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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地方產業與文化的全國汽車露營大會

譜下完美的休止符
本會第9次(2000)全國汽車家庭

時，居民不僅以好奇的眼光佇

演出，在在都是尋找當地業者參

露營大會在為期四天三夜(9/9∼

望，更為他們燃起昔日車水馬

與，最特別是四天由當地主導的

12)豐富而兼具地方產業與文化氣

龍、人來人往的希望。

旅遊，以及此次大會鼓勵參加者

息的活動中，承蒙老天爺的幫

二、創造南投的產業特色：取

忙，可以說結合「天時、地利、

材自當地的孟宗竹，所製作的

人和」譜下完美的休止符。
此次大會在排除萬難中移師到
921大地震的震央－日月潭湖畔舉

盡量在當地消費的宣導獲得全體
參加者的迴響。

「孟宗竹之火」，竹燈其點燃的效

為期四天的大會，除了感謝全

果比預期的還要富有莊嚴而能打

體幹部賣力的演出，協辦單位的

動人心。

全力支持以及當地各社團的支援
(近200個家庭，架帳於風光明媚的日
月潭畔)

外，最要感謝的那就是「天公作

會上由水里拔

運輸工具」的構想，獲得全體參

聲中劃下休止符。

讓日益蕭條的

社埔農民組成

加者的認同，每天由埔里產業觀

觀光產業能夠

的國樂團，主

光促進會所安排的行程，班班客

再現生機，因

辦單位考慮與

滿，參加者在導遊人員的帶領下

而本次大會共

當地文化相結

充分了解當地的文化。每個人也

達成了下列幾

合，當晚的演

都毫不吝嗇大包小包地帶回當地

項預期的目標

出也可以說是

的特產。

與效益：

達到完美的境

一 、 重 建 南 (孟宗竹之火的祈福晚會莊嚴而具地
投 人 的 信 心 ： 方文化特色)

界。

行，為的是要給南投縣民帶來希

三、結合當地的文化：不論是

望，期望藉由

船屋或祈福晚

大會的舉行，

美」，讓四天的活動在完美的歡愉

五、促進地方經濟繁榮：除了
孟宗竹之火，船屋的製作委請當

四、發揮露

地居民外，其他包括營地的整

來自全省各地一台接一台的露營

營旅遊的功能：此次大會所推廣

建，臨時水電、衛浴的裝配，營

車、露營拖車穿越日月潭街道

的「把車子留在營地，利用大眾

門，司令台的搭建晚會國樂團的

(大會旅遊行程參加者，每人都興高彩烈
帶著大包小包的回到營地)

參加第62屆世界露營大會報告
報告人：首席會議代表：曾華山

代表團領隊：陳盛雄

Bavaria)營地舉行，該區是阿爾

狹長形的配置，對於露營者重視

泥濘，然而大雨並沒有阻隔了難

卑斯山脈的北麓，湖光山色，景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雖然較不理

得一年一度相聚的熱情，在風雨

色宜人，是德國著名的渡假休閒

想，不過大部分營區都是濱湖

中更展現患難之交的友情。

勝地，由於鄰近新天鵝湖堡，故

畔，眺望湖的對岸草坪，點綴著

此次大會又稱為「國王路德威的

鄉村聚落與森林，在視線的終點

大會Koning-Ludwig-Rally」
。

是爾卑斯山脈連接藍天白雲，沒

此次大會34個會員國都報名參

有任何視障，不愧是德國的渡假

世界露營總會(F.I.C.C)第62屆

右，總人數超過6500人，田於參

勝地，為期11天的露營生活，必

世界露營大會，於7月27日至8月

加人數眾多，營區沿著湖畔而

須身處戶外，因而天候條件相當

6日假德國南部巴伐利亞省的萊奇

設，分為A－W共有23個營區之

重要，很可惜今年有一半以是陰

布魯克湖畔(Lechbruckamsee

多，前後距離將近5公里長，這種

雨天，造成低窪地區積水，場地

壹：前言

《營區大都濱臨湖畔，景色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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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來自台灣的代表團

團員於5時開始整裝，白色運動衫

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在去

配上棗紅背心，展現活潑朝氣，

年首次參加世界露營大會，獲得

全體團員在國旗、會旗的前導下

最高榮譽的激勵下，會員的參加

帶往營地大門口集合。遊行活動

意願更為高昂，今年籌組了45人

於6時開始，主辦國會長坐在古董

的龐大代表團，由陳盛雄名譽理

農耕機上前導，接著是總會會長

主席致詞：本次理監事會議很

事長領隊，徐守權常務監事擔任

的馬車，總會理監事以及巴伐利

重要，因第九屆全國大露營有議

中級考驗營即將在山豬農場展開

團長於7月26日出發，經曼谷轉機

亞的傳統短槍炮隊帶領下，各國

題，需經理監事通過，同時需由

為期2天2夜

於次日清晨抵達慕尼黑後專車前

按照英文排名順序出發，今年隊

理監事大力支持，鼓勵所有會員

(五) 第九次全國露營大會籌備會

往大會營地報到，此次代表團共

伍最龐大的是英國，將近三千人

均能共襄盛舉。

期待成為真正全國露營

國露營協會的捧場。其中以去年

工作報告：

同樣和休閒車協會同時入會的

(一)請追認通過第五屆第五次常務

<2>台北踩街活動，係配合本

Motor Caravanning Club今年就

理監事聯席會決議案。(附件

次大會活動，需動員20部

來了將近200人最引人注目(該會

一)

車以上參與，請踴躍參

決議：通過
(二)請追認通過第五屆第六次常務

《掛上燈籠後的營區景觀》

理監事聯席會決議案。(附件
二)

在為期11天的大會期間的住宿場

決議：通過

所，由於今年受到場地限制，13

(三)會務報告：－張副秘書長緣岸
《代表團在國旗、會旗的前導
下帶隊出發》

加。
<3>大會活動提前至9日開始各
項旅遊活動
<4>大會活動及工程款擬暫由

租用13部露營拖車作為全體團員

一字排開，無法像去年一樣可以

報告
<1> 請理監事鼓勵會員參與，

參加，以回報去年英國大會時德

部露營拖車沿著營區內碎石道路

童軍團務委員會游主委祥鏗

<１>第九屆全國汽車露營大會
已積極進行，惟截至目前

定存40萬支應
(本項已經理監事投票通過)
(六)十週年慶專刊籌備會工作進度
報告

排成三合院式，中間作為團員休

報名並不樂觀，請各位理

原本預定大露營前刊之10週年

憩與國際友人聯誼的場所，使得

監事踴躍參與並鼓勵親朋

專刊，因廣告資料陸續進來，及

此次團員之間的互動也較困難，

好友參加。

內容加強資料，所以可能必須順

設在碎石道上唯一的好處是，此

<2>德國世界露營大會已圓滿

次大會下雨的日子居多，營區內

結束

到處泥濘不堪時碎石道則顯得格
外乾爽，可惜在國內預先設計的
配置也就只好臨時變更，第二天

延出刊。

<3>台北縣露營協會主辦，本
《來自土耳其的表演團體》

會協辦之第一屆台北縣環
保露營大會也已圓滿結

討論提案：

(一)請審核協會八十九年七月份財
務收支案。(附件三)

當每部露營拖車掛上燈籠，插上

束，本會共有15部車參

說明：請蘇財務長說明。

國旗，整條長巷也就呈現出東方

加，希望藉此機會拉開與

決議：通過

的氣息。而燈籠又是外國人的最

友會合作契機。

(二)請審核協會會員會籍復權申請
案。(附件四)

愛，還沒有掛好就有不少外國人

<4>3F會議室使用，承租契約

士前來詢問是否可以贈送或分

並無明訂、爾後本會有關

說明：請蘇財務長說明。

會議，仍以4F會所為主，

決議：通過

若需使用3F，請事先與秘

(三)請審核協會新會員入會申請

讓。
談到燈籠則是在今年元宵節路

《波蘭代表團今年也很花俏可愛》

案。(附件五)

過中山南路時，看到兩側人行道

今年獲得最高榮譽獎)。至於明年

書處聯絡，以便預先商

上布置了上萬個燈籠，心想元宵

的主辦國挪威其成員也不少，而

借。

過後與其送福德焚化廠＜後來據

2002年有三個大會，將分別在韓

說是塑膠製品福德廠拒收＞，不

國、加拿大、比利時舉行。三個

如資源再利用，帶一些到外國

國家的主辦地政府首長也都親自

去，經洽詢得知負責燈籠牌樓為

出馬以爭取前往參加的人數，至

目前基金提存317,550元，截至

觀光局國際組，脫宗華組長在獲

於沈寂一陣子的波蘭和土耳其代

目前基金從未動用過，且動用基

知此來意，非常熱心的協助向捐

表團今年也是來勢洶洶，組成龐

金需經層層關卡且需報上級核

贈單位查詢清理場地的負責人，

大的代表團與表演團體與會，整

准，並非某個人所能動支，有關

決議：全體理監事一致支持給予

經聯繫於燈會結束後搬了三大箱

個遊行行列已經未演先轟動的熱

某些會員傳聞，各會務人員及理

慰留，並於適當場所給予

約兩百餘個。其實台灣每年出國

鬧起來，各國都想爭取大會的最

監事應有義務加以澄清，使其了

澄清。

的團體不少，明年的元宵燈會不

高榮譽獎。

解，並不再渲染。

(四)各委員報告：(無報告者從略)

說明。
決議：通過

基金管理委員會陳主委嘉拯：

(四)提報財務長蘇圳忠辭職案。
(附件六)
說明：依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
辦法第八條提報。

(五)提報秘書長阮文龍辭職案。
(附件七)

如可以預先洽接認領團體，帶一

本會是亞洲地區出席國最大的

些到國外去，除了搶手、做到資

團體，故而受到當地媒體的重

源的有效再利用外，對於環境保

視，在隔天巴伐利亞省最大報社

本期申請復權計有八位會員，一

護也盡到一點責任。

LOKALES體育版以顯著頭條畫

位申請入會，另提工作計劃呈理

S.大會開幕式

面刊出：來自台灣代表團照(附件

監事通過後執行。

7月29日下午6時舉行開幕式，

一)，揭開成功的社團外交序幕。
（下期待續）

說明：請會員擴展委員會楊主委

會員擴展委員會楊主委忠仁

說明：依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
辦法第八條提報。
決議：准予辭職，並聘為輔導秘
書長繼續輔助協會會務。
(六)提報本會租用影印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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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請張副秘書長緣岸說明。
本會估計一年使用次數約8

決議：同意，數量由代秘書長
衡量價差及財務狀況增加。

仟張，今與全錄公司接
洽，一年含維修與任何耗

◎新會員簡介
編號 姓
597

臨時動議：

名 台

號

推薦人

顏駿全

福豹

材一年收費8仟元租金，紙

1.葉常務理事善湖：

◎會員復權簡介

張由本會自行購買，請准

(1)理監事參與會議低者，是否

編號 姓

名 台

號

服 務 單 位 與 職 稱
三益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復權日期

經由候補理監事遞補。

028

陳坤煌

89/7/6

(2)會務人員代理制度需落實

060

李吉祥

89/6/11

231

李金福 五加五

89/6/10

2.林理長偉立：本屆理監事出

276

張晏卿 張大師

89/6/22

席率不高，捐款並不踴躍，

328

張晏祥

89/5/22

協會之前剩餘4頂，不敷所

應有相關配套措施，以使會

410

洪黎銘 紅螞蟻

89/7/6

需，且考量財務支出，先

務能順利運作。

417

陳明山

89/6/29

443

陳易徵 George

同意辦理。
決議：同意
(七)提報擬採購本會紅色布帽100
頂。
說明：請張副秘書長緣岸說明。

預訂100頂。

法國
山月

服務單位與職稱

89/7/31

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楊忠仁

超炫的黑松

鬼才－溪尾

先遣部隊溪尾、黑松、輕鬆等

營

此次大會的露

人在6日傍晚就到達營地，幾天的

營是個臨時闢

大雨，把剛整地完成的營地蹂爛

建的場所，

地

一 切 水 、

「露營旅遊」

營
地

J通」

此次大會的最大特

來自國外的友人早在先前一天

色之一，那就是

就駕臨營地報到，他們除了全心

推廣「露營旅遊」

全力響應此次振興南投縣的觀光

協辦的埔里產業

花
施都是臨時性
絮
的，在為期四天

花 觀光協會以及九
絮配族合文得化令 村人 可難 以以 說想

中，水電，衛浴可

像，特別是九族文化村

電、衛浴設

「台語嘛

以說「無中生有」，這一切都要

將其遊園車開到營地來迎接參加

得不堪入目，幾乎沒有一部車子

歸功於

旅遊者，當一部接一部的遊園車

能夠進入營地，翌日在獲得日月

此大旗的

穿過日月潭街道時，當地的居民

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支援下，

溪尾兄，

都以好奇眼光相迎，車上歡愉的

調來兩部挖土機，在黑松的指揮

單看他設

伙伴同時為當地住民重燃昔日觀

產業外，本身也藉此機會結交新

下，將主要道路、集合場加舖給

計的這套

光盛況的願景。

朋友，「露營」這項利用戶外的

配壓實，至傍晚才勉強的能夠將

組合式清

場地是結交朋友的最有效方法，

車開入營地，8日的場地還是一片

洗台，可

端看來自日本的大久保先生根本

泥濘，黑松更是全日指揮，甚至

以說是國

不會英語，可是他卻和比利時及

連營門的大招牌也是他親自懸

內首創，

荷蘭的友人如此愉快的談笑，所

掛，整個會場能夠在9日正式開放

即簡單又

以說參加「國際露營活動」，台語

時如此順利，恐怕黑松是最大功

實用，協會的人才濟濟，只是深

嘛

臣。

藏不露而已。

北」這兩年在世界露營大會他如

J通，不信可以去問一下「大

何結交國外人士。

「大力士500」
此次大會受到當地各協辦單位的支援可謂空前，單看「日月潭遊艇公
會」，為讓大會參加者能夠參與遊湖的活動，特別在營地旁潭邊架設一
座臨時碼頭，以供露營者能夠就近搭船，然而日月潭是具備抽蓄發電功
能，晚上利用剩餘的電力將下池水抽到潭中，因此早晨日月潭是滿水
位，待參加者乘船玩了二個多小時回來後，水位竟然下降1.5公尺，原
本可以靠岸的碼頭

繺L法承受遊船的吃水深度，所幸大會的機動小組，

在新萬達的帶領下，500先生跳入潭中將浮桶碼頭推至較深的潭中，讓
遊船靠近，全體參加者共計69人全體登上浮桶碼頭，500奮力一拉，浮
桶碼頭緩緩靠岸，全體安然的登岸。

本會陳名譽理事長
應第五屆國際露營會議專題演講
第5屆國際露營會議(The
5th International Camping
Congress)訂於10月2日至5
日假日本東京都代代木、奧
林匹克青少年中心舉行，會
議將有來自世界18個國家
800餘人參加，在為期四天
的會議中，將有近百篇的相
關論文發表。
本會陳盛雄名譽理事長應
邀將於大會上以「創造蔪新
的露營文化」為題，發表專
題演講。

(營地旁架設的臨時碼頭)

(大力士500獨立拉動69人乘坐的
浮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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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與環境

種樹為大地之母療傷（三）

顧問－周美惠教授
（上期承續）

全民綠色行動－為環境日行一善

是不能，實在是不為。

鋼乏味得很，安全性差，其他

政府帶頭全民行動種樹綠化運動

台北市面積272平方公里，每

從古至今，

在德國，凡是社區公園，私人

德國人一直是森林住客，皇宮、

或政府所建設之休閒活動場所，

城堡、農莊、高級住宅多半蓋在

必定設有各種讓不同年齡兒童爬

樹木與綠地是影響環境品質的

估計需要二十萬株樹，始能化解

森林

，每天下午三點至五點咖

上爬下、跑跑跳跳，鑽進鑽出的

重要指標。綠色植物更是生物體

全台北市民每天汽機車及排油煙

啡點心時間，往往是德國人到森

各種活動與體能訓練設施，讓孩

內維持生命所需能量之主要來源

機所製造之二氧化碳。目前只有

林散步的時刻，不少旅館、餐

子們藉著遊戲，在安全、寬敞經

之一。在美國百萬人口以上都市

三千株行道樹，又缺乏森林公園

館、咖啡館都蓋在森林裹，也難

過規劃保持大自然環境中，同時

每人擁有綠化面積為3.49平方公

代為化解污染。而台北市行道樹

怪德國人自小到老，身體多半健

訓練體能與反應，健康地從學習

尺，德國是20∼30平方公尺，英

經常得面臨政府拓寬馬路、施

壯少病痛。

中成長。就以最基本的滑梯設施

國高達40∼47平方公尺，反觀台

工、建蓋大樓及市民為風水師一

德國人的守法，敬業精神與乾

為例，每個階段的孩子都喜歡溜

灣之綠地不斷消失實在見不得

句「不得有樹擋著門口，以免擋

淨一向為人稱道，為孩子們所做

滑梯，因此，對滑梯的設計，也

人，每人僅擁有0.33平方公尺，

住財路」之迷信，而隨意砍伐的

的各種遊樂與活動設施也完全做

因年齡而異。

擁有行道樹只有0.034株，且仍

結果。行道樹稀稀疏疏很少綠葉

鄉鎮更不用提。
國人擁有綠地少得可憐

平方公里有三萬四千人，最保守

到「寓教於樂」，在設計與施工

反觀國內每逢星期假日，兒童

繼續減少中，其差距之懸殊，可

成蔭，完全發揮不了防塵、隔

上的那份盡心盡力，只有讓人對

遊樂場所人擠人，讓人玩得好辛

見一斑，國民肺癌率逐年升高，

音、吸音、遮陽、淨化空氣、降

德國兒童羡慕不已，也深為台灣

苦，夏天更是熱得無處躲，中正

因此，推動全島綠化居住環境成

溫調節溫度、儲存雨水，以及紓

的兒童感到難過，雖然我們到處

紀念堂、國父紀念館、動物園樹

為改善都市環境當務之急。

解市民緊張情緒之機能。

標榜著「兒童是未來的主人

蔭少得可憐，有限的游泳池變成

此外，由於都市人口與經濟之

建設局不如先推展大街小巷馬

繸q來未曾真正為他們的 插蠟燭，根本談不上休閒，更遑

不當擴張、成長、使得「水泥叢

路邊，一樓門前、防火巷種樹，

翁」，

需求設想過。看看國人為男性成

論體能訓練。一切設施缺乏有系

林」與「柏油沙漠」日增，迫使

先從綠化地面開始，再往牆面以

人所設的種種吃、喝、玩、樂等

統的規劃與設計，簡陋、粗糙、

天然的土壤在都市中逐漸消失，

爬藤類植物綠化，兼具美化環境

各色各樣設施，可真做到挖空心

侷促，缺乏高格調之美感與趣味

環境品質日益惡化，進而影響居

之效益，真正發揮綠化之功能。

思，不惜耗資千萬奢華裝潢與創

性，該是草地、沙坑的地方，全

住人口之身心健康，各種社會暴

台北市百分之九十九防火巷，全

新玩樂花樣，讓樂於此道之男

舖上灰色粗糙的水泥，材料的選

力事件層出不窮，此為經濟繁榮

蓋滿違章建築，不但失去防火功

人，從頭到腳被侍候得像個王

用很難從舊有的觀念上突破及產

政府政策錯誤所付出之社會成

能，反而增加火災發生機會，不

公，甚至美國發明「威而鋼」藍

生創意。無論台北、台中或高

本，同時造成環境生態失衡，引

如鼓勵市民種樹，真正發揮防火

色小藥丸，一上市台灣衛生署率

雄，各地區公共遊戲場所，為孩

發乾旱、淹水、土石流等禍害，

功能；兼具美化環境、淨化空氣

先進口，遠超越日本，中國人不

子們做設備千篇一律，水泥與不

實難卸其責。

之功效。（全文完）

今天是九月九日，是重陽節
哦！當然也是我們中華民國露營
休閒車協會全國大露營的日子，
如果你沒有來參加，那保證你會
遺憾終身。
下午時分，車輛陸陸續續的進
來了，人也越來越多了，燈也越
來越亮了，在廣大遼闊的平坦營
地上，一群一群的燈火，熱鬧非
凡，初歷經921大地震後人煙稀
少，處處淒涼的日月潭，成了非
常強烈的對比。其中車水馬龍，
人煙鼎盛的地方，莫過於是那位
於大門口旁的報到處了，服務的
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們都 z持
著熱情澎湃的服務精神，不辭辛
苦地為了大家的福利、問題，東
奔西跑的熱忱，令我深感動容，
震憾我心啊！
驅車入場，映入眼簾的是參差
不齊，但排列和諧的孟宗竹火，
後面則是燈火輝煌的亮麗舞台，
舞台上熱歌勁舞的跳著、唱著，
雖然大家的歌聲不及電視上的明

星，但大家的融合度及盡興的場
面卻不輸那五月天的演唱會，再
往旁邊看看，那一家家和藹可
親，笑容可掬的列隊歡迎，真令
人倍感溫馨！定了位後，夥伴們
便紛紛地
來幫忙，
日月潭之旅－
這就是我
喜歡這協
會 的 地
方，好像
一個大家庭似的，互相扶持，互
相幫忙。
天色漸漸暗了，晚風也慢慢地
吹了，但我們的心卻越來越熱
了，為什麼呢？嘿！嘿！因為今
天是我們中部中聯會車隊成立的
日子啊，我們中部的成立，我還
是第一次參加這種盛大的場面，
有點讓我驚惶失措，又有點滿心
歡喜。
為了慶祝這次的盛會，大家都
盡量地想讓這一次辦的盡善盡
美，有的提供可口好吃的糕點，

有的製作冰涼順口的珍珠奶茶，
有的出力地服務幫忙，哇！忙得
不可開支，不過忙歸忙，但是大
家卻完全沒有疲勞的面容，面對
絡繹不絕的參觀者和祝福者，我
們 越 忙
越
有
趣 ， 或
許 你 們
會 覺 得
台中 小鐵馬
很
奇
怪，但這就是我們不朽的精神，
這就是我們的默契，不錯吧！
在那一次的餐會中，遇到了很
多很多國外的朋友，有荷蘭的、
日本的、奧地利的、加拿大的…
…等等，很多的唷！讓我大開了
眼界，第一次看過那麼多不同種
族的人，這就是我們協會的魅力
吧！讓地球名副其實的成為一個
村落，沒有距離的村落。
慶祝會的結尾，那就是道道地
地屬於台灣的鄉土活動，那就是
－放天燈－不錯吧！這都得感謝

中聯會車隊成立酒會

我的四伯，提供了那些傳統的天
燈，讓我們和那些外國人玩得不
亦樂乎，大呼過癮。尤其是那些
外國人，一個個大開眼界，目瞪
口呆，還有的跟我們要一些回去
放放看 J！看起來，他們玩得有
心得了哦！還不錯嘛！這一次的
餐會有了一個完美又令人難忘的
結尾，我們大家又玩得高興，何
樂而不為呢？
這一次的全國大露營，是我們
家第一次參加，又留下美好的回
憶，真令我咀嚼於其間，回味無
窮呀！也希望大家對我們這個新
生的中聯會車隊，能有更多的支
持，也不吝嗇的給我們建議，讓
我們能做得更好，更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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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丁

∼童軍團感謝您的贊助∼
感謝團顧問：陳盛雄(毛利歐)先生
捐贈童軍露營器材一批(市值2萬6仟餘元)
*毛利歐先生目前捐贈童軍團之各項器材累計高達市值約4萬2仟餘元
感謝主任委員：游祥鏗(阿不拉)先生
續捐童軍團活動費5仟元(本年度累積1萬5仟)
感謝名譽顧問：陳德明先生

∼團務報告∼
●本團“中級考驗營”如期於8月

伴並分別獲選為本營隊最佳小隊

25日在汐止山豬農場舉辦，共有

長及三位最佳小隊員。

學員31位及服務員17位(共48位)

●幼童軍活動已於8月26日(配合

伙伴參加。經過兩天兩夜緊湊的

童子軍團集會時間)開始試辦，歡

考驗，共有郭玟娟(小老鼠)、張家

迎家中有七至十歲年齡之子女踴

綺(不多)、張伊婷(小局長)及施靜

躍參加。詳情請洽幼童軍團籌備

宜(小鳳仙)等4位伙伴脫穎而出，

團長－卓國璋(新萬達)伙伴。

通過全部考驗，即將成為本團第

●(我們家的小童軍)及(日行一善)

一批中級童子軍。此外，張伊婷

專欄是為童軍家長及小童軍們開

(小局長)伙伴及郭玟娟(小老鼠)、

闢的小園地，歡迎踴躍投稿，投

柯雯齡(ki ki)、吳羽婷(小溪尾)伙

稿方式詳見第五十三期會訊。

【童軍小常識】

∼活動剪影∼活動剪影∼活動剪影

團集會：

捐贈童軍團活動費3仟元

∼貝登堡的足跡∼
★不要替孩子做太多他們自己該做的事，只要一旁看著他們做。有句銘
言說：「想完成一件工作時，不一定要全部自已動手。」
★做事要有耐心，非洲西海岸的土著捕捉猴子的秘訣是：「不要急著去
追猴子，要輕輕地，慢慢地，才能抓到牠。」
貝登堡－童軍運動創始人•世界童軍總監

∼我們家的小童軍∼
這是專為童軍家長新開闢的小園地，
讓您與大家分享您家小童軍成長的喜悅。

團集會不是一個“會議”，而是

☆當女兒知道協會將成立童軍團時，她高興的雀躍不已，看到她如此快樂的

童軍團訓練童子軍的重心活動；

祈盼，心情也跟著激動起來。童軍團正式成立後，她每每以快樂與期盼的

在一個精心設計的團集會裡可使

心情去迎接"團集會"的到來，希望盡自已的努力和學習，為小隊爭取最高

各小隊自動發展合作的精神，及

的榮譽。看到她這麼積極，不由得替她高興。因為從她身上，我看到她學

促進各隊間友誼競賽的心理，藉

習到了一般小孩較難有機會學到的野外技能，也看到她了解到在團隊裡，

使整個團的活力與成長有所展

"互相合作"與"信任"的重要性。這些是我們在家中及學校所無法給予的體

中級考驗營中，正在接受“晨檢”
的野狼小隊。

現。

會，但她現在都嚐到了，這是一個身為母親的滿足。

∼百合∼

將 人 比 人 ， 真 是 氣 人 ． 將 心 比 心 ， 大 家 更 親

婦

●

幼

●

花

●

絮

婦幼團希望各個2
巧克力

分之1都有一件團體制

瞧！婦幼團舉辦這次滑板車大賽，各個表演精彩、技術高超，大人小

服，希望大家提供制服式

孩一致拍手叫好，讓我們在露營的同時增加了許多的樂趣，希望各位伙

樣，以供選擇。

伴們如果有新的IDR能夠提供給婦幼團，讓婦幼團能舉辦更多的活動以
增進更好的親子關係。
PS：此次的活動非常感謝副團長－華司－的精心策劃及提供獎品，
讓此次活動劃下完美句點。

活動
預告

婦幼團

婦幼團預定於近日再
行舉辦一次跳蚤市場。
祈望各位伙伴將你堪用
的用具，各種鍋、碗、瓢、
盆與其放在倉庫裡，不如拿到
跳蚤市場來與同好交流。
時間：12月3日
地點：坪林

金溪營地。

敬請期待

露營車 第六版《活動》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十日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八十九年十一、十二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營

地 集

合

地

點

承

辦

單

位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地質景觀之旅
(11月份慶生會)

北投貴子坑

自行前往

溪頭、高中生

1.請11月份壽星踴躍參加
2.特殊地質景觀探索
T 5日童軍團第十七次團集會

11/11∼11/12
(六)(日)

山與水的呼喚

尖石鄉
那羅灣

11/11 09：30AM關
西休息站出發

福爾摩莎車隊

登山、健行、森林浴

11/11∼11/12
(六)(日)

溫泉之旅

清泉停車場

11/11 上午10：00
泰安休息站集合出發

中聯會車隊

泡湯、健行

11/11∼11/12
(六)(日)

農場生態行

穎達農場

11/11 AM9：30
8號國道接3號國道高
速路之南下停車場

台南聯絡處
紅螞蟻

生態觀賞、賞鳥、騎單車、
健行

11/18∼11/19
(六)(日)

北宜風光逍遙遊

坪林 合歡營地
2665-6424

自行前往
過坪林橋左轉
直行、注意指標

007.變色龍

茶葉博物館、老街巡禮
T19日童軍團第十八次團集
會

11/25∼11/26
(六)(日)

農莊休閒樂

蓬萊農場
03-7824995
03-7821163

自行前往
124縣道經南庄
往仙山方向

大北、伍佰

1.訪農場仙境美景
2.抓泥鰍、釣魚、品茗
3.GPS全球 珙P定位系統之
使用
4.電影欣賞

11/25∼11/26
(六)(日)

苗栗勘察營

預定營地：三義

集合時間、地點
另行通知

福爾摩莎車隊
(活動推廣)

須報名參加 蘇圳忠(福豹)
TEL:22121284, 090129449

12/2∼12/3
(六)(日)

茶鄉之旅
(12月份慶生會)

金溪營地
2665-6088
2665-6269

自行前往
台9線約35.5k處右轉
下

阿不拉、五色鳥

1.請12月份壽星踴躍參加
2.健行、垂釣、單車行
3.跳蚤市場
T 4日童軍團第十九次團集會

12/9∼12/10
(六)(日)

北橫風光自由行

三光爺亨溫泉旅館
03-3912978

12/9 09：30AM三
峽大埔加油站出發

青山、志明

1.露天溫泉三溫暖
2.健行,登山,請自備飲用水

12/9∼12/10
(六)(日)

三峽勘察營

預定營地：三峽

集合時間、地點
另行通知

福摩摩莎車隊
(研習訓練)

須報名參加 蘇圳忠(福豹)
TEL:22121284, 090129449

12/9∼12/10
(六)(日)

水庫之旅

明潭水庫
大壩

自行前往

中聯會車隊

釣魚 抓蝦 遊湖 健行

12/16∼12/17
(六)(日)

陶瓷之旅

鶯歌河濱公園溜冰場 自行前往
旁
北二高下鶯歌交流道
過三鶯大橋約300M
右轉環河大道

老K、棒棒龍

1.鶯歌石健行、陶瓷、童玩
製作
2.陶瓷博物館開幕，
活動豐富，有趣

12/16∼12/17
(六)(日)

童軍團團露營

汐止山豬農場

童軍團

1.斥候工程營
2.限中級以上童軍參加

12/23∼12/25
(六)(日)

東海岸移動營

12/22宿武荖坑
12/22 21：30AM
12/23宿鯉魚潭
坪林加油站出發
12/24宿羅東親水公
園

活動推廣委員會

1.移動營活動之體驗
2.蘇花公路全覽

12/23∼12/25
(六)(一)

中橫勘察營

預定營地：中橫支線
台七甲線

集合時間、地點
另行通知

福爾摩莎車隊
(營地開發)

須報名參加 蘇圳忠(福豹)
TEL:212-1284 090129449

12/23∼12/25
(六)(日)

賞楓之旅

武陵農場

自行前往

中聯會車隊
鐵馬

賞觀 觀瀑 健行
(需預定營位請先報名)

12/23∼12/25
(六)(日)

原住民文化行

泰雅渡假村

12/23 AM09：00北
上西螺休息站

台南聯絡處
紅螞蟻

1.觀賞山地文化、歌舞
2.單車山野巡禮

南投勘察營

預定營地：水里

集合時間、地點
另行通知

福爾摩莎車隊
(營地開發)

須報名參加 蘇圳忠(福豹)
TEL:22121284, 090129449

11/4∼11/5
(六)(日)

12/30∼元/1
(六)(日)

自行前往
(16日下午3:00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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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台南聯絡處，敬請多加利用。（詳細資料請參閱第一版）

露營車 第七版《活動》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十日
＜活動日期＞ 89年7月1日至7月2日
＜活動名稱＞ 夏日親子活動營
＜活動地點＞ 姜子寮基地(山豬農場)
＜承辦單位＞ 山豬、園丁
＜車輛統計＞ 43輛
＜人數統計＞ 大人89人 小孩60人 共149人
※小朋友們期待的暑假終於來臨了，暑假的第
一個週未營我們便安排大家最熟悉的營地姜
子寮基地－山
豬農場，游
泳、烤肉。到
營地途中經過
山下的那條大
圳看到擠滿了
避暑戲水的人
潮，真是恐怖
啊！相形之下我們是何等幸運，在此還是要
跟山豬說聲謝了！
wwwwwwwwwwwwwwwwwwwwwww
＜活動日期＞ 89年7月8日至7月9日
＜活名名稱＞ 觀霧雲海之旅
＜活動地點＞ 觀霧山莊停車場
＜承辦單位＞ 活動推廣委員會
＜車輛統計＞ 18輛
＜人數統計＞ 大人36人 小孩32人 共68人
※雖然氣象局已發佈海上颱風警報，但我們這
群戶外族仍然"不安於室"按原訂行程上了海
拔二千多公尺
的－觀霧，實
在不得不佩服
自已的勇氣和
膽識。
可能發生的事
情發生了，今
天藍寶哥哥竟
然因路況的因素捨棄他的casita拖車，而騎
150cc的機車上山，真是"甘拜下風"。看來"
上帝也瘋狂"也並非不可能了。
wwwwwwwwwwwwwwwwwwwwwww
＜活動日期＞ 89年7月15日至7月16日
＜活動名稱＞ 鳥嘴山訪神木之旅
＜活動地點＞ 關西錦仙世界
＜承辦單位＞ CP.LC
＜車輛統計＞ 40輛
＜人數統計＞ 大人76人 小孩59人 共135人
※一年來未曾造訪錦仙，景色依然怡人，但設
備也依然如舊，好山好水的營地未能好好規
劃殊為可惜，
晚上聯誼會
CP.LC及他們
的1/2準備了
非常豐富的食
物招待大家，
當然也有不少
熱心的夥伴贊
助許多的美
食。席中LC特別靠近我的耳際感謝我，安
排他承辦此週活動，他非常的高興。聽了心
中真是五味雜陳，正當大部份人視"爐主"為
畏途時，也有人樂在其中。總而言之還是感
謝大家對活動委員會的支持、希望大家都能
在活動中獲得屬於自己的滿足。
wwwwwwwwwwwwwwwwwwwwwww
＜活動日期＞ 89年7月22日至7月23日
＜活動名稱＞ 山野巡禮
＜活動地點＞ 尖石鄉葫蘆灣渡假村
＜承辦單位＞ 婦幼團
＜車輛統計＞ 30輛
＜人數統計＞ 大人64人 小孩42人 共106人

福特

※正當其他遊客興高采烈樂在葫蘆灣渡假村那
三個天然泳池
戲水時，我發
現了一個沒
人、溪水清澈
水深及腰的好
地方，喜歡玩
水游泳的夥伴
記得下次造訪
時，別忘了跟我來，那種感覺才是名符其實
的"油羅溪"。
wwwwwwwwwwwwwwwwwwwwwww
＜活動日期＞ 89年7月22日至7月23日
＜活動名稱＞ 第一屆環保大露營
＜活動地點＞ 坪林營地
＜承辦單位＞ 台北縣露營協會
＜車輛統計＞ 13輛
＜人數統計＞ 大人24人 小孩20人 共44人
※台北縣露營協會與坪林鄉公所聯合舉辦之第
一屆環保大露營於7月22∼7/23盛大舉行，
本會為協辦單位，特派部份夥伴參加共襄盛
舉，期待此類良性互動之活動往後能多舉行
以創迼本會之能見度及與友會之交流。
wwwwwwwwwwwwwwwwwwwwwww
＜活動日期＞ 89年7月29日至7月30日
＜活動名稱＞ 都市野營
＜活動地點＞ 光復橋下河濱公園
＜承辦單位＞ 禿驢、犀牛
＜車輛統計＞ 47輛
＜人數統計＞ 大人95人 小孩71人 共166人
※光復橋下的河濱公園近台北市區，近幾年來
經台北市政府
整治後，今已
大樹蓊鬱，綠
草如蔭，很適
合假日闔家出
遊！不過小心
點，還得忍受
一點點臭臭的
感覺。
wwwwwwwwwwwwwwwwwwwwwww
＜活動日期＞ 89年8月5日至8月6日
＜活動名稱＞ 戲水親子營
＜活動地點＞ 溫馨庭園休閒農莊
＜承辦單位＞ DJ、藍寶
＜車輛統計＞ 35輛
＜人數統計＞ 大人79人 小孩68人 共147人
※溫馨的泳池設備，我想應該沒有人會嫌棄
的，這一次它
又增加了蒸氣
烤箱，也是免
費使用，趁機
烤一烤身上多
餘的脂肪，不
知您用了沒？
聽說冬天使用
起來更棒，請大伙拭目以待！

wwwwwwwwwwwwwwwwwwwwwww
＜活動日期＞ 89年8月12日至8月13日
＜活動名稱＞ 發現冬山河
＜活動地點＞ 三富花園農場
＜承辦單位＞ 好馬、黑松
＜車輛統計＞ 24輛
＜人數統計＞ 大人52人 小孩47人 共99人
遠離塵囂，濃密的樹林，寧靜的山林，美麗的
庭園，寬廣的汽
車營地，清晨醒
來鳥語花香，雖
屬炎炎夏日，
一點也不覺得有
暑意，彷彿置身
在世外桃園。
wwwwwwwwwwwwwwwwwwwwwww
＜活動日期＞ 89年8月19日至8月20日
＜活動名稱＞ 寺廟尋古
＜活動地點＞ 汐止 拱北殿
＜承辦單位＞ 220、大頭
＜車輛統計＞ 30輛
＜人數統計＞ 大人58人 小孩37人 共95人
※汐止市的拱北
殿，環境悠
美，樹木參
差，入夜以後
涼風徐徐，作
為北市近郊的
避暑勝地該當
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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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89年8月26日至8月27日
＜活動名稱＞ 夏日親子活動營
＜活動地點＞ 平湖森林遊樂區
＜承辦單位＞ 長頸鹿、大象
＜車輛統計＞ 28輛
＜人數統計＞ 大人54人 小孩22人 共76人
※平湖的靜與美，成為我們協會喜歡前往的幾
個營地之一，
本週因為童子
軍的中級考
驗，讓家長們
移師到這，少
了孩子的喧嘩
聲，是不是更
顯出此處的寧
靜！
wwwwwwwwwwwwwwwwwwwwwww
＜活動日期＞ 89年8月26日至8月27日
＜活動名稱＞ 童軍中級考驗營
＜活動地點＞ 山豬農場
＜承辦單位＞ 童軍團
＜車輛統計＞ 17輛
＜人數統計＞ 大人32人 小孩35人 共67人
※經過一連串的訓練，本週是童軍中級考驗的
驗收，看著孩
子們自己搭帳
篷，自己煮
飯，這群都市
中的小孩，是
否讓放不下心
的爸爸媽媽們
驚訝的發現，
他們的小孩已經長大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