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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

參加第61屆世界露營大會載譽歸國
( 本 報 訊 ) 世 界 露 營 總 會

個年齡層，因而才能吸引上萬人

灣之夜」酒會，原預計邀請300名

安排有適合於各種年齡層的活動

(F.I.C.C)第61屆世界露營大會，

的參加者，在語言上雖然有些差

國際友人與會，結果許多國際人

節目外，大會每天也安排了鄰近

於7月29日至8月8日假英國林肯

距，然而同樣是露營愛好者，透

士卻慕名而來，以致於會場擠進

地區的旅遊活動，包括古堡之

郡馬場兼農業展示場舉行，今年

過肢體語言和誠摰的心，不到一

了500餘人，台灣人的好客之情，

旅，約克夏之旅，鄉村之旅，購

共有來自世界31個國家，1萬8千

天的時間，大大小小都已建立起

真正展現在國際會場上，當然最

物之旅，羅賓漢故鄉之旅..等等，

餘人參加。

深厚的友誼。

忙的以及最要感謝的還是歸功於

充份發揮定點露營的節約能源，.

每個家庭的太座。

尊重地方，深度旅遊，及振興地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自去

本會為了發揮社團外交的功

年獲准成為正式會員後，即積極

能，乃於8月2日假營地舉辦「台

大會期間，除了營地內每天都

加強從事國際交誼活動，以迎合

方產業等之特質，本會會員也都
能應用此一資源。

即將到來的國際化社會，今年特

為期十一天的露營大會在緊湊

別動員會員，籌組32人的龐大代

的日子裡，匆匆溜過，8月7日舉

表團參與此一國際盛會，藉此增

行閉幕典禮，大會宣佈今年的第

進國際交流。

一名熱心參與冠軍獎，竟然是由

此次代表團的一大特色，就是

我們獲得，全體團員得到極大的

都以家庭的組成方式參加，年齡

代
表
團
全
體
合
影
於
大
會
會
場

從小學三年級的余鍚元家庭四人
到六十六歲的劉大湖家族四人，
由於世界露營大會就是以家庭露
營拖車為主的定點式露營旅遊活
動，大會期間活動均安排適合各

慟921集集大震
全國同悲
本會舉辦一第八次(1999)全
國家庭汽車露營大會前夕，慘
遇百年來最強烈的大地震，全
國多處嚴重傷亡，慘不忍睹；
露營大會籌備會主委及各幹部
緊急會商，並經理事長李永然
律師決議暫延於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十四日(星期日)(國
父誕辰紀念日)三天連假再舉
行。
呼籲各會員有錢出錢，有力

本會訊屬雙月刊，於單月二
十日截稿，雙月十日出刊。
請會員如有投稿，請用稿紙
書寫，於截稿前交寄〞出版事
務委員會〞，謝謝踴躍投稿。

驚喜，與會的各國友人也為我們
獲獎報以熱烈掌聲，大會會長
MR.LAS頒獎時特別向本會致
意，並表示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
協會在參加本次世界大露營，表
現極為優異，獲得委員一致的同
意，選為第一名，這項殊榮應歸
功於全體團員的共同努力。

八十八年度記者會
本次記者會在新任理事長李永
然律師的主持之下，於八月十三

撰稿：老K

場，參與此次記者會，真讓人感

會旗，參加此次在英國舉辦的"第

動。

61屆世界露營大會"的詳細情形，

日下午兩點半於協會公關主委魏

首先由前任理事長曾華山先生

尤其是本會獲得與會31國中，最

增森先生(台號：水晶)在仁愛路四

（華山）向與會的記者小姐、先生

傑出的"熱心參與冠軍獎"，最為

段316號1F的"Cafe Shop"內舉行

們介紹新任理事長李永然律師，

難得，當天大會會長MR. LAS於

(感謝他義務提供此一高雅又精緻

之後由新任的理事長向在場的記

頒獎時，特別向本會所有與會的

的好地方，並且告訴大家，只要

者們，介紹協會的概況及主要的

夥伴們致意，並表示中華民國露

是本會會員，到他那喝咖啡飲料

幹部，並特別介紹剛由英國參加"

營休閒車協會在參加此次大露營

完全免費)。

第61屆世界露營大會"搭機返台的

中，表現最為優異和可敬，這些

當天協會名譽理事長陳盛雄先

本會代表團團長陳盛雄先生和現

都是全體團員的功勞和殊榮，更

生(毛利歐)與輔導理事長曾華山先

任輔導理事長曾華山先生，由他

為本會及中華民國在全世界愛好

生(華山)，剛率團從英國參加"第

們兩位向在場的記者們報告，本

露營的夥伴中，留下了令人難忘

61屆世界露營大會"搭機返台，還

會此次組成32人的龐大代表團，

的回憶。

沒回家就風塵僕僕的直接趕到會

高舉著中華民國的國旗和本會的

當然今年度最重要的活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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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全國家庭汽車大露營，也由

置與其特色，再由郭副主委(老K)

會員國的國際友人，屆時也能來

費，此語一出，全場笑聲掌聲不

理事長向在場的所有記者們正式

向大家詳細的報告這次大會的主

台共襄盛舉，所以這次的露營大

絕，相關問題也不斷提出，副理

的宣佈，將在九月二十四日至二

題和所有活動如下：

會一定是熱鬧可期，轟動空前，

事長水龍和阿不拉，執行長青

十六日於苗栗縣公館鄉的福德休

主題：愛心、環保、客家情

希望全國所有愛好露營，愛好環

山，活動組園丁和小葉，車展組

閒農場，隆重的舉行，歡迎全國

活動：園遊會、露營車和器材

保，愛好大自然，有愛心的夥伴

北醫，常務理事錦慕和所有在場

愛好露營的朋友能踴躍參加此一

的展示，客家傳統民物、米食、

們都能齊聚一堂，享受這次三天

的夥伴們都被記者們團團圍住，

盛會，並介紹此次大會的主委-張

小吃和特產，划船，釣魚、騎

兩夜的露營活動。

各式問題也都傾巢而出，還好大

德源(多多)副主委-郭中明(老K)和

馬、射箭、淨山、淨溪、叢林戰

最後理事長請在場的記者小姐

家都是老鳥且有備而來，所以最

所有的工作夥伴，由主委-張德源

爭、賞鳥、生態解說、油礦開發

先生們喝咖啡問問題，並語帶幽

後在賓主盡歡的氣氛中結束了此

(多多)先向在場的所有記者小姐先

陳列館...等等。

默的說，平時找他談法律問題，

次的記者會，並相約924福德再相

是要收談話費的，今天全部免

見。

生們介紹福德休閒農場的地理位

本次大會還特別邀請所有FICC

理事長李永然律師專訪
出版事務委員會－法務部整理
飛狼訪問李永然律師以下簡稱
律師

徉在山林之間，如果帶了腳踏
車，又可以找一些田間小徑去騎

飛狼：理事長想請問您對我們

腳踏車逛逛，或隨身帶著登山設

協會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烈的參與

備到有登山步道的地方來爬山，

感？

因此它可以說是非常活潑的，而

◎新會員簡介
編號 姓

名 台

號

推薦人

服 務 單 位 與 職 稱

558

黃明祥

酷龍

安公子

新力裝潢行 負責人

559

廖吉恆

麵線

安公子

麵線 負責人

560

沈省郎

黑松

法務部

沈家有限公司 負責人

561

錢亨啟 錢多多

林永雄

立源企業(股)公司 總經理

562

鍾宜芳

華山

斗六世界補習班 數學老師

另外一方面呢，像我自己本身，

一個汽車露營的營地，我覺得我

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楊忠仁
動去關懷大自然，利用這樣一種

之後，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再加

我覺得協會

的會員們他們的素

看到了我們社會在進步，我看到

結合，再加上一些國際性的活

上週休二日的來臨，我想在過去

質也都相當高，都利用過夜的晚

我們露營休閒車的未來一定能夠

動，我覺得它會帶給我們社會的

我們的社會大家只知道工作，工

上，做一些聯誼的活動，包括一

推廣普及到全台灣各個角落。

是，它可以是一種國民外交的團

作以外還是工作的時代已逐漸的

些談話會，也可以是讀書會，在

飛狼：再請教一下理事長，您

體，它可以幫台灣走出去，它可

過去了，而現在社會慢慢的走向

聯誼會上可以是讀書心得的交

本身參與我們這個協會，您個人

以讓台灣人更對這土地的認同。

重視生活的品質，除了工作以

流，或是特殊領域的資訊及專業

認為協會對社會有何影響？

進而產生感情，同時也能夠讓大

外，還需要休息，而休息是為了

經驗交流，所以它可以是靜態的

律師：我覺得我們協會，是一

家推廣家庭的觀念，和健康的觀

走更遠的路，因此休閒時代己經

談心交誼，也可是一種體能的鍛

群很熱心，還有熱愛戶外活動，

念，及健康的休閒活動，以及環

來臨，那在休閒它本身是相當多

練活動，所以我覺得協會這個團

還有家庭觀念的一群朋友的一種

保的保護野生動物、自然生態這

變化的，有些是著重體能運動

體，當我接觸了它之後，就不自

組合，也都懷抱著希望我們的社

方面的觀念，所以我覺得這個團

的，有些是著重文化藝能的，在

覺的愛上了它。

會能夠更好。因為辦活動的過程

體帶給我們社會各方面有正面的
意義。

律師：我覺得在台灣經濟發達

這樣的一種休閒方式，有些是講

所以我希望雖然國內目前有些

中，踏遍台灣各角落，用一句話

究個人的，有些是家庭的，而我

設施還跟不上露營車的需求，但

－台灣走透透來形容實也不為

飛狼：再請教一下理事長，您

覺得露營休閒車這樣的一個活

是希望透過協會觀念的帶動來影

過，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對台灣

認為參與本會活動，需要會員如

動，它本身走向戶外，而且它是

響我們政府，來慢慢做更多好的

這片土地產生了濃厚的感情，那

何來參與，和幫忙的地方。

家庭的，是文化的，它同時也是

設施，事實上我們政府也已開始

會員間會自我要求和相互的砥

運動的，益智的，因此我覺得露

重視這個問題，無論是中央，還

勵，會覺得環保非常重要，要更

營休閒車活動，是可以非常多樣

是地方政府，就以台北市政府方

愛這片鄉土，甚至會結合其他團

一、由於我們這個團體，因為

化，而且富有變化，比如你今天

面最近建設局也打算在北投貴子

體來關懷這個社會，比如去探訪

它具有很重要的社會意義，同時

開了露營休閒車，到水邊就可以

坑規劃一汽車營地，供給露營休

些弱勢團體，像孤兒院，養老院

我們玩休閒車也比較屬於新鮮的

玩水，你到海邊就可以踏浪，跟

閒車從事活動，中央方面交通部

和一些殘障人士。

玩意兒，因此我覺得我們會員要

沙灘打成一片，到山上就可以徜

觀光局，也在花蓮縣鳳林鄉規劃

本 會 顧 問

丁

守

中

出生：1954年9月1日
籍貫：高雄市

學歷：
台灣大學政治系學士
美國佛萊契爾外交法律研究院 外交法律碩士
美國佛萊契爾外交法律研究院 國際政治學博士
經歷：
美國波士頓通訊社 總編輯
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副教授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特約研究員
董氏基金會公益顧問
外交領事人員特考及格
國民黨中央青工會主任
國民黨中央委員
現職：
立法委員
國民黨中央政策會 副執行長
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副教授
財團法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 董事長

如結合環保團體，配合一些活

律師：這個會務要大家參與，
有幾個觀念提到

（續第三版）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
美國諾斯諾普大學管理科學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經理班六六期結業
中華民國工商建研會十四期結業
經歷：
桃園縣第十、十一屆縣議員
桃園縣第一屆十大傑出女青年
中華民國桃園縣幼童軍第一四一團團長
救國團桃園縣團委會指導委員、副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第一、二、三屆立法委員
現職：
中華民國第四屆立法委員
財團法人海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綠色委員會委員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顧問
出生：1948年6月27日
中國童子軍總會第十八屆理事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常務理事
籍貫：河南省汝南縣
救國團桃園縣團委會主任委員

本 會 顧 問

朱

鳳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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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二次常務理、監事會會議 重要決議案
討論提案

部份內容案。

(一)審核協會八十八年七月份財務
收支案。

決議：通過章程第廿七條條文增
修如下：

決議：通過。

一、本會得自會員中由理事會聘

(二)提報聘任魏增森為本會新任公
共關係主任委員。
決議：通過。
(三)擬請設置台中及彰化兩地之辦
事處案。

第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重要決議案
討論提案

決議：通過。

(一)審核協會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四)審核協會八十八年八月份財務

決議：558-562 入會核准。
(二)提報聘任陳盛雄為本會名譽理

收支案。
決議：通過。

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

事長案。

臨時動議：婦 幼 團 隸 屬 活 動 推 廣

事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

決議：通過。

委員會，其原有基金

監事之任期同。

(三)擬敦聘立法委員趙永清為本會

應繳回、由協會統一

二、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顧問若

顧問案。

管理。

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

決議：通過，由歐長泉為台中地
區及陳銘津為彰化地區之
聯絡處主任。
(四)擬增修本會章程第廿七條條文

相當的自我約束，約束自已本身
的行為，約束自已本身參與這個
活動所必需遵守的規範，比如說
會員一定要有環保、守法，家庭
的觀念，就能夠以自己在家庭的
表現，然後帶給別人對這個團體
正面的形象，所以我想這是第一
點會員應該做的。
二、會員應抱持著參加這個團
體是來交朋友的心情，我覺得我
們台灣人，往往喜歡劃小圈圈，
我們這團體如需要有力量，就是
必需大家同心同圓，而不是個別
的小圈圈，才不致造成團體組織
力量的分散，以及內部雜散的現
象，事實上這個團體本身是屬於
休閒、公益性的團體，非一般營
利團體，因此說是無利可圖，大
家是因同好而結合，既是同好大
家應該要惜緣，要抱持交朋友的
心態來參與會務，同時必需廣結
善緣，必須開放我們的胸襟接納
別人，所謂廣結善緣就是必須彼
此留下良好的印象，相信這樣一
個團體才會引起陣陣的漣漪，它
的影響之大就好像水中漣漪逐漸
擴散出去，我覺得這是會員應該
要有的第二點觀念。
三、是建立一個終身學習的觀
念，所謂終身學習是像我們這個
團體在台灣是屬於一種比較新興
的活動，因此我們的很多經驗，
是來自於先進國家的經驗，我希
望學到國外良好的經驗，而不要
引進了壞的經驗，因此我們要建
立一個好的學習態度，經常不斷
的自我檢討，讓我們整個會譽發
展方向，能夠得到社會的肯定，
甚至得到社會大力的支持，那我
相信對整協會，會形成良性的循
（下期待續）

第五屆理、監事捐款名錄：

之任期同。
三、本會置輔導理事長一人，為
新任理事長會務運作之諮詢
顧問，由前一任卸任理事長
當然轉任之，任期與新任理

【接第二版】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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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之任期同。
四、本會得由理事會提報本會會
員及遺眷對本會有重大或卓
越之貢獻者，並依其事蹟經
由理事會通過後，分別追認
為永久榮譽理事長、永久榮
譽副理事長、永久榮譽理
事、終身榮譽會員不等。

聲明啟事
第四屆理事：
林百鍊、吳定海各捐款
10,000元。
第六次露營大會：
理事林偉立捐款5,000元。
因大會手冊未列印，特此
聲明。

常務理事 王明倫10,000元、
理

事 林宏昌10,000元、

賀
歐長泉先生（塑膠）為
台中地區聯絡處主任。
陳銘津先生（飛馬）為
彰化地區聯絡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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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壹、前言

世界露營總會(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 Camping

人自發性的意願來認識台

參加第61屆世界露營大會報告

et de Caravanning 簡 稱

首席會議代表：曾華山

F.I.C.C.)創立於1932年，目

第四版《專題》

代表團團長：陳盛雄

灣，在這個即將來臨的國
際相互依存社會(Globalism)，相信對於增進國際
之間的理解與認識是有絕

前為止共有34個會員國，51個協

對的幫助。

會組織，會員總人數超過兩百萬

肆、大會的活動

人，總會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

主辦世界露營大會除了加強各

理事會設理事10人任期三年，會

會員國之間的聯誼外，承辦國也

長一人，現任為芬蘭籍的Lars

可以藉此機會展示其當地的文化

DAHLBERG。副會長二人，分

特色，因此在為期十天的大會期

別為英國籍的 Bob BLACK，以

間，每天下午及晚上均會安排各

及德國籍的Hans-Josef

種節目，例如英國爵士樂團、歌

GLESEN。總會自1933年舉行第

劇、蘇格蘭舞、輕音樂團、交響

一屆世界露營大會開始，除了在

樂團以及提供兒童、青少年的特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停辦七年

種機車表演、中古車展、球類比

外，每年分別由會員國爭取主辦

賽、中古騎士表演、還有每天晚
國旗在會場飄揚

大會，總會為求主辦國有充裕的

上的迪斯可等，大會還安排免費

準備時間，主辦權的決定是在三

的大會期間做為住宿的場所，團

場，有的以整齊劃一的制服進

公車每半小時由營地和林肯市四

年前。今年的大會由英國的露營

員在住進分配的露營拖車後隨即

場，浪漫的義大利人則是穿著單

個據點對開，以提供露營者參

車協會（The Caravan Club）主

展開營區的佈置工作，將台灣帶

純的T恤，沿途以吉他伴唱，載歌

觀、旅遊、採買之需。在林肯市

辦，（註：英國共有四個協會參

去的天幕搭架起來用以接待友人

載舞營造熱鬧的氣氛。韓國則是

加 總 會 ， 分 別 為 The British

及團員的休憩之用，並將觀光局

為了爭取2002年主辦世界露營大

Federation

提供的台灣宣傳海報，準備的國

會，因而由政府支援派出民俗藝

of

Camp

and

Caravanning、The Camping

術表演團參加。本會以“體

and Caravanning 、

The

驗自然在台灣”的手繡T恤外

Motor

加協會專有的棗紅色露營背

Caravan

Club

及

心繞場一周，接受各國的熱

Caravanners Club。）
今年的大會假英格蘭東北部林

烈歡呼，在繞行場區的時

肯郡舉行，場地為馬場兼農業展

侯，團員手中所持的小國旗

示場，佔地近百公頃，全區均是

則是各國友人的最愛，紛紛

翠綠的草坪，四周綿延著小麥田

前來要求交換，所幸團長早

的景觀，呈現典型的英國鄉村景

佈置得美倫美煥的代表團營區

色。今年大會共來自世界31個國

有準備，此次共帶了兩百面

以蒔花裝飾的小巷

小國旗，除了場地佈置及預

為迎接一萬餘人的各國訪客，市

家、一萬八千餘人參加，可謂盛

旗、會旗配合氣球的造型將營地

留50面外，其餘都被交換一空。

上大街小巷窗台都以蒔花佈置，

況空前。

佈置得美倫美煥，不時吸引路過

這種透過社團活動，啟發國際友

顯得生意盎然，讓人有很想再次

的國際人士。

造訪的良好印象，這也是當地觀

世界露營大會是一種成年

光局所主導促進地方觀光事業發

人以家庭為單位的露營活

展的手法之一。

動，它不像童子軍的青少年

伍、各國的酒會

野營方式，在歐洲的露營者

大會期間，各參加國或各個單

大都使用露營拖車或露營

獨協會為推廣本國歷史、文化、

車，兩者合計約佔95％以

產業或是純綷的聯誼活動都會舉

上，使用營帳式露營者不到5

辦或大或小的酒會、茶會，廣邀

％。由於拖車內的設備齊

獲得最高榮譽全體合影

全，包括寢室、客廳、廚
歐洲露營者選用露營拖車者眾
貳、來自台灣的代表團

各國會議代表或友人參加，其中
特別是為了爭取後三年的主辦權

房、衛浴設備等，就像居家
一樣舒適，因而重視休閒生活的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為擴

歐洲人，大多採用露營拖車的露

大參與國際活動，由名譽理事長

營活動方式，拖著它就好像拖著

陳盛雄和前理事長曾華山率領32

一棟活動的別墅任意遨遊於歐洲

位家庭成員參加，代表團於7月29

各地。

日出發，在曼谷轉機於次日清晨

參、大會開幕式

抵達倫敦後，專車前往大會營地

開幕式是整個活動的重頭戲之

報到。此次代表團共租用露營拖

一，各國都巧盡其思的展現本國

車9部以做為全體團員在為期十天

的特色，有的以傳統的服裝上

韓國為爭取2002年主辦世界露營
大會選派民俗技藝團參加

由蘇格蘭主辦的大型聯誼酒會

露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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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待組則忙於準備接待用

會議廳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今年

揮動著國旗，各國友人也都以最

品。此次酒會除了當地採買的以

適逢改選年，除一般年度工作報

熱烈的掌聲來慶賀我們獲得此一

外也從國內帶去了不少中式的食

告、財務報告及通過新會員入會

榮譽。頒獎完畢，全體齊唱驪

品，例如炒麵、炒米粉、綠豆

案外，今年登記競選的理事共有

歌，大家手牽手、互道珍重再見

糕、鳳梨酥、棗泥酥、小月餅還

14位，經過投票結果，由芬蘭、

並盼明年彼此能夠同樣健康而愉

有在機場採購的竹葉青酒、清香

葡萄牙、加拿大、日本、法國(新

快地在德國相見。

高梁酒、紹興酒、烏梅酒等台式

任)、德國、英國、荷蘭、愛爾

玖、結語

德國為明年的大會熱身，請來巴伐 酒類。下午各組開始分頭進行，
在全體的分工合作下發揮團隊精
利亞的長管號角表演

蘭、挪威(新任)、十位當選，由於

世界露營大會是一項沒有政治

登記競選會長只有一位，即現任

色彩、不分種族、不談階級的純

國家，都會擴大舉辦，例如：今

神，將會場及酒會用品準備得既

芬蘭藉的Lars DAHLBERG，因

休閒性戶外活動，在歐洲已經發

年為爭取2002年主辦權，共有韓

豐盛又美觀，七時不到已經有不

而全體鼓掌通過，隨即指派二位

展六十餘年的歷史，它是一項最

國、加拿大、和比利時三個國

少客人開始在門口排隊等侯進

副會長，亦由現任英國和德國連

為普遍、也是參與人口最多的戶

家，分別舉行了盛大的介紹酒

場，不到半小時，整個會場已經

任。最後議程是決定後三年，即

外休閒活動，本會本著社團法

會，加拿大擬做為主辦地的市長

擠滿了各國貴賓，原本預計300人

2002年的世界露營大會主辦國，

人，從事社團外交乃是國民應盡

還親自出席主持酒會，韓國則由

的酒會，竟然爆滿到超過500人，

由於分別有亞洲地區韓國申請於

的一份力量，然而要在國際舞台

觀光局主導選派民俗技藝團前來

所幸糧食組的準備充分，不時的

五月中旬舉辦以配合世界盃足球

上更加宣揚我們的文化，增進國

會場表演舞蹈等。其次是明年大

補充餐點，讓為時二小時的台灣

賽，美洲加拿大則提出於六月下

際人士更加深入的理解我們，則

會的主辦國為吸引更多的露營者

之夜酒會，在賓主盡歡的情況下

旬舉辦，歐洲的比利時則提出於

期望政府相關單位能夠惠予更多

前往參加也會主辦盛大的酒會，

畫下完美的句點。忙了一整天的

八月初循往例舉行，主席提議既

的協助，並建請政府在參加明年

例如將主辦明年大會的德國，地

全體團員正為收拾殘局而煩惱

然分屬三個不同洲，而日期又是

德國的大會時能夠惠予支援下列

點選在巴伐利亞區的湖畔，除了

時，沒想到一群國外好友都動起

分開，很難做成統一性的表決，

事項：

精美的宣傳摺頁外，還請來了當

手來幫忙，收拾好場地當然全體

不如2002年就分別由三個國家，

一、惠請外交部支援小國旗500

地具有特色的長管號角和巴伐利

又聚下來對飲聊天，不過這回是

分別舉行三次世界露營大會，分

面，並補助會議代表機票及

亞舞蹈團的表演。因此營區內，

由他們負責煮咖啡來招待工作人

別為64屆在韓國、第65屆在法

生活費用。

每天到處都充滿了喜悅的氣氛、

員了。

國、第66屆在比利時，通通有

樂聲、歡樂聲、人與人之間的交

柒、會員代表大會

獎，皆大歡喜。

往聲，呈現一片國際村的景象。

8月4日總會假林肯市遊客中心

捌、獲頒最高榮譽獎

二、惠請外交部酌予補助“台灣
之夜酒會”經費。
三、惠請觀光局印製台灣風景海

為期十天的露營聚會也

報(今年都以手繪的民俗活

本會為宣傳台灣的文化以增進

就在這緊湊而充滿歡愉的

動，外國人根本不暸解其意

各國對台灣的更進一步了解，乃

喜悅聲中漸漸消逝，8月7

義)。

訂於8月2日傍晚七點舉辦“台灣

日舉行大會閉幕式，由大

四、惠請文化建設委員會支援民

之夜酒會”，當天一早在英國友人

會主席及林肯市長致簡單

俗技藝表演團體隨團參加大

的協助下，採買組先到鎮上採購

的謝辭後，大會宣布今年

會。

酒會用的食物、點心、飲料及杯

獲得表現優異的前三名，

五、建請政府相關單位派員隨團

盤用具，炊事組則向義大利友人

誰也沒有想到宣佈第一名

參加活動，以增加對於露營

借來大型的瓦斯爐和煮義大利麵

最高榮譽獎的竟是由本會

旅遊及世界露營大會的真正

獲得，全體團員雀躍般地

內涵。

陸、台灣之夜酒會

台灣之夜酒會的一角

用的大鍋，場地組則開始佈置場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本會首度組團參加世界大露

庭，團員於下午八時搭乘泰航班

屋後連接大片森林，處處環繞著

接我們，他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

營，於台北時間七月二十九日下

機，經曼谷轉機，前往英國倫

大大小小的湖泊、極為美麗，在

後移民英國，為人極為熱心，服

午六時，三十二位參加本次活動

敦。

落地前的短短幾分鐘飛行，我們

務也很熱忱，他有一輛小巴士可

的代表團團員陸續抵達中正國際

由於多數團員未曾到過英國，

看到了許多高爾夫球場、足球

以替大家安排旅遊，上了巴士，

機場。康得旅行社沈總經理與許

在卅日上午六時卅分班機飛入英

場、網球場，充分顯示英國是一

一路上往劍橋學區行駛，英國與

副總經理前來機場替我們辦理出

國領土時，大家都特別留意這個

個熱愛戶外活動的國家，且居住

紐西蘭(本會曾組團參加紐西蘭世

關手續，由於出發前已開過多次

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她

品質極為優良。

界大露營)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她

說明會，團員對這次活動的情況
大致上都已了解，在許副總的簡
短說明注意事項後與前來送機的
伙伴合影，前來熱情相送的伙伴
有：游祥鑑副理事長、郭中明副

們都是處處美景，有若圖畫，但
英國多了一些古老的建築，在自

六十一屆世界大露營 記實(一)

熱情相送暢遊劍橋校區
代表團副團長派普

理事長、張志鵬常務理事、葉銘
雄常務理事、徐哥、徐嫂、疏洪

然與古樸中充份協調。劍橋校區
是一個舉世聞名的大學校區，來
到這裡充份感受到她的寧靜，人
們彬彬有禮，大家說話都輕聲細
語，幾個著名的景點，學院及建

道、名譽理事雅哥及國際事務委

的艦隊縱橫四海，所向無敵，建

本團此行活動分為二個部份，

築我們都一一遊過。英國觀光事

員會柯富鍾主委，本次活動新入

立了日不落之大英帝國，首先進

一是露營活動，二是英國旅遊。

業極為蓬勃，前來劍橋參觀的觀

會的會員有余鍚元、錢亨啟、吳

入眼簾的是濱海農業區，接著是

出了海關負責我們英國旅遊的專

光客絡繹不絕。

松明、羅榮春、鍾宜芳共五個家

大型的住宅區，屋前有大花園，

任導遊梁巍先生，已經在機場迎

露營車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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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八十八年十一、十二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11月6日~11月7日

動

名

廟宇巡禮

稱 營
石碇雲台山

11月份慶生會
11月12日~11月14日 第八次(1999)全國家 福德休閒農場
庭汽車露營大會

037-225510

地 集

合

地

點 承

辦

單

自行前往

營地開發委員會

石碇往平溪方向

少校、斑鳩

位

活動摘要

研訓項目

登山、健行、森林浴

請於報到時間內自行 大會籌備會

請各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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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

11月20日~11月21日 茶園風光之旅

11月27日~11月28日 認識藥用植物

坪林

自行前往

活動推廣委員會

新石門營地

坪林往闊瀨方向

青山、雅哥

崑崙山莊

自行前往

研習訓練委員會

茶鄉健行、品茗

鄉土藥膳小吃

台3乙線約7K處轉童 好馬、尖筆山

藥浴、健行

話世界方向

露營拖車介紹及上路安全
講習

12月4日~12月5日

地質景觀探索

北投貴子坑

自行前往

12月份慶生會

秘書處

參觀特殊地質景觀

溪尾、鐵路

專人講解水土保持，生態
環境
國內外露營車及汽車營地
介紹

12月11日~12月12日 農莊休閒之旅

仙湖農場

12月11日上午9點西 東帝士
螺休息站

紅螞蟻
傑克

12月11日~12月12日 賞楓之旅

馬那邦山

自行前往

會員擴展委員會

登馬那邦山楓林小徑，賞

台3線 大湖舊街轉苗 小葉

深秋楓紅小葉，聞陣陣飄

61，約10K處過中興 CP

逸楓香，大湖水

鼠~嘗

橋右轉上
12月18日~12月19日 溫泉探勘之旅

馬槽

自行前往

營地開發委員會

陽 金 公 路 過 馬 槽 橋 三明治

(勘察營)

洗溫泉、土雞品嚐、登山
健行、自備飲用水。

後 ， 約 1 . 8 K 左 轉 進 三羊
入
12月25日~12月26日 賞楓之旅

12月25日~12月26日 客家古厝巡禮

疏洪道

霧社楓林

12月25日上午9點南 台中辦事處

茶葉農場

開工商對面

鐵馬

九斗村休閒農場

自行前往

活動推廣委員會

03-4772249

114縣道中壢往新屋 多多、好馬

25日晚7:00會餐聯誼

方向過14K後直走

單車鄉間小徑自由行

賞楓、品茗、森林浴

請各家庭備二道佳餚，於

有機蔬菜培育觀摩、品
嚐、池塘垂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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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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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7月10日至7月11日

※星空野營，是露營休閒者最佳的寫照，相逢

＜活動名稱＞露營休閒車博覽會

自是有緣，北、中、南的伙伴們，有此機會

＜活動地點＞國父紀念館

在這遼闊的山谷之中，星空之下，聚在一

＜承辦單位＞丁守中國會辦公室、健康電台、

起，介紹自已，推薦別人，聊聊現在談談未

本會
＜車輛統計＞65輛
＜人數統計＞大人95人、小孩60人 共155人

第七版《活動》

來，讓咱們的活動空間更加寬廣，友誼的手
伸得更遠，伙伴的心更加聯繫在一起。

活6動1 花3絮B 活N 動V 花5絮
＜活動日期＞7月31日至8月1日
※青青的草皮，整齊的道路，一望無際的露營

＜活動名稱＞青山綠水夏日行

場，排列著各式各樣的露營車，各會員國的

＜活動地點＞長青谷營地
＜承辦單位＞會員擴展委員會、DJ、高興

國旗、會旗、車隊旗，隨風飛舞，穿著不同
服飾的各國代表，其間，和藹的笑容，輕聲

＜車輛統計＞32輛
＜人數統計＞大人55人、小孩32人 共87人

的問侯，多麼的溫馨，場地設施的完善，貼
心的設計，更是應有盡有，這般境界離世界
大同，應是不遠了。

活6動1 花3絮B 活N 動V 花5絮

※炎炎夏日，在這都市欉林之中，猶如大火爐

＜活動日期＞8月21日至8月22日

般的燒烤著，愛好露營休閒的伙伴們，頂著

＜活動名稱＞北橫山水之旅

陽光，站在高溫的水泥地上，汗流夾背，為

＜活動地點＞彩霞谷營地

的是把我們最好的戶外生活展示在國人的眼

＜承辦單位＞營地開發委員會

前，雖然無法在國父紀念館前過一夜，但也

＜車輛統計＞32輛

有著充實、驕傲、值得懷念的一天。

活6動1 花3絮B 活N 動V 花5絮

※在無限的天空中，它穿過重重阻礙，暢行無

＜活動日期＞7月17日至7月18日

阻的交談，唯無線電對講機，咱們的露營活

＜活動名稱＞紅樹林知性之旅

動，無論在車行之中，或進駐營地期間，都

＜活動地點＞霖園露營休閒農場

是不可或缺的，人手一支不迷路，營地不怕

＜承辦單位＞營地開發委員會、阿米哥、溪尾

找不到，但忽略使用規則，往往功能大打折

＜車輛統計＞70輛

扣，如何使用對講機，由雅哥來細說分明，

＜人數統計＞大人101人、小孩75人 共176人

老少咸宜普遍級，聚精會神不用急，感謝研

＜人數統計＞大人56人、小孩43人 共99人

習訓練營，輕鬆上路快樂行。

活6動1 花3絮B 活N 動V 花5絮
※青翠的山峰，美麗的山谷，走在北橫的路

＜活動日期＞8月7日至8月8日

上，享受人間美景，吸收大地精華，一路走

＜活動名稱＞夏日親子活動營

來，清爽無比，理事長的新車也於今天處女

＜活動地點＞汐止姜子寮基地
＜承辦單位＞營地開發委員會、少校、山豬

航，將帶領著我們航向戶外走向高山，讓咱
們露營休閒車協會，更上另一高峰。

＜車輛統計＞35輛
＜人數統計＞大人61人、小孩45人 共106人

活6動1 花3絮B 活N 動V 花5絮
＜活動日期＞8月28日至8月29日

※捷運電車的隆隆聲，伴隨著鳥叫蟲鳴的歌

＜活動名稱＞鳥嘴山訪神木之旅

聲，在這佈滿著國寶的植物水筆仔的溪水河

＜活動地點＞錦仙世界

畔，陣陣海風吹拂而來，卻也趕不走炎炎夏

＜承辦單位＞活動推廣委員會、大北、合成

日的悶熱，星空之下三五成群，聚集乘涼，

＜車輛統計＞28輛

互訴心曲，讓這漫漫長夜在談笑聲中，漸漸

＜人數統計＞大人52人、小孩36人 共88人

的趨於寧靜。

活6動1 花3絮B 活N 動V 花5絮
＜活動日期＞7月24日至7月25日
＜活動名稱＞全國汽車大露營勘察營

※今夜的慶生會，有點不尋常，整齊的列隊，

＜活動地點＞福德休閒農場

宏亮的歌聲，不一樣的笑聲，

＜承辦單位＞大會籌備會、多多、青山

見可愛的小朋友及美麗的1/2們在隊伍之

＜車輛統計＞73輛

中，原來明天是父親節，讓這群為事業為家

＜人數統計＞大人126人、小孩87人 共213人

庭打拼的好好先生，提早一天過他們的節

J！，怎麼不

日，1/2們感謝妳們的安排與祝福，並祝妳
們永遠青春美麗，全家歡樂度週未營。

活6動1 花3絮B 活N 動V 花5絮
＜活動日期＞7月30日至8月8日
＜活動名稱＞第61屆世界大露營
＜活動地點＞英國林肯郡營地
＜承辦單位＞FICC世界露營總會
＜車輛統計＞本會FCCC9輛
＜人數統計＞32人

※清風徐來，涼爽無比，清晨的營地，顯得多
麼的寧靜，早起的伙伴，已結伴出發往目的
地鳥嘴山頂前進，崎嶇的登山步道爬來汗流
夾背，標高近1500公尺，來回3小時的行
程，難怪中途就有不少伙伴折返，留在營地
的伙伴，亦不時的往山上望，期待早點登頂
成功，凱旋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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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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德國小 ●
二戶所
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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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