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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然
反生負面效應。

永然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法律叢

相信對於大多數的人而言，打

刑杖羅列，「威武」之聲令人不

官司、上法院是戲劇裡才會出現

寒而慄的突梯森冷氛圍。當然，

在另一方面，法律條文過分詰

書，成立永然法律研究中心傳授

的情節，而那畫面總難跳脫窮凶

時至今日，法院已不若已往衙府

屈聱牙，教人望而生畏，使得一

法律知識，設立法律網站為各地

惡極的罪犯，與涕泗縱橫的被害

宅第教人退避三舍，律師的價碼

般民眾要直接透過法律條文之研

民眾解疑，其念在茲，無不為求

者，就是帶著些許血淋淋且淚潸

也因市場競爭壓力而有較「中產

讀一窺法令梗概，勾勒立法精神

讓法得走入市井小民心中。當然

潸的黑社會與悲情的色彩，彷彿

階級化」的行情，但如果對法院

全貌，仍顯相當困難；甚或法律

期間亦因個人律師的身分而沾惹

只要是清白人家善良百姓，是一

與律師生態仍一問三不知，臨陣

專業出身者亦莫衷一是，各有各

各方不同的意見，認有開發案件

輩子都不會碰到對簿公堂這檔子

哆嗦打顫胡言亂語者也是大有人

的解釋說法。也是貫徹將法律落

之嫌，惟得失盡存吾方寸之間，

倒楣事。至於聘請律師，則更是

在。

實在日常生活當中所難以突破的

擇其善而固執矣。然而，法治化

桎梏。

社會機制的建立，非一人得以螳

天方夜譚，律師金口一開一字一

執業二十多年來，處理過形形

句都是錢，走一趟律師事務所總

色色的案件，遇過各行各業的當

執業多年來，個人始終以推動

臂當車，須社會整體資源的整合

是要花錢！

事人，發現不管案件大小，幾乎

法律平民化、普及化為職志，其

與相關機制的連結方可終底於

也許由於以往的刻板印象使

所有當事人，從販夫走卒到達官

乃因在吾等周遭目睹「不知者有

成。個人現擔任理事長，也同樣

然，使得一般民眾遭遇必須親身

仕紳都有臨淵履薄心生畏懼的失

罪」的事端不斷重演，無數當事

冀望會員能共同重視「法治」，由

面對法院與官司纏身時，才茫然

常表現，這一方面可能導源於心

人因對法律的陌生而身陷囹圄者

知法到用法。

如急轉之陀螺，亂了方寸。話說

理建設不足，怕臨場應對雞同鴨

眾，是以不斷透過演講、廣播、

時值歲暮，千禧即屆，祈法律

回來，若不是有過上法庭的經

講；而另一方面，則宥因於對法

報章雜誌專欄的方式，將法律的

平民化與普及化得以長足發展，

驗，一般人腦海中歷歷閃現的畫

院生態的陌生，把法院的角色過

觀念透過不同的管道與閱聽者建

乃全民之福！

面總還是有點包大人清官升堂，

度神化了，以致於得失心過重，

立互動關係，並且更進一步成立

第八次全國家庭汽車露營大會圓滿結束

感 謝 熱 心 贊 助
贊助單位

14、中華民國民俗技藝協會

1、苗栗縣野鳥學會

15、葉登貴先生

2、苗栗縣愛鄉協會

16、圓墩歌舞團

3、苗栗縣體育會馬術委員

17、苗栗縣環保局

羅瑞玫

小姐

會
4、合膠工業有限公司
5、福德休閒農場
6、國立聯合技術學院環保
服務社

18、聯合技術學院

張坤森

教授
19、佳能工作室 吳武雄(環
保水火箭)

7、國衛傳播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8、鶯歌陶藝工作室
9、柯富鐘先生

贊助廠商
1.大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張
志鵬(金瓶)

10、公館鄉產業休閒聯誼會

2.蝸牛俱樂部/林偉立(北醫)

11、福德社區發展協會

3.安公子露營休閒用品專門

12、開礦村社區發展協會
13、苗栗縣農經發展協會

店/安定東(安公子)
4.陳河臨先生

撰稿:老K
因921大地震而延期至11月12，

接參加的所有家庭。 隔天一大早，在

13，14日舉行的全國大露營，在這延

主委多多及執行長青山和副執行長大

後的兩個多月中，讓所有的工作人員

象的帶領之下，各就定位，開始忙錄

都因這次的災變，更背負了沉重的心

的正式工作，只見參加的家庭及車

情與壓力 ; 哀悼，停辦，退費，協辦

輛，一部接一部的在報到組及場地組

單位變化…等，許多的變化與建議，

的指導之下，順序的進入營地，原本

讓所有的工作人員們為此不知多開了

空曠的大草原，一下子熱鬧了起來，

多少會 ! 多打了多少通電話 ! 還好在

只見工作人員熱情的幫剛到的家庭搭

政府"重建家園，步上正軌"的政策指
導及全國共同的努力之下，所有的活
動很快的恢復了往日的狀況與活力。
也讓這次的大露營能在11月12-14日
順利舉行，圓滿結束。
"福德營地"雖然工作人員已去過
四、五次了，但為了把這次活動能辦
的盡善盡美，他們還是前一天就進
駐，並將一切準備就緒，張開雙臂迎

排列整齊的露營車，帳篷壯觀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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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帳，佈置營位，下午過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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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簡介

晚回味無窮而難以入睡。

遠處看營地，一字排開的露營

第二晚的聯歡晚會及頒獎，在

車，色彩濱紛的帳篷，穿流不息

最佳主持人"棒棒龍"精心的策畫

563

邱雲來

豐電科技經理

的人潮，讓會場充滿了如嘉年華

及帶領下，不論是現場的呼啦圈

564

孫光中

靜養醫院醫師

會般的熱鬧，所有的活動在活動

決賽，有獎的機智問答，串場的 "

565

林英志

社長

北醫

組長園丁，小葉及所有的工作夥

一咪壓壓"和傳統的客家歌謠等

566

曹玉貴

碗貴

合成

伴&聯合技術學院環保義工們的

等，都將會場炒的鬧熱滾滾，最

567

李芳雄

CPC

CP

辛苦帶領下，順利的按計畫一一

後在所有來賓一起下海同跳山地

568

高文政 大皖雄

多多

金帝冷氣

的舉行著。

歌舞之最高潮中結束，給每位參

570

吳逸文

螺絲

協良釘線經理

加的人留下了美麗又難忘的回

571

劉文山

阿標

振山種苗負責人

億。

572

宋隆正

編號 姓

名 台

號

鐵線
鴿子

推薦人

服 務 單 位 與 職 稱

佳億証券營業員
中國石油站長

青山

三天匆促又紮實的大露營，在
前任理事長華山兄，12日於香港
看到中國時報有關這次大露營的
的報導後，當晚專程由香港搭機
趕回參加，讓大夥們為之振奮不

理事長李永然律師專訪
（上期轉續）

李永然換跑道

出版事務委員會－法務部整理
機緣進入法律系，也讓李永然一

矣!下午過後，參加的夥伴們在依

李永然律師在國內外給人的感

依不捨的Bye-Bye聲中，互道珍

覺是一位很嚴肅的法律專業人，

求學歷程相當順利的李永然，

第一晚的大會式，在理事長李

重，並相約明年還要再參加，再

最近新換跑道，接任中華民國露

對高中校長邵夢蘭的教誨印象非

律師的主持下，首先頒發感謝狀

約更多的親朋好友們一起來參

營車協會理事長職務，將帶領喜

常深刻，而且認為那是他至今能

給協辦單位，並為本次活動的各

加，讓更多的人能享受這種最接

好露營休閒及休閒車等自然環境

有條不紊日理萬機的重要功臣，

工作小組負責人，獻上一束鮮

近大自然，最能增近親子感情的

者擴大服務領域。

花，並請他們將這束鮮花轉送給

知性又感性的露營活動。

盛況空前的單車競慢比賽

腳踏進法律的世界。

「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做

接掌新的職務後，立即面臨的

規定的事。」李永然認為，將這

他們的最愛"1/2們"，因為有她們

一次成功的大活動，要靠許多

工作挑戰就是舉辦「1999年全國

樣的教誨，應用於生活中，可以

的支持與幫忙，才能讓這些伙伴

工作夥伴們的犧牲與付出，在此

汽車露營大會」，將於中秋節三

使他充分在每種狀況下扮演好適

們全心投入這次的工作，讓近千

再次的向他(她)們致上十二萬分的

天連續假期帶領國內及世界露營

當的角色，不一心二用，也不勉

人的活動，能圓滿的完成。當晚

謝意與感激，更希望協會的所有

總會各會員國代表至苗栗縣公館

強自已做超過負荷的事。

的晚會，在本會最"妖嬌美麗"的

夥伴們，多給他(她)們些掌聲與鼓

鄉福德休閒農場分享自然之美。

女主持人"巧克力"的介紹下，將

勵，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我們

活動帶到最高潮，也讓好多人當

會做的更好。

本 會 顧 問

趙

永

清

本 會 顧 問

林

晉

章

現任：
●立法院陽光法案推動小組發起人
●立法院國改會 會長
●國際珍古德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陽光之友協會理事長
●消基會公共政策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義消協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顧問團團長
學歷：
●政治大學政治系法學士
●美國紐約大學政治學碩士
●美國政治管理研究院畢業
經歷：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講師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聖母峰遠征隊總領隊
●永和同濟會前會長
●立法院厚生會會長
●華中獅子會會長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畢
現任：
台北市議員
台北市圍棋文化協會理事長
台北市體育會棒球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移民品質保障協會理事長
台北市中山區林姓宗親會會長
台北市中山區朱園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經歷：
台北市台中縣同鄉會理事長
台北市工商經營研究社社長
中華民國露營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圍棋協會理事長
國際獅子會三00A二區91-92總監
台北市地方法院榮譽觀護人
台北市體育會溜冰委員會主任委員
台北市發明人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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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少輕狂的歲月中，李永然

談到加入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

也曾因為社團活動而疏忽了課

協會時，李永然表示完全是出於

業，但責任感使然，他總能在關

個人喜好及國際觀而已。他強

鍵時刻全力以赴。台大法律系司

調，除了喜好露營休閒車活動

法組大四那年，李永然為了準備

外，並需大力提倡此活動，讓大

研究所和律師資格考試，卯起全

眾認識周邊自然環境的重要性，

勁唸書，把大學四年的課程認真

有機會更擴及至國際間自然環境

的研讀，連等公車的時候都不忘

的保護工作，使台灣的人民建立

法條，而且到校內、外廣泛的聽

國際觀，走出自我並得到國外人

課，他要求自已每天背六條法

事的尊重；另外，參與此活動可

條，他相信記憶可以幫助理解，

增進家庭生活的互動，並擴大至

當時奠下的紮實基礎，事實證明

社會面走向健康的人生觀，建立

到現在都受用不盡。或許天底下

人與人之間互動關係，使社會更

真的沒有白吃的午餐，但真的認

祥和及安定。

真走過，也必然留下痕跡吧！

為了加強此觀念的導入，李永

在工作上李永然是百分之百的

然經過常務理事會決議，聘請立

投入與專注，因此我們對他才會

委丁守中、朱鳳芝、市議員林晉

產生犀利的印象，但離開辦公室

章、司法院大法官戴東雄及環境

之後，李永然就變成另一種溫和

專家周美惠等專業人員擔任該會

自在的模樣。一位賢內助和兩個

顧問，為協會添入更多新的生力

寶貝兒子，成了李永然的最愛。

軍。

可以想見每天工作超過十個鐘頭

可以犀利也可以溫柔－
李永然

的李永然，回到家必是十分疲

李永然回憶起自己的童年，由

個溫暖的家，可愛的家人，讓他

於家住在士林的市場邊，常常看

備，但他卻非常高興自已能有一
的人生更圓滿美好。

見警察和攤販彼此追遂的畫面，

李永然說，他一定把假日留給

開始對正義的角色產生崇拜情

家人，由於平常相處的時間不

結，而大學聯考因著填寫志願的

多，假日的相聚就顯得十分重
（續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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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三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會議重要決議案

討論提案

討論提案

(一)審核協會八十八年九月份財務收支案。

(一)審核協會組織系統表調整案。

說明：請蘇財務長報告財務收支情形。

說明：配合協會發展及會務運作，重新調整組織系統。

決議：通過

決議：如附件。

(二)審核協會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二)審核協會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說明：請會員擴展委員會楊主委報告。

說明：請會員擴展委員會楊主委報告。

決議：通過NO565.566.567三位入會申請，NO563.564待確認再通

決議：通過NO.563.564.568.570.571.572六位入會申請，NO.569待確

過。

認再通過。

(三)提報活動推廣委員會主委蕭添福辭職案。
說明：依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辨法第八條提報。

臨時動議：八十九年度全國家庭汽車露營大會，由：林永雄(錦慕)擔任
籌備會主委；郭中明(老K)、郭海榕(水龍)擔任副主委。

決議：通過；由曹副主委正輝暫代主委職務，蕭添福並續留活動推廣委
員會委員。
臨時動議：
1.葉常務理事銘雄：建議應提年度企劃及經費預算之詳細報告。
2.葉常務理事善湖：建議會訊出刊後應廣寄相關主管機關及新聞媒體。
3.張常務理事德源：為疏散週末營營地擁擠及新鮮度，是否可採事先向
活動主委報備准其另排活動，並將該次活動記錄給予計算。
4.郭副理事長水龍：對應張常務理事所提，建議應成立營隊管理辨法，
使得活動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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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家人一起去爬山、游泳，

準，得耗去不少心力，李永然認

很平凡的方式，卻帶給他很大的

為，如果能有懂法律，又懂管理的

滿足。而他的兩個寶貝兒子，也

人，擔任專業經理人的角色，應該

在他的耳濡目染之下，很有法律

更能事半功倍。當然這樣一來，能

概念，常讓大人哭笑不得，當然

推動的業務必然更加多元化。可惜

更懂得適時利用法律條例為自已

的是，目前台灣尚未有這般具體的

爭取權益，比如在小時候，媽媽

經營模式出現，李永然笑著說，真

想到樓下拿報紙，兒子就會對媽

的希望未來會有，這樣就可以做更

媽說：「你不可以把六歲以下的

多事了。

小孩單獨留在家裹。」媽媽沒辦

李永然把推動法律、普及法律

法，只好牽著他們兩兄弟一起下

做為自己此生的責任，他說常被

樓，像這樣的生活故事不勝玫

人問起，是否有移民的打算？他

舉，但聽李永然道來，卻滿臉幸

肯定的說：他愛這個地方，希望

福。

它會更好。如果你真愛一個地

李永然一直以為，人生的物質

方，應該不是一味的批評或逃

需求其實是很有有限的，錢只是

避，該是勇敢的迎向挑戰，找一

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是用來幫

個自己使得上力的地方，努力助

我們做事的，不該被它限制住，

它一臂之力，也許無法立竿見

他喜歡過簡單的生活，那更能讓

影，終能聚沙成塔。

人體會出箇中滋味，他常會告訴

李永然強調：「給自己理想，

自已，別把事情想得太美好，也

向自己的理想挑戰。」微笑中與

別把自已想得太偉大，不要脫離

他道別，他說要去趕赴下一場約

現實談理想，珍惜自己擁有的，

會，而我們真的被他的認真努力

創造自已堅持的夢想王國。

感動了。

本會陳名譽理事長應聘為
第64屆世界露營大會營地建設顧問

而隨著事業體的日漸擴大，一

結語「我所從事的任何活動都

韓國汽車露營協會(Korea Autocamping Federation)於今年F.I.C.C.

方面是李永然理想的遂漸實現，

脫離不了法律，但並不表示，我

世界露營總會年會上，爭取到2002年第64屆世界露營大會主辨權，韓

但是肩上的責任也愈來愈沈重，

只關心法律」。李律師用相當生活

國政府為配合2002年世界盃足球賽除了將大會選在5月舉行外，並積極

李永然說，現在它除了為自已、

化的漫畫方式教導小朋友認識法

籌建一個理想的露營地。

為家人負責之外，更必須對旗下

律，用專欄方式深入各大媒體，

一百多位員工負責。挫折往往不

以倡導法律的重要，即使已忙得

外，並在實務上規劃過無數營地的經驗，除了在國內，於日本、韓國等

是來自於專業領域，而是來自管

昏天暗地，他仍接受各界演講，

地也同樣深受重視，特別是去年發表的「生態露營地的規劃手法」論

理工作。

暢談法律與生活。李律師最常掛

文，更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在今年的年會上還特別受到推薦。

獨善其身對一向自律甚嚴的李永
然來說，不是難事，但要針對每個
員工，每個角色扮演的分寸拿捏精

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法律，
是保護懂法律的人」
。
(轉載自中國信託金卡會員專刊)

本會陳盛雄名譽理事長，在營地規劃上除了著作「露營地設施手冊」

此次韓國汽車露營協會為迎接第64屆世界露營大會將籌建一個新營
地，仍聘請陳名譽理事長為營地建設顧問，陳名譽理事長並將於12月5
日前往韓國實地勘察。

露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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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 921 集集 大地震 賑災
Globalism社會的來臨
來自日本 式陎饒怪萩懘
會30萬日圓的善款

"921"大地震先生
協 慨捐20萬日圓脤災

第四版《專題》

資訊委員會報告
主委：伍佰

有鑑於本會會員增加及各種資
料庫建立之需要，自本屆起增設

災區重建募款活動

資訊委員會。其主要業務為：(1)

提起大久保國－這對恩愛夫

921集集大地震發生迄今已經二

會員/會友資料庫之建立及維護，

此次921集集大地震舉世震驚。

妻，協會的伙伴們大家都還記得

個多月，這段期間本會會員分別

(2)協會運作之資料電腦化，(3)本

F.I.C.C.各會員國友人於地震發生

在「95年家庭汽車露營手冊」中

捐贈營帳、睡袋、照明器材、電

會網站更新及維護，(4)與外界相

不久後，紛紛來電及來信表達關

的那篇專訪報導，當時以年收入

池、日用品等物質，並且親赴災

關團體之資訊交流。

切及慰問之意，理事長己分別回

650萬日圓的他，在省吃儉用的決

區分發與協助，充分發揮同胞愛

資訊一日千里，目前本會網站

函致謝。

心下毅然買了600萬日圓的露營

的救援精精，然而重建的工作需

己開始動起來了，舉凡最新消

式陎饒怪萩懘茖騝|與我 車 ， 展 開 兩 夫 婦 的 悠 閒 露 營 生

要更長的時間和經費，本會再次

息、活動更新、活動剪影、留言

國保持良好的交往關係，在地震

活，由於他的名字「國一」和

呼籲「大家一齊來，奉獻不嫌

板等，都令人耳目一新。另網際

發生後的第3天，首先由其會員鈴

「921」的發音相同，因此在他車

少」，此次所募集之款項將結合國

網路之應用乃時代潮流，本委員

村剛志先生遠從日本攜帶二大箱

上就此釘上銅製的銘牌「921」
。

際人士的捐款，由協會組成工作

會將用心經營這個園地，同時也

日本

乾電池，在協會陪同下送往東勢

三年前他從卡車司機退休後，

小組親赴偏遠的災區做直接而有

希望大家撥空上網共同參與並歡

災區，在日本國內發動脤災捐款

藉由「國民年金」和老妻在鄉間

效的重建工作，讓我們再次攜手

迎提供改進建議。

活動，在一個月的期間共募集30

過著田園生活，大地震當天看到

發揮島民相互扶持的精神，捐款

目前本網站設有3個E-mail信

萬日圓，11月18日由陳盛雄名譽

電視新聞報導中大樓倒塌的畫

可直接交協會財務長或劃撥方式

箱：(a)網友web@fccc.org.tw.

理事長代表本會接受該項捐款，

面，即刻打電話來問候協會的會

辨理劃撥，即日起至89年元月15

，(b)秘書處：adm@fccc.org.

此次捐款共有28個團體與個人認

員是否安恙，隨即與老妻商量，

日止。帳號為15433998 中華民

tw.，(c)版主：mis@fccc.org.

捐，名單如下：

決定再次省吃儉用，慨然捐出20

國露營休閒車協會。劃撥單上請

tw.；如有任何建議事項或訊息公

萬日圓做為脤災之用，充分發揮

註明「921捐款」。協會連絡電話

告，請e-mail至上述信箱。另會

這種「戶外兄弟情誼的精神」
。

(02)25864114，傳真(02)25861759

員資料庫將建立電子信箱欄位，

義捐金協力者名單一覽
1.北海道 怪準懘矷陎雲s盟
2.明瀨一裕
3.橫 Z 式陎饒怪鉲矷陎
4.九州 式陎饒怪鉲懘陎嘎倆室暷
5.青森縣 式陎饒怪鉲懘茖騝|
6. 傑
| 怪鉲懘矷陎室暷
7.師岡文男
8. 犗| 掏匹懘說陎蚡暷~
9.島西 哲
10. 痀蝖陎甭暷腎怪鉲懘矷陎室暷
11.美濃白川 室式陎駍U里
12. 怪萩懘茠F海
13.東海 式陎饒怪萩懘蚡準懘說
14.大阪 式陎饒怪萩懘陎懘甭室暷
15.(有)大野路
16.佐 木誠造
17. 洋海 Z公園 式陎饒怪萩懘茬
18. 四國 式陎饒怪萩懘陎懘甭室暷
19. 痯饒腎磈滿陎
20. 只見町青少年旅行村
21. 古閑良子
22. 竹本孜
23. 吉備高原建部家族旅行村
24. 靜岡 捚{ 裀獢
25. | 褘腎{ 怪萩懘矷陎
26.
l
k e Q f 怪萩懘荍
27. 石川縣 式陎饒怪萩懘茖騝|
28. 齋藤利英
(社)日本 式陎纂E 怪萩懘茖騝|

下次當他造訪台灣的時候，請

請各位會員將您的電子信箱地址

記得不要再叫他「大久保先生」，

e-mail給秘書處以便輸入資料

而應改他為「大地震先生」！

庫，如此您將可以得到第一手訊
息。最後歡迎有興趣的會員共同
參與本組業務。

房子垮了，但帳篷不是永久的住
家讓我們共同攜手來重建家園
921大地震先生的愛車銘牌和愛妻

露營休閒車夥伴們
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修正的應有認識

交通部推動「開放露營及休閒用
拖車上路」，修改《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已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
十三日修正公布並施行。
露營休閒車夥伴們，如果有附
掛拖車，對於下述規定必須暸
解。首先應分辨「重型拖車」及
陳名譽理事長代表本會致贈感謝牌
「輕型拖車」，依《道路交通安全
由日本 式陎饒怪萩
茖騝|長谷川 規 則 》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九 款 規
純三會長接受
定：拖車係指由汽車牽引，其本
李理事長表示，從此次地震發
身並無動力的車輛，依其重量等
生迄今各國友人所表現的「露營
級區分，總重有750公斤以上者為
無國界精神」，也正是我們迎向21 「重型拖車」，未滿750公斤者為
世紀所謂的Globalism(相互依存) 「輕型拖車」
。
社會的地球村精神。對於這些難
其次，如小型車所掛輕型拖
能可貴的善款，將配合本會的捐
車，除前述對於重量之限制外，
是否尚有其他限制？依《道路交
款，親赴災區做最為直接而有意
通安全規則》的規定，尚有下述
義的災後重建工作之用。

李永然律師
限制：
1、全長：小型附掛的拖車不得超
過六公尺；
2、全寬：全寬不得超過2.5公尺，
但後輪胎外緣與車身內緣的距
離，小型車不得超過10公分；
3、全高：小型車不得超過全寬的
1.5倍，其高不得超過2.5公尺。
4、段差：小型車及其所附掛的拖
車，段差不得超過15公分。
5、小型附掛的拖車前後端尖角，
側面突出物應合乎規定。
6、小型汽車附掛的拖車應僅限於
裝載「露營及休閒遊憩用具使
用，且車門應能關閉良好，物
品應捆紮牢固。」
7、小型汽車裝置休閒運動器材的
固定式置放架，應經「安全檢

驗」。
由以上說明，可知《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此次修正確實在積極
推動「開放露營及休閒用拖車上
路」相關法規，而露營休閒車的
夥伴們也應「知法、用法」！ (本
文作者為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理事長，永然法律事務所所長)

附記：有關「開放露營及休閒
用拖車」上路之相關交通法規在
協會多位先進前輩多年來與有關
單位歷經無數次的開會溝通努力
爭取，終於是開花結果，讓我們
得以平安無虞的拖著拖車暢遊四
方，在此謹以此篇幅來表達感謝
與肯定各位前輩先進努力付出。
感謝！再感謝！

第五屆國際露營會議
明年10月2日~8日東京舉行
國際露營聯盟(International
Camping Fellowship)設 於 美
國，目前共有14個會員國，每三
年舉行一次國際露營會議。
大會期間，均由專家、學者發
表相關論文及研討。第五屆由日
本露營協會承辨，有意參加伙伴
請與協會聯繫。

露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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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頂帳篷之選購與保養

第五版《藝文》

蝸牛俱樂部北醫

"車頂帳篷"顧名思義是一種可

蓋上防水外套，增加不便與危險

上的經驗，且經沙漠、雪地、寒

年限。FRP硬頂式車頂帳切勿使

拆裝，並架於車輛或小拖板車

性(雨天更難避免)所以箱型車的車

帶、雨林的測試，亦經國際認證

用酸或鹼性清潔劑清洗，可使用

上，可供睡覺休息的露營休閒配

主儘可能選擇上下開合式車頂帳

品管而成，常有人懷疑車頂帳的

中性沙拉脫或中性清潔品稀釋後

備，要選購車頂帳前；先要暸解

會較安全且便利許多，且硬殼式

安全性，我常笑說：「外國人最

擦拭一番，再用清水沖洗。雖然

自己本身的需要，就寢的人數、

車頂帳篷內附有電燈，照明不受

怕死，會掉下來早就掉下來了。」

FRP並不怕酸、鹼物質侵害，但

大小、長寬高、重量，方便性材

影響。

會員、會友使用者廣泛，以最早

其表面會漸漸失去光澤度，更不

質優劣、價格...等，市售有2人、

車頂帳蓬雖然價格不低，但經

引進的Air-camping為例，會員中

可以直接踏在車頂帳上，以免破

2大2小(3人)，2大1小多種型式種

常使用者不但合算亦是相當便利

更有人使用了五年之久(ex：小

裂漏水，千萬不要使用潑水劑或

類。以小轎車或吉普車來講，因

的露營器材，使用快速便利，不

葉、二佰、溫度計...)現換行李

防水劑噴灑來防止帆布的滲水，

車內空間有限，車頂帳可選擇2大

必睡在地上，不怕淹水潮濕...等

架，移到新車繼續使用中，足可

以免造成布材硬化，久之失去彈

2小較符合全家大小同睡的原則，

有太多的好處，車頂帳篷，大多

見其耐用性。

性，產生破裂，使得原本透氣的

父母也較易照顧小朋友，當然夫

為防水透氣布所縫製，甚至還有

車頂帳長期不使用或連續大雨

布料變成不透氣的狀態，形成悶

妻2人可以選擇二人份為宜，又以

防紫外線塗裝，一頂車頂帳篷的

返家後，最好選擇晴天，將車頂

熱的現象。談了許多有關車頂帳

箱型車而言，其選擇就較有彈

優缺點，完全取決於材料的選

帳打開通風一番(假若週未營每週

的林林總總不外是想讓會員會友

性，因車內可就寢2~3人，故可選

用，車頂架與車頂帳篷的承載重

參加者則可免了)，可避免發

窶

們對車頂帳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擇使用2~3人份即可。若是高頂車

量與強度亦經過嚴格的計算與設

生異味(產品不同亦會影響，依時

若有疑問可電(02)86632066找林

輛，因為車高較不適合折合式的

計，經年累月的測試改良所研製

間長短而定)帳篷內的枕頭或床墊

偉立（北醫）
。歡迎指教

車頂帳篷，因需爬上爬下收合並

而成，國外製品都有使用10年以

亦應定期清洗曝曬，可確保使用

"休閒車辭典"

(北醫整理製表)

1.Wagon
旅行車

EX：Mondeo Soho

有房車的操控性，行李箱較大、房車平時可代步、

三菱 Libero

載人

速霸陸 Impreza

空間有變化性、大小不如MPV

/http://www.rvclub.com.tw

越野操控性，不如SUV
2.MPV
箱型車

(EX：Windster、RVR、

具房車操控性

Space Gear、Quest、Hiace、

空間變化性大，適合全家一起出遊

Air - Camping

T4 )
3.SUV
吉普車

(EX：Jeep.CR-V.Rodeo、

四輪軀動越野車著重於越野性能

Discorery、Pajero、Qx4

空間一般較MPV小

RAV4、Cherokee)
4.RV
露營房車

(EX：RV-stor、RV-life、多

車上有如小套房，衛浴、廚、床、桌椅一應俱全

莎、多芬...等)

國外亦有4×4及Pick-up等車種

兒子負債，母親的房子會被查封、拍賣嗎？

馬哥利那

壹佰萬元，由其母親張媽擔任連

張大之母為連帶保證人，且名

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法

帶保證人，張大生意失敗，張媽

下有房子一棟，銀行一般會先運

院判決銀行勝訴，並確定後，則

第五屆理監事
捐款名錄

名下還有一房子，他擔心房子遭

用「假扣押」，將該房子查封(參

亦可得「執行名義」
。

李永然 (律師)

$66,000

拍賣，不知法律的規定如何？

見《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二

三、法院的假執行判決：銀行

盧慧郎 (犀牛)

$10,000

如於判決未確定前，即已先獲得

葉善湖 (藍寶)

$10,000

勝訴判決，法院遂為依職權或供

廖振雅 (DJ)

$20,000

法律小常識

問題：張大向銀行借錢新台幣

解析：按張大於向銀行借貸

帶保證人求償！

條)。

李永然律師

可以向法院民事庭起訴(參見《民

時，銀行要求張大提供「連帶保

不過銀行如欲將該房子拍賣，

證人」，張媽乃擔任，並與銀行成

還須先依法取得「執行名義」(參

擔保假執行(參見《民事訴訟法》

張德源 (多多)

$10,000

立「連帶保證契約」；而保證人

見《強制執行法》第四條)，諸

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二

郭海榕 (水龍)

$20,000

則係於債務人未能依約向債權人

如：

條)，此亦得為「執行名義」

陳盛雄 (毛利歐) $20,000

清償時，由其代負清償之責；又

一、確定的民事支付命令：銀

不過如果保證人先代為清償，

郭中明 (老K)

$20,000

「連帶保證人」依法也無「先訴抗

行可以利用《民事訴訟法》第五

一旦清償完畢，也可以免去房子

葉銘雄 (小葉)

$20,000

辯權」(參見《民法》第七百四十

百零八條規定，向管轄法院民事

遭拍賣的厄運！(本文作者為永然

林永雄 (錦慕)

$20,000

五條)。

處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

法律事務所所長、永然文化出版

其他捐款

如保護人或債權人未於「二十日」

公司發行人)。

曾華山（英國大露營紀念獎牌

在本案例，張大係銀行的債務
人，張大對銀行所負之債務，屆
期未能清償，則銀行自可向其連

內異議，則該支付命令確定。
二、確定的法院判決：銀行也

10面）

$5,800

露營車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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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八十九年一、二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期 活

日

動

名

稱 營

地 集

合

地

點 承

辦

單

位

自行前往
元月1日∼元月2日
（六∼日）

迎接千禧年

12/31夜宿福隆靈鳶

12/31過福隆約1K右 會員拓展委員會

曙光之旅

山寺廟停車場

後轉

220、大頭

元/1夜宿平湖森林遊 元/1過平溪右轉雙溪 婦幼團
樂區

方向產業道路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1、跨世紀之夜，迎接2000
年的到來
2、森林浴、健行、登山單車
自由行，賞山野森林之美
3、請自備飲用水，自酌參加
一夜或兩夜行程
4、紙藤製作DIY請踴躍報名參加

元月1日∼元月2日

山林之旅

溪頭停車場

自行前往

阿標 鐵馬

森林浴

元月8日∼元月9日

北橫風光溫泉行

爺亨溫泉旅館

元月8日早上8:00

秘書處

大埔加油站出發

老K、棒棒龍

1、北橫風光自由行，山水高
樹賞景
2、溫泉之旅過寒冬、健行
3、楓葉片片賞楓之旅

自行前往

福豹、007

北宜35.5K右下

資訊傳播委員會

（六∼日）

元月15日∼元月16日 坪林茶鄉之旅
（六∼日）

金溪營地

元月份慶生會

伍佰

元月22日∼元月23日 蘭陽平原巡禮
（六∼日）

元月22日∼元月23日 敖峰山巡禮
（六∼日）
元月29日∼元月30日 石門水庫導覽

羅東清水

元月21日晚上9:30

營地開發委員會

長埤湖營區

坪林加油站出發

人紅帽、火狐狸

1、賞蘭陽平原山河之美，溫
泉疏菜，泡湯之旅、健行
2、長埤湖黑天鵝戲水美姿，
清水地熱煮蛋，品嚐蘭陽
水果之味

清水公園
青少年活動中心

自行前往

TACO、玻璃

健行、單車競技場、
清水米糕

阿姆坪營地

元月29日下午3:30

活動推廣委員會

大埔加油站出發

肥肥、大象

1、水庫風光導覽，湖光山色
之美
2、苗圃巡禮、釣魚、活魚n
吃
3、水庫健行、品茗、山產

（六∼日）

2月5日∼2月9日
（六∼三）

2月5日∼2月9日

南台灣之旅
（農曆年移動營）

花東海岸深度之旅

（六∼三）

（農曆年移動營）

2月12日∼2月13日

寒假親子體驗營

2/5∼2/6宿墾丁六福
請車隊自行
山莊營地(過墾丁牌
樓直行200M左轉產 集結前往
業道路)
夜宿營地
2/7∼2/8宿 台南 仙
湖農場(暫定)

大聖遊樂區
（暫定）

（六∼日）

活動推廣委員會
鐵路、小紅帽
好馬、多多

5日石梯坪6日小野柳 5日早上9:00 羅東運 蝸牛俱樂部
7日鹿野觀光茶園8日 動公園準時出發
鯉魚潭風景區

（六∼日）

2月19日∼2月20日

2月12日上午9:30關
西休息站出發

1、元宵佳節提燈籠由禿驢，
唱本提供請自備電池3號
2個
2、1 9 日 晚 上 7 : 0 0 聚 餐 聯
誼，每家庭2道年菜並書
明台號，菜名以便比賽排
名拿大獎
3、20日早上9:00各家庭準
備500元以上禮物，交換
抽獎

坪林

自行前往

活動推廣委員會

聚餐聯誼抽大獎

金溪營地

北宜35.5K右下

婦幼團

武陵農場

2月25日晚上9:30
坪林加油站出發

（六∼一）
2月26日∼2月28日
（六∼一）

淡水知性之旅

石門鄉臨海別墅區

2月26日上午9時

1、移動營活動之體驗
2、海岸風光地形全覽
3、串聯全台蝸牛隊員大聯誼
1、提昇親子溝通的效能，結
合益智科學，法律生活及
親職教育。
2、請於元月31日前報名參
加，限100個家庭，額滿
為止。

新春團拜賀新禧

中橫支線冬之旅

1、墾丁海岸線奇石美景
2、車隊可分組或營隊出發，
再夜宿集合，請備夏季服
裝
3、請自行辨理旅遊平安保險
4、珠寶鑑定講座
5、請中、南部會員踴躍參加

主辦：協會、世紀
領袖文教基金會
協辦：台北市立師
院實小、淨化文教
基金會、金車文教
基金會、教育電
台、小小天地雜誌
社。

2月份慶生會

2月26日∼2月28日

1、登山、健行、越野單車自
由行、釣魚、捉蝦、品
茗、電影欣賞
2、請元月份壽星參加慶生會
3、研習項目：電腦入門如何
上網

蝸牛俱樂部
北醫、法務部
塑膠、候鳥

泰安休息站出發

※凡欲參加活動者，請於週四晚上8：00以後電洽協會報名，或上網(www.fccc.org.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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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需報名參加以方便訂位
2、欣 賞 中 橫 風 光 、 武 陵 之
美，水果品嚐，武陵生態
植物解說(有解說員)
1、海釣、烤肉、淡水阿婆鐵
蛋。
2、知性講座

露營車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承辨單位＞
＜車輛統計＞
＜人數統計＞

9月4日至9月5日
三芝泡湯之旅
周宅古厝廣場
秘書處、米糕、溪尾
40輛
大人71人、小孩46人 共117人

※令人想不到，距離市中心不到一個小時的車
程，竟然就有如此優美的景觀，淳樸的村
落，滿山遍野特有的劍竹筍林，在主人米糕
盛情的招待下，大家遍嚐山珍野味，恨不得
能夠再多一個肚子裝下更多的好料，看來減
肥計劃又得延期了！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活動日期＞ 9月11日至9月12日
＜活動名稱＞ 親子活動營
＜活動地點＞ 溫馨庭園休閒農莊
＜承辨單位＞ 婦幼團、多少、螢火蟲
＜車輛統計＞ 39輛
＜人數統計＞ 大人75人、小孩51人 共126人

※媲美龍門汽車營地有過之而無不及，真高興
又有一個較具規模的營地誕生，前有溪流，後
有游泳池，不失為炎炎夏日的好去處，螢火蟲
的紙雕藝術讓多數人開了第一次眼界，1/2們
迫不及待的認真製做自己的處女作，相信不久
協會可得辨個作品展了。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活動日期＞ 9月11日至9月12日
＜活動名稱＞ 新中橫之旅
＜活動地點＞ 塔塔加停車場
＜承辨單位＞ 活動推廣委員會、飛馬
＜車輛統計＞ 22輛
＜人數統計＞ 大人41人、小孩37人 共78人

※雲海、彩霞、星光、草原、鐵杉、小花，一杯
濃醇的咖啡，一壺清香的好茶，和著賜彬的笛
聲，伴我們入夢，不禁令人想起英國詩人雪萊
的詩－午夜忽夢迴，夢中與君晤，微風正清
吹，星光何燦爛－今夜若有夢，我希望夢中有
你…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活動日期＞ 9月18日至9月19日
＜活動名稱＞ 金瓜石民俗探索
＜活動地點＞ 勸濟堂停車場
＜承辨單位＞ 研訓委員會、輕鬆、三明治
＜車輛統計＞ 28輛
＜人數統計＞ 大人52人、小孩38人 共90人

※三明治細說著金瓜石的古往今來，又上了一
次歷史課本上學不到的台灣故事，探礦工人
的辛酸，在年輕的一代聽來幾乎是天方夜
譚，如無前人的耕耘，就無今日富庶的生
活，見証歷史遺跡，即是養成飲水思源最佳
的教育方式，你同意嗎？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活動日期＞ 9月24日至9月26日
＜活動名稱＞ 中秋節(原定大露營)
＜活動地點＞ 福德休閒農場

※經歷921的浩劫，國外友人帶著他們的關愛
及有形援助，仍然按照既定的行程與我們相
會，所謂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不就如此嗎！
希望經歷此浩劫，台灣能儘快站起來，以展
新的風貌跨出去，讓全世界各個角落皆知道
我們的存在。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活動日期＞ 10月2日至10月3日
＜活動名稱＞ 茶鄉之旅
＜活動地點＞ 坪林合歡營地
＜承辨單位＞ 活動推廣委員會、斑鳩、新萬達
＜車輛統計＞ 38輛
＜人數統計＞ 大人69人、小孩48人 共117人

※終於等到我當"爐主"，準備了好幾天，今天
總算可以秀一秀我的拿手絕活，就借著慶生
會的機會我就唱一首"爐主的心聲"給你們大
家聽。地震過後大伙第一次聚會，10幾天來
恐怖的心情見到伙伴們便迎刃而解，感嘆老
天作弄人，不過日子還是得過，儘快恢復正
常生活即是促進經濟發展最好的方式，所以
日 月
伙伴們我們就繼續當我們的迫迵人吧"。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活動日期＞ 10月9日至10月10日
＜活動名稱＞ 農莊休閒之旅
＜活動地點＞ 新店平廣高氏休閒農莊
＜承辨單位＞ 會員拓展委員會、220、大頭
＜車輛統計＞ 39輛
＜人數統計＞ 大人73人、小孩51人 共124人

第七版《活動》

※1/2們最近真有福氣，繼紙雕後，今日又有
中國節的研習，感謝研訓委員會的安排，給
1/2們有更多的活動參與，相信週未營的舉
行定是全家大小最佳的休閒活動，期待久未
參加的夥伴們儘快歸隊。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活動日期＞ 10月16日至10月17日
＜活動名稱＞ 蜜蜂生態探索
＜活動地點＞ 三峽蜜蜂世界
＜承辨單位＞ 出版事務委員會、飛狼、法務部
＜車輛統計＞ 15輛
＜人數統計＞ 大人28人 小孩21人 共49人

※雖然刮著風，下著雨，濕冷的天氣，仍然澆
不熄我們對露營親近大自然的熱愛，歡迎有
志一同的朋友們一起來參與我們的活動，保
証小朋友從此遠離傷風感冒，電視、電動玩
具……，夫妻們感情融洽，全家和樂融融。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活動日期＞ 10月23日至10月24日
＜活動名稱＞ 國際賞鳥節之旅
＜活動地點＞ 淡水關渡宮停車場
＜承辨單位＞ 營地開發委員會、少校、溪尾
＜車輛統計＞ 48輛
＜人數統計＞ 大人91人、小孩53人 共144人

※塞了2－3小時的車，終於進到了營位，國際
賞鳥節吸引了2－3萬人的參與，可見得現代
人是多麼渴望戶外活動，只是缺乏完整的休
閒資訊，你我是最聰明絕頂的一群，加入協
會不愁沒有活動參與，只怕沒有更多的假期
可運用。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活動日期＞ 10月30日至10月31日
＜活動名稱＞ 北宜風光之旅
＜活動地點＞ 成家營地
＜承辨單位＞ 活動推展委員會、福特、螺絲
＜車輛統計＞ 41輛
＜人數統計＞ 大人67人、小孩48人 共115人

※雖然坪林的景觀依舊，營地設施仍然簡陋，
但仍無法阻礙各個夥伴參與活動的熱情，有
鑑於未雨綢繆，大夥正熱烈討論著分組小營
隊的構想，期望往後的活動能夠有更寬廣的
空間，更深度的內容，以提昇大家更上一層
的休閒品質。

露營車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

第八版《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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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體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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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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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天地休閒露營車
圓弧的結構設計
讓你有美觀、舒適、安全
可多種變化
800c.c.以上車種均可改造

適用各式車種屋頂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