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台灣羅馬字協會 & 台文筆會 
會員大會&聯誼活動簡章 

2015/11/16 ud. 
主旨：2016 nî TLH kap Tâi-bûn Pit-hōe hōe-oân tāi-hōe 
說明：2016 年度 ê 會員大會，台灣羅馬字協會 kap 台文筆會 siâng 時舉辦。請會員做伙來討論

新年度 ê 預定工作計劃。趁過年前逐家小 khóa 歇喘一下，來四重溪浸溫泉、騎馬看風

景，kap 咱 ê 台語有志交流、chhit-thô。 
時間：2016 年 1 月 23、24 日（禮拜六、日） 
地點：屏東四重溪悠客馬術渡假村，地址：944 屏東縣車城鄉統埔路 23-1 號 
報名日期：Chit-má 開始到 12/24 截止。 
活動網站：http://www.tlh.org.tw 
報名費用：收費標準請看報名表。

年會暫定行程 

2016年 1/23(六) 1/24(日) 

08:00-09:30 

準備出發！ 

Gâu-chá！食早頓 

09:30-11:30 
台文筆會：會員大會&理監事會 

台羅會：園區生態導覽、騎馬（自費） 

11:30-12:00 款行李、退房 

12:00-12:30 坐遊覽車食中晝（便當） 

12:30-13:00 
恆春城遊覽 

13:00-14:00 報到、phò-tāu聯誼

14:00-16:00 
台羅會：2016年度

會員大會 
台文筆會：園區生

態導覽、騎馬（自

費） 明年閣再會！ 16:30-17:30 
台羅會：第八屆第

四次理監事會 

17:30-19:00 食暗頓 

19:00-20:30 四重溪浸溫泉（自費、自由參加） 

注意事項： 

1. 報名了 ài 有繳費 chiah 算報名成功。請保留劃撥收據。繳費了，一律無退費！

2. 有住暝 ê 報名費包含保險費，1 月 23 號暗頓、24 號早頓 kap 中晝頓。飯店住暝床位主辦單

位安排，原則上 4-6 人 1 間，若 beh 升級住 2 人房，請補差額$800。無住暝 ê 早頓請自理。

3. 浸溫泉、騎馬費用一律自費。
活動項目 收費金額

1 生態導覽：參觀馬場，現場體驗飼馬、kā馬á洗身軀，kap馬á做伙活動。 免費

2 騎馬30分：野外騎馬過溪、爬山、看風景，一人騎一馬，一團頭前、後壁攏

有1名教練tòe--leh 
30分鐘$1,100 

3 場內騎馬三lìn 一擺$400 
4 迷你馬觀光馬車：適合m̄敢騎馬ê朋友，2大人1囡仔or 1大人2囡仔坐一台馬

車，會通去馬場外遊覽一lìn 
一擺$150 

5 浸溫泉：四重溪清泉日式溫泉館 大人$230，囡仔$180 

http://www.tlh.org.tw/


2016 nî TÂI-LÔ-HŌE & TÂI-BÛN PIT-HŌE 
Nî-tō͘ Hōe-oân Tāi-hōe Pò-miâ-pió 

2016 台羅會&台文筆會年度會員大會&聯誼 報名表  
活動日期：2016 年 1 月 23~24 號（禮拜六、日） 
活動地點：屏東四重溪悠客馬術渡假村  地址：944 屏東縣車城鄉統埔路 23-1 號 
報名方式：請用 FAX / email ê 方式 kā 報名表回傳台羅會，12/24 截止！ 

Email:tlhemail@gmail.com 
FAX：06-2755190 (傳真了後請 khà 電話來確認) Tel：06-2096384 台羅會秘書處。若 kui 家伙 á 做伙

報名，添 1 張表就好！本表 kap 劃撥單 ê 電子檔 ē-tàng 去 TLH 網站 download。 

Miâ-sèⁿ 
名姓

□ 台羅會
□ 台文筆會
□ 兩 ê lóng 是

Pò-miâ lâng-sò͘ 
報名人數

□ 個人
□ kui 家伙____人

Thong-sìn 
tē-chí 

通訊地址

Liân-lo̍k tiān-ōe 
連絡電話

(H) 
(O) 
(C)

Sèng -pia̍t 
性別

Seⁿ-jı̍t 
生日(公元) 

nî／  goe̍h／    jı̍t 
Sin-hūn-chèng-hō 

身份證號
(thang 辦保險) 

E-mail Chia̍h–sı̍t 
Chia̍h 食 □ Chho 臊 □ Chhài 菜

Kau-thong 
tiāu-cha 

□ 家己駛車。
□ beh 坐專車。（□台中火車頭上車$500；□彰化火車頭上車$500；□台南仁德交流道上

車$400；□高雄技擊館對面上車$300）
Siu-hùi piau-chún 收費標準$ ◆緊急連絡人 

名姓： 

關係： 

電話： 

Ū tòa-mê 有住暝 ê 報名費 

＊Kan-taⁿ 參加大會

免報名費

□ $1,600 hōe-oân 會員

□ $2,000 hui-hōe-oân 非會員

□ $500 Ha̍k-seng 中小學生(7~16 歲；6 歲以下免費)
□ 二人房 1 間加$800，kap     做伙 tòa

若 kui 家伙報名，請添 in ê 資料！ 

Miâ-sèⁿ 
名姓 

Seⁿ-jı̍t生日 
公元yyyy/m/d 

Sèng-pia̍t 
性別 

Sin-hūn-
chèng-hō 
身份證號 

Sin-hūn 
身份 

Hōe-oân 
敢是會員？ 

Tòa-mê 
敢有住暝？ 

Hùi-iōng 
費用明細

／ ／ □大人 □囡仔 □是 □毋是 □有 □無 $: 

／ ／ □大人 □囡仔 □是 □毋是 □有 □無 $: 

／ ／ □大人 □囡仔 □是 □毋是 □有 □無 $: 

／ ／ □大人 □囡仔 □是 □毋是 □有 □無 $: 

納錢方式：繳費了，一律無退費！ 

請去郵局劃撥  (註明交 2016年會費用) 

帳號：42115827 戶名：台灣羅馬字協會 

※Ài kiáu ê chóng kim-gia̍h  Total： 
Ài 繳 ê 總金額 NT$ ＿＿＿＿＿＿＿＿＿＿＿

Chhiam-miâ 
簽名 

本人確認 koh 同意簡章 ê注意事項!
□ 已經劃撥，日期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 iáu 袂劃撥

Pī-chù 備註 

↓ ē-té 由工作人員填寫

繳費記錄 □劃撥   □現金   總金額：      經辦人：    日期： 

工作備註 

mailto:tlhemail@gmail.com
http://www.tl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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