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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屆第 10 次 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9 日(週一)晚上 19:30 地點：協會 5 樓
主席：理事長—徐守權〈派普〉
記錄：秘書〈沈白〉
討論提案：
(一) 審核 102 年 3 月財務收支案
審議：通過
(二) 審核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決議：無異議通過 #1028 曾効忠(谷漢)入會。
(三) 討論第 12 屆理事長人選
決議：待下次會議再討論

第 11 屆第 11 次 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5 日(週六)晚上 20:00 地點：耀輝休閒農場
主席：理事長—徐守權〈派普〉
記錄：秘書〈沈白〉
工作報告：
法規委員會－〈大人〉代 :會議總結有關露營車的交通法規如下:同意小貨車打造露營車,申請牌照為
自小(貨)車(露營車),自小貨的車頭及底盤可正式申請合法打造露營車.自小貨打造露營車之規
定 :1.前後車廂不得相通.2.後廂不開放座位.3.露營車之基本配備為床舖,流理台,車邊帳及滅火
器.目前使用中以小貨車打造露營車者,不同意就地合法,註銷牌照再申請重驗亦不可.
國際事務委員會－大人代 :8 月 79th FICC Rally 於波蘭舉行,由〈Morio〉及〈喉糖〉代表參加.16 屆亞
太沖繩預計 10/10-14(機+酒)自由行,目前報名 31 人.
討論提案：
(一) 請審核 102 年 4 月財務收支案
審議：通過
(二) 請審核協會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決議：無異議通過#1029 副盈璋(副營長)‚#1030 徐維良(三角龍)‚#1031 王志偉(拉不拉多)‚
#1032 湯平(湯平)及#1034 簡昭璜(海盜)入會.
(三) 討論中聯會活動出席統計另計案
決議：中聯會有效會員出席活動,不分地點另行統計,會員大會時頒給中聯會熱心參與獎
前 2 名(同名次不限人數),如協會總排名與中聯會排名皆有者,擇優選一頒獎.
(四) 討論代表本會參加友會活動之人員補貼費用
決議：以友會正式發邀請函為準,得派 2 名有效會員家庭代表參加,其報名參加費由協會支
付.其他會員得自由報名參加但不補貼,並列入出席統計.以上授權秘書處處理,再行
報告常務理監事追認即可.
(五) 討論第 12 屆理事長人選
常務監事楊茗翔(螺絲)提名盧慧郎(犀牛)及許國男(甘草)2 人.
決議：下次會議再行討論
臨時動議：
1.大人提案 ：討論是否加入全國露營團體聯誼
決議：請秘書處先瞭解提案友會成立「全國露營團體聯盟」之用意,目標及宗旨,再行提案討論
是否加入.
2.惡棍提案：會員如要反應活動辦得不妥時,請於會議上提出具體人名及事實,避免以訛傳訛.
決議：無異議通過，本協會幹部或會員如要反應協會任何活動辦得不妥時，請以書面或簡訊方
式，載明人、事、時、地、物並具名向秘書處反應，由秘書處列為議題，提請常務理監事會或理
監事聯席會審議；若有私下離間造謠者,責成秘書處正式發函糾正，並列入常務理監事會或理
監事聯席會提案審議其會員資格，以免破壞協會會員之間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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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會員介紹
編號

姓名

台號

服務單位

推薦人

1028
1029
1030
1031
1032
1034

曾効忠
傅盈璋
徐維良
王志偉
湯 平
簡昭璜

谷漢
副營長
三角龍
拉不拉多
湯平
海盜

谷漢休閒露營區

鹿野
鹿野
鹿野
鹿野

輝瑞大藥廠
歐晨(有)公司

佳鎂科技(股)公司
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李文宗﹙鹿野﹚TEL：0933-430-413

◎ 財務長報告

Camping
Camping

沈白

感謝副秘書長陳培阮﹙大頭目﹚活動組捐款 3,700 元整。
感謝副秘書長黃杉沛﹙大肚魚﹚活動組捐款 1,000 元整。
感謝活動組正副主委印尼、大頭目、庄頭、溫柔、總管、沈白、傑森 ‚活動組捐款各 300 元共計
2,100 元整。
感謝營開組正副主委大肚魚及琉球 ‚活動組捐款各 300 元共計 600 元整。
感謝會擴組正副主委鹿野及喜樂 ‚協會捐款各 600 元共計 1,200 元整。
感謝研訓組主委游正義﹙魷魚﹚協會捐款 300 元整。

天賞網站連結 http://www.rv-sho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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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吵雜的街
激起我狂野的心
冷漠的街
激起我寂寞的心
想起陣陣回憶
激起我一波波漣漪
~~小松鼠(賴皮的 1/4)

參加 5/18-20 金門之旅的夥伴於翟山坑道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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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 <谷漢>及他們的營地
雖然他們假日都得留在營地，但還是二話不說掏出腰包加入協會。 在聊天的過程中，感受到他們
對片土地的愛護，對一草一木皆有情，從不知如何經營營地，到從頭開始學習，如今這片營地在
他們的努力下，規劃得更加完善，讓我們為他們鼓鼓掌 !
佔地約１０００坪，原是一片梯田，經過整地種上草坪，增設衛浴及戲水池。 生態豐富，可觀賞
到青蛙、蝴蝶、螢火蟲等，４～５月有桂竹筍可以品嚐。附近景點有峇里森林溫泉渡假村、鴛鴦谷
瀑布、尖石岩、泰雅守護神、青蛙石、內灣老街及谷漢步道<木宵楠森林步道>等。
地址: 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嘉樂村 14 鄰 160-1 號
E 121° 13’57.3”
N 24° 43’27.0”

營地入口處

場主曾媽媽<吉娃斯>和老鄉長<谷漢>
和藹可親

衛浴乾淨整潔

營地守則及需知

戲水池

流理台及分類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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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花 絮
102.03.02~03.03
賞櫻之旅—CK 營地﹙值星：沈白﹚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2759

大人 44 人 小孩 5 人 共 49 人
車數 25 輛 ﹙RV3 輛、拖車 2 輛﹚

雖然雨天場地泥濘,但大家熱情不減,一起擠在雨
棚下舉行新春團拜及慶生,祝福夥伴新的一年身
體健康,事事如意!

102.03.09~03.10
綠野仙蹤—綠野森林露營區﹙值星：大頭目﹚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2791

大人 49 人 小孩 4 人 共 53 人
車數 26 輛 ﹙RV4 輛、拖車 4 輛﹚

春天正是露營的好季節,把握這難得的晴天,一
起去踏青吧!

102.03.16~03.17
坪林之旅－長青營地﹙值星：印尼﹚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2849

大人 27 人 小孩 2 人 共 29 人
車數 16 輛 ﹙RV4 輛、拖車 3 輛﹚

坪林道路沿途櫻花盛開,美不勝收。步行即可抵
茶葉博物館參觀,是新北市郊一處物美價廉的營
地。
102.03.16~03.17
中部聯誼—雲風箏露營區﹙值星：喜樂﹚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2827

大人 11 人 小孩 3 人 共 14 人
車數 6 輛 ﹙RV3 輛、拖車 1 輛﹚

中聯會首次舉辦的露營活動,雖因未能即時登
上會訊,知道的人較少,但場地風景優美,感謝喜
樂和寶貝的用心!
102.03.23~03.24
南澳秘境之旅---南澳農場 ﹙值星：總管﹚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2903

大人 26 人 小孩 4 人 共 30 人
車數 13 輛 ﹙RV5 輛、拖車 2 輛﹚

路途雖遙遠,但東部依山傍水風光明媚,營地又
免費,會員五佰帶大家秘境尋幽訪勝,果真不虛
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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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3.30~03.31
山林之旅－原鄉原味露營區﹙值星：溫柔﹚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2938

大人 20 人 小孩 2 人 共 22 人
車數 11 輛 ﹙RV1 輛、拖車 2 輛﹚

雲深不知處是這次露營的最佳寫照,一整片霧濛
濛的,入夜後溫度下降許多,大夥燉雞湯補身,隔
天又再相招去田媽媽料理打牙祭,大家吃得頭好
身體壯壯。

102.04.05~04.07
中部聯誼－ㄠ嶩露營民宿﹙值星：喜樂﹚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3088

大人 53 人 小孩 17 人 共 70 人
車數 27 輛 ﹙RV5 輛、拖車 5 輛﹚

ㄠ嶩地處偏遠的泰安鄉梅園部落,如果沒有喜
樂寶貝的安排,想必很多人都不會專程到訪,雖
然清明連假 4 天,也連下了 4 天的雨,但大家依
舊不畏風雨,堅持到最後。

102.04.13~04.14
原得碇山莊改大甲致用高中﹙值星：大頭目﹚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3137

大人 22 人 小孩 4 人 共 26 人
車數 12 輛 ﹙RV2 輛、拖車 4 輛﹚

感謝大頭目接洽場地及勘察,讓大家可以就近參
與大甲媽祖回鑾的盛況,及參訪鎮瀾宮,還有好
吃的筒仔米糕品嚐.

102.04.20~04.21
森林之旅—永茂森林山莊﹙值星：沈白﹚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3186

大人 21 人 小孩 4 人 共 25 人
車數 11 輛 ﹙RV0 輛、拖車 3 輛﹚

令人心曠神怡的營地,有篷架有樹林,涼風徐徐,
還有滿滿的芬多精,鄰近北埔冷泉和老街,夥伴!
有空來走走!

102.04.27~04.28
山林之旅—谷漢休閒露營區﹙值星：溫柔﹚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3248

大人 43 人 小孩 5 人 共 48 人
車數 24 輛 ﹙RV4 輛、拖車 5 輛﹚

正逢竹筍產季,場主請吃竹筍湯,還加入協會成為
新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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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102 年 7~8 月份 週末營 (請自行前往營地)
日期

活動名稱

營地

活動摘要

道路指引

1.東眼山森林遊樂區健行 1.國 3 大溪交流道(62.7K)下往大溪循

7/6~7
(六)~(日)

2.雲海景觀

消暑之旅

飛督努農場

值星:庄頭

E 121° 402132

線上報名:

N 24° 842487

慈湖,復興方向接台 7 線(北橫)直走於
17.8K 處左轉桃 119 線道於 0.4K 抵.
2.國 3 三峽交流道(50.5K)下,經市區接

http://signup.aqu.tw/sig

台 3 線右轉南下,於 25.3K 處左轉台 7

n_form.php?id=1667

乙往三民接台 7 線左轉過復興於
17.8K 處左轉桃 119 線道於 0.4K 抵.

7/13~14

中部聯誼

(六)~(日)

值星:喜樂
線上報名:

得碇休閒山莊
E 121° 05’39”

1.登山健行

地址: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 18 鄰 311

2.白蘭部落巡禮

之 20 號

3.觀雲海賞日出

國三竹林交流道(90K)下往竹東約
2.5K 右轉,在竹林大橋上遇紅綠燈左轉

N 24° 34’37”

到底(竹東榮民醫院),右轉接中豐路(台

http://signup.aqu.tw/sig

三線),約 300 公尺左轉東峰路(台 122

n_form.php?id=1659

線)往五峰至 50.4K 處右轉上山循指標
抵

北橫之旅
7/20~21
(六)~(日)

(七月慶生會)
值星:傑森
線上報名:

1.登山健行

馬灣休閒農場 2.抓蝦戲水
E 121° 23’50.9”

由台 7(北橫)入見到羅浮村牌子,於
20.5K 處左轉桃 112 縣道往霞雲村遇

★壽星請上網或電話報名 三叉路口(左邊是霞雲國小)右轉庫志

N 24° 48’21.4”

道路駛 5 分鐘後見農場指標即抵

http://signup.aqu.tw/sig
n_form.php?id=120

7/27~28

廟會之旅

(六)~(日)

值星:溫柔
線上報名:
http://signup.aqu.tw/sig
n_form.php?id=473

雲林水燦林國小

1.限有效會員

地址:雲林縣水林鄉水北村水林路 6 號

2.有水電廁所,無熱水

國一雲林交流道(244K)接 78 快速道路

3.通天府「溫府千歲」祭典 往台西方向於元長交流道(15K)下接台
神明繞境及陣頭野台戲

19 至北港,經北港國中後右轉 164 線道

4.北港媽祖三條崙包公廟 (民生路--大庄路--水林路)即抵.
5.廟會辦桌(自費參加並請
預繳給活動組或秘書處
以便訂席)
※週六 16:00 理監事會議

※垃圾請自行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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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102 年 7~8 月份 週末營 (請自行前往營地)
日期

活動名稱

營地

8/3~4

生態之旅

水田營地

(六)~(日)

值星:印尼

E121° 15' 31.47"

線上報名:

N24° 44' 1.86"

活動摘要

道路指引

1.登山健行

南下：國 3 關西交流道(79.1K)下,經關西市

2.賞雲海

區接台 3 線右轉往橫山,約 69K 處左轉 120

3.部落探訪

線道往內灣 / 北上：國三竹林交流道(90K)
下,右轉 120 線道往竹東橫山接台 3 線約

http://signup.aqu.tw/sig

69K 處右轉 120 線道經內灣尖石,於

n_form.php?id=1358

35.5K 處左轉過新樂大橋往水田方向約
1.2 公里右轉上山,約 1.5 公里抵水田教
會,營區即在上方腹地左側.

8/10~11

1.筒仔米糕品嚐

地址：新竹縣五峰鄉花園村 9 鄰 196

花湖美地
露營休閒區

2.溯溪戲水

號(天湖部落)

3.天湖部落巡禮

南下：國 3 關西交流道(79.1K)下,經關

值星:喜樂

E121° 10' 13.8"

※露營拖車停 ADE 區

西市區接台 3 線右轉往橫山,約 69K 處

線上報名:

N24° 39' 00.9"

其他車輛停 BC 區

左轉 120 線道往內灣 / 北上：國三竹

中部聯誼

(六)~(日) (八月慶生會)

★壽星請上網或電話報名 林交流道(90K)下,右轉 120 線道往竹

http://signup.aqu.tw/sig

東橫山接台 3 線約 69K 處右轉 120 線

n_form.php?id=1014

道經內灣至尖石大橋右轉接 60 線道往
會來尖石溫泉會館方向直行梅嘎浪部
落,接 62 線道 12.8K 處左轉抵.

8/17~18

森林之旅

(六)~(日)

值星:大頭目
線上報名:

1.生態野溪

地址:新竹縣北埔鄉(火庚)寮坪 3-1 號

永茂森林山莊

2.登山健行

國三(90K)竹林交流道下往竹東走 120

E121° 03' 37.1"

3.國寶級梢楠園

縣道(富林路)接台三線(中豐路)右轉往

N24° 38' 10.1"

4.北埔老街

北埔冷泉方向循指標抵.

http://signup.aqu.tw/sig

5.北埔冷泉

n_form.php?id=1669

8/24~25

闊瀨之旅

(六)~(日)

值星:總管

張家莊度假
露營中心

線上報名:

E 121° 47' 41.3"

http://signup.aqu.tw/sig

N 24° 56' 59.6"

1.溪邊戲水

國道五坪林交流道下往闊瀨方向循北

2.灣潭古道健行

42 線道,於 13K 後右側叉路過思源橋,
經黑龍潭露營區循指標抵

n_form.php?id=1668

※請點擊線上報名連結網址或下載後點擊該營地名稱可開啟線上報名連結。
※會員請於參加活動時，懸掛車隊旗，貼協會貼紙及會員識別證，以利識別關照。
※請多利用協會網路報名系統，如有最新訊息將隨時於網路上發佈或簡訊通知。
※參加本會活動之保險事項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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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義網站連結 http://www.se-sonkor.com/

富台網站連結 http://www.rvcamping.com.tw

本會刊歡迎轉閱！
如需下載圖片，請先來電徵求本協會同意後，始得下載，
並請勿使用於任何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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