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109 年度北區三公會聯合辦理土木日登山健行活動
日期：109 年 10 月 7 日

發文：新北土技字第 1090002400 號

一、參加對象：新北市、台北市所有會員/台灣省公會北區會員
二、活動日期：109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8：15～14：00
三、用餐地點︰頤品大飯店新店北新館(新店線大坪林站四號出口)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07 號 1 樓)
四、活動時間說明：
時間
流程
活動說明及注意事項
█集合地點：捷運新店線新店站出口南側轉乘車邊廣場
（臨新店溪）。
集合完畢後出發，左轉通道到新店吊橋，右轉過橋後，
8：15
左方為登山點進入，瀏覽新店和美山，秀麗山景，登
路線
A
|
和美山頂，下山欣賞水岸風華、再經碧潭吊橋、回到
8：45
捷運新店站，沿路有籌備會登山布條標記及人員引
(健腳級)
集合出發
導，由登山口回到捷運新店站，請搭捷運到大坪林站 3
號出口(電梯)，回轉沿北新路三段，在順安街 2 號過
馬路後到達餐會會場。
█路程約 3.5 公里，需時約 2~2.5 小時。
█集合地點：捷運新店線新店站出口南側轉乘車邊廣場
（臨新店溪）
集合完畢後出發，左轉通道到新店吊橋，右轉過橋後，
9：15
左方為登山點進入，瀏覽新店和美山，秀麗山景，到達
路線Ｂ
|
詩歌廣場上涼亭：左轉沿綠水岸步道，下山欣賞水岸風
9：45
(逍遙遊) 華、再經碧潭吊橋、回到捷運新店站，沿路有籌備會登
集合出發
山布條標記及人員引導，由登山口回到捷運新店站，請
搭捷運到大坪林站 3 號出口(電梯)，回轉沿北新路三
段，在順安街 2 號過馬路後到達餐會會場。
█路程約 2 公里，需時約 1～1.5 小時。
～

12：00
14：00

餐敘

地點：頤品大飯店 1 樓 (新店北新館)
聯誼宴會
歡唱卡拉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07 號 1 樓/02-89132345

※建議攜帶登山杖、並請自備雨具、帽子及水(公會備水，發完為止)。
※交通以搭乘捷運新店線最為便捷。

五、活動費用：參加者每名需繳交保證金 500 元，才視為完成報名手續，活
動當日報到後即現場退還，已報名未出席者，恕不退款；未繳
納者視同未報名，恕不提供禮券及餐位。
六、注意事項：為提升活動品質，節省您寶貴時間，同時確保技師各項權利，
請配合以下事項：
1、請務必攜帶 109 年度會員證正本，本活動將採電腦條碼掃瞄報到；未
帶會員證者，請至人工報到窗口辦理報到，時間冗長請包涵。
2、因應疫情防疫，及北部區域可舉行大型餐會之餐廳場地限制，故今年
僅開放技師會員本人參加，報名參加者將加發眷屬代金 300 元禮券(於
餐廳報到處發放)。
3、桌次安排依報名順序，由電腦直接劃位排桌，不受理集體報名，不受
理同桌安排，另活動當日亦不接受現場報名。
七、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1 月 6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前，統一向主辦公會
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報名，請回傳報名表或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j3gPakCTx9XMeRrU8，俾便辦理餐位及保
險(意外險 100 萬、醫療險 10 萬；未填妥詳細資料者，囿於保
險規定歉難辦理保險)。
聯絡電話：02-2957-2300 分機 15 吳宜芳小姐、分機 17 游煥如小姐
公會傳真：02-2957-0690
八、繳款方式：
1、請持繳款單至超商繳款，請勿重複繳款。
2、為方便及快速查詢，請利用超商繳款(免手續費)。

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張錦峯
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施義芳 敬邀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莊均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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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條
會員姓名
會員證號
（請勾選）
□省公會
會員編號：
□北市公會
會員編號：
□新北市公會
會員編號：

聯絡電話
(O)
(H)

備註
□素食
□路線 A
□路線 B

(手機)

註：
1、請會員勾選及填具所有入會之公會會員編號，俾利禮券統計發放，
每一公會之會員各發 200 元禮券。
2、參加者每名需繳交保證金 500 元，才視為完成報名手續，活動當日
報到後即現場退還，已報名未出席者，恕不退款；請務必繳交保證
金，未繳納者視同未報名，恕不提供禮券及餐位。
3、因應疫情防疫，及北部區域可舉行大型餐會之餐廳場地限制，故今
年僅開放技師會員本人參加；報名參加者將加發眷屬代金 300 元禮
券。
4、桌次安排依報名順序，由電腦直接劃位排桌，不受理集體報名，不
受理同桌安排，另活動當日亦不接受現場報名。
5、即日起至 11 月 6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前，統一向主辦公會新北市
土木技師公會報名，請回傳報名表或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j3gPakCTx9XMeRrU8，俾便辦理餐位及保險(意
外險 100 萬、醫療險 10 萬；未填妥詳細資料者，囿於保險規定歉
難辦理保險)。
聯絡電話：02-2957-2300 分機 15 吳宜芳小姐、分機 17 游煥如小姐
公會傳真：02-2957-0690
※為免報到點壅擠，建議會員按登記路線及會員編號分別搭乘建議捷運路線抵
達會場，以利活動進行。(詳如附件，並將公告於公會網站首頁)

餐廳交通資訊：
頤品大飯店新店北新館 (新店線大坪林站四號出口)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07 號 1 樓
電話：02-8913-2345

【捷運】
松山新店線 大坪林 G4 站／

●

或 環狀線 大坪林 Y7 站
1 號出口(由民權路 42 巷進入)
4 號出口(至華泰銀行過馬路即可到達)

【公車】
民權路口站(下車後由民權路 42 入進入)

●

綠 3、綠 7、綠 8、綠 9、綠 10、綠 13、
綠 15、290、290 副、793、796、918、1968、
環狀線
●捷運大坪林站(下車後過馬路即可到達)
綠 7、綠 9、綠 10、綠 13、綠 15、棕 2、
252、290、290 副、642、643、644、647、
648、650、793、796、849、941、1551、
1728、1968、9009、9012、9028、環狀線

【開車】
中山高接建國高架橋

●

中山高往建國高架橋，出口往南，往水源快速道路出口，過地下道左轉，往新店方向水源快速道，
景美出口直行景福街右轉羅斯福路，過鳴遠橋第一個紅綠燈右轉即抵達。
●北二高接新店交流道
北二高下新店交流道，左轉中興路，直行中興路左轉民權路，過北新路後右轉民權路 42 巷右轉矽
谷園區，右轉沿園區前方道路直行即抵達。

停車場：
台北矽谷大樓 B3 附設收費停車場(60 元/時)
(由北新路三段右轉約 100 公尺左側可到達)
(由民權路 42 巷右轉矽谷園區，右轉沿園區前方道路直行至北新路三段 211 巷左轉約 100 公尺左側
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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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服務幹部:
★籌備會：
賴建宏主委 0925-056205
★登山健行規劃：
梁詩桐常務監事 0911-327699

許錦森理事 0952-816247
陳建民理事 0920-451863
健行響導：
A 路線領隊劉國光 0919-323925
B 路線領隊林正浚 0912-817239
標兵：
1.蘇宜祥 0972-974160
2.陳永國 0921-193300
3.陳坤同 0917-559156
4.周振源 0932-224796
5.陳國男 0987-907822
6.吳懿哲 0935-302550
7.余孟謙 0952-009047
8.李正道 0922-771158
9.楊蔭民 0972-176822
10.梁永愷 0921-452913
11.連柄順 0938-588891
◎碧潭橋頭陳建民 0920-451863
◎大坪林站 3 號出口許錦森 0952-816247
◎順光街口指揮廖廷勖 0934-168026

A 路線：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B 路線：1 -> 2 -> 3 -> 10 ->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