

果，可比市面上的要安全健康許多。

在家DIY家庭小菜園，利用家裡的陽台或庭院，種植
容器可以採用家裡廢棄的各種瓶瓶罐罐，筐、桶、木箱

等，如果要更好的利用陽台有限空間，就需要一些家庭陽

台菜園裝置來輔助了，目前家庭陽台菜園裝置主要有花盆

式、壁掛式、梯架式和立柱

式這幾種，也可自身需要自

由搭配。

陽台種植瓜果蔬菜不僅

可以觀賞、食用的作用，還

具備凈化室內空氣、分解

室內有害物質、吸收室內甲

醛，調節了空氣濕度，讓室內環境變的更舒適。基本一年

四季都可栽種蔬菜，做好水分養分處理，保持基本光照，

待到蔬菜成熟時，這樣的陽台便是蔬菜瓜果的百寶箱！

久居城市的人們，特別是家裡的孩子，從未體驗過農

耕、收穫的喜悅。孩子只有經過了勞動方知「誰知盤中

餐，粒粒皆辛苦」那種意境。做一個快樂的都市農民，種

上自己想要的蔬菜，精心陪護，曉以時日，他們便會大大

的回報你！陽台種菜講究的是一種健康的生活，不妨來種

種菜吧！

DIY陽台菜園，
綠色環保又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