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初衷，再創高峰
首先要感謝所有會員、農友的支持，在本會選、聘任人員的共同努力下，農會的
整體績效，得以成長，面對新的一年，祝福大家「全家平安大賺錢，子孫富貴萬
萬年」。

信用部，今年獲得全國農業金融最高榮譽「農金獎」的肯定，一舉拿下「政策性
專案農貸績效獎」特優獎（全國第一）的殊榮；並協助農友辦理「蘇迪勒颱風天
然災害低利貸款」，農會積極扮演「農民銀行」的角色，協助弱勢農民，順利取

得資金、發展農業、改善農村生活。

推廣部，今年推出「永以為好」美濃月
光山木瓜禮盒，入圍農委會「2015台
灣農漁會百大精品」；也獲得全國農會
果菜共同運銷評比，蔬菜組「績優獎」、
水果組「第三名」，連續四年同時獲得
蔬菜組、水果組兩項大獎；更積極爭取
「小型農機補助」700台，嘉惠小農，
不遺餘力。

供銷部，延宕 10多年，牽連千餘人的「92年一期違規報繳公糧」案，終於在本
會所有理監事、代表的努力下，由農會「概括承受」，終結歷史共業；另方面協
助農友全面收購紅豆，拉抬價格，避免廠商壟斷剝削，更堅持不噴灑除草劑，農
藥殘留零檢出，友善農地的耕作方式下，終獲得「里仁」的青睞與訂單，開創農
產品新通路。

保險部，建議農委會通過修改「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
準及資格審查辦法」，自 104年 9月 15日起參加農保，取消「直系血親與土地所
有權人需同戶滿一年」和「連續經營農業需滿一年」始能加入農保的不合理規定。
同時，也增列由農會辦理的「農地銀行」也可證明農地實際租賃關係，免經法院
公證程序，再再為農保戶權益發聲。

休閒旅遊部，推動「白玉蘿蔔季」活動，帶動休閒農業旅遊新風潮，把農業一級
生產、二級加工、三級服務，打造相乘相加的「六星級產業」。
104年是豐碩的一年，展望 105年，農會將持續關心老農的「農保權益」和青農
的「農業創新」等問題，清輝將率領農會服務團隊，「一本初衷，再創高峰」。

高雄市美濃區農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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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區農會榮獲
第九屆農金獎專案農貸績效獎

鍾清輝總幹事得獎感言：

本會所屬轄區為一典型的農業地區，本著學習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窮人銀行」的
精神，積極扮演「農民銀行」的角色，希望能協助弱勢農民，順利取得資金、發展農業、
改善生活，本會今年能榮獲「政策性專案農貸」特優獎，對於本會是莫大的榮譽，對於
農民更是最直接的幫助。

農會的價值不在於農會的盈餘有多少，而在於我們對農民的服務有多少，「無農不成
會」，希望所有農會人「莫忘初衷」，堅守崗位繼續為農民、為農村、為農業打拼；這
項「政策性專案農貸」特優獎，應頒給所有辛苦承辦此項業務的所有農會人員，美濃農
會只是比較幸運代為領取而已，「視農如親」不該是一句口號，應化為實際行動與政策，
協助農民，農民加油！農會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相挺一世紀
有錢存農會  沒錢農會借

美濃向來是重要的農業生產區域，除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之外，還具備良好的農業生
產環境，在如此優良的農業經營基礎之上，協助農民取得其所需的農業經營資金，同時
提供相應的技術支援與行銷管道，使農友可安心又專業地經營農業，便是本農會推動政
策性專案農貸的核心理念。

在此核心理念之下，本農會推動專案農貸的策略思考，是期望對實質務農的農民協助取
得資金，而最終目的是要藉此對其農業經營有具體助益。因此，本農會在推動策略上，
不僅是在協助農民取得資金，同時更要結合推廣部提供農業生產技術上的支援，以及結
合供銷部提供行銷與通路上的協助，使農民在獲得完善的農業經營支援條件下從事農
業。「資金」、「技術」與「行銷」，是農業經營的鐵三角，缺一不可，本農會在推動
政策性專案農貸的工作下統合信用部、推廣部與供銷部，為具有發展前景的農業經營者，
提供完善的農事服務。

做為農業大鎮的美濃，農業扮演著地方發展火車頭的角色，農業生產是美濃發展農產加
工與體驗旅遊的基礎，本農會期許在同時啟動技術與行銷面向協助的專案農貸推動策略
下，穩固農業生產，進而促成一級、二級、三級產業相互加乘的六級產業化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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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專案農貸低利貸款
貸款種類 貸款對象 貸款用途 貸款額度 貸款利率 貸款期限

農家綜合

貸款

農會正會員或農保被保險人。 用於農民籌措家計、

消費及教育等農家

生活改善所需資金。

（手續簡便，請善

加利用）

每一借款人最高30萬元。 依農委會規定

目前年息為

1.5%。（本金

30萬每月利息

375元）

最長5年。

農業產銷

班貸款

依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規定完成

登記且經評鑑合格之產銷班及其班員。

興修農業設施及購

買農用資材、生產

設備等資本支出或

週轉資金。

一般產銷班班員：每一借款

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

250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

貸款額度為新臺幣40萬元。

通過吉園圃、產銷履班員：

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

新臺幣350萬元，其中週轉

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

80萬元。

依農委會規定

目前年息為

1.5%。

資本支出貸款

最長10年，週

轉金貸款最長

3~5年。

青年從農

創業貸款

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並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

1.農業相關科系畢業。

2.�申貸前五年內曾參加農委會所屬機

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漁）

會、農業學校（院）舉辦之相關農業

訓練滿八十小時。

3.�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並具備下列條件之

一者：

（一）�於農委會核定之農業經營專區內

已簽訂土地利用公約。

（二）�農會正會員。

前項借款人於貸款存續期間，如有農業

以外其他職業者，其所支領之年薪資所

得加計執行業務所得之合計數應低於勞

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之全年總額。

提供青年從事農業

生產與其相關之農

產運銷等所需之資

本支出及週轉金。

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500

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

額度為新臺幣100萬元。

首次辦理或辦理本貸款未滿

一年者，每一借款人最高貸

款額度為新臺幣300萬元。

依農委會規定

目前年息為

1.5%。

資本支出貸款

最長10年，週

轉金貸款最長

3~5年。

農機貸款

1.實際從事農漁業之個別農漁民或農漁

民團體或農企業。

2.辦理農機代耕或出租業務之農漁民。

購買全新農漁機械

或自動化設備。（均

可含附屬設備）

1.依發票金額之九成為限。

2.�每戶最高額度，畜牧及漁

船汰建部份3千萬元，其

餘2千萬元。

依農委會規定

目前年息為

1.5%。

訂 定1年 至7

年，視貸款金

額及農漁機械

種類而定。

農民農業

經營改善

貸款

年齡在18歲以上至65歲：

（一）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農會會員。

（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所定被

保險人。

（三）�漁會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

定甲類會員。

�前項借款人應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

如有兼職者，其所支領的年薪資所得

應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之全

年總額。

1.農業生產、運銷、

加工、手工業及

農業服務等事業

之創業或改進擴

充所需之資本。

2.支出及週轉金。

3.農業生產、運銷、

加工改進擴充所

需興修農業設施、

購地及購買農業

資財、生產設備

等資本支出及週

轉資金。

最高申貸餘額不得超過250

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

金額80萬元。

通過吉園圃、產銷履班員：

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

新臺幣300萬元，其中週轉

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

120萬元。

依農委會規定

目前年息為

1.5%。

資本支出貸款

最長10年，週

轉金貸款最長

3~5年。

購買耕地

貸款

實際從事農漁業經營之農漁民。 1.�購置或交換耕地

所需資金。

2.�因繼承耕地需現

金補償其他繼承人

所需之資金。

每戶貸款之最高額度800

萬元。

依農委會規定

目前年息為

1.5%。

最長20年。

連絡電話：信用部 07-6813311轉放款
※以上貸款若無提供擔保品或提供擔保品估價不足之農民，可協助送請農業信用保證機構保證。

（詳細內容以農委會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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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選共計  永以為好

絕佳品質、頂級口感的美濃月光山木瓜，來自一群美濃農民，不分彼此地實踐共選
共計。何謂共選共計？簡單來說，就是打破傳統農民單打獨鬥的銷售方式，屏除己
見共同合作，利用產銷班一個代號出貨。

要做到眾人的貨共用一個代號出貨，第一要件就是眾人產品同樣品質穩定。為此，
大家召開班會共同討論共同分享，用什麼肥料讓品質更好？病蟲害如何防治？產品
品質要達到什麼水準？品質稍差者如何協助改進？所有參加班員簽訂共選共計班員
公約，然後實行共選共計。

產品分級包裝工作也非常重要，品質好壞及果實大小會影響市場銷售價格極大。因
此，共選共計重要基本工作就是選別人員、分級包裝人員，以上兩項工作人員負責
盡職，共選共計就成功了一半。

我們相當自豪，在美濃，這樣的共選共計班有五班。1999年位於廣興的果樹第一
班成立，緊接著龍肚的果樹第六班，再來廣興果樹第九班和吉洋的果樹十六及十八
班，目前有五大群彼此友好共同合作的農民每天均勻出貨。除了颱風或豪雨等不可
避免的天災影響之外，每天約有1,000多箱約計15公噸的月光山品牌木瓜，從產地
美濃出貨到各大拍賣市場，拍賣價格居高便是品質優良的最好證明。

《詩經・衛風篇》：「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
以為好也。」朋友盛情送我鮮甜木瓜，我回贈一塊玉佩，不是
回禮的價值如何啊，而是希望彼此永久相好、友誼長存！

以「月光山」為名  創造品牌價值

月光山是美濃最高的山，也是美濃的精神象徵。群山為鄰、田園阡陌，無污染的農
業環境，刻苦耐勞的美濃農民，揮汗耕種優質農產品。我們以「月光山」為名，創
造頂級美濃木瓜的品牌識別以及消費者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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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蜜香番茄甜蜜表
番茄的風味，來自個人的品味

建立個人品味的合適酸甜比

19 18

平均面積：200公頃
平均產量：6,000公噸
每年產期：12月起至隔年4月
產品特性：橙蜜香番茄含有還原糖、非還原糖以及各種酸類，食用時會產生

酸酸甜甜的口感，稱之為酸甜比。美濃橙蜜香番茄平均甜度為9至10度，淡

淡酸味帶出整體甜味，搭配厚實果肉的嚼勁，每一口咀嚼充分享受著清甜果

香。因為番茄具有後熟性特色，橙蜜香番茄愈放愈好吃，只要氣溫不超過20

度，保存環境通風，完整無傷的果實可以常溫置放四至六天，之後再放入冰

箱低溫保存，風味依然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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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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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大鎮美濃，家家戶戶幾乎都有一個果菜小代號，果菜共同運銷像是全民
運動，只要能裝在紙箱內的農產品，都可透過農會運銷至全國各大拍賣市
場，目前參與運銷的農友已經到達2,189位。

美濃傲人的運銷成績，有一半是水果，另一半是蔬菜，兩類均勻供貨，每年
全國農會共同運銷評比，能夠蔬菜組、水果組同時獲獎的農會，只有美濃區
農會，自然恩澤，天道酬勤。美濃出果菜共同運銷的蔬菜種類非常多，例如
敏豆、菜豆、胡瓜、花胡瓜、茄子、辣椒、絲瓜、苦瓜、韭菜、南瓜等等，
其中又以敏豆為最大宗。光憑著敏豆單項作物，一年就能替美濃賺進上億！

水果種類相對單純，木瓜、無籽檸檬是出運銷的大宗，美濃木瓜一年也能賺
進上億。但是，木瓜是容易受颱風影響的作物，例如2009年莫拉克颱風、
2015年蘇迪勒颱風，造成木瓜農戶損失慘重，半年內都無法正常供貨。

經過美濃農友們這幾年共同努力，讓美濃區農會在台北果菜拍賣市場佔有重
要地位，總幹事鍾清輝憑此實力獲聘為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董事。我們打的
是團體戰，各種作物從生產端開始管理，感謝各位農友配合農會種種教育訓
練課程，這幾年各種農產品的品質、安全及採後的分級包裝，大家都有顯著
的進步。2016年全新開始，農會運銷紙箱即將全面改版，我們注重整體風
格，讓拍賣員及承銷人在台北市場眾多貨品中，一眼就可看出屬於美濃的農
產品，也請各位產銷班及運銷農友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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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運銷是
美濃全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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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股（大倉集貨場） 07-6833496、6831624

美濃集貨場 07-6813311轉27

廣興集貨場 07-6810561

龍肚集貨場 07-6852013

26

如何加入農會果菜共同運銷行列

一、申請果菜共同運銷個人小代號

（一） 所需文件：「身分證」及「美濃區農會存款帳簿」。

（二） 申請代號地點：推廣部（南隆大倉）。

　

二、做好農產品分級包裝：

（一）請各位農友注意安全用藥、使用農會標準紙箱、做好分級包裝。

（二）請注意農產品質，努力經營個人小代號，共同維護美濃區優質好農產整體形象。

　

三、各集貨場到貨時間：

請於時間內將農產品送至各集貨場

申請果菜共同運銷小代號

做好農產品分級包裝

把農產品載至農會集貨場

第二天上網查詢拍賣價格

第三天貨款入帳

福安集貨場9點整 美濃集貨場10點整

廣興集貨場10點30分 龍肚集貨場11點整

蔬菜24班11點15分 吉洋集貨場11點20分

南隆大倉集貨場12點整

美濃區農會
果菜共同運銷專區

四、各集貨場電話：

五、如何查詢果菜拍賣價格：
　
步驟一：請輸入網址http://amis.afa.gov.tw/coop/

步驟二：選擇1.蔬果供應單位登入

　　　　

步驟三：供應單位代號：S00043

密碼：******（共六位數）  （密碼請洽詢推廣股）

驗證碼：****（請輸入螢幕顯示數字）

步驟四：4.供應人交易資料查詢：如下表

請點選要查詢水果或蔬菜、交易日期、市場別、並輸入個人小代號 按查詢即可



農保注意事項

參加農保後，如有下列情形者，
請向農會保險部
重新辦理加保手續，否則就喪失農保資格。

一、戶籍異動需辦理重審農保資格。

二、戶籍遷出造成與農地所有權人不同戶或農地所有權人死亡。

三、加保資格變動，例如：農地移轉、租約到期、僱用關係變動等。

四、戶籍遷出又遷回未重新辦理加保手續者。

五、�若會員及非會員自耕農、佃農死亡或戶籍遷出，以配偶身份加入農保者，

也隨同喪失農保資格。

六、�如要加入農保者，農業用地應與申請人戶籍所在地之同一直轄市、縣

（市）或不同一直轄市、縣（市）而相毗鄰之鄉（鎮、市、區）範圍內

或承租契約等相關文件。

七、�申請參加農保應準備資料：10日內全戶戶籍謄本、10日內土地登記謄本、

地籍圖、申請前一個月內之農地現況照片二張以上、身分證、印章、農

會存摺、全年實際出售自營農、林、漁、畜產品銷售金額平均每人達月

投保金額三倍（30,600元）以上或投入農業生產資材平均每人達月投保

金額二分之一倍（5,100元）以上金額及本人到農會方可申請。

八、如已經參加農保，若土地面積不足者，請攜帶身分證、印章辦理退保。

九、�參加農保後雖按時繳納保險費，其間若有喪失加保資格情事，則無法領

取保險給付。

※若還有疑問，請向農會保險部洽詢。

洽詢電話：（07）6813311-5轉10或22
洽詢電話：（07）682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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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80公頃
產期：全年，夏天盛產
年運銷量：600公噸
特性：�種植一年後可採收，3-5年左右量產最多，無籽檸檬樹枝是匍匐性，

需要使用支架支撐，以避免樹枝直接碰觸泥土。
果品：外型皮薄光亮、毛細孔小、多汁、香氣濃郁。
用途：�大多為高級西餐廳及燒烤店在使用，切面完整漂亮，通常用來當果汁

飲品杯飾或燒烤物盤飾，擠入果汁更可以提味。

很久很久以前，美濃在地居民在中圳埤
（今日中正湖）發現了「野蓮」，因為
它的葉子浮在水面上，像睡蓮一樣，美濃
人以為是野生的蓮花，便稱為「野蓮」。
住在中圳埤附近居民相傳，這種植物可以
吃。於是，在蔬菜產季青黃不接的時候，附近
居民就會潛進中圳埤裡，摘採一些野蓮回家吃，
水有多深，野蓮就有多長。
其實，野蓮學名「龍骨瓣莕菜」，早在幾千年前就是人們採集食用的野菜，
還有詩歌傳頌至今，《詩經・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這首數千年前描寫男子愛慕女子的情詩，場景在
河邊沙洲，女子用纖纖玉指摘採著清澈水中隨
波搖動的「荇菜」，河邊男子深受吸引，日有
所思、夜有所想，甚至相思無法成眠。「荇菜」
便是「龍骨瓣莕菜」，也就是美濃人的「野蓮」，
已是今日全國聞名的美濃名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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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美濃農會代辦機車、汽車保險
親臨專櫃辦理，強制險卡馬上到手

機車險 專案

專案

內容
保障範圍 推薦理由

方案A 方案B

A1

一年期

A2

二年期

B1

一年期

B2

二年期

強制險
每一人死亡或殘廢 最高200萬元 法令規定強制投保，未投保

者最高罰鍰30,000元。
● ● ● ●

每一人傷害醫療費用 最高20萬元

駕駛人

傷害險

每一人死亡或殘廢 最高200萬元
駕駛人傷害險增加駕駛人本

人之行車意外事故保障，在

您關心別人之餘，也能多愛

自己一點。

－ － ● ●

每一人傷害醫療費用 最高20萬元

保險費（元）

輕型機車

（排氣量50cc以下）
424 735

敬請來電

07-6813311分機

56、62

查詢您的保費
重型機車

（排氣量50cc以上）
658 1,200

汽車險 專案
專案內容 保障範圍 推薦理由 方案C 方案D 方案E

強制險
每一人死亡或殘廢 最高200萬元 法令規定強制投保，未投保者最高罰

鍰30,000元
● ● ●

每一人傷害醫療費用 最高20萬元

強制險附

加駕駛人

傷害險

每一人死亡或殘廢 最高200萬元
強制駕駛人傷害險保險單一事故，即

未涉及其他車輛之交通事故也可獲得

保障（例：自己開車撞安全島或固定

物），讓駕駛人對自己及家人的呵護

更完整。

－ ● ●

每一人傷害醫療費用 最高20萬元

第三人

責任險

（基本型）

每一人傷害 最高150萬元 據統計，每一車禍死亡案件和解金額

常達三百萬元左右，本專案規劃強制

險加上第三人責任險保額三百萬元，

提供您基本保障。

－ － ●每一意外事故傷害 最高300萬元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 最高10萬元

保險費（元） 敬請來電07-6813311分機56、62查詢您的保費

美濃區農會代理收發款項種類
美濃區農會為提供鄉親朋友更多元便利的服務，除了一般存放款、保險、人民幣兌
換業務之外，積極引進各種代收、代付的金融服務業務，使農會的服務更貼近民眾
生活，有需要的鄉親朋友請多多利用，其服務項目如列表：

※跨行代付業務（ACH）如跨行薪資給付、現金股利分派、保險金額給付、老人年金發放……等。

※跨行代收業務（ACH）如跨行收繳保險費、電話費、瓦斯費、網路電話通訊費、信用卡簽帳款、

學雜費……等。

業務項目 委託單位 代收方式

國民年金保險費 勞工保險局
臨櫃代收

轉帳代繳

信用卡 新光銀行
臨櫃代收

轉帳代繳

信用卡

永豐銀行、台新銀行、合作金庫、國泰世華銀行、

遠東銀行、聯邦銀行、中國信託銀行、花旗銀行、

第一銀行、玉山銀行

臨櫃代收

政黨代收（中國國民黨黨費） 台新銀行 臨櫃代收

政黨代收（民主進步黨黨費） 台新銀行 臨櫃代收

水費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臨櫃代收

水費 台灣省自來水公司
臨櫃代收

轉帳代繳

南國有線電視（南區）有線電視費

（彰化縣三大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台新銀行 臨櫃代收

電信費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臨櫃代收

轉帳代繳

電信費 遠傳 轉帳代繳

電信費 台灣大哥大 轉帳代繳

電費 台灣電力公司
臨櫃代收

轉帳代繳

健保費（本會） 勞工保險局
臨櫃代收

轉帳代繳

農保費（本會） 勞工保險局
臨櫃代收

轉帳代繳

汽機車強制險（本會） 臨櫃代收

旅遊平安險（本會） 臨櫃代收

輔仁大學（學費） 輔仁大學 臨櫃代收

房屋稅、牌照稅、燃料稅、地價稅、印花稅、娛

樂稅、土地增值稅、工程受益費、契稅、營業稅
地方稅

臨櫃代收

轉帳代繳

綜合所得稅、菸酒稅、遺產及贈與稅、證券交易

稅、期貨交易稅、關稅、貨物稅
國稅

臨櫃代收

轉帳代繳

代收美濃區公所各種規費、使用費、租金 美濃區公所 臨櫃代收

交通事故處理小教室
1.小事故也要下車處理，避免被指控肇事逃逸。
2.避免當場私下和解或爭辯，私下和解會影響理賠權益。
3.必要時尋找目擊證人作證，維護權益。
4.打電話向保險公司報案，尋求協助服務。
5.五日內提出理賠書面申請書。

客戶如有任何疑問可逕洽保險專區07-6813311分機56、62農會專業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發生交通事故

有傷亡

保留現場

119 送醫急救

110 報警處理

發生交通事故

無傷亡

畫製現場位置

車移至路旁

110 報警處理



美濃區公所常用服務項目
辦理項目 受理時間或應備證件

農戶稻田輪作休耕計畫
（休耕轉作申報）

105年1月4日至2月5日

農業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 每年5月1日～ 5月31日

後備軍人緩召申請 每年4月1日～ 4月30日

後備軍人轉免役 每年5月1日～ 5月31日

健保投保、轉入、轉出或退保
1.�身分證2.戶口名簿3.印章4.學生證（20歲以上在學子女）5.征集

令（入伍）6.原投保單位轉出申報表7.原有的健保卡（轉入、轉出

或退保）

健保停保或復保
1.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得辦理停保（健保卡不須繳回）。

2.復保需檢附出入境管理局入出境資料，或護照及戶籍謄本。

役男申請體格檢查
在營軍人或征屬申請入營證明書
退伍令遺失申請補發
役男出境申請

1.身分證

2.印章

3.護照（申請出國用）

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中低收入戶資格認定
單親家庭子女生活教育補助
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補助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教育補助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教育認證
弱勢兒少緊急生活補助
高雄市弱勢兒少生活扶助
父母一方未就業育兒津貼

1.申請調查表（區公所提供）。

2.全戶新式戶口名簿（丙式）。

3.其他證明，如醫院診斷證明書、學生證、身心障礙手冊

�（證明）、服退役證明、在出監證明、退休俸資料等。

4.申請人身分證、印章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1.�殮葬救助：死亡證明書或診斷書、除戶戶籍資料、喪葬收據正本

及財稅資料。

2.�傷病救助：3個月內醫療費收據正本或繳費通知單、註明住院事實

之診斷證明書及財稅資料。

3.�生活救助：失業、失蹤、入營服役、入獄服刑、財產或存款帳戶

遭強制執行、凍結等證明文件及財稅資料。

4.�前項申請人如為列冊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免提供財稅資

料。

5.交通費救助：身分證明文件、就職通知單。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急難救助

國民年金申辦減免

1.申請書（至區公所填寫）。

2.申請人身分證、印章。

3.國民年金保險繳費單。

4.應計算之全家人口戶口名簿影本及其他證明文件。

5.委託他人申請者，應檢具受委託人之身分證、印章。

6.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調解
1.聲請人身分證、印章。

2.對造人姓名及地址。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之申請

1.申請書

2.戶籍謄本（近一個月內）或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3.承受農地之土地登記謄本（一個月內）、地籍圖

4.審核表、會勘紀錄表

5.委託代理申請之委託書、指界授權書

6.其它（檢附相關證件）

農作物天然災害救濟申請

1.土地登記簿謄本

2.土地租賃契約書（土地非承租者,免附）

3.身分證、私章、美濃區農會存摺

※經行政院農業委會公告發佈為災區日起10日內

區長的話

各位鄉親大家好！
又是新的一年到來，各位鄉親不管是在士農工商等各行各業，都是為了我們住在美
濃有更美好的生活，而勤奮努力著。在此，鶴琳謹代表區公所，向各位鄉親、長輩，
致上最誠摯的敬意與關心。

區公所為了打造美濃
更優質更美好的環境
空間，而汲汲營營著
每一個環節。首先，
從強化社區營造、社
福業務、獨居老人送餐服務，並辦理父、母親節表揚或是長青重陽節趣味活動，乃
至民生基礎建設維護事項等，而今年更為了我們偏遠鄉親的就醫轉乘或是洽公購物
等，開辦免費庄頭巴士。另一方面，市府在本轄區也陸續挹注重大建設，諸如：美
濃中正湖環湖環境設施工程、美濃文創中心、景觀橋、清水大排改善工程等等。

在觀光行銷方面，從年初的彩繪大地花海季，以及從9月籌辦的「美濃田園鐵人三
項」，也帶給遊客對美濃不同的深度體驗；在今年度更與農會、地方社團共同以「美
濃白玉蘿蔔季」向客家委員會提案並已正式獲選列入2016客庄十二大節慶，這將
會是今年度本所與地方各界力推的重要活動。期待這些深具在地美濃客庄文化特色
的農產業田園活動，帶動觀光休閒人潮，促進經濟商機。

最後，在市府陳菊市長所倡導的「幸福城市」整體施政目標下，本所團隊將持續以「便
民、效率、創新」加上「尊重」為理念推展區政，並配合在地人文、產業的特殊性，
因地制宜、彈性整合運用各方資源，與時俱進，共同打造更美好的未來與願景。

美濃區長�謝鶴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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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粄條街 電話 地址

美光餐飲店 （07）681-1420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87號

秀宜粄條店 （07）682-0826 高雄市美濃區�美興街23號

林家粄條 （07）682-3147 高雄市美濃區�美興街25號

美興粄條 （07）681-0860 高雄市美濃區�美興街41號

阿海粄條 （07）681-6689 高雄市美濃區�美興街43號

正宗粄條 （07）681-7151 高雄市美濃區�美興街48號

全家粄條 （07）681-6600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11號

好味粄條 （07）681-8390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一段787號

廟口粄條 （07）682-1788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一段793號

美濃吳粄條 （07）682-0188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20號

有能粄條 （07）681-2706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154號

妙香粄條 （07）681-3370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30號

美中粄條 （07）681-7321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路55號

客家合菜餐廳 電話 地址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 （07）681-0888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一段147號

原鄉緣客家餐廳 （07）681-0678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一段178號

美濃古老客家菜 （07）681-1156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362-5號

美濃民俗村 （07）681-1896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二段421巷80號

美濃莊 （07）681-8989 高雄市美濃區�民族路49-2號

客家擂茶舖 （07）681-8475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142號

珍好味 （07）681-2165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78號

美豐飯店 （07）681-2125 高雄市美濃區�民生路94號

芳美農園餐飲 （07）685-2661 高雄市美濃區�中華路68-6號

合口味 （07）681-1221 高雄市美濃區�民族路3號

美津濃 （07）681-0455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一段612號

一番海鮮村 （07）681-9188 高雄市美濃區�雙峰街1-28號

宏緣餐廳 （07）681-9406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275號

美濃區合法民宿 電話 地址

美濃中正湖歐式山莊 （07）681-2736 高雄市美濃區�中圳里福美路30號

金湧藝術休閒農莊 （07）681-0245 高雄市美濃區�泰安路495-1號

美緣生態園民宿 （07）685-1111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里竹門14-2號

人字山莊 （07）682-2159 高雄市美濃區�民權路66-5號

美濃林家民宿陶坊 （07）682-0658 高雄市美濃區�民族路53-7號

竹禾茶房 （07）681-0430 高雄市美濃區�廣興街3-5號

菸城民宿 （07）685-1110 高雄市美濃區�中華路7巷17號

美濃情民宿 （07）681-1368 高雄市美濃區�祿興里上竹圍14號

峰園民宿 （07）682-0839 高雄市美濃區�雙峰街8-20號

湖美茵民宿 （07）681-7828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二段782巷52號

百果園民宿 （07）681-5950 高雄市美濃區�中壇里復興街58巷5號

美濃觀光導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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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區公所年度定期
舉辦活動及服務措施

項目 內容

彩繪大地

美濃花海，配合本區產業活動及

旅遊景點規劃景觀作物專區，藉

結合本地特色文化帶動並活絡農

村經濟以帶動地方休閒觀光產業。

父、母親節表揚活動

為感念父母的養育之恩，尊崇父

母對家庭、社會、國家的貢獻，

由各里推薦代表於父、母親節舉

辦表揚活動予以公開頒獎表揚。

長青運動會活動

為鼓勵長青者走出戶外參與活動，

乃結合社區團體辦理長青趣味競賽

活動，由本區社區社團65歲以上

老人組隊參加趣味活動比賽，過趣

味活動增加人際互動，拉近人與人

之間的距離。

美濃田園鐵人三項活動

「美濃田園鐵人三項」運動活動，

有別於傳統賽事項目之鐵人三項

運動比賽，係首次結合漂漂河、

田園風光路跑（田園稻草人體

驗）、拔蘿蔔三項活動為串接主

軸，串連當地觀光景點，為獨具

美濃特色風味三鐵活動。

免費庄頭巴士

提供偏遠社區居民洽公、生活採

購、看診或轉乘快捷公車，滿足

各聚落居民交通的便利性。改善

偏遠地區大眾運輸。

獨居老人送餐服務

透過送餐服務除建立固定良好的

互動，也確保老人身心健康，探

視起居生活閒話家常並關懷其身

體健康情形。

中午服務不打烊
延續中午服務時間，提供健保、

兵役、調解、及各項社會福利、

相關農政業務申請。

美濃區各里辦公處名冊
里別 里辦公處 里辦公處地址 里辦公處電話 服務時間

中圳里 中圳社區活動中心 福美路73巷8號 681-5441 週一、三、五上午

東門里 區公所 美中路260號 681-4311#75 週二、四上午

泰安里 區公所 美中路260號 681-4311#77 週二、四上午

瀰濃里 區公所 美中路260號 681-4311#73 週二、四上午

合和里 區公所 美中路260號 681-4311#76 週二、四上午

福安里
新福安社區活動中心

（福安國小旁）
中山路二段358號 681-5442 週一~週五上午

中壇里
祿興、德興、中壇聯合活動中心

（中壇國小旁）
忠孝路1段19號 681-5443 週一~週五上午

德興里
祿興、德興、中壇聯合活動中心

（中壇國小旁）
忠孝路1段19號 681-5443 週一~週五上午

祿興里 祿興社區活動中心 新興街92之1號 681-7377 週一、三、五上午

吉東里 吉東社區活動中心 吉頂15號 683-1334 週一、三、五上午

吉和里 下九寮社區活動中心 下九寮63號 683-2523 週一、三、五上午

吉洋里 吉洋社區活動中心 吉安50號 683-1424 週二、四上午

清水里
清水里社區活動中心

（紫雲宮旁）
忠孝路2段3-5號 683-0915 週一、三、五上午

龍山里 龍山社區活動中心 龍山街40號 685-2903 週二、四上午

獅山里 獅山社區活動中心 獅山街57之1號 685-2580 週一、三、五上午

龍肚里
龍肚社區活動中心

（清水宮旁）
文化街6巷20號 685-1264 週二、四上午

廣德里 廣德社區活動中心 民族路111巷3號 681-0486 週二、四上午

興隆里 廣興社區活動中心 興隆三街6號 681-4334 週一、三、五上午

廣林里
廣林社區活動中心

（聖化宮旁）
廣福街153號 681-4134 週一、三、五上午

（週一至週五下午各里幹事統一於區公所里聯合辦公處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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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防治宣導
（一）一般民眾的居家預防：
1.家中應該裝設紗窗、紗門；睡覺時最好掛蚊帳，避免蚊蟲叮咬清除不需要的容器。
2.把暫時不用的花瓶、容器等倒放。家中的陰暗處或是地下室應定期巡檢，可使用
捕蚊燈。
3.家中的花瓶和盛水的容器必須每週清洗一次，清洗時要記得刷洗內壁。
4.放在戶外的廢棄輪胎、積水容器等物品馬上清除，沒辦法處理的請清潔隊運走。
5.平日至市場或公園等戶外環境，宜著淡色長袖衣物，並在皮膚裸露處塗抹衛生福
利部核可的防蚊藥劑。
（二）清除孳生源四大訣竅——澈底落實「巡、倒、清、刷」：
1.「巡」─經常巡檢，檢查居家室內外可能積水的容器。
2.「倒」─倒掉積水，不要的器物予以丟棄。
3.「清」─減少容器，使用的器具也都應該澈底清潔。
4.「刷」─去除蟲卵，收拾或倒置勿再積水養蚊。
（三）感染登革熱民眾，應配合的事項（對病人、接觸者及周圍環境之管制）：
感染登革熱民眾，應於發病後5日內預防被病媒蚊叮咬，病房應加裝紗窗、紗門，
病人可睡在蚊帳內。防疫單位應進行孳生源清除工作，並依相關資料綜合研判後，
評估是否有必要實施成蟲化學防治措施。登革熱患者周遭可能已有具傳染力病媒蚊
存在，所以應調查患者發病前2週以及發病後1週的旅遊史（或活動地點），確認

是否具有疑似病例。

美濃區公所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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