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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理監事順利產生 李永然全票當選理事長
本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本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也

位進一步的協調。我們看到周休

合理露營拖車上路，據我跟交通

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七

特別感謝籌備會主任委員李永然

二日。他們要開放更多休閒空

部協調，大概在7月起就可以上

日假台北縣林口鄉，下福村洪福

先生，執行長阮文龍先生及各組

間，讓我們休閒生活，更豐富，

路。在國外他們有完善非常好的

宮舉行，與會會員均極為熱烈、

組長的辛勞，使得本次大會得以

那麼露營休閒車是我們最好的選

露營休閒車空間，也希望國內也

並提前一∼二天到達洪福宮廣

順利進行。

擇，它能讓我們家庭和親子在山

跟先進國家一樣，開放山林擁抱

場，並依工作人員之安排，極有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有

林，在野外全家一起來的活動，

大海，也希望每個家庭有最好的

秩序的排列在廣場前營地，整個

非常優良的傳統，會員對於協會

我們在申請國家管理處，觀光林

山林野外休閒生活，在這裡祝大

營地停放了本會會員之露營車約

貢獻至鉅。在此也要感謝第四屆

務局，還有觀光局相關業務，我

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

壹佰壹拾輛，極為壯觀。

秘書處，各委員會，理監事的積

們更希望廣闢露營休閒車，開放

家！

極投入會務，除了使得本會會務
得以蒸蒸日上，並且完成了許多
重大的成果，對國人休閒生活,
產生深遠的影響。
本次大會籌備會主任委員李永

賀
顧

問

第五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朱鳳芝、丁守中、林晉章、戴東雄、周美惠

然先生，是國內及國際上頗為知

理事長

名的律師，所主持的永然律師事

副理事長

郭海榕、游祥鏗、郭中明

上午八時開始報到，九時舉行

務所及永然文化出版社，除了聲

常務理事

張德源、王明倫、張志鵬、葉銘雄、廖振雅、林永雄

大會式，與會者均穿著本會之新

揚國際外並有許多對國人法律知

式背心，極為整齊亮麗。大會首

識極重要的著作，最為難能可貴

先由主席介紹貴賓，應邀到場的

的是，他非常喜好戶外活動，本

程鏡心、盧慧郎、林銘鋒、周根福、許海順、賴

貴賓有立法委員丁守中先生，林

會舉辦的全國汽車露營大會，不

黃繼鵬、張仁福、陳天貴、許聰樟、吳定海、王振任

口鄉鄉長蔡宗一先生，林口鄉代

但全部參加，並且全程參與。籌

張榮燦、周亮汜、王慶賢、陳國梁、翁世賢、馮國珍

表主席陳文立先生，本會創會理

備會主委通常是提名為下屆理事

事長紀榮治先生，名譽理事長陳

長，請各位大力支持。

李永然

葉善湖
理

事 郭加福、林宏昌、謝文川、林偉立、林百鍊、葉彥秀

候補理事

鄭嘉德、曹正輝、陳川民、蔡德波、王豐純、楊甘煌
黃朝欽、張煥光、楊清輝、張立坤、高偉錦

盛雄先生，中南部代表陳銘津先

由於本次大會將選舉理監事，

生，台灣省露營車協會代表溫松

常務理監事，副理事長，監事會

常務監事

田先生(亦為本會會員)，大會主

召集人及理事長，所以各位會員

監

任委員李永然先生，執行長阮文

極為辛勞，在此表示謝意。並祝

龍先生。

身體健康，休閒生活愉快！

候補監事

田洪慧、劉一鳴、林文彬

貴賓致詞

名譽理事

王明忠、吳進賢、陳松林、張國禎

丁委員守中先生致詞：

秘書長

阮文龍

財務長

蘇圳忠

各位休閒車的好朋友大家好，

大會主席曾理事長致詞：

非常感謝各位會員，前來參加

監事召集人

徐守權
陳銘津、許著純

事 許國男、安定東、許旭能、葉萌逸、林世昌、吳震鵬
施建合、周 仕

副秘書長

張緣岸、吳武雄

今天有機會來此地，看看我們露

基金管理主委

陳嘉拯

國際事務主委

柯富鐘

營休閒車協會的伙伴，在這裡露

研習訓練主委

陳義明

出版事務主委

吳國清

營；生活的情形如何，在我們曾

會員擴展主委

楊忠仁

營地開發主委

劉崇義

理事長，秘書長，還有藍寶，大

活動推廣主委

蕭添福

資訊傳播主委

林聖雄

力推動之下，我在立法院也辦過

公共關係主委

魏增森

公聽會，我們也跟交通部相關單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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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今天在

當選結果(當選名單詳見第一

一位，理事長由大會籌備會主委

我們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台北縣林口鄉下福村洪福宮活動

版)，禮成散會。

李永然全票當選。監事會選舉常

大家好，曾會長，籌備會李主委

中心盛大舉行。本人以創會理事

第五屆第一次理事會與監事

務監事三名並由徐守權當選監事

大家好，我有幾點向大家報告。

長的身份，受邀上台致詞說幾句

會，分別於下午一時卅分舉行，

會召集人。會後並舉行第一次常

第一點 林口是個好地方，現在

話，深感榮幸。

選舉常務理事十一位並從常務理

務理監事會，聘請各委員會之主

事中選舉副理事長三位，理事長

任委員及榮譽理事。(詳見秘書

林口鄉鄉長蔡宗一先生致詞：

林口有五萬多人口，將來林口會

時間過得真快，休閒車協會創

規劃為4 5萬人，是新興的都

會迄今已邁入第九個年頭，經歷

市。第二點 露營休閒車協會可

過三個理事長，會員人數成長到

以發展國民外交，也可以陶冶身

五百餘個家庭成員。可說是一個

心，更可以養成家庭親子的關

快速成長的社團，今天看到各位

係，我想這種活動可以成為家

伙伴及眷屬，個個精神飽滿，紅

庭，或整個社會，和樂的重點，

光滿面，這就是接觸到大自然拜

也是跨世紀的組織，也可以參加

露營所賜。所以健康就是財富，

世界各國的露營車活動，也希望

希望各位伙伴常常擁有健康，就

這次的活動圓滿成長，祝大家身

能享受快樂的人生。也在此預祝

體健康。

協會的會務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籌備會主任委員李永然先生致詞：

會務昌隆、順利。大家身體平

各位女仕，各位先生 大家

安、快樂！

好，非常高興跟大家結緣，其實

本會名譽理事長陳盛雄先生致詞：

在這幾年，我也有參加我們露營

理事長，各位大會貴賓，全體

休閒車活動，參加之後感覺非常

會員大家好！一年一度的盛會，

的好，我們曾理事長也特別強

讓全體會員有一個相聚的機會，

調，我們露營休閒車這樣的活

見見老朋友。協會己經邁入第九

動，有需要大力的提倡，這種活

個年頭，隨著國民對休閒意願的

動讓我們認識我們的環境，增進

高漲，我們的會員人數不斷的增

家庭生活的情感；同時一起參

加，當然我們的責任也就加大，

與，讓社會一起走向健康的活

為了讓會員，以及喜好露營的朋

動，人與人互動關係良好，人際

友，能夠有更多舒適而安全的露

關係良好，我想希望大家多多參

營場所，則是本會未來應該努力

與活動。讓我們家庭健康生活美

的方向，今後要先訂定營地設立

滿，讓我們社會安定，同時我們

的基本準則，應多協助政府單位

走出國際社會，讓國際友人有良

及民間營地開發業者，建設合乎

好的互動，也是國民良好的外

標準的營地，應列為本年慶的重

交，也希望我們會員大家能夠共

要工作項目之一。

同參加，讓我們身心健康，讓我

大會經理事會工作報告，監事

們家庭更美滿，讓我們社會更安

會工作報告及討論提案(詳見秘

定 謝謝大家！

書處報告)後進行頒獎，以獎勵

本會創會理事長紀榮治先生致詞：

有功人員，（名單請參閱第47期

曾理事長華山暨露營休閒車協

會訊第一版）於十時卅分進行選

欣逢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新會員簡介
號

546

卓國璋 新萬達

547

吳松明

548

余鍚元

549

羅榮春

550

葉永豐

551

推薦人

服 務 單 位 與 職 稱
新萬達有限公司 負責人

華

山

會員主委：楊忠仁

決議：由 秘 書 處 於 下 次 會 議

出版主委：吳國清

時提出。
案

頂佳國際有限公司 職員

劉佩章

北

醫

愛惠普歐化廚具衛浴設備

552

姜萬芬

大

北

利達億商行 經理

553

吳上昇

李永然

554

林文彥

李永然

555

吳清燦 集 客

李永然

集客餐廳

556

賴金泉 菲律賓

李永然

農

557

魏增森 水 晶

李永然

生日快樂事業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決議：名 譽 理 事 ： 王 明 忠 、
吳進賢、陳松林、張

慶的專刊推選籌備主委：
決議：由 游 副 理 事 長 祥 鏗 先

國禎

生為籌備主委。

秘書長：阮文龍

四.張常務理事德源：7/11國父

副秘書長：張緣岸、吳武雄

紀念館(露營車生活博覽會)之

活動主委：蕭添福

預算是否提高？

營地主委：劉崇義

決議：以三萬元為上限。

第五屆第二次常務理事會會議重要決議案
一.敦聘立法委員丁守中先生、

案

朱鳳芝女士、台北市議員林

決議：保 留 續 辦 第 八 次 全 國

晉章先生、戴東雄博士、周

汽車露營大會為首要

美惠教授為本會顧問案

工作，至於國際大露

決議：敦聘(如上)

營改為以一般的邀請

二.擬聘陳嘉拯為基金管理主任
委員、及蘇圳忠為財務長案
決議：延聘(同上)

方式來邀請國際友人
來台參與。
四.新進會員申請入會案

三.第八次全國汽車露營大會與

決議：546~557入會核准。

第一次國際大露營合併舉辦

本 會 顧 問

周

美

惠

本 會 顧 問

第一銀行

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楊忠仁

國際主委：柯富鐘
三.王常務理事明倫：為10周年

故宮博物院 技士
北

資訊主委：林聖雄

二.擬聘請名譽理事，會務人員

弘洋資訊 總經理

大

研習主委：陳義明

常務理監事開會時程

在開票過程中大會並提供午餐，
十人一桌極為豐盛。十三時宣佈

名 台

一.請排定召開第五屆理監事及

舉理事三十五名，監事十一名。

會各位伙伴：大家好。

編號 姓

第五屆第一次常務理監理事聯席會議

戴

東

雄

學歷：
．日本共立女子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家政科學士
．日本東京設計學校室內設計師資格
經歷：
．中華民國消基會婦女兒童委員會委員
．國立新竹師院兼任講師
．新環境基金會教育委員會召集人
現職：
．中華民國消基會綠色消費委員會委員
．環保署空保處空污委員會委員
．財團法人新環境基金會董事
．戴炎輝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戴東雄先生係台灣省屏東縣人。
學歷：
．民國四十九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民國五十八年二月獲德國邁茵滋(Mainz)大學
法學博士學位。
經歷：
．民國六十六年擔任行政院法務部民法修改委
員。
．民國七十年五月起受法務部聘請為司法官訓練
所講座。
．自民國七十一年一月一日起兼任台大法律系系
主任暨法律研究所所長至民國七十八年。
．自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四年兼台大法學院院長
現職：
．民國八十四年十月迄今出任司法院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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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閒新視野－露營

露營休閒車

會 」， 邀 請 交 通

1 .開拓國人休閒新視野。2 .提

局張局長、農委

休閒車生活博覽
部陳次長、觀光

供休閒選擇。3 .提倡正當休閒活

會林務局局長等

動。4 .愛國家重環保。5 .大家一

一片新視野，實為政府及民間社

公眾人士公開宣

起走向戶外。6 .提高休閒生活品

團共同努力的方向。

導，並配合展示各

這次為配合交通部將於今年

類露營休閒車，露

八月開放「露營休閒拖車」上

營拖車，車頂帳，

這是露營休閒車生活博覽會的

路，丁守中國會辦公室，健康傳

及露營器材，來增

八大主題。 也是這次各主辦單

播事業基金會，青年發展基金會

進國人對新型態，

位所要推廣的目標。如何在現有

及本協會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

高品質露營休閒生

周遭休閒生活旅遊空間中開拓出

會合辦「擁抱山林，開拓國人休

活的了解，並提供

質。7 .增進民眾健康活力。8 .增
進親子和諧關係

第三版《會務》

假日闔家休閒旅遊的新選擇。
7月11日當天參觀的人潮陸續
湧進國父紀念館，這歸功於
FM90.1健康電台，在活動之前
已陸續的在電台上播報這次的活
動，並訪問理事長李永然律師做
這次活動的熱身。各新聞媒體也
刊登這次博覽會的活動時間，以
及當天電子媒體的現場直播和廣
播電台的播報，使得這次的參觀
人潮突破上萬人次。參與展示的
每位伙伴也熱心的對參觀民眾加
以解說與操作各項裝備之功能。
非常感謝各主辦單位的熱心參與
和贊助，也感謝各會員們的辛勞
展示，讓這次的露營休閒車生活
博覽會能完美的演出。謝謝社會
大眾的參觀指導，及新聞媒體的
報導。希望這次完美的演出能給

請大家告訴大家
新一屆的開始本
會訊為服務會員，
從48期起，改為彩
色版，並有小小天
地，歡迎小朋友踴
躍投稿，另廣告版
因改為彩色版面更
有可看性，歡迎各
廠商多多贊助刊
登。
出版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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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9 年第八次全國汽車露營大會
訂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六日中 秋 節

假苗栗公館鄉福德休閒農場擴大舉行
將敬邀F1CC世界露營總會各會員國蒞臨參加
政府自實施隔週休二日開始，

萬坪的停車場，育樂設施多元

到場教學及實際

民眾更有時間接近好山好水，接

化，場內水電，衛浴，播音系統

操作，讓您既休

受大自然的洗禮，更增進了親子

等公共設施完善。福德休閒農場

閒又學習到豐富

關係的和諧。但！休閒旅遊的資

為響應政府提倡全民休閒娛樂，

的知識及技術，

訊及渡假場所是非常的缺少，有

回歸田園風氣特別精心設計，開

整個營地裡你將

的只是人工化的造景及遊樂設

闢出屬於大眾娛樂園地，適合男

可參觀到各式的

備。想親子同樂享受大自然不一

女老少，作為休閒活動有益身心

露營車，露營拖

樣的變化及美景，也只能三五好

的娛樂，並提供作為機關團體，

車，及國人自行

友餐風露宿的搭帳蓬才能有收

自強活動，郊遊，露營，烤肉，

研發的露營改裝

獲，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將

聯誼競賽最佳場所。

車，各式各樣的

提供給國人更新的旅游資訊及先

88年9月24日至88年9月26

露營車器材及配件，都能讓您對

進的露營裝備，更能增進親子關

日，中秋節三天兩夜的連續假

提昇汽車露營有很大的助益，各

係，讓你享受高山峻嶺的晨昏美

期，本協會將與各主辦單位以及

種露營車您都能仔細的去觀察及

景，溪邊湖泊的朦朧之美，讓你

協辦、贊助單位共同舉辦各項活

了解，絕對讓您心動，而且馬上

跟大自然的一切成為一體。

動，讓來參與大露營的朋友們都

行動。我們也歡迎的展開雙手，

1999年科技神速變化的年

能盡興，並且收獲良多。主要的

迎接愛好露營休閒的同好一起來

代，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將

一些活動有園遊會式的展售，各

開創新世紀露營休閒車的行列，

擴大舉辦全國汽車露營大會，且

國最新的休旅車，露營車，露營

讓您往後的休閒活動，旅遊更精

是在有名山勝水之稱的苗栗縣舉

拖車，露營改裝車，露營車用的

緻，更加自由自在的遊山玩水。

行。苗栗縣原名貓裡，係土著社

露營器材裝備等。苗栗縣18鄉鎮

這次的汽車大露營是協會一年

名(麻里)的諧音字，(麻里)本意

市的農產品展售，客家米食的品

一度的大拜拜活動，更是結合了

為平原的意思，全縣面積

嚐，傳統民物展售等活動。還有

會員們的心力，展現最好最精彩

1820.31平方公里，境內多山少

讓全家參與親子同樂的活動及遊

的給大家，是愛好汽車露營休閒

平原，東有阿里山山脈與雪山山

戲，如漆彈射擊，叢林對抗射擊

活動的人士不可輕易錯過的大好

脈屏障，主要河川則有大安，中

有如身歷戰場，西部牛仔的騎馬

機會，熱烈的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港，後龍，西湖溪，縱貫鐵路在

英姿，鄉間牛車繞園。水上活動

參加，一同來創造汽車露營的高

竹南分山海兩線，公路則已全縣

則有划船，獨木舟教學，救生橡

潮。

四通八達，交通非常便利。

皮艇安全使用教學，水中抓泥鰍

凡關心自然環境

第八次全國汽車露營大會將在

等清涼一夏活動，水球大戰，放

生態，愛好露營休

苗栗縣公館鄉出磺坑後龍溪畔的

風箏等草地活動，再再的讓您全

閒活動者，並具備

福德休閒農場舉辦（原馬上發跑

家樂融融。以及知性之旅的健行
導覽暨淨山活動，環保意識遊戲

們都非常的歡迎。

22.3K旁，距公館交流道約9公

及問答，後龍溪生態保護之行，

採家庭汽車露營方

里左右，離水果之鄉大湖卓蘭也

認識大自然鳥類的賞鳥之旅，出

式，露營器材自

相當近附近則有許多景點可供旅

磺坑的油磺開發陳列館參觀，並

備，伙食自理，大

遊，如法雲寺，泰安溫泉，大湖

有熱鬧非凡的中秋賞月話家常，

會提供各項活動節

草苺區或往卓蘭觀光果園及谷關

及環保愛心，客家情晚會。將展

目，並主持活動進

梨山等風景區。福德休閒農場佔

現給戶外休閒的參與者，讓全家

行。參加費用以每

地四十餘公頃，園內草地平坦廣

歡樂無限，親子關係和諧。

家庭(車)為單位(2大

闊，適合各種的活動進行，並有

以上部份活動將邀請專業人士

2小)計算，會員收

元，會友收費2000元，每增加
一名加收300元，所有費用包含
行政費，門票，營地費，獎品，
場地佈置，紀念品，活動器材，
各項資料及保險費，保險時間自
9月24日零時起迄9月26日24時
止，即日起受理報名到額滿截
止，一律採通信報名及傳真報
名，完成報名及繳費者依優先順
序先安排營位，如有特別要求數
個家庭要安排在一起請先註明以
利安排。報名地址：中華民國露
營休閒車協會
北市松江路528號4F
郵政劃撥帳號：15433998
電話：(02)25864114
傳真：(02)25861759

交通資料

有汽車之家庭，我

馬場原址)，位於台六線公路

費1700元，每增加一名加收200

苗
栗

苗
栗
縣
公
館
交
流
道

台
北

獅潭

yy
;;

出礦坑站

台
中

梨山

汶水

公
館 福德休閒農場
出礦坑
礦場

法
雲
寺

上島溫泉
谷關

草 大湖
莓
區

台中豐原
往卓蘭

旅程建議
苗栗交流道
苗62

台6
台6
出礦坑油礦陳列館
(往公館)

上島澄泉
、泰安溫泉

卓蘭觀光果園

台8

台3

大湖草莓區

谷關風景區
、梨山

台3

福德休閒農場

台6

縣130 雲洞山觀光農園 台3
、聖衡宮
豐原交流道

法雲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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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婦幼團、多少、阿丹
《車輛統計》45輛
《人數統計》 大人80人 小孩59人 共139人

yyy
;;;
;;;
yyy
《活動日期》88年4月17日至4月18日
《活動名稱》 坪林茶鄉之旅
《活動地點》永賓露營區
《承辦單位》研習訓練委員會、福特、大頭
《車輛統計》32輛
《人數統計》大人57人 小孩32人 共89人

※4月份的慶生會，壽星滿營地，一同慶祝，
生日快樂，群山環抱，溪水清澈，享受休
閒，休閒享受，當晚伍佰的鐵達尼號，讓
壽星們，情深意又濃，一同欣賞電影，雙
雙對對排排坐，1/4們也加入行列不吵大人
們，正處濃情密意的好時光。
《活動日期》 88年4月24日至4月25日
《活動名稱》 清水地熱採訪之旅
《活動地點》 中油探勘處前廣場
《承辦單位》 活動推廣委員會
《車輛統計》 28輛
《人數統計》 大人53人 小孩30人 共83人

※陣陣的白煙飄上天空，荒山野外，享受地
熱溫泉，全身舒暢，是人生一大樂事，吸
取大地之精華，瀏覽大自然之造景，使人
生不虛此行，夜與大地同眠，傾聽四周黑
夜之聲，三五好友話家常，何嘆世俗之事
煩心頭。

※五月初，細雨飄飄，鳥語花香時節，登山
健行觀瀑布，清風徐來，心曠神怡，樹上
的鳥叫聲，地上的蟲鳴聲，伴著潺潺的水
流聲，歡迎著我們，它們夜晚的演奏曲，
更讓我們的慶生會多了一曲美妙的樂聲，
祝福壽星們健康快樂。

※跳蚤市場開市了，你來挑，我來找，大家
熱心一起來，你來丟，我來撿，大家快樂
樂融融，感謝婦幼團、多少、阿丹、玲
噹、阿暖、等1/2們的熱心舉辦，讓跳蚤市
場熱鬧非凡，選購與贊助的人潮更是踴
躍，使這個活動能有一個完美的開始及演
出。

《活動日期》 88年5月8日至5月9日
《活動名稱》 螢火蟲知性之旅
《活動地點》 雙溪烏山民宅廣場
《承辦單位》 營地開發委員會、天王星、阿
米哥
《活動日期》 88年7月3日至7月4日
《車輛統計》 20輛
《活動名稱》 湖光山色之旅
《人數統計》 大人36人 小孩28人 共64人
《活動地點》 濛濛谷營地
《承辦單位》 研習訓練委員會、藍寶、輕鬆
《車輛統計》 35輛
《人數統計》 大人65人 小孩52人 共117人

※濛濛細雨的五月天，雙溪灣潭的夜晚，螢
火蟲滿天飛舞，有如天空的星光點點，一
閃一閃的螢火蟲，特別飛到螢地裡，一起
慶祝母親節的獻花儀式，祝天下的母親永
遠快樂青春美麗，也祝福協會的1/2們，永
遠笑口常開，有一顆光華燦爛的心。
《活動日期》88年5月22日至5月23日
《活動名稱》觀霧神木探訪
《活動地點》觀霧山莊
《承辦單位》活動推廣委員會、喜悅、大象
《車輛統計》 30輛
《人數統計》 大人52人 小孩38人 共90人

※炎熱的夏天，泡在清涼的溪水中，實在過
癮，為了能夠玩得盡興，玩得安全，資深
的水上救生教練，一一的解說，伙伴們踴
躍的聆聽，這一堂水上救生防護課程是多
麼的實在。
《活動日期》 88年4月10日至4月11日
《活動名稱》 賞螢火蟲知性之旅
《活動地點》 百香休閒農園
《承辦單位》 會員擴展委員會、斑鳩、
螢火蟲
《車輛統計》 34輛
《人數統計》 大人50人 小孩38人 共88人

※一山過了一山，路上的景色變化萬千，大
自然美景盡收眼底，高山林木矗立且挺
直，空氣清新又稀薄，山嵐時來罩山頂，
礞S時朗似名畫，神木瀑布在此山，體力
《活動日期》 88年5月1日至5月2日
※露營拖車要開放上路了，樂了擁有它的伙
耐力大考驗，略走小徑享休閒，攜手同行
《活動名稱》 內洞森林瀑布健行
伴們，無論上山下海，行駛於高速公路，
情又深。
《活動地點》 烏來、娃娃谷營地
省公路，再也不用顧忌了，感謝照片中的
《承辦單位》 活動推廣委員會、疏洪道、三羊
主人及前輩伙伴的奔走才有今天輝煌的成
《活動日期》88年5月29日至5月30日
《車輛統計》 36輛
果，你看，在池邊的草坪上，泡茶，聊
《活動名稱》休閒車跳蚤市場巡禮
《人數統計》 大人68人 小孩48人 共116人
天，多快樂。
《活動地點》金溪露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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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八十八年九、十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動

名

9月4日∼9月5日

三芝泡湯之旅

（六∼日）

(9月份慶生會)

稱 營
周宅廣場

地 集

合

地

點 承

辦

單

位 活動摘要

研討項目

9月4日下午3點三芝 秘書處

夏日消暑，泡硫磺冷泉

加油站出發

米糕

賞各式蝴蝶滿天飛舞

溪尾

會務主委講習，授證，請
踴躍參加

9月11日∼9月12日

親子活動營

（六∼日）

溫馨庭園休閒農莊

9月11日上午9:30關 婦幼團

親子戲水活動

03-5933321

西休息站出發

多少

歐式立體紙雕展示，製作

螢火蟲

須報名參加，每份材料費
120元，額滿為止

9月11日∼9月12日

新中橫之旅

塔塔加營地

（六∼日）
9月18日∼9月19日

九份民俗藝術探索

（六∼日）

9月24日∼9月26日
（六∼日）

勸濟堂停車場

9月11日下午1:30水 活動推廣委員會
里加油站出發

飛馬

自行前往

研習訓練委員會

登高山，看雲海，觀星

九份老街藝術參觀

台二線水湳洞右轉金 輕鬆

礦石博物館參觀

瓜石

品嚐芋圓，傳統糕點

三明治

1999年第八次全國 福德休閒農場

請於報到時間內自行 大會籌備會

請各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汽車大露營

前往

並介紹親朋好友共襄盛

工作人員請提早到達

舉，即日起報名，額滿為

037-225510

止
10月2日∼10月3日
（六∼日）

茶鄉之旅

合歡營地

自行前往

(10月份慶生會)

26656424

過坪林橋後左轉直行 斑鳩

活動推廣委員會
新萬達

北宜沿線風景欣賞
坪林老街巡禮，品茗
茶葉博物館參觀
親水公園戲水

10月8日∼10月10日 參加亞太地區大露營 龍門飛行場

自行前往

（五∼日）

會員擴展委員會

參加亞太露營大會式

大頭

越野單車自由行

220

海邊戲水，請注意安全
中國結製作，請報名，額
滿為止

10月9日∼10月10日 清境之旅

清境農場

自行前往

（六∼日）
10月16日∼10月17日 蜜蜂生態探索
（六∼日）

10月23日∼10月24日 農莊休閒之旅
（六∼日）

活動推廣委員會

高山攬勝，健行，森林

鐵馬

浴，採果

出版事務委員會

參觀蜜峰生態及蜂蜜製

蜜蜂世界

自行前往

26720362

台7乙線轉往滿月園 飛狼

程，鱒魚品嚐

方向

主委及各幹部研討

法務部

菊園

10月23日上午11點 營地開發委員會

參觀勝興火車站

037-951522

三義車亭休息站出發 少校

龍騰斷橋攬勝

波哥

森林步道登暸望台
請中南部會員參加聯誼

10月30日∼10月31日 北宜沿線風景欣賞
（六∼日）

成家營地

自行前往

活動推廣委員會

欣賞北宜沿線明媚風光，

26657277

台9線46K處右轉下

福特

釣魚、捉蝦

螺絲
※凡欲參加活動者，請於週四晚上8：00以後電洽協會報名，查詢是否有變動。
※凡參加本會活動者，保險事項請自理。
※為加強服務中、南部會員特別成立台中及彰化聯絡處，敬請多加利用。（詳細資料請參閱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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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由垃圾減量開始－－

自備餐具、茶水
沒有人刻意破壞自己賴以生存
的生活居住環境，由於科技發

周美惠

長完全不成比例，雖然如此，一

破壞的威脅，使台灣原本極脆弱

各種天然產品之後，生活中無所

遇大減價仍然趕著大採購！

摸的生態體系，遭受到前所未

不在，其所造成之廢棄物，無論

達，商品多樣化，加上經濟快速

漫無節制的劣質經濟成長與激

有，,且具摧毀性的衝擊，這樣

焚燒或掩埋皆無法避免對所有生

成長；台灣社會急遽轉型，同時

烈的爭奪競爭下資源逐漸枯竭，

的環境還能沾沾自喜於「經濟成

物之傷害。因此，德國在三十年

改變國民日常生活型態與消費行

環境破坯己威脅人類健康與安

長」嗎？

前開始，嚴格執行垃圾分類及垃

為；日用產品更為堅固耐用，但

危。五十年前冰天雪地零下攝氏

民國71年起，衛生署為避免外

圾減量，儘量不使用塑膠類免洗

在產商為其日新月異產品以各種

40度之俄羅斯，今年夏天熱到攝

食人口大量感染A型肝炎，全面

餐具及塑膠袋，人人自備購物

無奇不有之促銷花招，吸引消費

氏35度~37度，帶來森林乾旱火

推廣餐飲業者採用保麗龍免洗餐

袋，餐館規定設置熱水沖洗烘乾

者，導致日常使用物品汰換速度

災，農田枯死。近二十年來台灣

具、便當盒、泡麵乃至各式各樣

之洗盤機，沖洗陶瓷器餐具，由

逐漸加速。二次大戰後，美國大

生活環境惡化，土石流山崩屋

之保麗龍飲食包裝盒陸續上市，

政府負責方便市民隨時舉手之勞

陸為唯一非戰場國家，農工業生

倒，就是經年累月被忽視犧牲的

自此，台灣多少人無形中吃進

投入之分類垃圾回收桶，同時，

產未受影響，在艾森豪總統提倡

結果。物質生活十分豐足，住在 「石油」！「保麗龍」為石油提

立法禁用PVC，以各種不含「氯」

「用完即丟」免洗餐具以及產品

高樓大廈中，享用各種現代化電

煉之石化產品，一種塑膠原料聚

之石化產品取代等等措施，儘可

大量生產廉價供應，流行便捷之

器用品，吃盡山珍海味，穿戴歐

本乙烯(PS)發泡製成，含油熱食

能減低「戴奧辛」之產生。

速食文化更促成垃圾量急遽成

洲名牌服飾、開進口豪華轎車、

尤其油炸物極易熔入，自然隨著

台灣目前九座焚化爐為日本田

長，在美式商業包裝透過好萊塢

卻每秒呼吸著夾雜著汽車與工廠

把石油吃進肚子，日積月異無法

熊及丸紅製品，無法解決「戴奧

電影、電視進入每個家庭促銷導

排出廢氣的污濁空氣，面對交通

分解自然形成肝癌。國人為貪圖

辛」之產生，大部份國民對「戴

向之下，各種消費產品不斷推陳

擁擠且噪音充斥的街市，大多數

方便，經常以塑膠袋裝著熱騰騰

奧辛」之產生完全不了解，生活

出新，促使消費者盲目購買，尤

的食物含有農藥、重金屬餘毒，

的牛肉麵、肉羹、肉丸等等油熱

中離不開塑膠袋、保麗龍、

其國人送禮文化更加速物品堆積

如汞污泥隨意掩埋在地下污染水

湯食，毫無懼色！塑膠袋含氯，

PVC，隨意野地焚燒更增加「戴

昂貴的居住空間的每個角落。

質與土壤、鎘米、綠牡蠣、含戴

焚燒遇熱在攝氏400度至800度

奧辛」之產生，台灣生活環境中

事實上，每一個人每一天消費

奧辛食品等等，或來路不明且含

之 間 產 生 「 戴 奧 辛 」 － 世 紀 之 「戴奧辛」無所不在，危機四伏

及使用物品實在有限，生活型態

各種添加物防腐劑、漂白劑食

毒，隨著食物進入人體，日久造

仍不自知。自從週二休國民開車

與日常習慣固定而保守單一化，

品，肝癌與肺癌己成為本省頭號

成孕婦生畸形兒機率增高，男性

上山下海所有餐廳、土雞城、海

日積月累家家戶戶幾乎全塞滿了

殺手。居住環境無時無刻不遭受

精蟲變少而不孕，兒童行為異

產店為省人力，一律用塑膠免洗

沒有機會與時間使用之新舊物

機器上山開發、築路、造橋、伐

常，動物脫毛等等疾病，己成為

餐具，對熱食消費者健康絕對有

品，佔用最昂貴的居住空間，導

木、水庫、水泥欄沙壩、水泥防

2 0 世 紀 未 「 黑 死 病 」， 有 鑑 於

害，餐後PVC塑膠桌布一包全生

致居住品質低劣不堪，與經濟成

波堤、採礦石等大規模

此，自從二十世紀初石化業取代

進山谷或焚化爐，其傷害無
所不在，惟一自保之妙方：
自備餐具，自備茶水減少垃
圾量，又保健康，長途開
車，出發前煮一桶茶水省錢
又環保，救人又自保，何樂
不為？

圖說
德國、奧地利
等先進國家連
鄉下處處設置
不同類型垃圾
資源回收桶，
方便居民遊客
投入。

台灣連高海拔
之南橫"啞口"
路邊,景觀站處
處是垃圾，全
是汽車上山遊
客處處留情的
證據，全是免
洗餐具及塑膠
袋!!

德國休閒車露
營用餐，品質
不打折，自備
餐具、折疊桌
椅 、 舖 上 桌
巾，絕對不遜
於五星級旅館
餐廳。

塑 膠 免 洗 餐
具，隨著人類
的口腹之慾上
山下海，成為
台灣環境的首
號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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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頂帳
售價：NT$48,000(4人帳)

義大利原裝進口
使用時：公分 180×200×120高
收藏時：公分 90×200×30高
重 量：約50公斤

歐洲TUV安全認證

總代理：

適用各式車種，雙門對開，
通風涼爽

收藏迷你，
可同時他用置放單車或獨木舟

大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TEL：2503-2255(代表)

安公子
快速的

內部寬適，一家四口適用

省時

露營休閒用品專門店
安 裝 技 術 一 級 棒◆ 價 格 合 理 不 欺 瞞

神仙系列

免搭式3秒鐘可站式快速1~10人帳篷
免搭式3秒鐘淋浴帳、釣魚帳、更衣帳
30秒快速炊事帳(3米×3米)可裝圍帳
專業級有中庭式豪華帳篷、蒙古包
神仙系列帳篷，防風雨、可隨意搬動
進口車頂帳篷多款，特價供應中
攜帶式多功能電力系統接電燈、電扇等
進出口露營用品、登山用品代辦中

經濟體貼的

省錢

系列

戶外野餐桌椅、輕便椅、行軍床、蚊帳
套裝刀具組、鍋具組、餐具/茶具組
攜帶式廚房、防菌菜櫥、冰箱、料理桌
快速安全爐、安全立燈、吊燈、爐架
自動充氣睡墊、睡袋、GOTAX、雪衣
露營百貨用品，可供 新手入門選購
老手裝備升級、汰舊換新最佳選擇

洽：張經理

電話：(02)2736-4851

(02)2739-2956
行動電話：0935216935
洽安定東(安公子) 徵經銷商

高貴不貴

安全又專業

系列

進口專業級遮陽篷(加深、加大)
車邊圍帳防蚊帳、紗門(專業設計、訂做)
攜帶式馬桶、輕便馬桶、專利型收納水管
腳踏車架、車用天窗、通風扇、氣墊懸吊
車用冰箱(12V/110/瓦斯三用)、壓縮機冰箱
改裝車中床、迴轉椅座、防蚊紗窗、窗簾
車頂、車尾式行李箱、行李架、進口霧燈
4×4、RV 配電系統箱車/露營拖車鑑定買賣

批售中心：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509巷7弄39號1樓(設停車位) TEL：(02)27364851 27392956 行動電話：0935216935 郵政劃撥：19343429

蝸牛俱樂部

休旅露營車俱樂部

◆ 全國最大車頂帳專賣店
◆ 家庭汽車旅遊專門店

•全新二手露營車、拖車、箱型車仲介買賣
•輕快防風型衛浴帳組件
•快速天幕帳(各式可附邊圍)、EZ-UP圓頂尖頂
•蝸牛系列各式豪華帳篷、蒙古包
•手提式戶外專用多功能來電燈、電扇
•各國RV露營用品代購服務
•野外折合餐桌椅、輕便鋁椅、行軍床
•外攜式快速餐廚組、菜櫥/吊籃各款
•餐具/茶具/刀具組、快速安全雙爐
•車邊頂附加蚊帳、邊圍(鍍銀隔熱處理)
•專業級立燈、汽化燈、瓦斯燈

•自動充氣睡墊、透氣運動衣外套
萬芳醫院 ●
•進口車邊遮陽篷(保證全國最多形式)
辛 亥 路
興 ● 松青超市
•行動式•電動•RV車專用手提馬桶
•4×4、箱行車、轎車專業級腳踏車架
隆 ● 加油站
•大小車用抽風通風窗、野外淋浴熱水器
興隆國小 ●
松青超市 ●
•氣墊懸吊改裝、拖車球架製作安裝
路
福 興 路
•三用冰箱(交流/直流/瓦斯、上掀/側開式)
● 文山
◎
•迴轉座椅、防雨防蚊紗窗/紗門組
二戶所
蝸牛 興德國小 ●
•窗簾、車尾掛式行李箱、車頂行李架、行李網架
•各式變壓器、電視、車內改裝配件
•12V防水防震40W晝光日光燈

感謝會員會友大量使用市場佔有率高

產品全國最多現貨供應 一次購齊不必再跑別處

展售處：台北市文山區福興路75號 (興隆路二段興隆國小附近) 電話：(02)86632066∼7•29303926•22368482 行動：0932091325•0938707463
RV專業級的安裝技術☆全面化誠實的價格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理事/車展組長
林偉立(北醫)網址：http：//www.rvclub.com.tw
各大報章雜誌休閒專刊報導專業店

鹿牌 在台上市
數百種最新野營RV用品

◆ 日本第一品牌

任 君 選 擇 ！！

台北市民權東路六段286號 TEL：(02)2633-35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