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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然律師
況，倒也不失達觀的生活襌境。

台幣貶值、股票下跌、政治低

可的癮，一段時日到了，五臟六

大敵，戰戰兢兢，所幸大夥防患

氣壓倏倏地吹、經濟景氣每下愈

這就是大夥發揮想像力、容忍

腑全身毛細孔打顫似的，提醒自

未然，未雨綢繆，千禧危機結果

況，邇來，生活在台灣斯土斯民

度以及變換身段，展現壑然大度

己，該是歇歇腳，休閒一下的時

虛驚一場，化險為夷。如今，即

的臉上，似乎缺少了燦爛的笑

的關鍵時刻了，所謂的one

候了。更何況休閒車者，必須馳

將跨越兩千年，外在環境雖然愁

顏，火氣倒是上升了不少，議事

moment in time。畢竟順境有順

騁大江南北，縱橫四海，方能彰

雲慘霧，一片寂然，然而危機未

殿堂彷彿又回到數年前劍拔弩張

境的操作法則，逆境有逆境的因

其所以為休閒車之意義。潤潤

嘗不是轉機，姑且sit-and-see，

的喧擾亂象。

應策略，換句話說，再苦、再

油、熱熱引擎，否則鏽了、電瓶

用智慧釐清自身的前景，身旁庶

唉！歎口氣、伸個腰、黔黎如

累、再窮，也要玩！只不過是玩

耗損了，機能相對加速折舊。人

務，暫擺兩旁，毋須庸人自擾

我輩者，又能如何，況且庶民野

的內容、玩的週期、玩的預算，

這部肉身機器，白刀子進，紅刀

之。

語，未必能上達天聽，兀自憂國

順勢調整，不致玩得捉筋見肘，

子出，不過如此。

憂民，抑鬱難伸，不過是徒增困

玩得寅吃卯糧。

轉眼千禧年已屆尾聲，去年這

擾，困坐愁城。彼岸「馬照跑、

露營休閒車千禧年所舉辦的一

個時候，台灣全島籠罩在一股千

舞照跳」的流行順口溜，這個時

系列活動下來，雖然難免勞形費

禧蟲危機的陰影之下，隨著歲暮

機咱們派上用場，雖說是揶揄窘

神，卻無形中讓人上了非休閒不

腳步聲聲逼近，企業主無不如臨

反正，再苦、再累、再窮，玩
性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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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亞太地區委員會議

代表團領隊：陳盛雄

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為協助當

假台灣龍門營地，由中華民國

告本會英文會名經理監事會通過

亞太地區參加世界露營總會雖

地災民重振南投縣的觀光產業

露營協會承辦。

修改為「Formosa Camping &

然只有日、韓、台三國，但是由

與文化仍決定今年的全國大露

5.第64屆世界露營大會將於2002

於這些年來的優異表

營移師震央日月潭湖

年5月17日27日假韓國江原道東

現，使得總會相當重

畔舉行。

海市海濱渡假營地舉行。

視，委員會議31日上

2.第6屆亞太地區露營

6.亞太地區露營大會，自1995由

精美摺頁只印「International

午9時召開，由現任

大會訂於10月6日至

韓國辦第一屆起，每年分別由

F.I.C.C. Relly 2001」，中華露協

主席長谷川

純三先

9日假日本福島縣安

韓國、台灣、日本三國輸流舉

紀光慎代表稱：「這是我們漏印

生(日本汽車露營協

達那森林公園營地舉

辦，由於過於頻繁，委員會決

的錯誤，回去會更正」，在增進國

會會長)主持，總會

行。

議，明年第7屆為最後一屆，自

際社會相互理解的今日，這種嚴

Carvanning Club」
。
最後總會會長質疑中華民國露
營協會為何第7屆亞太露營大會的

會長Lars先生並親自

3.第5屆國際露營會議

2002年起每隔三年爭取一次亞

重錯誤相當值得檢討。

參與，會議內容包括

將於10月2日至5日

太地區露營大會，其主辦順序

伍.會員代表大會(General Assem-

假東京舉行，陳盛雄

暫定如下：2002韓國、2005台

bly ) 陳名譽理事長應邀接受最崇

名譽理事長應邀參加

灣、2008日本

敬表揚

發表論文與討論會

其他審核財務收支，通過亞太

一年一度的會員代表大會於8月

地區通訊第6期出版事宜，修改章

2日假萊奇鎮民大廳(Lech Hall)

各協會報告、財務報
告、修改章程及討論
議案(附件二)，茲節

《主辦國會長Mr. Hans前
導遊行活動》

錄重點如下：

(附件三)。

1.去年921大地震的關係，重創南

4.第7屆亞太露營暨國際露營大會

程及討論增加亞太委員會的收入

舉行。萊奇鎮是德國巴伐利亞的

投縣的產業與觀光事業，中華

將於2001年9月17日至10月1日

方式等，曾華山前理事長口頭報

傳統小鎮，純樸的鎮民熱愛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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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草，每戶家庭的門前、窗台都

第五屆第七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布置得溫馨而可愛。
今年六月下旬，總會已經來函

一、工作報告

雄在這次的活動非常辛苦，辦的

會特別貴賓”。年會在清點報到人

(一)會務報告：張代秘書長緣岸

數之後，總會會長即宣佈：「今

1)影印機已租用。
2)會帽已製作完成100頂，每頂

也非常成功，請大家給予熱烈的
掌聲，尤其難得是本會辦的活動

“陳盛雄名譽理事長應邀為會員大

天我要介紹一位在露營界特別重

120元，共計12,000元。
3)於九月廿六日晚辦過一次會務

要的人士，他歷年來對於促進總
會以及亞太地區露營活動的貢
獻。重視於營地開發與環境保護

《純樸而可愛的萊奇小鎮》

之間，相互協調的研究，獲得優

年度預算報告、新年度會員證及

異的成果，特別是去年921台灣集

會費收費標準。接著是討論新會

集大地震發生之後，以一個身為

員入會案，今年有丹麥的D.K

露營者，熱愛自已的土地，展現

Camping Club及 義 大 利 的

在災難中發揮助人的精神與事

A.C.T.I申請入會，經過會員之間

蹟，那就是來自台灣的MORIO

的熱烈討論之後以投票表決的方

CHEN。因此今天特別邀請他進

式而都通過入會案。

人員(含十大委員會及祕書處人
員) 座談會，凝聚共識，期待對
會務有更深一層體認及奉獻。
5)會務人員及理監事名片已重新
印製26份，各理監事如有須要
可通知祕書處印製。
(二)各委員會報告：
1)基金管理委員會陳主委嘉拯
陳主委嘉拯：目前基金仍維持

到會場來接受我們全體對他最崇

在未來的世界露營大會報告則

高的敬意。」世界露營總會以此

分別由獲得承辦的挪威(2001)、

$317, 550並無動用，如有會員
反應，希望大家澄清。

種方式表揚個人事蹟還是第一

韓國、加拿大、比利時(2002)報

理事長：請出版委員會在會訊上

次，今天受到與會各國代表的熱

告大會準備情形。

烈掌聲中接受此榮耀，除了個人

在決定2003年的世界露營大會

的光榮外，更是台灣走向國際化

主辦國時由於只有西班牙申請，

社會，邁向地球村爭取國際間相

因此全體鼓掌通過。而對於2004

互理解的重要意義。

申請的目前只有荷蘭，留待明年

表揚儀式之後開始進行大會議
程，首先是總會理事及各個委員
會年度工作報告、財務報告、新

決定。同樣我們也預先提出有意
爭2005世界露營大會在台灣。
（下期待續）

迎接2002年世界露營大會
韓國露營協會積極營地建設
韓國露營協會於去年爭取到主辦2002年第64屆F.I.C.C國際露營大會
後，為了辦好此次大會於去年底聘請本會名譽理事長陳盛雄先生擔任營
地建設顧問，陳顧問去年底就有意爭取主辦地三個縣市所提供的資料經
現場踏勘評估後，選定東岸海濱的「東海市」為舉辦地。本年三月經過
討論會提供相關意見後，委請規劃公司進行規劃。今年假德國舉行的大
會時，東海市政府還派相關人員6位前往觀察，並積極在營地建設預定
地外租用民房一間成立「第
64屆F.I.C.C露營大會執行委
員」臨時辦公室。
本月初再次邀請陳名譽理
事長前往現場，對整體規劃
案進行審查工作，審查會上
竟然來了二十餘位市議員及
地方社團代表。為了讓建設
預算順利通過，陳名譽理事
長還擔當了臨時「說客」，最
後終於照原計劃案，由地方
政府編列配合款67億韓圓全
數通過。近期內即將招標展
開實質建設。

第64屆F.I.C.C.露營大會執行委員會辦公室

加以澄清。
2)公共關係委員會魏主委增森
主委辭職，請祕書處提報新公
關主委。
3)出版事務委員會吳主委國清
吳主委國清：小朋友投稿之稿
酬問題是否請各常務理監事來
決定。
表決： 通過以一仟字三佰元，
請吳主委國清決定頒發方式。
4)會員擴展委員會許副主委海順
代理出席。
許副主委海順：會員擴展委員
會工作計劃及施行細則請審核
（列在提案）
(三)第九次全國露營大會籌備會成
果報告。
林永雄主任委員：
(1)九月九日∼九月十二日第九屆
的全國汽車露營大會四天三夜
在日月潭圓滿達成，承名譽陳
理事長盛雄的幫助，此次為歷
屆得到補助款最多的一次，相
對的也付出許多心血，場地亦
由一片空地變成有水有電又有
衛浴設備的最佳場地，這些都
得感謝各位伙伴的幫助。同時
也得到老天爺的幫忙四天三夜
都沒下雨，更感謝各位大力支
持及熱心參與。 由於此次的辛
苦也提供往後舉辦相關活動的
經驗，此次公關公司幫助雖不
盡理想，但會整理供參考。
(2)關於這次的收入與支出尚未完
全整理出來，若財務整理好，
會請青山(會計)做詳細的報
告。
李理事長永然：主任委員林永

能利用社會資源創造結餘，林主
任委員也願意提供資料供往後傳
承，相信往後亦可辦出更好的成
果，最後也感謝名譽理事長給予
我們諸多的協助。
二. 討論提案：

(一)請審核協會八十九年八、九月
份財務收支案。
決議： 通過
(二)請審核，婦幼團，中聯會財務
收支案。
決議：婦幼團，中聯會財務收支
通過
(三)請審核協會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決議：通過
(四)請審核會員擴展委員會工作計
劃及施行細則。
決議：通過
(五)提報擬贈送繡有各主委及會務
人員屆職名會帽乙頂以示對其
尊重並加深其責任感。
決議：通過
(六)提報擬贈送繡有各理監事屆職
名會帽乙頂以示對其尊重並加
深其榮譽感。
決議：通過
(七)提報推舉第十次全國汽車露營
大會籌備會主委。
決議：因今年大露營剛結束，暫
時擱置，下次提報。
(八)提報後補理事鄭嘉德 陳川民
楊清輝 王豐純 楊甘煌 黃朝欽
張煥光 遞補理事 陳天貴 王振
任 張榮燦 周亮汜 翁世賢 馮
國珍所留缺額。
決議：通過
(九)提報後補監事田洪慧 遞補監
事葉萌逸 所留缺額。
決議：通過。
四. 臨時動議：

(1)游副理事長祥鏗：提議刪除童
軍委員會，不再以委員會編
組。
說明：童 軍 團 成 為 單 純 附 屬 單
位。
決議：通過，但因上次會員大會
已通過童軍團為委員會，
所以在十二月仍需理監事
追認通過再提請會員大會
修改組織表，祕書處須提
案。
(3)林常務理事永雄：前理事長被
除名無倫理道德，應提為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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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說明：陳德明為前任理事長卻被
除名，以其捐款的金額或

各位伙伴：

會員會費變更
收費計算日期通告

對協會的貢獻應提為永久
會員，無需繳交會費。

2001年露營手冊將於近期出刊歡迎本會會員來會免費索
取(或於週末營時依會員資料分發如使用郵寄請附回郵)。

本會會費繳納日期為配合會計

決議：授權祕書處與會員擴展委
員會擬定標準提案討論。

本次出版內容：迎接休閒時代的來臨，ficc世界露營總

年度計費日期自90年1月1日起

會介紹、136個營地簡介，露營家庭與露營車，協會10年

(4)林常務理事永雄：為強化理事
會功能，舉辦理監事聯誼餐

改以每年度1月1日為計算起點，

精彩回顧等等計140頁的特刊希望能獲得你的喜歡與保

本90年度會費90.1.1.∼

存。

90.12.31已繳納89年度會費

會。
說明：林常務理事永雄：為加強

為了讓更多的露營朋友也能共享這本書的內容歡迎會員

(89.7.1∼90.6.30.）者，將扣除

理監事會功能，希三月一
期聚餐聯誼，凝聚理監事
向心力。
決議：通過。

訂購轉贈親朋好友

90.1.1∼90.6.30.已繳部份，90

1.2001年露營手冊特價優待$100元（郵資另加50元）

年度應繳會員900元正，89年下

2.非會員郵購$150元。(含掛號郵資)

半年度入會會員將補足至

3.會員訂購4本以下9折。(郵資另計)

90.12.31.會費，繳納金額將再

4.會員訂購10本以下8折。(郵資另計)

以書面通知。

5.會員訂購11本以上7折。
秘書處

6.本刊廣告廠商比照會員辦法折扣。
謝謝你的支持與鼓勵，才能使10週年特刊完滿付印。為

本 會 顧 問 蔡 煌 瑯

了迎接新的休閒時代，本會將更努力搜集更多資訊，提供

學歷：

會員參考，同時我們非常期待你來加入我們，一起來編輯

●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專科學校

或提供露營資訊，營地搜尋及露營照片，讓經驗可以傳

經歷：

承，讓營火邊的故事更加動人。

● 南投縣議會

捐款名錄

● 第三屆立法委員

特刊出版委員會

常務監事 許著純 捐款

現任：

主任委員 游祥鏗

20,000元

● 第四屆立法委員

煤油燈下夜語
這是有關於露營生活、露營感想、露營趣聞、露營新知，不論是理論
面、知識面、思想面的文章都很歡迎。

「露營旅遊」(一)

陳盛雄

所謂「露營旅遊」也就是近年來報章、雜誌經常報導而逐漸被國人

日，以後陸續增加，至目前為此，其法定休假日每年最少為35天(不

開始接受的「定點式旅遊」方式。台灣在1980年代創造了所謂的

含週休二日)，根據法國國立經濟統計研究所1994年的報告，法國人

「經濟奇蹟」之後，國民所得在1988年突破6000美元，根據世界銀行

對於法定休假日使用率平均一次出去停留天數的統計分別為使用於冬

的所得定義，台灣已經被列為高所得國家。另一方面，政府在1987

季假期的有26.7%，平均停留13.6日，使用於夏季假期的為55.1%，

年解除「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之後，隨著開放出國觀光旅遊，國

平均停留23.3日，兩者合計，使用率為81.8%，平均停留天數合計

人開始蜂踴般的前往東北亞、東南亞、歐洲、美加各國旅遊，在當時

36.9日。

的談話間都會聽到：「你這次出國玩了幾個國家」。這種在70年代盛

所以說法國人是全世界最會享用休假日並不為過，這點從每年的夏

行於國內的三天二夜環島之旅的觀念，延伸到國外的旅遊。當然在那

季奔馳在法國高速公路上，鄉村小路間的露營車陣就可以得到明顯的

個時空背景下，走馬看花的趕集式旅遊是可以理解的。

印證。筆者在1995年開車從法國前往西班牙的途中，在邊境的收費

隨著所得的提高，國人的休閒觀念也逐漸提昇，近年來不論是國民
旅遊也好，國外旅遊也好，一些所謂的「深度之旅」、「文化之旅」、

站，一眼望去幾乎90%以上的車子都是露營拖車，正準備前往地中
海海濱去渡假。（待續）

「知性之旅」、「生態之旅」，相繼的推出，這就可以證明，國人的旅
遊已經從「周遊型」轉為「定點型」，從「金錢消耗型」轉為「時間
消磨型」。也就是說國人的旅遊觀念逐漸達到成熟的階段。
「定點旅遊」在歐美各國可以說已經到了完全成熟的階段，歐美人
士一次出門少則五、六天，多則一、二個月，而且是選定一個地點後
就住下來，輕輕鬆鬆地享受自然景觀，當中選擇幾天到鄰近的風景據
點去遊玩，徬晚再回來，而這種旅遊最具代表性的也就是藉由露營的
方式，也就是本文的標題「露營旅遊」
。
歐洲人會熱衷於露營旅遊，特別是法國人，這和有給休假日有絕對
的相關，由於法國早在1936年即制定每年必需有15天的法定休假

在法、西邊境收費站的露營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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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生活芝麻事

因應週休二日

長頸鹿

加強推動露營休閒車活動
為因應政府週休二日的德政，讓國人在繁

主任委員，進行籌備事宜及工作；現正積極

求完美而努力，歡迎熱心服務的伙伴向籌備

忙而努力工作之後，有充份而正當的休閒生

進行中：1.舉辦日期的考量排定，2.活動的

會聯繫，加入服務行列，也藉由活動中學

活，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經九年多努

場地評選，3.活動規劃將以充實的地方文化

習，自我成長，讓全體會員肯定您的努力。

力，協助政府宣導政令，引導社會正常休閒

及生態保育活動，4.活動中以益智性及趣味

本次活動將配合地方產業文化，讓參加者

生活，績效良多，近年來更深知國人在露營

性著手進行，5.擴大邀請各露營休閒團體參

有深入了解地方人文生活及充實的旅遊機

休閒生活的迫切需求，更藉由協會的運作，

加聯誼，6.邀請廠商業者提供優良露營休閒

會，然而露營休閒活動中，非常重視自然生

廠商業者的大力協助，政府機關的蒞臨指

器材展示，7.廣邀各地愛好露營同好參加盛

態之保育工作，籌備會將禮聘生態保育專

導，我們推廣露營休閒的活動，一年比一年

會，籌備會將努力提供各項服務，讓參加的

家，就目前國人對自然生態環境之保育解

壯大，更提昇露營休閒生活的品質，更獲得

伙伴有舒適而快樂的回味……等，我各工作

說，配合活動深入現場，了解各種生態。

國人的肯定，明年(90年)第十屆全國汽車露

小組更以積極進取精益求精的精神著手努

營大會，將擴大舉行，屆時懇請大家參加活

力，歡迎各位同好的參與。

動，共襄盛舉。

歡迎各露營休閒同好及團體參加活動，藉
以發揮露營休閒生活的推廣工作，屆時將以

目前籌備會正展開各項活動的規劃工作，

各同好在活動中大會師的方式，在營地現場

第十屆全國汽車露營大會，於89.11.16經

在聯繫各露營同好及團體中，得到熱烈回嚮

休閒交誼，藉由互相拜訪交流，互相協助與

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成立籌備會，並

及讚譽，預期將是一場熱鬧的盛會，籌備會

鼓勵，更以大團結，大合作，共同營造美好

推派基金管理主委陳嘉拯(長頸鹿)為籌備會

將以強化工作組織，發揮團隊力量並自我要

的露營休閒生活。

露營與環境

法律小常識

理事長 李永然律師

傾倒廢溶劑入溪流，
有刑責嗎？

感

謝

"傑克森"提供第
九屆全國大露營舞
台用緞帶彩布40碼
(約3,600元)
"燈塔"贊助祈福

目前在台灣南部發現台灣高屏
溪遭到傾倒廢溶劑，導攻高雄地

(參見《廢棄物清理法》第十

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者，

三條第一項)。

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區民眾的飲水，發生嚴重的問

2.「有害事業廢棄物」，不得與

題，這類問題究竟行為人須否負

「一般事業廢棄物」或「一般

刑責？

廢棄物」合併清除、處理。

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如果係受委託處理事業廢棄物

晚會蠟燭1,700個×
4＝6,800元
(本次訂購5000
個，實付3,300個，
其餘由燈塔贊助)

按我國《廢棄物清理法》所規

3.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需經特殊

的業者，卻未依規定方式處理，

範的「廢棄物」包括「一般廢棄

技術處理的有害事業廢棄

擅將之傾倒入溪流，導致河川嚴

物」及「事業廢棄物」，而廢溶

物」，得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

重污染，此一行為依《廢棄物清

劑屬於「事業廢棄物」

管機關，設置適當設施，代為

理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貯存、清除或處理，並收取必

如有「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

要費用。

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歡迎參與第六屆理事
會、監事會、各委員會

所謂「事業廢棄物」還包括
「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前者乃指由事業機

4.事業廢棄物的貯存、清除或處

併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如「因

秘書處

構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

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

而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歡迎您參與第六屆理事會、監

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

機關的規定(參見《廢棄物清理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

事會及各委員會貢獻服務機會。

污染環境的廢棄物，後者則是由

法》第十五條)

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導

依協會組織型態，理事會為最

事業機構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

5.事業機構或公、民營廢棄物清

致疾病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高決策單位，監事會為監察單

以外的廢棄物(參見《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對於「有害事

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位，秘書處為行政單位，而會務

理法》第二條第一項)。因而廢

業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理

盼國人勿再短視近利，而應拿

的發展執行端賴各委員會。所以

溶劑應屬「有害事業廢棄物」
。

的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錄妥

出良心，愛護台灣的環境，做好

各委員會需各位集思廣益與熱心

善保存，並定期申報直轄市、

環境保護的工作！(本文作者為

參與。因為有您，協會才有今日

注意以下五點：

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參見《廢

永然法律事務所所長、永然智慧

之規模，更需要有您的親自參

1.業 業 廢 棄 物 的 清 除 、 處 理 以

棄物清理法》第十六條倘若有

財產權中心負責人)。

與，協會才有更好的明天。

「再利用方式」外，應以法定

人將廢溶劑傾倒入溪流，此一

大家一起來！只要您有熱誠、

方式為之，如：自行清除、處

行為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二

有興趣，我們竭誠的歡迎您。共

理、委託清除、處理……等

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的規定：

同在理事長的領導下完成本屆任

事業於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應

務，進而永續經營，造福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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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登堡的足跡∼

∼團務報告∼
●本團即日起開始接受第二批男女童軍團員之

★兒童能由一潭污水中體會冒險的意義。如

申請，報名資格仍為本會會員10歲以上之子

果大人仍具有

女，新進團員之三項登記擬從民國90年開始，

童心的話，

並於年初正式活動。

∼活動剪影∼活動剪影∼活動剪影

同樣能夠了

●幼童軍活動(配合童子軍團集會時間)，目前

園丁

解這一點。

仍維持試辦階段，歡迎家中有七至十歲年齡之子女踴躍參加。詳情

★教育是否成功，不是看他的考

請洽幼童軍團籌備團長－卓國璋(新萬達)伙伴。

試成績，而是要等五年後，以他的

●(我們家的小童軍)及(日行一善)專欄是為童軍家長及小童軍們開闢

所做所為來作定論。

的小園地，歡迎踴躍投稿，投稿方式如後：

貝登堡－童軍運動創始人•

"我們家的小童軍"部份：請小孩參加童軍活動後的點點滴滴以便條

世界童軍總監

紙書寫150個字左右之短文並簽名交給園丁團長即可。

∼

"日行一善"部份：請將自己行善事蹟、日期及地點，用便條紙書寫
150個字左右之短文並簽名交給園丁團長即可。
我國的童軍運動乃依照年齡區分為六個具有連續性的階段，分別為:
稚齡童子軍

8歲∼12歲

幼童軍

(幼女童軍)

11歲∼15歲

童子軍

(女童軍)

14歲∼18歲

行義童子軍

(蘭姐女童軍)

17歲∼21歲

羅浮、蘭傑童子軍(資深女童軍)

20歲以上

服務員

行

水果攤老板的小幫手

【童軍小常識】 童軍的進程(階段)：
6.5歲∼8.5歲

日

9月17日小童子軍們由雅哥團長帶隊，
登上台北市第二高峰－大屯山。

一

善

∼

小甲蟲的守護天使

張伊婷(小局長) 89/9/9

施靜宜(小鳳仙) 89/10/22

在大漢管制站那裡，有一間賣水

這次的團集會在台灣藥用植物

蜜桃的地方，那邊的水蜜桃都是現

園，園區內的植物都長得很茂盛，

採現賣的，所以特別新鮮。

所以各式各樣的昆蟲好像特別多。

就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就去那邊
採買，不料，天有不測風雲，就在

今天的課和往常一樣，新奇又有
趣，讓我過了快樂的一段時光。

那一瞬間，傾盆大雨從天而下。所

團集會結束後，我和一位童軍伙

以，我們只好暫時躲在賣場裡。那

伴在一起玩，玩著玩著，我突然看

時，我閒的發慌，於是，我便一邊

見地上有一隻小甲蟲，便立刻把牠

幫忙老板包裝，一邊等著爸爸來"

拾起。那隻小甲蟲可能已經被人踩

親愛的休閒車青少年伙伴：

救"我們。過了不久，爸爸拿著雨

過，身上已有受傷，我怕牠會再被

你有看到我們童軍團的活動嗎？是不是覺得新奇又好玩呢？
如果你(妳)已經年滿十歲，那麼童軍團竭誠的邀請你的加入。
∼報名表可找園丁團長索取或逕至協會網站載下∼

傘，朝我們"狂奔"而來，我們才依

踩到，所以就把牠放到附近的樹

依不拾的回去了。P.S：水蜜桃晶

上，希望牠不會再被踩到。

(女童軍服務員)

童軍團開始招募第二梯次伙伴囉！

瑩剔透的，"粉"好吃喔！

善 於 溝 通 ， 談 出 共 識 ， 勇 於 思 考 ， 想 出 創 意
脊椎正面筆直側面成S形弧度
不當彎曲將壓迫神經影響健康
人體的脊椎俗稱龍骨，它就如

保健脊椎護一生
護士長自中華民國脊椎保健協會轉載

同樹的主幹一樣，需從小細心保

莫名的病痛可能起因於脊椎損傷
脊椎勤保健幫您找回失去的健康

養，才能長得挺拔、強壯。所以
我們應對基礎的脊椎醫學有充分
的健康認知，才不會輕易地被一

據國內外醫學報導，因脊椎病變造成
莫名的病痛，甚至喪失工作，生活能力
者，正日漸增加中，其致因大多是因為
一般人忽略脊椎保健所致。有鑑於此，
中華民國脊椎保健協會理事長謝慶良呼
籲民眾，應確實暸解脊椎對身體健康的
重要性，並從小即做好脊椎保健的工
作，以免莫名的疾病上身。

些莫名的病痛纏身。
認識脊椎的結構

人體的脊椎構造複雜，包括脊
椎骨、椎間盤、椎關節、韌帶及
神經等部分。其中脊椎骨，由上
到下，共有32∼34塊脊椎骨，分
別是頸椎骨7塊、胸椎骨12塊、
腰椎骨5塊、薦椎骨5塊(成年融合
成一塊)、尾椎骨3∼5塊(成年融
合成1塊)。正常發育完全後的脊
椎，在正面看起來，從頸椎到尾
椎都是呈現筆直的；在側面看起
來，頸椎及腰椎呈現前突(即內
凹)的弧度，胸椎及薦椎呈現後笑
的弧度。不論是正面或側面，若
失去筆直或正常的弧度，就很容
易因脊椎神經壓迫，而出現軀體

頸椎胸椎腰椎若移位沾黏側彎
腦心血管肺胃生殖器都會受害
脊椎若出現異位、沾黏、側彎
等異常現象時，將會壓迫到脊椎
神經，使肢體痠麻疼痛或引起全
身性的臟器病變。
頸椎神經受壓迫
易造成頭、頸、肩部疾病

人體頸椎神經受壓迫的原因，
主要由於枕頭太高，改變頸椎的
正常弧度，造成頸椎前突消失，
而壓迫神經及椎動脈，造成頸
部、肩部、手肘及手部的痠麻疼
痛或無力，或引起腦部缺氧、頭
暈、頭痛、失眠及腦神經衰弱等

神經及(或)自律神經的症狀，而影

同，分成軀體神經及內臟神經。

問題。此外，如長期夾電話工作

響身體的健康。

前者管制人體肌肉、皮膚、骨骼

者、低頭工作者、常以沙發把手

及韌帶等部位，若發生損傷，可

當枕頭者、躺在床上看書或看電

造成該部份的痠、麻、疼痛及肢

視者及喜歡跳水者，也易造成前

人體脊椎神經位於脊椎兩側，

體行動障礙：後者又稱為自律神

述傷害。

由椎間孔伸出貫穿全身，共有31

經或自主神經，由交感神經及副

提醒上了年紀的人，更應保持

對，細分為頸椎神經8對、胸椎神

交感神經組成，管制人體全身內

頸椎柔軟，因為僵硬的頸椎，不

經12對、腰椎神經5對、薦椎神經

臟器官，若發生損傷，可發生該

但會引起上述症狀，亦會因血壓

5對及尾椎神經1對。

部位內臟器官功能性障礙。

上升而造成中風及腦血管病變。

脊椎神經與健康的關係

人體脊椎神經以其管制器官不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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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年一、二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日

營

地 集

合

地

點

承

辦

單

位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12/30∼1/1
(六)∼(一)

歲末大團圓
宜蘭 頭城 烏石港
(創作家庭佈置比賽)

自行前往
(台2線路旁)

婦幼團

1.12/31晚19:00大會餐，請
各家庭備2道佳餚
2. 最佳創作家庭選拔
3. 迎接21世紀曙光
4.定點旅遊

12/31∼1/1
(日)(一)

農莊休閒之旅

和雅谷農莊

自行前往

台南聯絡處
紅螞蟻

健行、野味品嚐、森林谷

峽谷幽情
(元月份慶生會)

基隆暖東峽谷
童軍營地

自行前往
(濱海交流道下，第
一個紅綠燈右轉直
行)

毛利歐、螢火蟲

1. 請元月份壽星踴躍參加
2.健行、森林浴
Y 7日童軍團活動

1/13∼1/14
(六)(日)

冬季親子營

五峰渡假村

自行前往
(竹東交流道下，122
縣道往大聖遊樂區方
向)

鐵線、祥有

健行、森林浴

1/13∼1/14
(六)(日)

竹東勘查營

預定營地：尖石

集合時間地點另行通
知

福爾麼莎車隊

須報名參加 蘇圳忠(福豹)
TEL:2212-1284 090129449

1/13∼1/14
(六)(日)

碧綠溪賞楓行

福壽山農場

自行前往

中聯會車隊

賞楓、觀林柏需帶禦寒衣物

1/20∼1/21
(六)(日)

歡樂慶新年

北投貴子坑營地

自行前往

大北、合成

登山、健行
Y 21日童軍團活動

1/24∼1/28
(三)∼(日)

春節移動營
花東之旅

元/24宿 磯崎海水浴 車隊自行集結前往
場
元/25宿 瑞穗花東縱
谷管理處
元/26宿 鯉魚潭
元/27宿 武荖坑

活動推廣委員會
多多、犀牛
青山、乖乖

花東海岸、縱谷全覽
歡迎會員隨時加入活動，每
日按既定行程活動。

1/24∼1/28
(三)∼(日)

移動營

武陵農場
武荖坑營地(暫定)

自行前往(待通知)

台南聯絡處
紅螞蟻

春節休閒旅遊、舒解身心，
觀賞台灣高山之美

2/3∼2/4
(六)(日)

新春團拜
(童軍團週年慶)

烏來 龜山國小

自行前往(新烏路上)

童軍團
蝸牛俱樂部

新春團拜祥獅獻瑞，請備紅
包，請1/4踴躍參加舞獅團
Y 2月4日童軍團週年慶

2/3∼2/4
(六)(日)

溪頭森林浴

溪頭停車頭

自行前往

中聯會車隊

健行、森林浴

2/10∼2/11
(六)(日)

農莊休閒遊

溫馨庭園休閒農莊
(03)-5935229

自行前往
(二高竹東下，沿台3
線北上往關西方向，
注意指標)

斑鳩、新萬達

健行、蒸汽浴
冬季優待價每車NT$300

2/10∼2/11
(六)(日)

新竹勘查營

預定營地：新竹
竹120縣道

集合時間地點
另行通知

福爾摩莎車隊

須報名參加 蘇圳忠(福豹)
TEL:2212-1284 090129449

2/10∼2/11
(六)(日)

清境之旅

清境農場

自行前往

台南聯絡處
紅螞蟻

高山攬勝、健行、森林浴

2/17∼2/18
(六)(日)

國家公園生態行
(2月份慶生會)

中正山停車場

自行前往
(惇敘中學旁東昇路
上山左轉登山路)

溪尾、杉林溪

請2月份壽星踴躍參加
登山、健行、賞櫻採橘
請自備飲用水(無水源)
Y 18日童軍團活動

2/17∼2/18
(六)(日)

賞櫻之旅

三義不遠山莊

自行前往

中聯會車隊

賞櫻、健行、三義木雕

2/24∼2/25
(六)(日)

水庫之旅

鯉魚潭水庫停車場

自行前往(三義下往
台中方向，高速公路
橋下左轉直行)

小紅帽、火狐狸

水庫景觀、環湖賞景
三義木雕、客家板條小吃
請自備飲用水

2/24∼2/25
(六)(日)

宜蘭勘查營

預定營地：宜蘭

集合時間地點另行通
知

福爾摩莎車隊

須報名參加 蘇圳忠(福豹)
TEL:2212-1284 090129449

1/6∼1/7
(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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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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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

＜活動日期＞ 89年9月2日至9月3日
＜活動名稱＞ 湖光山色之旅
＜活動地點＞ 新店濛濛谷
＜承辦單位＞ 蝸牛俱樂部
＜車輛統計＞ 55輛
＜人數統計＞ 大人95人 小孩49人 共144人
※協會又再次來到濛濛谷，景色依然迷人，50
幾輛車子陸陸續續到達營地，讓寧靜的營地
頓時又熱鬧了起來，不失為台北近郊的好去
處，週日早上
有位師父引領
了二部大卡車
的魚到此放
生，部份1/4
也參與放生活
動，想想如未
參與協會，可
能小孩們也無法得到此種唯得的機會教育。
＜活動日期＞ 89年9月3日至9月3日
＜活動名稱＞ 踩街
＜活動地點＞ 台北市政府廣場
＜承辦單位＞ 埔里產業促進會
＜車輛統計＞ 28輛
＜人數統計＞ 大人51人 小孩24人 共75人
※為了配合大露營活動，一行人到台北市政府
與埔里產業促進會一起作暖身活動，看來台
北市政府鐵定頭一遭有這麼多的露營車到
來，令來來往
往的行人嘆為
觀止。遊行開
始有警車，機
車隊前導遊歷
台北最精華的
地區，走公車
專用道，在禁
止左轉的大路
口，全體浩浩蕩蕩的左轉等等，都是生平第
一次，真是好不過癮。
＜活動日期＞ 89年9月16日至9月17日
＜活動名稱＞ 大屯山生態行
＜活動地點＞ 大屯自然公園停車場
＜承辦單位＞ 水龍、、燒酒螺
＜車輛統計＞ 49輛
＜人數統計＞ 大人82人 小孩54人 共136人
※陽明山不止景
色怡人，尤其
這個季節氣候
更令人感到舒
適！徜徉在群
山懷抱中，令
人有不忍離去
的傷感！今天
毛利歐特地帶
此次大露營的外國友人一起參與本週的週末
營，老外們對咱們這種二天一夜的台式露營
莫不嘖嘖稱奇。

＜活動日期＞ 89年9月23日至9月24日
＜活動名稱＞ 水上活動親子營
＜活動地點＞ 尋夢谷森林樂園
＜承辦單位＞ 黑松、多多
＜車輛統計＞ 32輛
＜人數統計＞ 大人70人 小孩49人 共119人
※能露營又有遊
樂設施可供孩子
們玩樂的好地
方，我想非尋夢
谷莫屬了！50餘
項遊樂設施，及
遊泳池在2天的
活動 讓孩子們
玩的不亦樂乎！值回票價！
＜活動日期＞ 89年9月23日至9月24日
＜活動名稱＞ 東埔之旅
＜活動地點＞ 大漢山莊
＜承辦單位＞ 中部連絡處 塑膠
＜車輛統計＞ 11輛車
＜人數統計＞ 21大人19小孩共40人
※梅花鹿(taco的1/2)看緊點喔!!!妳看Taco泡
著溫泉眼睛注
視著美女戲水
多麼快樂的樣
子？？？
這都得感謝大
漢先生提供如
此愜意的營地
及熱情的招待
讓大人及小孩都玩得盡性
＜活動日期＞ 89年9月30日至10月1日
＜活動名稱＞ 北宜風光逍遙遊
＜活動地點＞ 成家營地
＜承辦單位＞ 惡魔、惡棍
＜車輛統計＞ 32輛
＜人數統計＞ 大人59人 小孩49人 共108人
※位於坪林的成家營地腹地遼 琚A有草地有林
蔭，在此呆上
整個週末尚有
意猶未盡的感
覺，要不因隔
天還得上班，
真想在這住個
幾天，以後退
休如能找個類
似的環境住下來，我想應該就不枉此生了，
你有同感嗎？
＜活動日期＞ 89年10月7日至10月8日
＜活動名稱＞ 國家公園之旅
＜活動地點＞ 五寓停車場
＜承辦單位＞ 螺絲、乖乖
＜車輛統計＞ 58輛
＜人數統計＞ 大人116人 小孩72人 共188人
※陽明山不愧是
國家公園，尤
其是五寓這個
地方氣候;的變
化更有如女人
的心情般令人
難以捉摸！一
會兒晴，一會
兒冷，一會兒霧氣迷漫！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承辦單位＞

89年10月14日至10月15日
深山原野行
五指山體能遊戲場
福爾摩莎車隊

＜車輛統計＞ 28輛
＜人數統計＞ 大人51人 小孩33人 共84人
※想不到高高的山頂上會有此世外桃源，真感
謝爾摩莎車隊，帶領大家到此，除了香火鼎
盛的廟宇，兒
童遊憩區外，
環山群抱，茂
密的林相更具
可看性，有機
會帶帶親朋好
友到此享受森
林浴的感覺相
當不錯。
＜活動日期＞ 89年10月21日至10月22日
＜活動名稱＞ 認識藥用植物
＜活動地點＞ 台灣藥用植物園
＜承辦單位＞ 尖筆山、飛狼
＜車輛統計＞ 48輛
＜人數統計＞ 大人91人 小孩69人 共160人
※童子軍與幼童軍今天第一次打對台，好不熱
鬧，童子軍們個個賣力演出如何利用木棍、
營繩製作旗台，而幼童軍們則認真塗鴨為自
已的面具畫出
最具特色的圖
形。為了引起
小朋友的興
趣，義工叔
叔、阿姨們莫
不絞盡腦汁出"
點子"真是辛苦
他們了！
＜活動日期＞ 89年10月28日至10月29日
＜活動名稱＞ 福德雙十年華
＜活動地點＞ 福德休閒農場
＜承辦單位＞ 活動推廣委員會
＜車輛統計＞ 68輛
＜人數統計＞ 大人142人 小孩105人 共247人
※不知是福德太吸引人或是這次是免費招待的
活動。本週參加週末營的家庭竟然將近有70
個之多，又打破週末營參與的紀錄。
本次活動是場主為慶祝成立20週年所舉辦的
活動，看的出
來投入相當多
時間、人力。
物力所籌備
的。試想以協
會的資源及會
員個人人脈，
如能同心協
力，此類型活動對我們而言應是輕而易舉。
如人人隨時心存奉獻的精神，本協會當能蒸
蒸日上。以此與各位夥伙共勉之。
＜活動日期＞ 89年10月28日至10月29日
＜活動名稱＞ 山地之旅
＜活動地點＞ 拉比尼亞露營地
＜承辦單位＞ 台中、台南聯絡處
＜車輛統計＞
＜人數統計＞ 大人49人 小孩39人 共88人
※值此秋涼節，山風吹拂令人心矌神怡！此處
名為「拉比尼
亞靈修露營
地 」、 於 此 營
地中有一鎮山
石提有「物轉
心 移 」、 山 地
之靈秀展現無
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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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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芳醫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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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 亥 路
•進口車邊遮陽篷(保證全國最多形式)
興 ● 松青超市
•行動式•電動•RV車專用手提馬桶
隆 ● 加油站
•4×4、箱行車、轎車專業級腳踏車架
興隆國小 ●
松青超市
●
•大小車用抽風通風窗、野外淋浴熱水器
路
福 興 路
•氣墊懸吊改裝、拖車球架製作安裝
● 文山
•三用冰箱(交流/直流/瓦斯、上掀/側開式)
◎
興德國小
●
二戶所
•迴轉座椅、防雨防蚊紗窗/紗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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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期間特價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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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力 軍

內部寬廣舒適
使用時：180×200×H120cm,open.
收藏時：90×200×H30cm,closed.
重 量：Approximately 55kg.

義大利OVER CAMP四人車頂帳

總代理：大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蝸牛俱樂部

總經銷：

秘書處
打電話到協會，聽到甜美的聲音可不要驚奇，協
會從12月開始加入一位生力軍鄭頎瑤小姐，藉
著地利之便，服務於中藥公會的鄭小姐，接下了
重擔成為秘書助理，來協助秘書處之各項業務，
長久以來協會的資料庫一直未能及時更新，有了
鄭小姐的協助，秘書處可是如虎添翼，在此我們
先說聲謝謝了，協會的服務不再限於星期四，需
要各項資訊，請隨時來電請鄭小姐協助。

台北市文山區福興路75號 02-86632066

秘書處

懷念大露營時的清涼茶室嗎？
我們讓它在協會再現，在每個星期四的晚上，
熱茶、咖啡、茶點，一應俱全，就等著你來享用，
新會員想知道各項資訊可不用等到週末營，
這裹可是你的家，隨時歡迎你的來臨，
隨我們一起為協會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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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出版

敬請預約

預約特價150元（含掛號郵資）
劃撥帳號：15433998
網址：http://www.fccc.org.tw

◎ 優良汽車營地介紹。

◎ 136個露營場簡介。

◎ 露營休閒車10年回顧。

◎ ficc世界露營總會介紹。

◎ 迎接休閒時代的來臨。
特刊出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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