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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屆第 15 次 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3 日(週三) 19:30
地點：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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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財務收支案
審議：通過
(二) 審核協會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決議：通過 #1035 劉進燈(天燈)、#1036 李政昌(花豹)、#1037 胡立威(小威)、#1038 黃清水
(雅虎)及#1039 盧美雲(美雲)等五位入會。
(三) 第 16 屆亞太(沖繩)成果報告：秘書長〈大人〉說明
本會共 42 人參加, 並舉辦台灣之夜, 閉幕時獲大會頒給出席人數最多獎及團體獎項。
亞太會議重點：
1. 中華露協理事長詹德生報告 2014 年 10 月在台灣舉辦第 17 屆亞太露營大會籌備情
形；韓國 KCCF 協會會長報告 2015 年 7 月在韓國舉辦第 83 屆國際露營大會及 2015 年
10 月舉辦第 18 屆亞太露營大會籌備情形，提出將 2 次大會合併辦理，惟不被接受，
決議於下屆亞太會議時再決定。
2. 日本 Mr.Akase 擔任亞太委員會秘書長 20 年，決定卸任。經 F.I.C.C .理事會通過為
F.I.C.C.榮譽會員，表彰他對亞太委員會的貢獻。並決定亞太委員會秘書長職位由當屆
亞太主席委派聘任，不再常設秘書長一職。
3. 國際露營總會會長 João 宣佈，因亞太委員會不再常設秘書長，茲聘任中華露協名譽
理事長林晉章擔任 F.I.C.C.亞太地區秘書，同時提名本會名譽理事長陳盛雄先生為下
一屆 F.I.C.C.理事會理事候選人，均被與會單位及代表通過。
(四) 討論第 12 屆理事長人選
派普：待 10 月底徵詢後再宣佈。
(五) 第 1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籌備事宜報告
說明：網路已開放報名, 秘書處已在作業中。

第 11 屆第 8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7 日(週日) 17:00
地點：板橋全家福餐廳
主席：理事長—徐守權〈派普〉
記錄：秘書〈沈白〉
討論提案：
(一) 追認第 11 屆第 14-15 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議各項工作報告及提案
決議：通過
(二) 追認 102 年 8-9 月財務收支案
決議：通過
(三) 審核 102 年 10 月財務收支案
審議：通過
(四) 討論第 12 屆理事長人選
決議：通過由徐守權〈派普〉為理事長人選
(五) 第 1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籌備事宜報告：秘書長〈大人〉說明
12/15(日)會員大會時頒永久(榮譽)會員獎, 其他獎項於 12/14(六)晚上於皇后鎮泳池畔舉行
慶生會並提前敘獎. 本次由〈派普〉擔任籌備主委, 執行長由〈大人〉擔任, 各組人員已徵詢夥
伴擔任. 報到處設在〈沈白〉的營位. 開會選舉及用餐都在泳池畔的歐風烤肉區. 待下屆理監
事人選都確定後即印製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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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長報告

沈白

感謝理事長徐守權﹙派普﹚贊助活動組 12 月擴大慶生會捐款 10,000 元整。
感謝副秘書長陳培阮﹙大頭目﹚活動組捐款 1,000 元整。
感謝副秘書長黃杉沛﹙大肚魚﹚活動組捐款 1,000 元整。
感謝魯冰花農莊場主贊助
10/26-27 營地費 2,400 元整。
天賞網站連結 http://www.rv-shop.com.tw/
感謝露營家族王宏旭先生贊助 11/16-17 老官道休閒農場營地費 4,200 元整。
感謝台南新興國中唐燕娟老師於老官道週末營贈送壺底油肉燥及阿里山高山茶各 2 罐。

◎ 新春營活動預告

103 年元月 31 日(初一)~2 月 4 日(初五)
秀姑巒溪泛舟中心露營區(瑞穗泛舟中心露營區)旁草地
交通指引 :
由花蓮市區循台 9 線南下經鳳林光復後,
於瑞穗火車站前往南約 5 公里 193 線 88K 抵處 ;
或沿台 11 線南下經月洞後接瑞港公路至 193 線
左轉南下至 88K 抵。
E 121° 23' 50.4"
N 23° 29' 27.5"
近市區採購便利
附近景點 : 舞鶴茶園、掃叭石柱、北回歸線、
赤科山、吉蒸牧場
秀姑巒溪泛舟中心

(以上圖片摘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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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 16 屆亞太露營大會心得

小山石

雖然說以前就有來沖繩玩過，但那時候因為年紀還很小，所以沒什麼印象，剛好趁這次第 16 屆亞
太露營大會來重溫舊夢，也把之前沒玩過的一次補回來！
這次的行程白天主要是去觀光，晚上就回到東村村民之森參加大會活動，不過這次我們一家
人白天跟協會是分開行動的，所以玩的地點會有些不一樣，不過到了前夜祭的那一天晚上大家又
聚在一起了！
所謂前夜祭就是在開幕式前一晚的歡迎活動，即使如此也還是聚集了不少人，令人驚訝的是
整個會場竟然 80%以上都是台灣人，明明是日本主場卻沒什麼日本人參加，或許是因為沖繩對本
州的人來說太遠了也說不定。 在前夜祭開始前就已經看到工作人員在為開場做準備，舞台左右兩
邊都放了許多美味的佳餚及琉球當地產的生啤酒，我們就邊喝著啤酒邊聽主持人講話，第一次喝
到沖繩的啤酒，真的是非常好喝，比台啤還要好喝三倍，害我灌完了一瓶又接著一瓶，只怕自己
忘了這味道，當主持人宣佈可以開始享用餐點之後，大夥就一湧而上，也不排好隊的就在搶爭食
物，這時聽到在旁邊排好隊等了許久的日本小孩說「總覺得這樣有些狡猾（日文）」，不免覺得有
些不好意思。 一般來說，大家都知道沖繩產黑糖，但其實黑豬肉也算是沖繩的特產之一，他們用
黑豬肉做成很像台灣的焢肉，但比較甜，而且很嫩，另外燉豬腳這道料理也很好吃，不過幾天吃
下來已經有點吃怕了。

隔天晚上是開幕式，不同於昨日的是，今天日本各單位的大老都到了，另外來自葡萄牙、芬
蘭、韓國、中國、日本的朋友們也都齊聚一堂，大老們各自發表完開場文後就是令人期待的抽獎啦！
這時大家都很全神貫注的在聽抽到的號碼，希望上台會是自己，有趣的是日方抽中的人都是小孩
子，其中有個看似幼稚園大班的女孩一路從會場旁狂奔至舞台，大家看了都覺得她相當可愛，就
連總會會長也又驚又喜的將她抱起來合照，這樣的小插曲也為抽獎增添不少趣味，就在要喊到最
後幾號的時候，突然聽見一個很熟悉的號碼，仔細一看！這不就是我的號碼嗎！我中獎了？然後
我立刻起身，還故作鎮定的向前領獎，真想不到，我的獎品是果醬組，裡面有烤肉醬、洛神花醬、
鳳梨果醬、鳳梨味增（這什麼怪東西？），抽獎結束了，沒抽中的人也不用灰心，會場裡有位從芬
蘭來的朋友，相信大家都認得，就是那位跟誰都會說「my friend!」的 Veijo，即使跟他不熟的人
也很容易被他那熱情給感染到，他這次特地準了一個小印章，讓沒抽到獎的人也可以留個紀念。活
動還沒結束，主辦單位還為我們帶來了精彩的琉球大鼓舞及舞獅表演，讓我們能夠邊享用美食邊
欣賞，在琉球待的這幾天去過了玉泉洞和琉球村，這兩個民俗村都有大鼓舞的表演，而這三個地
方的舞雖然大同小異，卻都各有各的獨到之處，像玉泉洞的大鼓舞是最有魄力的，琉球村的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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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傳統的，會場表演的是比較偏現代的，但也別具一番風味，換舞獅出場了，琉球的舞獅跟
台灣的不太一樣，相當有趣，一開始還覺得說舞獅有什麼特別的，但是看過之後才知道，他們的
舞獅除了一般的翻滾及站立外，還會搖屁股、裝可愛，比起台灣的舞獅更加有親和力，而且說實
話，他們的舞獅與其說是獅子，還不如說是隻逗趣的狗呢～舞獅結束後，後面還有當地的樂團演
奏，一連奏個幾首下來，隨著音樂的節奏加快，氣氛也迅速熱了起來，大家都受到琉球樂曲影
響，一個個都手舞足蹈的往台前聚集，就連我也忍不住跳起舞來，在琉球樂團的帶動下，原本功
成身退的鼓手們也都開始動了起來，連舞獅都想參一腳，最後在大家歡笑中渡過一個愉快的夜晚。

到了第三天，因為還要趕著還車的關係，沒辦法參加閉幕式，實在覺得有點可惜，但還不是
要回台灣，所以還有得玩。 在沖繩待了幾天下來，觀察到他們琉球人跟日本本地人真的有差，一
開始看到租車處的服務小姐本來以為是東南亞來的，最後才知道原來是過去琉球王朝留下來的原
住民，他們的皮膚比較黑一點，長相也跟日本人不太一樣，但是看久了也就見怪不怪了。
我們還去參觀沖繩著名的水族館，為什麼這個水族館會這麼有名呢? 因為裡面有著目前世界
上最大的水槽，從小的窗口看起，沿著路線一直走，最後就能看到最大的那一面玻璃，剛著眼在
那巨大的水族箱上，視線就完全被它吸引住了，幾條巨大的鯨鯊游過眼前，不由得驚嘆了一下，
緊接著後面又來了兩隻蝠鱝，看牠們在水裡悠遊自在的樣子，真讓人也想跟著下去游。 除了這水
槽外，另外還有海龜館、海牛館和海豚表演等，精彩的我們通通沒錯過。
在首里城看到了過去琉球王朝時期留下的城跡，和重建過後的宮殿，在琉球還沒有被日本統
治的時候，他們靠著地理位置上的優勢，跟各國買賣做交易，因而賺進了不少錢，使得王族及人
民都非常富有，在貿易的同時又接收了各方文化，從他們的建築外觀就可以知道是受中國影響，
而內部則是融合了日式榻榻米，在首里城裡面還有介紹關於琉球的歷史，殊不知，原來琉球在西
夏的時候就已經有王國存在了，明朝時建立了尚式王朝，直到清末才正式被日本接收，他們存在
的時間比我想像中還要長許多。
到了要回國的時候，還覺得有些意猶未盡，值得慶幸的是，這 10 天玩下來幾乎把整個沖繩玩
透透了，這裡真的是個很不錯玩的地方，要是有人想到日本玩的話，我會很推薦他來沖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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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花 絮
102.08.31~09.01
雲霧之旅－觀雲亭山莊﹙值星：沈白﹚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1815742

大人 23 人 小孩 4 人 共 27 人
車數 13 輛 ﹙RV1 輛、拖車 2 輛﹚
雖然沒有颱風警報，但週六晚上開始下起傾盆大雨，已
達超大豪雨的等級，整個夜晚人心惶惶不得安寧，週日
一早祥有吹哨催大家拔營，集結車隊一起下山，沿途只
見路旁山溝已成小溪，山澗也成瀑布，清澈溪流變成滾
滾泥流，這是最驚險的一次週末營了。

102.09.07~09.08
溪谷野營－三五野營區﹙值星：溫柔﹚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1815743

大人 24 人 小孩 5 人 共 29 人
車數 14 輛 ﹙RV2 輛、拖車 3 輛﹚
遠離塵囂，在山間溪畔享受得來不易的徐徐涼風，登山
踏青，活動活動筋骨，健康 100 分。

102.09.14~09.15
坪林之旅－長青營地﹙值星：大頭目﹚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1815745

大人 22 人 小孩 0 人 共 22 人
車數 14 輛 ﹙RV1 輛、拖車 3 輛﹚
台北近郊的營地，下坪林交流道 5 分鐘即抵，大夥泡茶
聊是非，樂哉。

102.09.20~09.22
中秋之旅—南澳農場因颱風取消
102.09.19~09.20
中聯慶中秋—南澳投天時農莊因颱風取消
102.09.28~09.29
山林之旅－谷漢休閒露營區﹙值星：大頭目﹚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1815746

大人 68 人 小孩 16 人 共 84 人
車數 33 輛 ﹙RV6 輛、拖車 8 輛﹚
經過上週的颱風來攪局，大夥家裡都待不住了紛紛出籠，
再加上慶生會，結果場地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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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05~10.06
原鄉之旅－原鄉原味露營區﹙值星：大頭目﹚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2661413

大人 72 人 小孩 8 人 共 80 人
車數 38 輛 ﹙RV10 輛、拖車 9 輛﹚
感謝前理事長華山買新拖車搓圓仔，宴請本次參加週末營
的會員們，有來露營的有口福了。週六白天還只是小雨，
到了傍晚卻變成大雨加強風，這回不知誰家的車邊帳又被
吹垮了?

102.10.12~10.13
中部聯誼－楓李小站﹙值星：喜樂﹚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2668572

大人 65 人 小孩 14 人 共 79 人
車數 33 輛 ﹙RV6 輛、拖車 5 輛﹚
雖然有一票會員去沖繩參加亞太露營大會，但喜樂和寶貝
高人氣無法擋，出席非常踴躍，雞尾酒午茶時光辦得有聲
有色，感謝番王搓圓仔，每家都開開心心獲得蛋糕一份。

102.10.19~10.20
尖石之旅－原田中營地改北得拉曼營地
﹙值星：總管﹚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2825699
大人 38 人 小孩 1 人 共 39 人
車數 21 輛 ﹙RV3 輛、拖車 3 輛﹚
因為田中營地重複接了兩個團體，還好有鹿野幫忙，找到
北得拉曼這處新營地，這裡居高望遠，美不勝收，也有小
徑通往北德拉曼神木區的登山口，大夥不妨來走走吧!

102.10.26~10.27
水庫風光－魯冰花農莊﹙值星：沈白﹚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3460651

大人 54 人 小孩 15 人 共 69 人
車數 28 輛 ﹙RV6 輛、拖車 2 輛﹚
好久沒出現這麼多小朋友了，整個營地熱鬧無比。感謝地
瓜葉接洽到這麼好的營地，湖光山色一覽無遺，尤其夕陽
倒映湖上的美景真是一級棒!
鄰近的永春宮整修後環境更加優美，還新增了客家文物館，
展示傳統客家文化。 晚上地瓜葉和 1/2 特地送來親手做的
發糕和麻糬，真是辛苦他們了，吃了道地的客家美食，不
要忘記跟地瓜葉說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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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10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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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週五 21:00 後入場仍需半 地址: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路 768 巷 11 號

1/4~5

東風之旅

(六)~(日) (1 月慶生會)

東風休閒農場 日營地費,建議週五晚可停梅 國 5 羅東交流道(46.7K)下右轉中山路(台
E121° 48' 48"

花湖風景區免費停車場(有公 7 丙)往市區,於光榮路(台 9 線)左轉,過陸

線上報名:

N24° 55' 46"

廁,不可拉邊帳) 週六早入場 橋後直行至義成路(宜 34)左轉直行到底循

http://signup.aqu.tw/sig

值星:印尼

n_form.php?id=1014

2.中山瀑布健行

指標抵.

★壽星請上網或電話報名

梅花湖:國 5 羅東下往台 9 轉台 7 丙往三
星方向,過廣興國小循指標抵.

1.高山採草莓(海拔 950M)

1/11~10
2 (六)~
(日)

中部聯誼
線上報名:
http://signup.aqu.tw/sig
n_form.php?id=788

逸視界露營區 2.夕陽觀星
E120° 55' 25.6"

國一苗栗交流道下接 128 縣道往苗栗方向,
約 1.5 公里左轉台 72 快速道路往汶水至

3.汶水老街

終點下,接台 3 線右轉過橋,立即左轉苗 62

N24° 25' 25.6"

清安道路 清安豆腐街再右轉苗 62-1 道路,

值星:喜樂

遇叉路右轉經天然居,叉路鷂婆山 H901 登
山口,左轉途經 300 公尺竹林小徑過鑽石
林再往上走即抵.

賞櫻之旅

北得拉曼休閒 1.賞櫻
2.雲海觀星(海拔 900M)
營地

1/18~19

線上報名:

(六)~(日)

http://signup.aqu.tw/sig

E121° 16' 20.7"

n_form.php?id=1358

N24° 44' 11.2"

3.大型拖車不宜

國三竹林交流道下接 120 線道往內灣經尖
石,於 35.5K 處左轉過新樂大橋約 1.2 公里
右轉上山,約 2 公里經過水田營地路口,再
往前行約 1.5 公里右轉上山循指標抵.

值星:大頭目

1/25~1/26
(六)~(日)

大掃除

本週無活動
1.赤科山、吉蒸牧場

1/31~2/4

新春營

(五)~(三)

線上報名:

初一~初五

http://signup.aqu.tw/sig
n_form.php?id=1667

秀姑巒溪泛舟 2.舞鶴茶園、 掃叭石柱、
中心露營區旁 北回歸線
草地

地址:花蓮縣瑞穗鄉瑞良村中山路 3 段
215 號
由花蓮市區循台 9 線南下,經鳳林光復後,
瑞穗火車站前往南約 5 公里於 193 線

E121° 23' 50.4"

88K 抵處;或沿台 11 線南下經月洞後接

N23° 29' 27.5"

瑞港公路至 193 線左轉南下至 88K 抵.

值星: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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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103 年 1~2 月份 週末營 (請自行前往營地)
日期

活動名稱

營地

2/8~9

快樂之旅

快樂農場

(六)~(日)

線上報名:

E121° 13' 4.9"

http://signup.aqu.tw/sig

N24° 50' 53"

n_form.php?id=1668

值星:總管

活動摘要

道路指引

1.步道健行

地址:桃園縣龍潭鄉上華村大順路 326 號

2.石門水庫遊覽

國 3 龍潭交流道(68.3k)下往石門水庫方向,
接 113 縣道左轉約 200 公尺右轉大順路約
1 公里循指標抵.

1.登山健行

由台 7(北橫)入見到羅浮村牌子,於 20.5k

馬灣休閒農場 2.抓蝦戲水

處左轉桃 112 縣道往霞雲村遇三叉路口

2/15~16

北橫之旅

(六)~(日)

線上報名:

E121° 23' 50.9"

(左邊是霞雲國小)右轉庫志道路駛 5 分鐘

http://signup.aqu.tw/sig

N24° 48' 21.4"

後見農場指標即抵.

n_form.php?id=1669

值星:沈白

2/22~23
(六)~(日)

1.賞花

地址:新竹尖石鄉新樂村水田 2 鄰 57-1 號

新春團拜暨

金鶯露營區

2.油羅溪森林花園

南下：國 3 關西交流道(79.1K)下,經關西

中部聯誼

E121° 253314

3.景觀餐廳

市區接台 3 線右轉往橫山,約 69K 處左轉

(2 月慶生會)

N24° 733394

★壽星請上網或電話報名

120 線道往內灣 / 北上：國三竹林交流道

線上報名:

值星:喜樂

(90K)下,右轉 120 線道往竹東橫山接台３

http://signup.aqu.tw/sig

線約 69K 處右轉 120 線道經內灣於 35.5K

n_form.php?id=473

處左轉新樂大橋直行 1 公里見油羅溪森林
入口循指標往上直走即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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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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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賞網站連結 http://www.rv-sho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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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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