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Formosa Camping & Caravanning Club
中華民國 80 年 10 月 10 日創刊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0 日電子報出刊

露 營 車 會 訊
第 133 期 《雙月刊》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 000836 號

雜 誌
國內郵資已付
無法投遞請免予退回

總會會所 / 10358 台北市大同區蘭州街 30 號 4 樓
電話(02)2553-2009 傳真(02)2553-0900
中部連絡處電話 0952-922928 喜樂
網址 http://www.fccc.org.tw E-mail: fccc@fccc.org.tw
劃撥帳號 / 15433998
銀行帳戶 / 合作金庫 長安分行 0888717116152
發行所 /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發行人 / 陳盛雄 理事長 / 徐守權

1

第 11 屆第 7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5 日(週日)下午 17:00
主席：理事長—徐守權〈派普〉

地點：北投順喜餐廳
記錄：秘書〈沈白〉

工作報告：
國際事務委員會－〈大人〉代報告:今年第 16 屆亞太露營大會 10/11-14 於沖繩舉行，協會目前有
33 人報名參加。第 79 屆(波蘭)國際露營大會於 8/14 閉幕，〈毛利歐〉、〈喉糖〉及〈甘草〉代表本
會參加。本會名譽事長陳盛雄〈毛利歐〉於會中被推舉為明年芬蘭第 81 屆 FICC 國際露營大會年
會亞太地區國際理事候選人。
公共關係委員會〈大人〉主委－原交通部已同意小貨車打造露營車一案，因故退回車驗中心再
召集相關單位研議，故此案可能會暫緩通過。
討論提案：
(一) 追認第 11 屆第 10-13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各項工作報告及提案
決議：通過
(二) 請追認 102 年 3-6 月財務收支案

決議：通過

(三) 請審核 102 年 7 月財務收支案

審議：通過

(四) 討論第 12 屆理事長人選：秘書長〈大人〉說明
目前人選尚未決定，第 1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的地點及選舉書面作業由秘書處先行作業。
決議：通過

第 11 屆第 14 次 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25 日(週三)晚上 19:30
主席：副理事長—林百鍊〈山豬〉
討論提案：
(一) 請審核 102 年 8 月財務收支案
(二) 請審核協會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地點：協會 5 樓
記錄：秘書〈沈白〉

審議：通過
決議：通過#1033 許雲明入會

(三) 中聯會提案︰以「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名義在 Facebook 上申請社團，增加協會曝光
率並吸收新會員。
決議：由協會申請帳號, 請中聯會 (喜樂) 代管.
(四) 討論第 16 屆亞太(沖繩)露營大會舉辦台灣之夜預支款

決議：通過預支 3 萬元.

(五) 第 1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及選舉)籌備事宜報告
決議：102 年 12 月 15 日(週日)上午 9 時於三峽皇后鎮召開會員大會, 會後用餐.
12/14(週六)晚擴大舉行慶生會及敘獎. 通過預算編列 127,400 元整.
(六) 討論第 12 屆理事長人選：請秘書長〈大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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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報告
第 1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選舉訂於 102 年 12 月 15 日(週日)上午於新北市三峽皇后鎮森林
舉行‚
活動流程如下： (請多利用線上報名系統預訂營位)
12 月 14 日(週六) 08:00~
報到, 繳年費及營地費, 領取紀念品及餐券
20:30~22:00 擴大舉行 12 月份慶生會&敘獎
12 月 15 日(週日) 09:00~12:00 會員大會暨選舉
12:30~14:30 大會餐

◎ 財務長報告

沈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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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賞網站連結 http://www.rv-shop.com.tw/
感謝會擴組正副主委鹿野
‚協會捐款 300 元整。
感謝研訓組主委游正義﹙魷魚﹚協會捐款 300 元整。
感謝中聯會主委兼會擴組副主委喜樂 ‚中聯會捐款各 300 元共計 600 元整。

◎ 新會員介紹
編號

姓名

1033
1035

許雲明
劉進燈

台號
天燈

服務單位

推薦人

鋁業公司

大肚魚
湯平

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李文宗﹙鹿野﹚TEL：0933-430-413

天賞網站連結 http://www.rv-sho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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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 屆國際露營大會報告

毛利歐

前言
第 79 屆國際露營大會於今年 8 月 6 日至 14 日假
波蘭斯拉瓦(Slawa,Poland)舉行，中國自 2002 年
在韓國露營車協會的引薦下，由修學軍總經理主
導積極向總會爭取入會，每次都提出附帶條件要
求在總會的網頁上將我國國旗拿下，但一直不為
理事會同意，2010 年在克羅埃提亞(Croatia)的
年會，胡京梅女士則以另一個組織在沒有附帶條
件下通過成為正式會員，這兩年雙方展開批鬥，
最後胡京梅被鬥下台，並被總會除名由修學軍主
導的「北京金色向日葵戶外休閒俱樂部有限公司」
取而代之，今年總會年會通過中國另外兩個團體
「中天行」及「21 世紀房車公司」加入為會員。 因此決定由荷蘭開始再到德國，然後到波蘭參
雖然 30 年來我在國際露營總會及各會員國之露營 加大會。今年由我及會員林淑薗代表出席大會，
協會所建立的關係深厚，然而基於中國今年以來 後來在澳洲遊學的會員李佳貞也專程趕來參加。
動作的積極，我們更應該加強與各國的聯繫以保
持繼續支持我國在總會的權益，因此今年決定提
前出發，在參加大會前順道先去拜會幾個大國，
初抵荷蘭
此次要由阿姆斯特丹進出，首先與荷蘭露營協會
(Nederland Caravan Club 簡稱 NCC)會長 Mr. Jan
Kare 聯繫，在他的好意邀請下隨同出發，由於各
國會議代表都準備前往波蘭參加大會，因此拜會
NCC 的活動改在途中營地，Mr. Jan 約好副會長
Mr. Wille 於德國 Hannover 營地見面，當我們到
達時副會長已經等候多時，雖然是初次見面，但
是在這種自然的環境下彼此聊得相當快樂。

於 Hannover 營地首次與 NCC 副會長 Mr.
Wille 見面

偶然的機遇
隔天一起出發前往柏林由德國露營協會(DCC)經營的營地紮營，
來到營地意外的發現法國、瑞士、挪威、丹麥、英國的會長以及會
議代表都在此露營，因為此地離波蘭的 Slawa 只有三百餘公里，
開車約 4 個多小時就可以到達，他們也都準備在此停留三天，
看到老友喜出望外，也因為有三天的相聚更認識了不少新朋友。
而這種類似會前的露營大會，其實在歐洲是每年都會發生，只
是我們亞洲地區的國家大都是搭飛機直接抵達大會的鄰近機場， 在柏林營地遇到老友瑞士會長 Mr.
Hanspeter
而未能參與這種露營旅遊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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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波蘭
8 月 6 日上午收拾裝備離開德國，此次大會的場地 Slawa 是在波
蘭西南邊的一個小鎮。在德國都是平坦快速的高速公路，進入波
蘭後就變成了鄉間小道，而且路面不平相當難開，穿過幾個鄉
間小鎮也都顯得較為破舊而缺乏生氣，可以想見一國的經濟發
展是相當重要。
大會報到
經過四個多小時的顛簸，終於來到大會營地，這裡是湖邊度假
勝地，營區種植白樺樹林，地被草坪維持良好很適合於營帳式
露營，衛浴設施還可以，只是數量顯然不足，難以應付國際露
營大會的人數需求，最為缺失的是營區內有各式各樣的販賣店、
餐廳還有一間旅館，因此無法執行門禁管制，對於營區的安全
是個重大問題。
本會營區
辦完報到手續，此次我們採用營帳露營的方式，搭了 2 頂營帳
和一頂大天幕，營地選在丁字路口的三角地段，每天營區的人
員進出都要經過門前，對於打響國際知名度相當有幫助，只是
三人需要輪流駐守營地，以便隨時接待來訪友人和露營朋友打
招呼，也因為有這頂天幕而認識更多新朋友。
亞太委員會
8 日上午總會會長召集亞太區各國會議代表開會，日本今年未報名參加(已經 5 年未參加)，韓國雖
然報名但尚未抵達，只有台灣與中國兩國四會代表，會中針對亞太地區未來在露營活動的蓬勃發展，
會長期望藉由亞太地區熱心人士的參與推廣，也期望明年總會理事會改選時能夠共同推舉一位參選
人，以作為未來總會與亞太地區溝通的橋樑，討論結果中國兩會與中華露協代表共同推薦參與國際
活動 30 餘年的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陳盛雄名譽理事長參選。
另外就亞太區秘書一職，先前日本明瀨秘書提出將於 10 月請辭，修學軍總經理自告奮勇的提出接
任，而在前年總會會長基於亞太地區沒有總會理事，提議應設亞太主管(Direct)一職，則中華露協
林晉章前理事長亦自我推薦的願意擔任，會議圓滿結束。
大會開幕式
8 日下午 5 時各國穿著傳統服裝於大門口集合，繞行營區一周
後進入湖邊大天幕，各國都有代表性的傳統服裝。我們到底要
如何選擇道地代表台灣的傳統服裝，確實是一大問題，參與國
際大會 30 年，從唐裝、馬褂、功夫裝、官服、山地服都試過，但
都未能完全具有代表性，期望文建會能夠為我們設計一套具有
代表性的國服。
荷蘭 NCC 會長夫婦是至親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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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國旗並列
今年各會員國國旗採用懸掛方式，進入會場後鮮明的看到，國
旗與中國五星旗並列在會場上，這是自三年前在克羅埃提亞的
大會起，中國正式成為會員國後總會始終秉持的原則，雖然中
國多次提出要求使用中華奧會旗幟，但我們都以奧會只是一種
國際競技比賽(Game)，總會理事會也認同我們的見解。
國旗與中國五星旗並列在會場上

營地活動
大會為期 9 天，扣掉報到與離營、開幕式、年會、大會招待旅遊，
能夠在營地活動交往的時間其實只有 4 天，這幾年不少舊友相
繼退休，要建立各國新的領導人之間的友誼，唯有利用這短暫
的 4 天時間，多參與各種活動與大小酒會(大部分酒會是要看
交情，必須受邀才能參加)，在酒會上可以輕鬆的交談，是建
立情誼的最理想時段。
總會理事波蘭籍的 Marcin 是未來之秀

各國酒會
至於大型的酒會每年大概會有 3~4 場，一般是明、後年要主辦
國際露營大會的國家，例如芬蘭明年要辦大會。另一種是剛好
鄰近的大國而且參加人數夠多，例如今年德國，這種酒會屬於
開放式較沒有人數的限制，這種酒會人數夠多較難達到交誼的
目的，不過主辦國重點在於吸引次年有更多的參加者為目的。
芬蘭的盛大酒會

友誼性的酒會
這種酒會是邀請者都會為你準備好座位(有些是通知你要自備
椅子)，例如今年的法國、瑞典、義大利、加拿大、西班牙、丹麥等
國的酒會，人數控制在百人上下，時間較為充裕可以自由交談，
主辦者會準備充足的飲料與餐點，每年此型酒會最多，這也是
國際露營總會主辦國際露營大會的重要活動之一。
法國的友誼性酒會

會員代表大會
8 月 10 日上午假 Slawa 中學禮堂招開年度的會員代表大會，今
年兩位副會長德國籍的 Mr. Karl 因為肘部開刀住院，法國籍的
Mr. Michel 則是生病住院而缺席。今年無重大決議事項，44 頁
的理事與委員會報告快速的通過，在新會員申請案中國有兩個
會員(中天行、21RV)通過入會。至於三年後的 2016 國際露營大會
無人申請，總會會長只好自己承接而通過由葡萄牙接辦。
年會假 Slawa 中學禮堂召開
6

大會旅遊
12 日主辦國招待全體會議代表一日旅遊活動，前往西南邊的
古城 Wschowa 參觀，這是一座建於 15 世紀的古城，許多建築
都保存得相當完善，特別是教堂的內部裝潢，歌德式建築金碧
輝煌加上亮麗的彩鑲玻璃，可以想像當年的盛景。午後回到營
地的旅館餐廳招待簡便餐點。
貢獻獎
12 日晚上舉行總會成立 80 周年慶祝晚會，會中頒發本會陳盛
雄名譽理事長，長年來對於國際露營總會、亞太地區，以及國
內在露營活動的推廣與支持之崇高貢獻獎，並被邀請上台致詞：
「感謝總會、亞太地區及國內讓我能夠 30 餘年來參與各項活動，
也讓我每年能夠見到老朋友，這項殊榮是大家給我的，再次謝
謝大家」。
頒發本會陳盛雄名譽理事長崇高貢獻獎

閉幕式
13 日下午 2 時舉行大會閉幕式，整體而言這次大會並不十分完
善，但是波蘭露營協會的全體工作人員確實盡到最大努力，如
好友 Mr. Jacek 全家出動，全程忙翻天，想和他聊一下都沒
時間，當然總會還是給予最大的肯定，頒發工作人員感謝狀。
大會最後在驪歌聲中降下會旗，原本明年 5 月要接辦大會的中
國代表在先前一日就離營，會旗則傳交芬蘭。
頒發工作人員感謝狀

榮譽會員
德國緬因茲露營協會(CC Mainz)會長 Mr. Lothar 交往有 20 餘
年，特別邀請會後到緬因茲參加該協會的年度活動，此次進出
為阿姆斯特丹，雖然需要繞道德國南部，但是在他的盛情邀約
下，專程趕到緬因茲參加為期三天的活動，大會上會長以傳統
騎士授證方式，頒發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陳盛雄名譽理事
長為該會榮譽會員，這是亞太地區首位受此殊榮。
陳盛雄名譽理事長授頒為該會榮譽會員

結語
中國自 2010 年起開始加入國際總會，迄今已經有 3 個團體入會，
從開始接觸起到這次派員參加，個人觀察他們在大會期間晚報
到又提早離營，並不熱衷於在營地結交朋友，其考量還是政治
目的，這方面我們還是要慎加提防。
此次在亞太地區的會議上個人正式獲得提名參選下屆總會理事
競選，這是個相當重要的機會，個人當然會積極進行與各國的
聯繫，在競選的過程中也期望我外交部在人力與經費上能夠更
加鼎力支持。

活 動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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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花 絮
102.07.06~07.07
消暑之旅—飛督努農場﹙值星：大頭目﹚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1815735?others=

大人 36 人 小孩 3 人 共 39 人
車數 20 輛 ﹙RV4 輛、拖車 4 輛﹚
熱熱的天氣，到山上來避暑最適宜，看雲海、吹涼風，
忘掉都市裡的悶熱，看小朋友興高采烈的打水仗，人
也不禁神清氣爽起來。

102.07.13~07.14
中部聯誼---得碇休閒山莊因颱風取消
102.07.20~07.21
北橫之旅—馬灣休閒農場﹙值星：印尼﹚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1815736?others=

大人 41 人 小孩 9 人 共 50 人
車數 23 輛 ﹙RV5 輛、拖車 4 輛﹚
白天在溪邊泡水消暑，晚上還有慶生會，水果蛋糕仙
草茶擺滿桌，小朋友們迫不及待唱起生日快樂歌，歡
笑聲不絕於耳！

102.07.27~07.28
廟會之旅－雲林水燦林國小﹙值星：大頭目﹚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1815737?others=

大人 55 人 小孩 13 人 共 68 人
車數 27 輛 ﹙RV6 輛、拖車 0 輛﹚
數月之前就已開始籌劃及接洽國小營地，這裡也是
溫柔的故鄉，感謝祥有溫柔、喜樂寶貝營地勘察及聯
絡，此行廟會之旅得以成行。
雖然天氣酷熱，大夥還是頂著烈日當頭去看迎神陣
頭，晚上有廟會辦桌，原本大家是自費參加辦桌的，
結果祥有自掏腰包全部買單請客，讓他破費不少，
真是出力又出錢，揪感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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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8.03~08.04
生態之旅－水田營地﹙值星：大頭目﹚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1815738?others=

大人 19 人 小孩 0 人 共 19 人
車數 11 輛 ﹙RV2 輛、拖車 1 輛﹚
水田營地現在建設的不錯，除了欣賞雲海和夕陽外，
下到溪谷有竹林小徑及瀑布，景色優美，值得一遊！

102.08.10~08.11
中部聯誼－花湖美地露營區﹙值星：喜樂﹚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1815739?others=

大人 64 人 小孩 10 人 共 74 人
車數 33 輛 ﹙RV5 輛、拖車 4 輛﹚
營地分為數層略陡，鄰近的梅后蔓瀑布雖受到颱風
影響，巨石移位，但仍不減其澎湃壯觀的景色，瀑
布沖刷下來的水霧令人心曠神怡，難怪連平日不爬
山的惡棍也來了。

102.08.17~08.18
森林之旅－永茂森林山莊﹙值星：大頭目﹚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1815740?others=

大人 25 人 小孩 0 人 共 25 人
車數 12 輛 ﹙RV3 輛、拖車 0 輛﹚
營地近北埔冷泉，充滿芬多精的梢楠林，在樹蔭下乘涼，
好不愜意！

102.08.24~08.25
闊瀨之旅－張家莊露營中心﹙值星：總管﹚
相簿連結 http://photo.xuite.net/tpe359/11815741?othres=

大人 30 人 小孩 9 人 共 39 人
車數 16 輛 ﹙RV13 輛、拖車 3 輛﹚
很久沒排到闊瀨這方向的營地了，沿途路況良好，雖地
處新北市，距離可不近，營區乾淨而蚊蟲少，溪流清澈
見底，相當保有自然原始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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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102 年 11~12 月份 週末營 (請自行前往營地)
日期

活動名稱

三星之旅
線上報名:

11/2~3

http://signup.aqu.tw/sign_for

(六)~(日)

m.php?id=1667

營地

憲明國小 1.拳頭姆步道健行

(六)~(日)

線上報名:
http://signup.aqu.tw/sign_for
m.php?id=1669

11/16~17

地址:宜蘭縣三星鄉天山村福山街 119 號
國五羅東交流道下,右轉傳藝路,左轉光榮

N24° 39' 39" 3.天送埤遊覽

路,右轉中山路(台 7 丙)接三星路 7 段後直

值星:溫柔

福元居
E120° 59.046
N24° 34.326

4.九寮溪步道

行福山街東興路口抵

1.週六晚沖繩之夜及米粉味

地址: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 19 鄰 8-1 號

噌湯品嚐

國一頭份交流道下三灣匝道出口左轉台

2.南庄老街

三號(或 124 線道)過三灣國中、中港溪橋

3.獅頭山風景區

左轉苗 20 線過南庄大橋直行 124 甲至

值星:庄頭

峨眉湖之旅

道路指引

E121° 37' 06" 2.松羅國家步道

南庄之旅
11/9~10

活動摘要

雲雀山莊

31.3 公里右轉小橋即抵

1.步道健行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 12 鄰 2 號

2.賞水鳥生態

國一頭份交流道(110k)下往三灣方向,接

線上報名:

E120° 59' 21.2"

124 縣道左轉,於珊珠湖接台 3 右轉,於

http://signup.aqu.tw/sign_for

N24° 40' 12.2"

94.5K 處左轉往大埔水庫,過五叉路直行,

m.php?id=788

值星:傑森

過十二寮大橋約 500 公尺,於十二寮農場

(六)~(日)

邊右轉循指標抵.

1.推廣本協會及觀摩友會大

地址：苗栗縣大湖鄉新開村新開 5 鄰 12-1

型露營活動及摸彩

號

2.限有效會員 20 車 (以自走

國 1 三義交流道下接台 13 線往南,左轉苗

E120° 49' 55" 式露營車及露營拖車展示為

52 線經鯉魚潭水庫管理處,至台 3 線左轉

N24° 20' 50.3" 主)

往大湖方向至 141K 處水果天橋旁上坡約

本週雙營地

露營家族
大會師
線上報名:
http://signup.aqu.tw/sign_
form.php?id=1014

老官道
休閒農場

值星:喜樂

※因營位有限,未報名者請勿 600 公尺抵
前往,已報名者需預繳報名費
給喜樂才算完成報名

闊瀨之旅

張家莊度假 1.溪邊戲水

11/23~24

線上報名:

露營中心

(六)~(日)

http://signup.aqu.tw/sign_for

E121° 47' 41.3"

m.php?id=1668

N24° 56' 59.6"

國道五坪林交流道下往闊瀨方向循北 42

2.灣潭古道

線道,於 13K 後右側叉路過思源橋,經黑龍
潭露營區循指標抵

值星:印尼

中部聯誼

國 6 國姓交流道下接台 14 左轉往國姓,

11/30~12/1

(11 月慶生會)

黃金森林 1.釣魚捕魚
露營區 2.溯溪戲水

(六)~(日)

線上報名:

E120° 894917 3.生態體驗

遇三角公園再左轉,進入 133 縣道直行約

N24° 107602 ★壽星請上網或電話報名

6 公里,至台 21 線往天冷方向至 17.2k

http://signup.aqu.tw/sign_for
m.php?id=1358

過兩個隧道後第一個紅綠燈左轉 50 公尺

右轉循指標指標約 3K 即抵

值星: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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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102 年 11~12 月份 週末營 (請自行前往營地)
日期

活動名稱

營地

活動摘要

12/7~8

森林之旅

飛督努農場

復興方向接台 7 線(北橫)直走於 17.8k 處

(六)~(日)

線上報名:

E121° 402132

左轉桃 119 線道於 0.4K 抵.

http://signup.aqu.tw/sign_for

N24° 842487

2.國 3 三峽交流道(50.5k)下,經市區接台 3

m.php?id=473

值星:大頭目

右轉南下,於大埔(約 25.3k)左轉台 7 乙往

1.東眼山森林遊樂區

道路指引
1.國 3 大溪交流道(62.7k)下往大溪循慈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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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 08:00~ 報到,繳年費及營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竹崙里竹崙路 95 巷 1

12/14~15 第 12 屆第 1 次會 三峽皇后鎮 地費,領取紀念品及餐券,
號
E121°
25'
30"
(六)~(日) 員大會及選舉
20:30~22:00 擴大舉行慶生會 台 3 線(約 20.5k)三峽橫溪轉 110 縣道往新
N24° 55' 10" &敘獎
(12 月慶生會)
店,於 33.5k 處右轉;或由新店安康路往三
線上報名:

週日 09:00~12:00 會員大會暨 峽於 110 縣道 33.5k 過加油站左轉,過橋後

http://signup.aqu.tw/sign_for

選舉 12:30~14:30 大會餐

左轉北 109 竹崙路直行約 1 公里,循指標

m.php?id=117

★壽星請上網或電話報名

左轉過橋抵

請多利用線上報名系統預訂
營位
1.觀夜景

地址:新竹縣五峰鄉花園村 10 鄰 230-20 號

12/21~22

綠野仙蹤

綠野森林

2.登山健行

國 3 關西交流道(79.1K)下,經關西市區接

(六)~(日)

線上報名:

露營區

3.茶園探訪

台 3 線右轉往橫山,約 69.5K 處左轉 120 縣

http://signup.aqu.tw/sign_for

E121° 10' 10.33"

道往內灣,於 29K 處(萊爾富)右轉尖石大

m.php?id=120

N24° 39' 38"

橋竹 60 直走約 4 公里,接竹 62 於 9K 處循

值星:總管

天湖指標抵

1.營地費已含每車 4 人大眾池 地址:新北市萬里區大鵬村萬里加投 45-6

泡湯之旅
線上報名:
http://signup.aqu.tw/sign_for

12/28~29
(六)~(日)
本週雙營地

m.php?id=1659

萬金溫泉 泡湯,有著泳裝及裸湯兩區(泡 號
會館
國三基金交流道下,左轉台 2 往萬里金山,
湯時間 08:00~00:00)

E121° 38' 28.5"
N25° 12' 37.4"

2.金山老街

過核二廠至北基加油站前左轉循指標約 1
公里抵

值星:沈白

中部聯誼
線上報名:
http://signup.aqu.tw/sign_for
m.php?id=1512

小西湖
露營區

1.埔里美食小吃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鯉魚路 21-3 號

2.泡湯之旅

國 3 接國 6 南投埔里下到底 T 字路右轉台

E121° 00' 02.9" 3.遊覽鯉魚潭

14 約 400 公尺左轉鯉魚路約 1.5 公里左側

N23° 57' 54.5"

抵

值星: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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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