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露營場申請執行疑義-常見問答 FQA 

項次 議題 回復 

一、  非都市土地農牧/林業用地申請

露營場，露營場範圍露營相關設

施 10%及其餘 90%分別可做何種使

用? 

1.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

表1，容許使用項目「露營相關設施」，其

許可項目包含營位設施、管理室及衛生設

施，另依「露營場管理要點」第2點規定，

營位設施指露營場內供露營活動之帳篷、

停放領有牌照之露營車及供裝載露營用具

使用之附掛拖車區域或臨時性建築物等。 

2.有關露營場範圍內之營位設施(例如 PC鋪

面、木棧板等)，或設置衛生設施、管理室

等固定設施，均應認定屬露營相關設施計

入10%予以計算。 

3.至其餘90%土地，依據「露營場管理要點」

第7點規定，應維持現況合法使用，故不得

有其他違規行為或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之情事。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雖未

要求應作農業或林業使用，惟相關露營活

動行為仍應朝低度利用、不開挖整地或不

變更地形地貌及可恢復農牧及林業使用之

原則。又露營場使用地如為林業用地，除

應符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外，應維持一定程

度林木覆蓋，以維護山林環境與資源。 



二、  農民可否申請經營露營場?如農

民經營露營場，其原有農保資

格、請領老農津貼等資格是否

受影響? 

1.我國社會保險係採職業分立原則，農保係

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者之職域性社會保險。

依據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

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簡稱農保

審查辦法)規定符合無農業以外專任職業

規定，且從事農業生產工作達一定面積或

規模之農民，得參加農民健康保險。 

2.農保被保險人倘申請設立露營場而為商業

負責人，因具農業以外專任職業，自不得

繼續參加農保；倘被保險人僅提供部分土

地作露營場，未具農業以外職業且實際從

事農業生產工作，仍符合農保審查辦法規

定時，得繼續參加農保。 

3.已領取老農津貼者，如因故無法繼續從事

農業工作，雖無法再參加農保，但老農津

貼仍可繼續領取，不受影響。 

三、  已核准興建農舍使用之農地(已

有農舍套繪之農地)，可否再申

請設置露營場? 

依據「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9條第2項

第3款規定：「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

供農業生產使用部分之農業經營用地應為

完整區塊，且其面積不得低於該農業用地

面積90%。」，農舍及其農業用地應符合前

開積極作農業使用之規定，故農舍坐落90%

之農業經營用地，不得申請設置露營場。 

四、  已核准設置露營場之農牧用

地，得否再申請興建農舍? 

露營場範圍係供露營活動使用，不符合農

業使用之定義，故申請露營場範圍內之農

地，亦不得申請興建農舍。 



五、  特定農業區得否設置設置露營

場？ 

經查土地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區，則該區域

之農業用地，屬優良農地（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107年 7月 10日農企字第 1070013001

號），次查優良農地為不得設置露營場之 19

種環境敏感地區。 

六、  申請農地容許作露營場使用，

是否需應擬具農業用地變更使

用說明書? 該說明書是否有簡

化之程序? 

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1年10月31日農企字

第1110247553號函表示：按「露營場管理要

點」第6點附件3非都市土地許可使用申請書

規定，申請案件應檢附使用計畫書(包含土

地使用配置圖及位置示意圖)。復按同要點

第6點附件4非都市土地許可使用審查表規

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露營場之許可使

用案件，已於該審查表將露營場設置應避免

影響周遭環境之相關審查事項，納入審查內

容及查核事項欄，並分工明定應送會農業單

位及有關單位共同會審。是以，針對「農業

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

點」第3點第2項規定，就農業用地變更使用

說明書(簡稱農變說明書)應說明事項，經查

已可於「露營場管理要點」附件及審查表予

以查核確認，爰基於簡政，不再由申請人另

行擬具農變說明書。 



七、  申請露營場使用之農地是否須

繳交農地變更回饋金? 

1. 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

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時，應視其事

業性質，繳交回饋金。農地設置露營設施

屬農業用地變更作非農業使用性質，故應

依「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

辦法」規定，繳交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 

2. 惟倘露營場位於山坡地範圍者，依「森林

法」第48條第1項規定，山坡地開發利用

應繳交回饋金，故位於該類地區之露營

場，應依據「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

辦法」核課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3. 惟考量原鄉地區露營場以不開挖整地及

變更地形地貌，以及露營場於農牧用地及

林業用地之設施面積已限縮不得超過

10%，並以660平方公尺為限，屬對環境影

響較輕之低度開發，爰對於山坡地開發利

用回饋金之核課基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將另案通函解釋。 

八、  農地變更回饋金計算方式為何? 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之繳交基準，係以「露

營相關設施面積」與核准使用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乘積50%為計算基準。 

九、  利用存有既有合法建物或設施

之農牧/林業用地申請設置露營

場，如其已依規繳交農變回饋

金或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相同設施物變供露營場使用是

否需再繳納回饋金？ 

1. 已依「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

規定，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者，免

依農變回饋金辦法繳交回饋金。 

2. 露營場原有建物及設施，倘已繳交農變回

饋金或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於申請露



營場許可時免再繳交。 

十、  現有農牧/林業用地上已經有農

機室、倉庫、溫室….等構造物，

是否可再申請露營場設置?  

1. 申請露營場範圍內之農業用地，倘已存在

申請有案之農業設施，因依「申請農業用

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33

條規定，農業設施及其坐落之農業用地應

依核定計畫內容使用；未依計畫內容使用

者，原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2. 倘露營設施經觀光單位審查屬得申請核

准設置者，顯示該農業設施不再依核定計

畫內容使用，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建議採

廢舊立新原則，於核發露營設施許可時，

由農業單位廢止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

文件。 

十一、  已核准設置露營場之農牧用地，

得否再申請設置農業設施？ 

露營場範圍內申請許可設置露營相關設施，

係作為露營活動使用，已不具農業經營之合

理性及必要性，故不得再依據申請「農業用

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申請農業

設施。 

十二、  既有露營場，先行開挖整地及變

更地形、地貌，如何再申請水土

保持證明？ 

1.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規定，於山坡地

範圍從事同條第1項各款開發行為，水土保

持義務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轉請主管機關審核後實施。

倘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

未滿2000立方公尺者，依「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規定，其水土保持計

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 



2.於山坡地範圍設置露營場，倘涉及「水土

保持法」第12條第1項各款行為與開挖整

地，水土保持義務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

畫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

核，故水土保持計畫係配合目的事業開發

行為應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所為，其

目的係為降低開發行為對水土資源之衝

擊，以確保國土安全。 

3.倘現況為先行開挖整地及變更地形、地貌

或已有設置營位設施、衛生設施及管理室

等設施，仍應依規定提送水土保持計畫送

審，並依露營場管理要點規定及程序辦理，

以求實體及程序之完備。 

十三、  露營場需申請水土保持計畫範

圍係為全場域或僅變更地形地

貌部分？ 

露營場需申請水土保持計畫範圍，應與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可露營場申請範圍相符，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後，將水土保持計畫

轉送主管機關審核。 

十四、  水土保持申請補正作業是否涉

及違反水土保持法？ 

1.露營場之開發行為，如有違反「水土保持

法」情形，主管機關依同法第 33條規定，

裁處新臺幣 6至 30萬元罰鍰及限期改正，

如有竊占或致生水土流失等情事，則依該

法第 32 條規定移送法辦，又依同法第 35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38條規定，其查報、

取締、制止及裁罰，係屬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權責。 

2.露營場如已先行開挖整地、變更地形、地

貌或已有設置營位設施、衛生設施及管理



室等設施，後續申請補正作業，因個案現

況不同，露營場先行開發是否違反水土保

持法，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現地

勘查後本權責核處。 

十五、  露營場完工內容與原許可配置

方案不同，是否申請變更許可

後再予核准登記? 

如露營場完工內容與原申請計畫書不同，應

俟申請者完成變更許可後再核准登記。 

（內政部地政司請本局依權責答覆） 

十六、  都市計畫農業區可否直接申請

設置露營設施?  

1. 都市計畫農業區之使用，依都市計畫法

省、市施行細則規定辦理（在直轄市由直

轄市政府訂定；省為內政部訂定），請向所

在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 

2. 適用地區為縣(市)之「都市計畫臺灣省施

行細則」第29條規定，都市計畫農業區得

申請休閒農業設施，露營設施屬允設項目

之一，由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並依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所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七、  都市計畫保護區可否直接申請

設置露營設施?  

1. 都市計畫保護區之使用，依都市計畫法

省、市施行細則規定辦理（在直轄市由直

轄市政府訂定；省為內政部訂定），請向所

在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 

2. 例舉適用地區為縣(市)之「都市計畫臺灣

省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都市計畫保護

區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得設置臨時性

遊憩及露營所需設施。 

十八、  都市計畫保護區申請設置露營

場有無使用面積限制?  

都市計畫保護區申請設置臨時性遊憩及露營

所需設施之使用面積，為直轄市、縣(市)政



府訂定，應請向所在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

明。 

十九、  有關「露營場管理要點」附件一

露營場設置之土地使用管制檢

視流程圖，其中都計部分核發土

地使用許可文件之「無妨礙都市

計畫證明或露營設施容許使用

證明等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文

件」，其中「無妨礙都市計畫證

明」或相關「證明」文件是否得

以「經查符合土地使用管制相關

法規規定」的意見書取代出具

「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 

有關申請設置露營設施之場所是否符合所在

地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許可文件，

得以函文替代。 

二十、  管理室/衛生室需申請建照，惟

部分山區基地未鄰接建築線，林

業用地亦不得申請私設通路容

許使用，為解決基地通路及後續

建築許可問題，請照時得否放寬

以免鄰方式處理? 

1. 依「建築法」第 99 條之 1 規定，實施都

市計畫以外地區或偏遠地區建築物之管

理得予簡化，不適用建築法全部或一部之

規定；其建築管理辦法，得由縣政府擬訂，

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2. 有關免指定建築線之處理方式，可由縣政

府依上述規定考量當地實際環境情況與

需求，另行訂定簡化辦法報內政部核定。 

二十一、  臨時性建築物定義為? 查「露營場管理要點」之逐點說明，已有說

明臨時性建築物，係依據「建築法」第 99條、

第 4條規定，且訂有使用期限供臨時性使用

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訂定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規定管理者。 



二十二、  既有的露營場之小木屋、遮雨

棚、管理室、衛浴設施之建物，

其高度 3公尺之計算係按屋頂還

是滴水高度？ 

建築物高度檢討，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1條第 9款規定辦理。 

二十三、  露營場內搭建之雨棚區（無牆

面）其高度如何計算？ 

建築物高度檢討，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1條第 9款規定辦理。 

二十四、  針對地方政府提出露營設施樣

態分類（8類）建議，是否符合建

築法規之規範?  

1. 依「建築法」第4條規定，建築物為定著於

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

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

物。 

2. 依上述定義，案例編號1至3為可拆卸式帳

棚及可移動之露營車，非屬建築法所稱建

築物，案例編號8為固定式棚架，屬建築物

應申請建築許可；另案例編號4至7為半固

定式露營設施並配置簡易浴廁，是否屬建

築物疑義宜查明個案申請事實，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認定核處(詳附件)。 

二十五、  露營場內管理室、衛生設施，須

取得建築許可後始得使用，其應

以何種建築物使用類組核准使

用? 

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2

條，附表一建築物之使用類組、組別及其定

義規定，經該管目的事業主管關認定為供處

理一般事務之場所屬 G-2組別，如認定係供

日常服務之場所則屬 G-3組別，涉個案事實

認定。 

二十六、  露營場內管理室、衛生設施，須

取得建築許可後始得使用，其應

以何種建築物使用類組核准使

用?達到何種規模須依「建築法」

依規定應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

之類組及其規模，G-2、G-3類組均為 500平

方公尺以上。 



77條規定辦理建物公安申報? 

二十七、  依「各類場所消防設備設置標

準」，露營場屬何類場所?合法設

置後場所內消防規定之參考方

向為何?是否針對該類場所另研

訂相關消防指引規範? 

1、 按「消防法」第 6條第 1項：「本法所

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

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

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查「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下稱

設置標準)第 12條，露營場非屬設置標

準規定之用途分類場所。 

2、 按「消防法」第 10條第 1項：「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應由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於主管建築機

關許可開工前，審查完成。」復按「消

防法」第 6條第 1項所定各類場所係指

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

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或

構造物為對象；爰露營場內之營位設

施、衛生設施及管理室如為上開建築物

或構造物，且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

圍者，其適用設置標準用途分類及消防

安全設備檢討，應依建築主管機關許可

使用執照登載用途及實際使用情形認

定。 

3、 查內政部消防署 105年 12月 9日消署

預字第 1050501358號書函請各地方消

防機關針對轄內之戶外露營活動場地業

者加強宣導屋外用火須有防止火花飛散



之措施，並備有簡易之滅火器具(如滅

火器、水桶等)及教導滅火器標示、壓

力表、性能檢查日期等簡易檢查要領。 

4、 綜上，針對露營場內之營位設施、衛生

設施及管理室之場所用途歸類及消防安

全設備設置，須就其建築主管機關許可

使用執照登載用途及實際使用情形認

定，已有明確規範在案，另有關露營活

動及場地安全部分，內政部消防署亦通

函宣導內容在案，爰尚毋須另訂消防指

引規範。 

二十八、  有關「露營場管理要點」第 9

點第 2項，具原住民身分者於

原住民族地區內之部落範圍申

請登記露營場之應檢附文件，

其中「經管理機關查驗合格之

簡易消防安全設備配置平面

圖」，請內政部消防署提供相

關規範俾供審查。 

有關消防安全設備配置部分，建議參照「露

營場管理要點」第 9點第 2項「前項第 3款

文件，……得以經開業之建築師、執業之土

木工程科技師或結構工程科技師出具之結構

安全鑑定證明文件……。」由露營場申請人

委託消防專技人員進行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

設計及監造，俾供管理機關查驗。 

二十九、  露營場應遵循之環保法規為何? 1. 水污染防治法 

(1) 依據「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水污

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事業、污水下

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

廢 （污） 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

流水標準。另依「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

則」第 6條，本法第 7條第 1項...所稱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係指處理建築物



內人類活動所產生之人體排泄物或其他

生活污水之設施。 

(2) 由於露營區之類型及設施多元，露營場

產出之污水，大多為生活污水，建議回

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9條規定，要求

業者設置污水處理設施。倘場所內有建

築物及設置污水處理設施，其排放水質

適用「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放流水標

準」 

(3) 此外，露營場所如有提供餐飲、住宿

等，符合「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

義」57.餐飲業、觀光旅館（飯店）定義

及適用條件，則屬水污法列管事業，其

放流水應符合該業別之放流水標準。 

(4) 另亦需遵守水污法第 30條水污染管制

區相關規定。 

2. 飲用水管理條例 

(1) 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第 5條規定，在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

一定距離內之地區，不得有污染水源水

質之行為。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未包括

設置露營場，亦即尚無限制設置露營

場。 

(2) 但露營場在營運期間仍不得有其他污染

水源水質行為，如傾倒、施放或棄置垃

圾、灰渣、土石……等。 



3. 廢棄物清理法 

(1) 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廢清

法）第 2條規定，事業係指農工礦廠

（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

物清除處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

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另

「指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第二項之事

業」與「露營場管理要點」第 3點露營

場設置地區相關事業為觀光遊樂業。 

(2) 露營場位於農場、休閒農場、觀光遊樂

業之經營管理地區者，屬廢清法所定義

之事業，其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

活產生之廢棄物，屬事業廢棄物，應依

廢清法第 28條規定，除再利用外，應採

自行清除處理、共同清除處理或委託清

除處理；事業之再利用，應依據廢清法

第 39條規定辦理；非屬前述定義所產生

之廢棄物，屬一般廢棄物，其清理應依

廢清法第 14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

處理辦法」第 5條規定辦理。 

4. 環境影響評估法 

各項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應以開發單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之開發行為內容，依申請時之「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以下簡稱認定標準）及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依「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 5條第 1項第 11款公告規定予以認

定。上開認定標準第 42條第 5款「位

於山坡地之露營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

發面積 1公頃以上」，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5. 空氣污染防制法：有關露營場地從事燒

烤、升營火等行為，露營場地業者應妥

善採取相關管理措施以符合公共安全及

避免影響他人，儘量降低升營火、燒烤

之頻率，以維護周邊環境及民眾健康。 

三十、  經查露營場管理要點第九條第

二項以「原住民族地區之部落

範圍」為審查要件之一，對應

要點附件七之「露營場設置登

記審查表」有關原住民族單位

審查項目，卻以「原住民保留

地」為審查要件，此兩個要件

在定義標準不同，次查於實務

上，原住民保留地並非全然劃

歸於原住民族地區內，又原住

民族地區土地範圍內亦有非原

住民保留地，而部落範圍（擬

以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之《台

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認定）

內也非全屬原住民保留地。爰

就審查表相關審查項目係指為

1. 經查「露營場管理要點」第 9點第 2項

規定：「……，如係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原

住民族地區內之部落範圍申請登記露營

場，經露營場管理機關認定確無危險之

虞，得以經開業之建築師、執業之土木

工程科技師或結構工程科技師出具之結

構安全鑑定證明文件，及經管理機關查

驗合格之簡易消防安全設備配置平面圖

替代之，並應每年報露營場管理機關備

查。」其立法意旨係針對原住民族地區

之特殊性，原鄉部落之既存建物多沒有

合法建照等特殊問題，爰原住民族委員

會前以 110年 7月 9日函建議交通部觀

光局參照「民宿管理辦法」第 13條之規

定，得以結構安全鑑定證明等文件替代

合法使用證明文件，申請人倘欲以前開



何？ 規定文件替代合法使用證明文件，直轄

市、縣(市)政府即應審視申請人是否具

有原住民身分者及於原住民族地區內之

部落範圍申請登記露營場。 

2. 有關「露營場管理要點」附件 7「露營

場設置登記審查表」原住民族單位審查

內容及查核事項一節，依「露營場管理

要點」第 3點規定，露營場之管理機關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復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

理辦法」第 2條規定，該辦法之主管機

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為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主管

機關，如露營場位於原住民保留地上，

直轄市、縣(市)政府即應依所轄申請人

申請之案件，是否有違反「原住民保留

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5條違法轉讓或出

租之規定，或有規避「原住民保留地開

發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項而為借名登

記之情形，並衡酌個案情形審視申請人

是否具有原住民保留地合法使用權利。 

3. 至「露營場設置登記審查表」原住民族

單位審查內容及查核事項內容為通案性

的審查事項，申請人是否為原住民族地

區內之部落範圍申請登記露營場，並以

結構安全鑑定證明等文件替代合法使用



證明文件申請者才需檢附，係為個案情

形審查事項，故無臚列於審查事項中。 

4. 再依「露營場管理要點」第 4點規定，

倘直轄市、縣(市)政府認現行審查表有

新增或修正之必要，亦可因地制宜訂定

補充規定或自治法規。 

三十一、  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超過１公

頃以上者，是否須將土地分割

至１公頃以下後再申請？ 

經查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16條略以:每宗

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達 0.25公頃以上

者，得進行土地分割。次查「非都市土地容

許使用執行要點」亦無相關限制，爰農牧用

地或林業用地，得於使用計畫書上明確劃定

露營場申請範圍進行申請，至於土地是否分

割宜由申請人依其需求評估，並建議以 1地

號同意 1場露營場設置方式進行管制。 

三十二、  農牧及林業用地上，那些環境

敏感地區不得設置露營場？ 

1.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1) 災害敏感類型：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

圍、特定水土保持區、河川區域、洪

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一級管制

區、區域排水設施範圍等 5類。 

(2) 生態敏感類型：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

景觀區、生態保護區、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自然保護區、一級海岸保護

區、國際級重要濕地、國家級重要濕

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等 9

類。 

(3) 資源利用敏感類型：水庫蓄水範圍、



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等森林地區、

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水產動植物

繁殖保育區或優良農地等 5類。 

2. 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

土石流潛勢溪流及海堤區域之堤身範圍

等 2類。 

三十三、  該如何瞭解露營場所位於之環

境敏感地區資訊？ 

可至內政部「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

台」

(https://eland.cpami.gov.tw/seportal/)

查詢用地所涉之環境敏感地區。 



附件-營位設施分類 

案例

編號 
行為態樣 態樣說明 案例照片 

1 

可拆卸 民眾自行搭設帳棚，活動

結束後自行拆除 

 

照片來源網路截圖 

2 

可移動 無懸掛監理機關核發車牌

之露營車 

 

照片來源網路截圖 

3 

可拆卸式永

久帳篷 

業者搭好帳篷，民眾離開

後不會拆卸帳篷 

 

照片來源網路截圖 



4 

半固定(固

定處可拆主

體吊離) 

舊有車輛(如：巴士)改裝

露營車，底部輔以混凝土

墩固定位置，無懸掛監理

機關核發車牌 

 

照片來源網路截圖 

5 

半固定(固

定處可拆主

體吊離) 

以充氣式或是啞管帆布等

作為帳篷主體，並以適當

方式固定於地面 

 

照片來源網路截圖 

6 

半固定(固

定處可拆主

體吊離) 

自行改裝露營車，底部輔

以混凝土墩固定位置，無

懸掛監理機關核發車牌 

 

照片來源網路截圖 

7 

半固定(固

定處可拆主

體吊離) 

以水泥涵管為主體，底部

輔以混凝土墩固定位置 

 

照片來源網路截圖 



8 

完全固定 固定式棚架，下方可供民

眾自行搭設帳篷或作為膳

食區等使用 

 

照片來源網路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