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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去年六月僭任會長以來，一時之間周遭似乎充塞了露
營車休閒協會的氣氛，舊遊相見話題總不脫對本會的好奇
及永然個人社會角色與露營休閒車協會定位關係的狐疑。
總之，反例我原本律師的身分彷彿頓時間被虛形化了，感
覺上人際關係也多了幾分休閒的味道，輕鬆不少。
而這半年多來，荷蒙理監事們的支持與投注，讓理監事會
均能以高出席率定期召開，透過大夥集思廣益、眾志成

李永然律師
城，使得會務運作順暢無虞，尤其每逢開會必戮力以赴，
幾近挑燈夜戰的精神，的確郣人感佩。
展望來年，個人衷心企盼所有理監事們仍能一本服務的熱
誠，無私無悔地持續在會務的久先啟後、踵繼前功上持續
努力，開創本會錦繡前景。當然，恰逢千禧，謹此恭祝所
有露營車休閒協會的會兄會姐們心想事成，事業蒸蒸日
上。

展望協會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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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紀末的最後一年，民生報

灣普及化。隨著家庭露營人口的

團，提供兒童、青少年在露營期

就國內一年來戶外旅遊界所發生

增加，對於協會來講可說是喜、

間的訓練與活動，那就更為完

的許多重大事件，票選出前十大

憂參半。喜的是國人已經開始走

美。

新聞(登於12月29日戶外旅遊

向戶外從事這項健康而有益身心

2.在研訓方面：本屆已展開對

加紐西蘭第13屆全國大會，87年

版)。其中「本會參加第61屆世界

的休閒活動。憂的是有不少的粗

協會幹部的研習活動，並受到熱

美西之旅，而於去年首次參加世

露營大會獲團體最高榮譽獎」，被

心大意者，攜家帶眷茫然的進入

烈的迴響，未來若能擴展到利用

界露營大會，可以說一炮而紅，

票選為今年第4大新聞。對於協會

自然不懂得遵重他人與愛護環

週末營的時候安排一些直接對會

也因此啟發了會員邁向國際化的

全體會員來講，可說是一大喜

境。因而做為社團的一份子所要

員的介紹活動，例如先進各國家

更高意願。走向國際活動也要從

訊，因為在全國上千個社團中能

擔負的社會責任也就更形重大

庭露營的生活方式，器材的正確

二個方向來進行。其一是主動的

夠脫穎而出，其實就是需要平時

了。

使用方活，露營活動安全教育，

多參與活動，包括世界露營大會

意外事故的處理等等。

以及亞太地區各國的全國大會，

不斷的努力與經常的活動，保持

在迎向21世紀，展望協會的未

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才能夠在

來應說分從國內和國際二大方向

去年首次參加世界露營總會的大

發展。

陳盛雄

建設上最需要考量的地方。
(二)在國際方面：協會從83年
首次展開紐西蘭之旅後，84年參

3.在出版及資訊方面：除了目

透過這種活動的機會建立彼此之

前的會務及活動報導外，應開闢

間的情誼，才能談到所謂「國際

(一)在國內方面：承襲過去優良

幾個專欄，例如：「婦幼團專

社會的理解」。其二是爭取主辦國

協會在邁進21世紀，同時也是

的傳統，各委員會發揮獨自的功

欄」、「露營與環境」、「器材的

際性活動，但是要有長遠的計劃

走向第10年的時侯，會員人數從

能外，並應重視相互之間的聯繁

安全使用」、「營地夜語」等知識

不是想辦就可以，因為它牽涉到

創會的56人呈級數上昇到目前的

與協調。更重要的是能夠將相關

性及會員溝通方面，以提昇露營

場地、經費、人員、活動內容、

近600個家庭，而國內的家庭露營

的知識與技能透過出版和資訊傳

生活的水準。

支援單位等等，而最重要的是能

風潮也隨著協會積極的提倡和推

播給社會大眾，以提昇國內的家

4.在營地開發：除了尋找新營

爭取到多少國際人士前來捧場，

廣，呈現蓬勃發展，特別是二年

庭、汽車露營品質。茲分述如

地外，也應該朝向營地的設施、

而這點也就要看你曾經付出多少

前，政府實施隔週休二日制度，

下：

配置、需求、供給、系統等基本

你就能夠獲得多少回饋。

會上，拔得頭籌。

加上平面媒體和遠隔媒體的競相

1.活動方面：持續過去的週末

的規劃概念之研究，因為協會的

最後展望21世紀的來臨。期望

報導，讓這項風行於歐美超過50

營結合婦幼團的藝能研習活動，

的每一位成員都已經是經驗老

協會在李理事長的領導和全體會

年歷史的家庭汽車露營開始在台

若能夠再實踐研訓組成立童軍

手，露營者的真正需求才是營地

員的共同努力下，更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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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第二版《會務》

前言：

約可容納1000人露營，園內設施

基於平常無較長之連續假期無

完備，可騎乘單車，並有登山步

2/7∼ 2/8 仙 湖 休 閒 農 場 台 南

區，並給予特別優惠收費。露營

法計劃長程之露營旅遊。但又不

道，附近皆是碧草如茵，媲美歐

縣)TEL：(06)686-2661 台南縣

區因位於山頂中央區域，因此視

願錯過中南部或東部一些好的旅

美的大型牧場，養牛，養馬，標

東山鄉南勢村賀老寮6-2號

野良好，一草一木盡在眼裡，園

遊地點，因此協會每年皆會利用

準的牧場風光。如你想至墾丁附

通融本會，人車皆可紮營於露營

仙湖農場係配合台南縣87年度

春節假期安排5∼7天之長程線移
動營，讓喜愛露營休閒的會員們
過過癮，今年當然也不例外，因
今年年假較短，因此安排的行程

內闢有約200公尺長健康步道、觀
景台、果園、烤肉區、木屋區、

春節長程露營之行程介紹
福特

較精、簡，希望各位夥伴能利用

室內團康區、會議室等等設施，
附設餐廳並提供道地土雞、鄉土
蔬菜。柑桔成熟期並開放採果
(每人60元)。園外道路可通往附

5天4夜的時間對營地周遭的景點

近旅遊景點、大仙寺、碧雲寺、

做重點式的旅遊，達到既旅遊又

近景點參觀或開車或租乘機車皆

龍眼季始全面開放，原為柑橘

水火同源、仙公廟、關仔嶺溫

休閒的雙重目的。歡迎全省的會

非常方便。近年來台灣尾的觀光

園，目前知道此營地的人並不

泉、非常適合安排一日遊行程。

員共同參與。

業非常的發達，觀光資源豐富，

多。規劃之露營區約可容納200∼

交通狀況：新營交流道下，循

2/5∼2/6六福山莊(墾丁)TEL：

除了多元化的海上遊憩系列外，

300人，並全面植草皮，非常的漂

南100線到東山，再循南99線到

(08)886－1566 恆春鎮公園路大

陸地上有高山、溪流、森林、沙

亮，因此平常僅開放帳棚紮營，

東原即可依路標指示到達。下高

溪巷5號

漠、牧場、古蹟，幾乎包含了所

並不准車輛駛入露營區，以免破

速公路至營地約須1小時車程。

六福山莊腹地非常遼闊，大概

有的觀光資源，目前已躍居國際

壞草地。

是墾丁附近數一數二的露營地，

觀光舞台，成為來華觀光的重點

會務報告

因本會中部會員之關係，特別

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重要決議案

討論提案

說明：請會員擴展委員會楊主委報告。

(一)審核協會八十八年十一月份財務收支案。

決議：(通過NO.569.573.574.575.576五位入會申請。)

說明：請蘇財務長報告財務收支情形。

臨時動議：園丁：提議籌辦童軍團案。准予籌備會成立，附屬研習訓練

決議：活動推廣費改為每月只報銷蛋糕費用。
(二)審核協會營隊組織管理辦法案(草案)。(如下)
說明：請活動推廣委員會曹副主委說明。
決議：通過營隊組織管理辦法草案，其細節部份由郭副理事長海

委員會之下。

◎新會員簡介
編號 姓

名 台

號

推薦人

服 務 單 位 與 職 稱

榕，吳名譽理事進賢，葉常務理事銘雄，郭理事加福，曹副

569

葉偉明

主委正輝(活動推廣委員會)成立小組詳加研究。

573

鄭學剛 清泉崗

鐵線

台中港務局

574

范萬釗

大頭

新竹縣政府 工程隊長

說明：依據第五屆第三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會務工作報告提議。

575

江達三

青山

傑美機械 負責人

決議：週末營之聯誼會繼續舉行，其補助費800元取消。

576

周榮泉

四佰

中美矽晶 經理

(三)週末營之聯誼會是否繼續？其補助費是否取消？。

大我製作 負責人

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楊忠仁

(四)審核協會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理、監事捐款名錄：

營隊組織管理辦法(草案)
提案人：活動推廣委員會
一、本辦法根據本會章程及有

處地區者應經該管聯絡處向本會

(四)本會會員，得登記加入一個

辦理申請手續，無聯絡處地區者

營隊 ; 且可自由參與各營隊之活

二、凡本會會員十名以上，其

則向本會辦理申請手續，經本會

動。

性向相近者，可依據本辦法組織

理事會核准後招募隊員，俟隊員

(五)本會理事長、副理事長、監

結社性之營隊。

人數達十名以上時，由本會派員

事召集人、秘書長、各委員會

關規定訂定之。

三、各營隊為本會會員間之結
社單位，對外之行文，由本會核

輔導其組織之。

（不含基金、國際、資訊)主委及

副理事長 游祥鏗 20,000元、
常務理事 張志鵬 20,000元、
理

事 林百鍊 10,000元、

理

事 張仁福 10,000元、

其他捐款
名譽理事 陳盛雄

500元

理下列各項手續：
(一)營隊首次之登記表。

(二)營隊應設負責人一位(隊

各聯絡處主任，因屬營隊考核及

(二)隊職員名冊。

長)，並以該負責人之住所或其他

協調之緣由，故不得聯署及登記

(三)營隊之登記費。(新臺幣壹

四、各營隊之名稱冠以區域、

適當之地址為該隊之隊址；營隊

加入營隊。

地名為宜。例：「雙和××車

之隊徽、隊旗須先向本會送審核

六、營隊成立登記：

隊」
、「佳冬車隊」等。

准以免重覆。

營隊經本會理事會核准通過

主隊旗及印章、統一由本會印(刻)

(三)營隊之隊員，須為本會之會

後，應於文到一個月內召開成立

製，其工本會則由各營隊自行負

員。(會友人士加入營隊時，則由

大會，於期限內無法如期召開時

擔。)

該營隊負責介紹其加入本會。)

應先向本會報備，且必須同時辦

准後統一作業之。

五、營隊之組成：
(一)籌組營隊須有會員五名以上
連署，向本會申請籌備；有聯絡

仟貳佰元整)
(四)隊徽、隊旗及印章(營隊之

(五)其他應報之表冊。

露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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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上列各項辦理之營隊，將
註銷所請。

者；營隊每年至少須舉辦十二次
以上之活動，並應組隊參加本會

七、營隊之年度登記：

之特定活動及協助本會委辦之活

係採屆為單位，以成立之日起

動，每年活動績優之營隊，本會

至當屆期滿日止，一個月內必需

將酌情獎勵。

向本會辦理續辦登記申請。且必
須同時辦理下列各項：

十、營隊舉辦對外之活動，一
律由本會主辦，營隊則為承辦之

(一)續辦登記申請表。

單位，其所承辦之活動，得扣除

(二)隊職員名冊(人數不得少於

每一參加者所繳之費用百分之

十人、最多不得多於三十人)。
(三)當屆登記費。(新台幣壹仟
貳佰元整)

五，為行政手續費，如於接受報
名後該項活動因故取消時，(不含
延期及虧損)則由營隊提撥象徵性

(四)年度工作報告。(經費收支

之行政費用。

情形、活動績效、次年方針、對

十一、營隊之經費與財產：

會務建議)。

營隊之經費係以自給自足獨立

未辦理續辦登記申請之營隊，

運用為原則；惟舉辦社會服務性

除情況特殊，並已向本會報備

質或寓義活動，如有接受損贈

者，否則將徹銷其營隊隊籍。

時，應先向本會報備，並由本會

八、營隊之經常登記：營隊可
列各項登記：

第62屆世界露營大會
假德國巴伐利亞省舉行
世界露營總會(F.I.C.C)第62屆世界露營大會，今年訂於7月27日至8
月6日，為期11天假德國南部巴伐利亞省的理察布魯克
(LECHBRUCK)舉行，營地設在風光明媚的多腦河上游理察河湖畔，
距慕尼黑50公里，由於臨近奧地利邊境不到10公里，是德國極負盛名
的山區湖畔渡假區，本會將循去年參加英國大會的規模籌組代表團參
加，會後將順遊奧地利，詳細行程及費用請洽協會或上網查詢，即日起
開始報名，3月31日截止(額滿提前截止)。

開立收據。

視實情需要，隨時向本會辦理下

十二、本會對每一營隊將派任
輔導員一名，其人選由本會理監

(一)隊職員異動情形。

事或適當之會務工作人員選任，

(二)本會會員之會費(含會員常

營隊輔導員並應定期及不定期的

年會費及新會員入會費)。
(三)最近之活動預告(計劃性或
臨時性)。

作成輔導報告；本會將定期召開
營隊負責人聯席座談會以聯絡各
營隊間之事務及加強本會與會員

九、營隊所舉辦之活動，以自

間之意見交換。

行設計、自行負擔為原則，但活

十三、營隊若有不法之情事或

動之預定表應於每單月十日前先

嚴重妨害本會名譽之事及未能遵

送本會備查，如遇有臨時性之活

守本辦法時，提經本會理事會通

動則須於活動前十五天向本會報

過後，撤銷其登記，營隊於撤銷

備，本會將派員給予適當輔導與

後不得再行組隊，並應向本會繳

考核，並提供必要之協助。營隊

交所剩餘之各項資料與財產。

所舉辦之活動可利用本會資訊或
其他方式向隊外人士召募參加

巴伐利亞的傳統民俗活動

十四、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
過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婦幼團已經成立了很多年，
一直都沒有編制在協會

面，終於在88年

正式隸屬在協會的活動推廣委員會

第三版《會務》

，成為名正

言順的一環。
在前團長"多少"的領導之下，做的有聲有色，辦了很多親
子活動，例如：插花研習、中國結、美食比賽、跳蚤市場、紙
雕等等…讓全部的2分之1與4分之1享受到另一種的親子關係，
使全家的互動更為親蜜。
從這屆起婦幼團的陣容更龐大，有一位團長(巧克力)，四位
副團長，(阿丹)(玲噹)(華司)(你愛她)希望今後在幾位的領導
之下，能有更充實的內容，更好的研習項目，使我們的婦
幼團能更壯大，讓2分之1與4分之1來露營的同時，
還能學習到一些才藝，製作一些DIY的作
品，使全家都能更加熱愛露營。
風光明媚的理奇河湖畔

露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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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野蜂，每年媒體常會報

露營安全須知

第四版《專題》

蜂的蜂巢通常是甕形，因此有人

導，又有人受虎頭蜂叮螯傷害，

稱(甕仔蜂)，黑尾虎頭蜂，蜂巢成

內山

其實意外的發生是可預防，從認

不規則形狀，胡蜂的蜂巢像是蓮

識野蜂種類習性，攻擊行為等越

蓬頭形狀，有如花轎的圓頂，別

了解，受傷害的其機會，也就相

名(圓頂轎)，雞屎蜂蜂巢形狀有如

對的減少。

豬肝葉片，是成大小不一的片狀

野蜂的種類常見的大型的黑尾
虎頭蜂，黃腳虎頭蜂，尤其黑尾

昆

虎頭蜂攻擊力最強，毒性也最

篇

蟲

組合，沒外殼的保護。
蜜蜂叮螯，有時是有益處，事
實上治癒許多風濕關節炎，是由

烈，中型野蜂有胡蜂、蜜蜂、草

為了保護蜂巢安全出自本能攻擊

外，最好停止前進，仔細觀察四

於蜂毒之效，但人群中少數的

蜂、黑蜂等，小型有雞屎蜂，其

入侵者。

周是否有蜂巢，野蜂的護巢區大

人，即使一小剌亦可顯示過敏，

避免進入蜂巢防護區，最好事

小和蜂巢的大小正比，唯一例外

其敏感性正常是腫脹變紅，叮到

先能發現蜂巢的所在位址，當露

是雞屎蜂護巢區不大，目視就能

皮膚的周圍發熱等之現象，也有

避免在露營或是健行登山時受

營場所定位後，在地形的高處背

發現，其習性也有別於其他野

少數人對蜂毒非常過敏，叮到時

蜂害，首先必須了解野蜂的習

向太陽觀察昆蟲飛向，如直線飛

蜂，尤其對氣流的流動最敏感，

全身紅腫發癢，重者休克，但對

性，野蜂通常是在其蜂巢受到安

行表示覓食或反巢途中，這是安

發現它時最好是以太空漫步的方

專業養蜂人，是不會發生，因職

全威脅時才會攻擊人，平常在採

全的，如發現營區所在地或是登

式離開，如果想體會雞屎蜂叮螯

業上已習慣受蜂叮，體內己經產

花蜜覓食時是不會攻擊人，當受

山健行中，有野蜂在上空成圓形

的熱刺痛的特別感受，建議你用

生抗體，受叮不會傷害反而有

到野蜂攻擊時，表示你已經進到

或幾何形飛行時，就應注意了，

跑步。

益。

蜂巢的防護地區之範圍內，野蜂

這表示你已進入野蜂的護巢區

毒性也有別於它種，其體型有如
黃色果蠅般大小。

識別野蜂巢的形狀，黃腳虎頭

夜 黑 風

醒她們 ，

高，潛行於

又忘了留字

林間小道，

條 ， 而 讓

看似軍隊的
行動，其實
是伍佰家族
為了享受多

›C‰ˇ
›C
‰ˇ

¤g¯w

1/2在我們
外出時演出
尋夫記，到
處在找老公
(聽說連廁

一 夜 的 假

新萬達

期，而各位

所

也

去

伙伴提前在

了)，生怕

12月24日出

我們發生意

發到九斗村

外，在此特

休閒農場，

別向1/2說

因每個人出發的時間不一，只好

妳愛他因路況不明差一點就開到

我可是準備十足連羊毛被也出動

先用電話連絡，在半夜應可集

了永安漁港，好在已近深夜，不

了，等大家弄好營位，火雞也上

清早的空氣是冷冽的，深吸一

合，因路況不熟而提前出發，好

然可要採買海鮮辦大餐了，但是

桌了，由於你愛她用披巾幫火雞

口氣，整個肺部幾乎被冰水沖過

在事前先做功課，在10點半已抵

我們可是有火雞大餐，為了這一

保暖，此時火雞仍有餘溫，隨後

舒服極了，因昨夜在深夜抵達而

達營地，因事前代理活動主委福

次聖誕夜聚會，福特特別準備了

每個人也把自己準備的點心小菜

未能仔細觀察營地，今早仔細一

特有連絡農場，羅場長開了一邊

火雞、法國麵包、鵝肝醬……各

還有好酒都上了桌，而我的1/2芭

瞧情況還不錯，整齊有秩序的汽

大門等著我們的到達，本以為我

式的餐點，令人口水直流，但好

芭拉也準備了蘋果派供餐後甜

車營位，附近還有供孩子玩耍的

是最早到營地，但藍寶卻早已就

景不常，本以為螺絲到達後，架

點，在邊圍的保護下，大家天南

遊戲區，只可惜我們在冬天造

定位，還因風大而在他堅固的拖

好開心酒店的60秒帳之後即可開

地北的聊天，每個人彷彿在說故

訪，不然還有小型的戲水池，走

車休息著。

始我們的聚餐，不料在釘營釘

事，而我們在如同主角心情跟著

出大門順著田間小路散步，這一

在等伙伴到達的時間，先行繞

時，不小心釘到地下水管，不知

起伏不定，人生苦短，好友伙伴

帶可是當地人稱之為溜地－地勢

行營地一周，因為目前營地採行

道的人還以為湧泉再現，一下子

可以聚在一起，可是人生一大樂

平坦灌溉用碑地，雖小路眾多但

分區制(可不是電影分級)，可要先

即形成一灘池水，這時60秒帳的

事。

不致迷失，行到途中整個太陽東

選定不夜城的位置，我們可是盡

便利性即可得見，四名壯丁舉起

大家伙可是一直到清晨四點多

昇，但另一面卻是圓月西斜，美

量選在邊緣地方，以不影響到寧

帳棚換位置來遠離災區，經過一

才散會，而螺絲與我因有健行的

極了，再往前走不到10分鐘即可

靜海與祥和湖的安寧，但有時限

番折騰，已經一點多了，來襲的

習慣而決定泡茶聊天到天明，兩

到達一巨大彫像，走近一看原是

於營地無法盡善盡美則請大家多

寒流也發揮其最大的威力，不僅

個大男人可聊上一個多鐘頭，聊

附近廟宇供奉之神農大帝，而旁

包涵了，我們可都是夜貓一族。

從心中說好冷。

些什麼－那可是秘密，一到六

邊更有以12生肖為主題之小型公

聲抱歉讓妳擔心了。

陸續著，伙伴已到達，福特、

大家忙碌中，我也架好了帳

點，曙光乍現，我們裹著冬衣大

園，而籃球場更是在眼前，在公

和成、伍佰、螺絲，其中福特與

棚，準備好了充氣床墊，這一次

步向前，因為體貼1/2，不忍心吵

園休息時，我與螺絲還計劃著晚

露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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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帶孩子來打籃球。

下，每個人快樂極了，等著用

了。

回到營地已七點多，卻見到慌

餐，此次因有特別要求遵守用餐

再一次散步隊伍在六點半出

張的1/2在追問我們去哪裡了，等

秩序，大家可是大排長龍，只可

發，這一次可多了幾個人參加，

一切水落石出了，我們可要去夢

惜燈光不足，1/2準備之什錦通心

連福特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依

周公了，在睡夢中各位伙伴已陸

麵與超辣酸辣湯光顧的不多，其

舊照昨日的路線，散步回來後發

續到達，許多未見面之會員也在

他佳肴倒像蝗蟲過境，一掃而

現巧克力又在忙碌中－準備雞尾

此時現身，而大北也駕著打造許

空，用完餐後，短暫休息即舉辦

酒，晚間的開心酒店已搖身一變

久的自走式露營車就定位，精心

化裝舞會，而華司精選之禮物則

成為婦幼團的工作室，所有的1/2

打造 ，果然不同凡嚮，上述可是

堆滿在聖誕樹下，豐富的禮物也

都齊聚一堂，是否在鬧革命就不

我醒來後才看到，我可是在睡夢

帶動孩子參加的情緒 ，早在出發

得而知了。

中驚醒，只聽到1/2的驚叫著60秒

前，1/2也把孩子在萬聖節打扮的

本想為此次聚會寫下完美的句

帳要吹走了，只因昨夜一時大

服裝備齊，以便在此次派上用

點，但老天爺總愛開玩笑，從早

意，只釘營柱的釘子而未拉輔助

場，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機關槍

上起強風一陣陣的，令各位伙伴

繩，處理好了60秒帳的問題，已

的變裝，男扮女裝，好像是縮水

急忙的收裝備，卻有一件意外發

近午餐時分，孩子則沈迷於遊戲

的小福特，一回神才知道是機關

生，大北的車邊帳在強風中受損

區，彈簧跳床、溜滑梯、……一

槍，各式的造型一一出籠，在晚

了，實在不可輕視大自然的力

些簡單的設備就可以讓他們高興

會主持人巧克力與聖誕婆婆你愛

量。

不已。

她的帶動下，大家歡天喜地的跳

各位伙伴在吃過午餐後，也結

在強烈的季風吹襲下，每個人

舞，在舞會結束後，本以為活動

束了充實的耶誕佳節，孩子也在

都在加強營繩，務使車邊帳先渡

已結束，令人驚奇的是，有孩子

與他們的同伴相互道別，互約下

過挑戰，時光飛逝已近黃昏時

組成之福音團到每個營位去唱福

周再見，在此必須再次感謝婦幼

分，每個人都在為今晚之重頭戲

音，真是辛苦了1/4，也謝謝大家

團與活動組為此次活動盡心盡

做準備，全家總動員裝飾著自已

帶給我們美好的回憶。

力，更期待更美好的未來。

的家與準備聚餐餐點，在天未灰

夜深了，整個活動結束，但是

暗之時，大家已心急耍向各個伙

聖誕老公公卻開始忙碌，因為要

伴展示努力的成果，五顏六色，

發禮物給孩子驚喜，雖是交換禮

多采多姿，各種聖誕燈把營地裝

物，但主要目的是要給孩子一個

飾的像萬花筒，而此時活動組與

驚喜，在隔天看到孩子拆禮物，

婦幼團已要求大家上菜，更把活

回憶起小時候在聖誕襪中找到禮

動帶到高潮，在聖誕音樂的帶動

物，還真以為聖誕老公公真的來

「你不能不知道」

你愛她

第五版《藝文》

「你不能隨便貼」

你愛她

祥和湖、寧靜海、不夜城？這

的螺絲大哥也特別針對喜歡喝兩

看到車內上可愛的吸鐵嗎！這

備的MORNING CALL，只要你

幾個標示牌最近二個月來均出現

杯的杯友，特別開了一個特別區"

是我們財務長福豹提供的小磁

想參加早上的健行活動又怕睡過

在週末營活動中，到底這三個牌

開心酒店"，開心酒店每個週未營

鐵，顏色鮮豔造型大方，讓人見

頭的話，只須將此磁鐵於睡前貼

子有何特殊意義呢？喔！原來是

業到凌晨一點，本酒店不提供

了均想擁有它，擁有它不難你只

在駕駛座的門上，如此你就可以

我們的會員"新萬達"自掏腰包製

酒，不提供菜更不提供小姐！一

要向活動組索取即可但是"你不能

高枕無憂一覺到天亮，登山伙伴

作的，有何意義呢？原來是新萬

切均採自助式經營，客人須自備

隨便貼"喔！原來過足細心的福豹

如新萬達、福豹等人會到府上請

達有感於參加週末營活動的人有

酒菜、碗筷，酒店只提供場地，

為早晨欲參加登山健行的會員準

你起床！酷吧！這樣的好點子歡

的早睡，有的晚睡，甚至有的根

歡迎會員有興趣的可利用週未營

本就不睡，所以將營區區分為三

的時候來酒店坐坐，人人是主也

區，如果你早睡(10點左右)請到"

是客，歡聚一堂共歡樂！

寧靜海"，
如果你有早
睡又不太早
睡的話(12
點左右)請
到"祥和湖
"，其餘的
夜貓族就到
"不夜城"來
囉！
另外我們

露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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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八十九年三、四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期 活

日
3月4日∼5日

動

名

稱 營

地 集

合

地

點 承

辦

單

位

小葉、螺絲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世外桃源巡禮

中和烘爐地

自行前往

(3月份慶生會)

南山福德宮

中和興南路二段 399

2.登山健行、賞鳥

巷直行上山

3.請3月份壽星參加慶生會

1.賞櫻花、看夜景

4.研習項目：營地團康活動
之設計與帶動。
Y 3月5日童軍團第一次團集會
3月11日∼12日

桶後溪之旅

烏來孝義野營地

烏來停車場

秘書處

上午10:00出發

阿米哥、鐵路

1.需辦理甲種入山證，請備
身份證或戶口名簿，並準
時集合進入管制站，報名
至3/5止，無衛浴請自備
2.鈞魚、捉蝦、賞山林之美

3月18日∼19日

賞鷹之旅

彰化八卦山

3/18車亭休息站

活動推廣委員會

1.歡迎北、中、南會員參加

彰化國中

上午09:30出發

中部連絡處

2.八卦山風景面之旅

飛馬、阿標

3.南路鷹生態觀賞，專人解
說

3月25日∼26日

杜鵑花季之旅

北海岸老梅

自行前往

六和山莊

台二線26.4K右轉豬

2.漁港風光、海鮮品嚐

槽潭3.5K

3.無衛浴請自備

青山、螢火蟲

1.賞杜鵑花海、登山、健行

Y 3月26日童軍團第二次團集會
4月1日∼4日

新中橫移動營

4/1溪頭停車場

4/1車亭休息站

4/2塔塔加遊客中心

下午4:00出發

活動推廣委員會

1.溪頭森林溪
2.賞台灣最美景觀公路－新

4/3東埔國小

中橫
3.東埔溫泉之旅

4月8日∼9日

地質景觀探索

北投貴子坑

自行前往

秘書處

(4月份慶生會)

1.參觀特殊地質景觀
2.專人講解水土保持，生態

杉林溪、米糕、菲
律賓

環境
3.請4月份壽星參加慶生會
4.研習項目：地質與環境解
說
Y 4月9日童軍團第三次團集會

4月15日∼16日

4月22日∼23日

4月29日∼30日

陽明山溫泉之旅

茶香遊

廟宇巡禮

馬槽 放山土雞場

自行前往

1.洗溫泉、土雞品嚐

陽金公路過馬槽橋約

2.登山健行，請自備飲用水

2K左轉進入

三明治、三羊

文山農場

自行前往

安公子、鐵線

(02)2666-7512

新烏路右轉湖子內路

三峽 竹崙 天后宮

長城溪遊樂園

1.採茶，製茶，泡茶研習
Y 4月23日童軍團第四次團集會

營地開發委員會

(新店安坑往三峽路 大北、合成
上) 下午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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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健行、森林浴

露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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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版《活動》

＜活動日期＞ 88年11月27日至11月28日

※今天真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你瞧大人小孩小

＜活動名稱＞ 認識藥用植物

小孩全都爬山去了，雖然是下山的路段，不過

＜活動地點＞ 關西 台灣植物藥園

還是得休息一會兒，喘口氣。不然待會兒那有

＜承辨單位＞ 研習訓練委員會、尖筆山、好馬

力氣去看從地底下冒出來的甘蔗，長在二層樓

＜車輛統計＞ 46輛

高的白柚，垂手可得的橘子與葡萄柚呢？現採

＜人數統計＞ 大人91人 小孩62人共153人

現吃美味的不得了，你羡慕嗎？這次沒參加的
夥伴，不用煩惱，農曆年我們會再舊地重遊，
請把握機會哦！
＜活動日期＞ 88年12月18日至12月19日
＜活動名稱＞ 溫泉探勘之旅
＜活動地點＞ 陽明山 馬槽
＜承辨單位＞ 婦幼團、三明治、三羊
＜車輛統計＞ 31輛

＜活動日期＞ 88年11月6日至11月7日

※久聞"藥浴"的功能，今日總算大開眼界，聽

＜活動名稱＞ 廟宇巡禮

完主人解說才了解古人偉大的發明，"有病治

＜活動地點＞ 石碇 雲台山

病，汲病健身"，難怪今天參加的夥伴特別

＜承辨單位＞ 少校、斑鳩

多，把營地擠的水泄不通 ，在此謝謝"爐主"費

＜車輛統計＞ 39輛

心的安排讓大夥享受到特別優惠的鄉土藥膳小

＜人數統計＞ 大人72人 小孩39人 共111人

吃及泡藥浴的樂趣

＜人數統計＞ 大人57人 小孩29人 共86人

＜活動日期＞ 88年12月4日至12月5日
＜活動名稱＞ 茶園風光之旅
＜活動地點＞ 坪林 新石門營地

※寒風細雨，霧氣朦朦，吃下道地土雞的"燒

＜承辨單位＞ 活動推廣委員會 雅哥、青山

酒雞""苦瓜雞"後全身暖和，早已把風寒忘卻的

＜車輛統計＞ 22輛

一乾二淨，你瞧1/2們個個聚精會神製作聖誕

＜人數統計＞ 大人42人 小孩20人 共62人

燈飾，迎接聖誕節的到來。在此感謝承辦人"
三明治""三羊"為大家準備了美味的佳餚及禿驢

※皎白的月光，繁星點點的夜空，大伙在石碇

不辭辛勞冒雨從台北帶來燈飾材料，並提供獎

山上為11月份的壽星們慶生，大人、小孩莫不

品讓大家渡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

高聲唱著"生日快樂"歌，您瞧我們是多麼快樂
的一家人，相信老天爺也會保佑我們這一家人

＜活動日期＞ 88年12月25日至12月26日

永遠平安、幸福、美滿。

＜活動名稱＞ 客家古厝巡禮
＜活動地點＞ 九斗村休閒農場
＜承辨單位＞ 活動推廣委員會、婦幼團

＜活動日期＞ 88年11月20日至11月21日
＜活動名稱＞ 關懷921災區重建鄉土活動

※"我家門前有小河"，每個人小時候都唱過的

＜車輛統計＞ 48輛

＜活動地點＞ 竹南運動公園

兒歌，對現代都市人而言這簡直是夢裡才會出

＜人數統計＞ 大人97人 小孩 77人 共174人

＜承辨單位＞ 溪尾、鐵路苗栗縣野鳥協會

現的景緻，不過對我們這群喜愛戶外生活的夥

＜車輛統計＞ 26輛

伴而言簡直是輕而易舉，而且是"我家門前有

＜人數統計＞ 大人47人 小孩28人 共75人

小河，後面有山坡……。歡迎想要夢想成真的
夥伴，儘快加入我們的行列。
＜活動日期＞ 88年12月11日至12月12日
＜活動名稱＞ 農莊休閒之旅
＜活動地點＞ 台南縣 仙湖休閒農場
＜承辨單位＞ 台中聯絡處，東帝士、紅螞蟻、

※受苗栗野鳥協會之邀參加關懷921災區重建

傑克

※期待已久的聖誕節終於到來，感謝老天的配

＜車輛統計＞ 31輛

合，給了我們一個"夠味"寒冷又晴朗的天氣。

＜人數統計＞ 大人59人 小孩38人 共97人

夥伴們個個把營位佈置的美侖美奐，晚間的大

鄉土活動，一方面回饋野鳥協會於全國大露營

會餐、兒童走秀、化

的贊助，另一方面借此機會為同胞介紹露營休

果、禮物，報佳音等等重頭戲都依序展開，感

閒活動，讓民眾對於現代化的露營方式有新的

謝所有人的共同參與，讓我們渡過一個多采多

認識。

姿"又夠味"的聖誕佳節，期待明年再見。

提供大家另類的休閒活動，有朝一日

萬一 不幸成為帳篷族時也能有正確的資訊與常
識，於惡劣的環境下仍能享受帳篷族的樂趣。

舞會、聖誕老人送糖

露營車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十日

安公子
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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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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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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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版《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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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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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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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汽車露營手品/休閒桌椅/
照明器具，種類繁多，歡迎參觀選購

ARC-663 60秒鋁合金快速帳

ARC-899 鋁合金休閒床

展開3*3*2.5M 收合僅：120*5*25CM 淨重：11.5KGS

台灣總代理：品甫有限公司
高源 TEL：02-2591-6220

法國

ARC-166 充電式浮水電子露營燈

TEL：04-561-7876

喬登 TEL：03-316-2658

ARC-2313行動蓮蓬頭

www.campingace.com.tw

泛野 TEL：03-531-2688 仕宇 TEL：04-235-4478

休閒椅

駱駝 TEL：04-317-5059

非 廣 告
委刊登廣告者於刊登期間有自己網站者將連結於
協會網站或由協會免費製作網頁連結於協會網站
委刊1/4頁廣告者免費製作2頁，1/8頁廣告者免
費製作1頁

RSX休閒椅
美國RV界銷售第一

可調各種坐臥姿

POP UP MAXI
蝴蝶椅

大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TEL：2503-2255(代表)

總代理：

收藏 ２a
方便輕巧

洽：張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