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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廖明耆 社友夫人(09.13)Land 夫人
陳志誠 社友夫人(09.15)A Cheng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商村田 社友(64.09.14)Sticker 

王滿足 女士(結婚四十三週年紀念日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
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

時間：107 年 9 月 16 日(星期日)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    9/209/209/209/20((((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第第第第2626262689898989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提前合併舉行提前合併舉行提前合併舉行提前合併舉行

敬請各位社友留意敬請各位社友留意敬請各位社友留意敬請各位社友留意。。。。    

廷祐廷祐廷祐廷祐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惠喻惠喻惠喻惠喻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板橋扶輪社 

社長阮良雄 暨全體社友

◎Trust社友公子廷祐先生與惠喻小姐訂於一

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舉行結婚典禮

宴設於新莊頤品大飯店 7樓香蘊廳

莊區五工路 66 號)舉行，敬請各位社友

人於是日中午十二時準時入席。

結婚誌慶結婚誌慶結婚誌慶結婚誌慶    

百年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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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 
A Cheng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週年紀念日) 

新竹科園扶輪社 
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 

 
 

280號 2樓) 

提前合併舉行提前合併舉行提前合併舉行提前合併舉行，，，，

 

 

 

 

 

 

 

 

 

 

 

 

 

 

 

 

 

9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7年 9月 18日

上午 10：30報到

地點：大溪鴻禧高爾夫球場

(桃園市大溪區永福里日新路
 

台北⻄北區扶輪社
授證 58 週年紀念晚會

時間：107年 9月 21日

下午 5：00雞尾酒會

6：30開會 

地點：大直典華六樓-花田盛事廳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參加人員：Wireless社長

P.P.Archi、P.P

社長當選人、

暨全體社友敬賀 

社友公子廷祐先生與惠喻小姐訂於一○

舉行結婚典禮，婚

樓香蘊廳(新北市新

敬請各位社友、夫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感謝 Wireless 社長 9/7

食、餅干、點心

感謝 Wireless 社長 9/7

不二家-壽山 Q餅禮盒

感謝 P.D.G.Victor9/7-9

餅干、點心。 

感謝 Stone祕書 9/7-9

感謝 Stone 祕書 9/7-9

灣名產芒果乾。

慶祝 PP Bueno一桿進洞晚宴

日(星期二)下午五時假

行。屆時敬邀社友撥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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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高爾夫球賽 
日(星期二)  

報到 11：00開球 

大溪鴻禧高爾夫球場 

桃園市大溪區永福里日新路 168號) 

台北⻄北區扶輪社 
週年紀念晚會 
日(星期五)  

雞尾酒會 6：00註冊  

花田盛事廳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號) 

社長 、P.P.E.Fu.Ku、P.P.Bueno、 

P.James、P.P.Terry、Michael

、Stone祕書、Nick、Judge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9/7-9 秋季旅遊準備各式零

點心。 

9/7-9 秋季旅遊贈送伴手禮-

餅禮盒。 

9秋季旅遊提供各式零食、

9秋季旅遊準備啤酒。 

9 秋季旅遊贈送伴手禮-台

。 

一桿進洞晚宴，謹訂於 9月 18

下午五時假大溪鴻禧高爾夫球場舉

屆時敬邀社友撥冗出席。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污水翻轉污水翻轉污水翻轉污水翻轉----打造打造打造打造    

污水污水污水污水 5E5E5E5E 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污水下水道計畫科

余明松 科長 

新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一、臺北近郊系統 

淡水河系新店、板

橋等 14 區，屬人

口密集之大型污

水系統。 

二、獨立系統 

包括林口、淡水等

5區，設置污水處 

理廠處理該獨立系統之污水。 

三、水源區系統 

坪林、烏來等 5區，屬水源特定區之污水下水道

系統。 

四、郊外地區系統 

金山、萬里等 8區，人口密度低且多郊外地區之

污水系統。 

進行用戶接管改善環境進行用戶接管改善環境進行用戶接管改善環境進行用戶接管改善環境 

污水和雨水下水道系統分流，污水不會曝露在空

氣中，沒有益流的污水，也不會聞到排水溝的惡

臭，使生活環境煥然一新。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污水下水道計畫科  

屬水源特定區之污水下水道

人口密度低且多郊外地區之

污水不會曝露在空

也不會聞到排水溝的惡

問題有哪些問題有哪些問題有哪些問題有哪些？？？？ 

政策推動政策推動政策推動政策推動  

�策略名稱：環境亮點環境亮點環境亮點環境亮點 

�策略名稱：環境教育環境教育環境教育環境教育 

策略內容：污水處理設施精彩教案

憩空間、回收水使用

�策略名稱：傾聽民意傾聽民意傾聽民意傾聽民意 

策略內容：說明會、接管推廣活動

�策略名稱：效率提升效率提升效率提升效率提升 

策略內容：資源有效配置

�策略名稱：電子化服務電子化服務電子化服務電子化服務

策略內容：GIS 查詢系統

用戶接管流程用戶接管流程用戶接管流程用戶接管流程-Efficient

穿梭在大街小巷與民溝通穿梭在大街小巷與民溝通穿梭在大街小巷與民溝通穿梭在大街小巷與民溝通

 

  策略內容：後巷彩繪  

  

污水處理設施精彩教案、綠美化遊

回收水使用  

  

接管推廣活動、留言板  

  

資源有效配置、主動鑑界、組織整合 

電子化服務電子化服務電子化服務電子化服務 

查詢系統、新北水漾  

fficient 

 

穿梭在大街小巷與民溝通穿梭在大街小巷與民溝通穿梭在大街小巷與民溝通穿梭在大街小巷與民溝通 

 



 

 

土地面積釐清土地面積釐清土地面積釐清土地面積釐清  

「新北市下水道管理規則」 

用戶污水接管所需空間為單側

至少 75公分，雙側至少 150公 

分，該施工空間必須為民眾提供。  

增建物拆除增建物拆除增建物拆除增建物拆除  

 

後巷管線整理後巷管線整理後巷管線整理後巷管線整理  

增建物拆除後，管線裸露且雜亂。  

接管施工時，一併整理/更新管線。  

 

後巷彩繪後巷彩繪後巷彩繪後巷彩繪 Domino Effect 

為活絡後巷、空間再生，讓冰冷的後巷不再只用

水泥及鋪面磚進行美化作業，而將牆面彩繪的方

式納入加強後巷美化執行模式辦理，使死板的空

間脫胎換骨，成為新的徒步休閒、藝文景點以及

上班族與學童們安全便捷的通勤步道。 

執行方式  

1、由里長代表提出申請。  

2、提出彩繪樣稿，邀集各區里長現勘召開說明會，

說明各區域彩繪方向。 

3、協調取得彩繪標的建物民眾同意書。  

4、彩繪修正定稿繪製。 

管線不通怎麼辦管線不通怎麼辦管線不通怎麼辦管線不通怎麼辦?  

 

管線維護管線維護管線維護管線維護  

目前新北市管線超過 2,000公里，維管人孔 50,000

多座，以及 3座水資源回收中心。 

水資源回收中心水資源回收中心水資源回收中心水資源回收中心 

 

 

河岸景觀翻轉河岸景觀翻轉河岸景觀翻轉河岸景觀翻轉  

用戶接管大躍進 水質改善看的到 

據資料顯示歷年淡水河水質及用戶接管率之比較

得知，都市河川水質隨污水用戶接管數增加有明

顯改善，本市每年減少近 1.78 億噸 污水直接排

入水體，達到污染削減，除了改善河川水質，亦

翻轉了河岸景觀，吸引建設投資，活化城市，提

供市民休閒空間。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18 名 
出席人數：47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3 名    出 席 率：8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Art,Banker,Brain,Family,Golf,Jet,Max, 

Ortho,Park,Service,Skin,Tea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余明松 科長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污水下水

道計畫科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99,000 

Franklin 第一期 4,250 

Jia-Pin 第一期 4,250 

Carbon 第一期 4,250 

Care 第一期 4,250 

Genial 第一期 4,250 

Post 第一期 4,250 

Terry 第一期 4,250 

合計  29,750 

累計  NT$228,750 

一般捐款 

Jia-Pin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Jamie 今天聯誼對專業人士致敬 1,000 

合計  NT$2,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Wireless 

非常感謝三位 PDG、各位

PP、社友踴躍參加明天的秋

季旅遊 

2,000 

Land 9/7 生日快樂 1,000 

Sticker 9/10 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NT$4,000 

 

 

 

 

 

 

 

 
 

 

 

 

 

 

 
 

 

 

 

 

 

 
 

第⼀次讀書會 

時 間：107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  

中午 12：00 

地 點：板橋大遠百 11 樓-EN 和食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 28 號 11 樓)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88 次例會 

                        107 年 09 月 13 日 

●主講人：國立交通大學及中央警察大學  

蔡輝昇 教授 

●講題：台灣軌道運輸系統現況及未來展望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召開 9 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89 例會 

                        107 年 09 月 20 日 

●原訂九月二十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八九

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新竹科園扶輪

社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變更例會時間於九

月十六日(星期日)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90 例會 

                        107 年 09 月 27 日 

●社務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