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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屆第 12 次 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週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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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財務收支案
審議：通過
(二) 討論第 12 屆理事長人選
決議：待下次會議再討論

第 11 屆第 13 次 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27 日(週六)下午 16:00 地點：雲林水燦林國小
主席：副理事長—林百鍊〈山豬〉
記錄：秘書〈沈白〉
討論提案：
(一) 請審核 102 年 6 月財務收支案
審議：通過
(二) 討論第 12 屆理事長人選
決議：待下次會議再討論
臨時動議：秘書長〈大人〉說明：
感謝常務理事〈祥有〉贊助本次水燦林國小週末營廟會辦桌 5 桌之餐費及
酒水錢, 共 計 22,500 元整。

◎ 財務長報告

沈白

感謝副秘書長陳培阮﹙大頭目﹚協會房屋漏水補修捐款 20,000 元整。
感謝常務理事吳有作﹙祥有﹚贊助雲林水燦林國小週末營廟會辦 5 桌及酒水費共計 22,500 元整。
感謝﹙賴皮﹚的 1/4 張雅珺﹙小松鼠﹚130 期稿費捐款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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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元共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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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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用電設備淺說

機電品管工程師 大頭目於 102.8.1

炎炎夏日到戶外避暑應是不錯的選擇，露營也是多數人的選項之一，帳蓬、寢具、鍋碗瓢盆缺一
不可，晚上照明設備，煮飯電鍋、頭髮吹風機、 延長線等… 你知道它們這些電器是有分別的嗎？
今天不談深奧的基本電學，僅就露營常使用到的幾項電器的常識與各位討論。
1. 室內室外設備不同
室內室外用的電器 IP 值﹝防水、防塵﹞不同，露營在室外選用電器應選 IP 數據、絕緣電阻高的
電器設備，例如延長線應選用工業型，像工地使用的延長線多有不錯等級約 1500W12A，選擇
延長線也應適地適用、長短有別，盡可能離地架設電纜線，同時應建議場主加裝漏電斷路器
﹝依室外電工法規﹞，以防止感電﹝電到﹞。
2. 須有國家檢驗標籤 CNS 字樣
只要是合格的電器產品一定有 CNS 國家合格標籤，上面有標示容許工作電壓﹝V﹞、電流﹝A﹞
瓦特數﹝W﹞例如：螺旋燈泡 110V 23W 0.3A 電扇 110V 65W 0.5A 電鍋 110V 1200W 12A 之標示，
大家可以從上述設備數據知道那一種電器是大瓦特數﹝W﹞。
3. 電器判別及選擇
大家來綜合上述的電器設備如何搭配？建議各位一種簡單的方法。
在露營地盡量使用小瓦特數的電器，離插座近使用短延長線，以免壓降，車上應俱備長短兩條
延長線，吹風機拿到專用迴路使用，如總開關跳脫，它是在警示這一迴路有過載現象，應先查
明誰家使用大電器後再行復電之。
露營是一項健康快樂的休閒活動，聰明玩，快樂吃，人生如此，夫復何求，安全永遠是最高選項。
老爺、夫人們，您說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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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花 絮
102.05.04~05.05
茶香之旅—仁山茶園﹙值星：印尼﹚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3269

大人 24 人 小孩 2 人 共 26 人
車數 13 輛 ﹙RV3 輛、拖車 5 輛﹚
天氣不錯, 大夥一起到附近的景點走走, 晚上還可去羅東
夜市逛逛 !

102.05.11~05.12
母親節餐聚---華中露營場 ﹙值星：庄頭﹚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 3336

大人 21 人 小孩 3 人 共 24 人
車數 11 輛 ﹙RV1 輛、拖車 2 輛﹚
風大雨大的母親節, 在這樣濕冷的天氣裡, 大夥一家一
道菜, 活動組為媽媽們準備了母親節蛋糕及康乃馨, 備
感溫馨 !

102.05.18~05.19
中部聯誼—石水坊露營區﹙值星：喜樂﹚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 3372

大人 33 人 小孩 13 人 共 46 人
車數 18 輛 ﹙RV2 輛、拖車 9 輛﹚
雖然下著大雨, 大家依然遊興不減, 九輛露營拖車陣
仗擺起來聲勢浩大, 喜樂寶貝準備豐盛的點心和烤蛇
麵, 大夥享受快樂的午茶時光.。

102.05.25~05.26
農牧之旅－耀輝休閒農場﹙值星：印尼﹚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3405

大人 26 人 小孩 4 人 共 30 人
車數 14 輛 ﹙RV3 輛、拖車 4 輛﹚
好久沒來的營地, 常務理監事會議週六晚在此召開,
下屆理事長人選依舊沒著落, 真令人傷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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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6.01~06.02
天湖之旅－花湖美地露營區﹙值星：大頭目﹚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3450

大人 35 人 小孩 7 人 共 42 人
車數 20 輛 ﹙RV6 輛、拖車 5 輛﹚
位在尖石與五峰交界處的新營地, 有必須場主親自帶路
的私房景點~梅后蔓瀑布, 海拔雖不高, 但沁涼微風吹來
真是心曠神怡呀!

102.06.08~06.09
原憲明國小改仁山茶園﹙值星：沈白﹚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3496

大人 17 人 小孩 3 人 共 20 人
車數 10 輛 ﹙RV1 輛、拖車 1 輛﹚
炎炎夏日到來, 氣溫突然飆到 37 度, 活動組提供粽子品嚐和
啤酒暢飲消暑. 其間發生一段小插曲, 一條蛇不知怎的鑽進
大人的車裡, 大夥兒雞飛狗跳, 紛紛走避, 最後向場主借了一
支補蛇器才將牠請出營地外, 有驚無險, 成為大家茶餘飯後
的話題。

102.06.15~06.16
雲霧之旅－鳥嘴山營地﹙值星：總管﹚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3544

大人 10 人 小孩 0 人 共 10 人
車數 7 輛 ﹙RV0 輛、拖車 1 輛﹚
總管生日, 大人為愛妻親自烘焙蛋糕. 此行雖然沒有看到
磅礡的雲海景觀, 但也難得一見的看到劃過整個天際的
彩虹, 山裡景色千變萬化, 只等有緣人來欣賞。

102.06.22~06.23
中部聯誼－金鶯露營區﹙值星：喜樂﹚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3693

大人 86 人 小孩 8 人 共 94 人
車數 43 輛 ﹙RV7 輛、拖車 3 輛﹚
場主悉心整理的環境, 漂亮乾淨的衛浴, 連同上層油羅溪森
林花園一起包場還爆滿, 是個超人氣的營地. 週六晚上有慶
生會, 金門之夜, 以及由研訓主辦, 大頭目主講的「露營用電
及消防安全須知」, 專業的知識經過口語化的表達,讓大家收
獲豐富!

102.06.29~06.30
雙溪野營—田螺山露營區﹙值星：溫柔﹚
相簿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fccc_act/photo?pid=3701

大人 22 人 小孩 4 人 共 26 人
車數 12 輛 ﹙RV1 輛、拖車 1 輛﹚
位於新北市, 看起來很近, 其實走起來很遠的營地, 位於
北勢溪上游, 溪水清澈, 魚蝦頗豐, 這是封溪保育的成果,
希望大家能繼續維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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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102 年 9~10 月份 週末營 (請自行前往營地)
日期

活動名稱

8/31~9/1

雲霧之旅

(六)~(日)

值星:沈白

營地

活動摘要
1.雲海日出

地址:新竹五峰鄉大隘村 23 鄰 461-2 號

2.登山健行

國三芎林交流道(90K)下往竹東約 2.5K 右

觀雲亭山莊 ※ 限 18 車
(BC 區)

轉竹林大橋,遇紅綠燈即左轉到底(竹東榮

線上報名:

E121° 05' 54.4"

http://signup.aqu.tw/sign

N24° 36' 33"

醫),右轉接中豐路(台三線),約 300 公尺左
轉東峰路(台 122 線)往五峰,至 35.5K 右轉
經十八兒部落順魯木農場指標約 14.5K 抵.

_form.php?id=120

(即涼山營地前行 0.5 公里抵)

溪谷野營
9/7~8
(六)~(日)

值星:溫柔
線上報名:
http://signup.aqu.tw/sign

道路指引

三五野營區

1.溪邊戲水

國 3 三鶯交流道(50.5K)往三峽出口下接

2.登山健行

台 3 線右轉往大溪方向,於大埔(約 25.5K)

E121° 27' 22.5"

左轉台 7 乙往三民,過 4K 後左轉湊合橋再

N24° 50' 53.2"

右轉(北 114)循滿月圓方向前進約 9.3K 處,
左轉過橋往熊空方向約 11K 處左側進入.

_form.php?id=1667

坪林之旅
9/14~15

值星:庄頭

(六)~(日)

線上報名:

E121° 43' 14"

http://signup.aqu.tw/sign

N24° 56' 21"

長青營地

1.茶葉博物館

地址:新北市坪林區水德村磨壁潭 2-1 號

2.溪釣

國 5 坪林交流道下往坪林市區方向,過坪
林拱橋左轉水德產業道路約 1 公里左側抵.

_form.php?id=1358

9/20~22

中秋之旅

南澳農場

(五)~(日)

值星:傑森

E121° 47' 21"

線上報名:

N24° 26' 56"

http://signup.aqu.tw/sign

山林之旅

(六)~(日)

(9 月慶生會)

地址:宜蘭縣蘇澳鎮朝陽里海岸路 92 號

南澳漁港.朝陽步道

國五平原高架段終點下接台 9 線往蘇澳方

玩法 1.自行搭火車至新城站 向至南澳過澳尾橋隨即左轉海岸路循指
後,搭公車或租機車遊太魯閣 標抵
玩法 2.自行搭火車至花蓮站

_form.php?id=788

9/28~29

南澳景點:原生植物標本園.

後,搭公車或租機車遊花蓮市

值星:印尼

谷漢休閒
露營區
(2-3 區)

線上報名:

E121° 13' 57.3"

http://signup.aqu.tw/sign

N24° 43' 27"

1.步道健行

地址: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 14 鄰 160-1

2.內灣老街

號

★壽星請上網或電話報名

南下：國 3 關西交流道(79.1K)下,經關
西市區接台 3 線右轉往橫山,約 69K 處左
轉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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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form.php?id=1014

接台３線約 69K 處右轉 120 線道往內灣
經尖石新樂,至 120 線道 33.5K 處循峇
里溫泉渡假村右轉上坡，經警衛室依指
標右轉下坡約 200 公尺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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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102 年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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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健行

地址:新竹縣尖石鄉新樂村煤源 8 鄰 41 號

2.內灣老街

南下：國 3 關西交流道(79.1K)下,經關西

10/5~6

原鄉之旅

(六)~(日)

值星:大頭目

原鄉原味
露營區

線上報名:

E121° 16' 37"

120 線道往內灣 / 北上：國三竹林交流道

http://signup.aqu.tw/sign

N24° 43' 37"

(90K)下,右轉 120 線道往竹東橫山接台３

市區接台 3 線右轉往橫山,約 69K 處左轉

線約 69K 處右轉 120 線道往內灣, 於

_form.php?id=1659

40.8K 左轉循指標抵.

10/12~13

中部聯誼

(六)~(日) (10 月慶生會)
值星:喜樂

楓李小站
E120° 55' 54"
N24° 25' 08"

線上報名:

1.日出雲海景觀

地址: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 4 鄰 60 號

2.登山健行

國一苗栗交流道下接台 72 快速道路往大

※ 週六 15:30 雞尾酒午茶時 湖汶水,至終點汶水下往泰安溫泉方向,過
豆腐美食街在停車場前即右轉上山(苗 62-

光
★壽星請上網或電話報名

http://signup.aqu.tw/sign

1),過清安國小後叉路右轉,循天然居及鑽
石林指標,過鑽石林後即抵.

_form.php?id=1512

1.內灣老街

地址:新竹縣尖石鄉新樂村水田 2 鄰 7-2 號

2.登山健行

南下：國 3 關西交流道(79.1K)下,經關西

10/19~20

尖石之旅

田中營地

(六)~(日)

值星:總管

(AE 區)

市區接台 3 線右轉往橫山,約 69K 處左轉

線上報名:

E121° 15' 26.8"

120 線道往內灣 / 北上：國三竹林交流道

http://signup.aqu.tw/sign

N24° 44' 27.2"

(90K)下,右轉 120 線道往竹東橫山接台３

_form.php?id=117

線約 69K 處右轉 120 線道往內灣, 於
35.5K 處左轉新樂大橋,沿竹 58 直行約 1.7
公里,經田中商店後約 50 公尺左入抵

1.垂釣游湖

10/26~27

水庫風光

魯冰花農莊 2.單車健行

(六)~(日)

值星:沈白

E 121° 914018

線上報名:

N 24° 587169

地址:苗栗縣頭屋鄉明德村仁隆 21 號
國一頭屋交流道(126K)下左轉台 13,於

※ 限 25 車

21K 處右轉 126 線道進入明德水庫北岸道
路,於 25K 上環湖大橋,過橋後右轉 300 公

http://signup.aqu.tw/sign

尺左入即抵.

_form.php?id=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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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