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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李永然律師
前年七月接任理事長，晃眼已

的融洽氣氛，經由常態性的活動

週休二日制，這對於國內休閒產

營休閒車協會，會務蒸蒸日上，

逾一年餘，任期即將屆滿。這一

交流，增進會員彼此的互動交流

業不啻為利多的消息，而對於本

獲得更多民眾的積極回應，一起

年多來的參與會務，對永然而言

與情感睦誼，建立相當深厚的友

會也是一個佳音。相信政府在這

上路，加入你我的行列。

真得獲益匪淺，從中學習良多。

誼。

一波休閒潮流中，必能更加重視

尤其自已以往對露營休閒車這門

如今，任期即將屆滿，永然希

休閒文化以及露營休閒營地的規

休閒領域不識甲乙，完全陌生，

望本會能在歷任會長所紮下的深

劃管理與開發建設，提供更完善

這一年多來，荷蒙副理事長、理

厚基礎以及所有會員的積極參與

的休閒軟硬體設施。

監事的協助，以及透過與所有會

下，會務更上一層樓。而個人也

展望未來，恭祝各位會兄會姐

員的互動機會，從中逐漸領略箇

深信露營休閒車協會一定有此發

萬事如意，也期盼各位踴躍參與

中滋味。其中感受最強烈者為體

展潛力。而且自今年起，公家機

活動，讓帶有文化、休閒、環

會到露營休閒車協會"大家庭"般

構以及諸多私人企業體均已實施

保、家庭、鄉土等多元色彩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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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台灣之夜酒會

代表團領隊：陳盛雄

雨積水把車邊帳都壓垮了，幸

為了感謝去年921地震發生後，各

竹籮上，紅、黃、藍、綠相配，

每年各國舉辦酒會都選在開幕

好，用過早餐後雨漸漸變小，和

國的關懷以及協會為配合觀光局

直叫人垂涎欲滴。

式後至會員大會之間舉行，因而

團員研商後決定原地舉行，於是

的決策，將今年全國大露營移師

6時未到，天空逐漸放晴，並露

這3∼4天的期間每天下午起至少

各組人馬分頭進行，採買組的到

南投縣日月潭舉行，也特別製作

出陽光，場外的各國貴賓已經大

有5~6場酒會，

鎮上超市採

了921大地震及振興地方產業與文

排長龍等待進場，協會由於去年

除了經常發生時

購；場地組

化的宣傳海報，邀請國際友人一

獲得最高榮譽獎的激勵，今年理

間衡突外，各國

的開始架

齊到南投縣為當地災民打氣。

監事會已決定成立「爭取世界露

代表像趕集式的

帳，布置會

疲於奔場，今年

場；糧食組

去，餐飲組的開始上工，今年

本會仍一反常例

的開始去向

特別從台灣帶去幾樣道地的台

選在閉幕式的前

義大利友人

灣小吃點心用料，除了炒米

一天舉行，不但

借用大爐、

粉、蛋炒飯、菜脯蛋外，竟然

大鍋。此

還有蒸發糕和做麻糬，外國友

時比利時

人不但駐足觀賞也都樂於主動

是今年大會期間
最後一場酒會，

《場地組的開始布置場地》

中午過後，天空烏雲漸漸散

也是相當成功具有環保特色的一

和丹麥的友人也都前來協助布置

場酒會。

會場，由觀光局提供的宣傳海

在西式餐點方面則是培根捲

連續二天的大雨，使得場地泥

報、元宵節的燈籠、協會準備的

蘆筍、青椒最後插上協會特製

濘不堪，特別是4日清晨的那場雷

小國旗，漸漸將會場充實起來，

營大會主辦權爭取委員會」，故而

的參與幫忙。

《本會製作的重回震央地將露營活動
的牙籤國旗，裝盛在國內帶去的 與地方產業、文化相結合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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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會延續到9點才結束，所
有準備的餐點都被掃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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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八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光，酒杯早已放入每個人的

一、工作報告：

口袋中，許多外國友人都還

(一)十週年專刊籌備會工作進度報

留在會場上等待結束後領取

告：預定於12月底∼元月底

預訂的燈籠，而竹葉青的空

可出版發行。

決議：推舉前理事長紀榮治、陳
德明、曾華山為永久名譽
會員
(四)提報理監事聚餐經費來源一

酒瓶也不敷索取，裝點心的

(二)頒發張秘書長緣岸，卓副秘書

竹籮，則保留給借用器材的

長國璋，及理事鄭嘉德 陳川

決議：12月由理事長、常務理監

《炒米粉、菜脯蛋的製作，吸引老外駐足》 友人，因而結束酒會，可以

民 楊清輝 王豐純 楊甘煌 黃

事負擔。明年3、6月由理

說不留廚餘、不留垃圾做到

朝欽 張煥光，監事田洪慧聘

監事負擔。

今年開始了爭取的動作，製作了

一次最為成功的環保酒會。

中型茶杯上印「2005年歡迎到台

書。

(五)提報推舉第63屆世界露營大

灣 」， 酒 會 上 每 位 貴 客 贈 送 一

二、討論提案：

只，做為飲料杯，除了減少紙杯

(一)擬聘請蔡煌瑯立委為本會顧

的浪費，還可以當作紀念品，本

問。

次準備350個，結果來賓超過預

決議：通過

定人數。

(二)提報推舉第十次全國汽車露營
決議：推舉陳嘉拯(長頸鹿)為籌備

會長致詞時特別宣佈今年中華民
國露營休閒車協會的第9屆全國
露營大會，他很想前來參加，但

《培根生菜肉卷加上小國旗連外國小
孩也來幫忙》

是10月已經預定好前往東京參加

會組團案。
決議：北歐－挪威，請國際事務
委員會收集相關資料再予

大會籌備會主委。

酒會在6時半正式開始，總會

案。

會主委。通過

籌組。
三、臨時動議：

1.亞太國際組織明年的代表人員
是否變動？
決議：由國際委員會研商適當人

(三)請審核提報前任理事長為永久

員。下次會議提報。

名譽會員施行辦法。

第5屆國際露營會議及第6屆亞太

感謝理監事捐款：

地區露營大會而無法分身，因而
派總會理事明瀨一裕先生代表總
會出席。在場的亞太委員會主席

周根福3,000

楊清輝3,000

長谷川純三先生亦表示願意參

楊甘煌3,000

葉彥秀10,000

加，其他韓國、比利時、荷蘭、
德國也都有人就現場填寫報名
表，準備參此次祈福露營大會。

《六時未到，場外已經大排長龍》

獲得各國友人的熱烈支持，使得
本屆全國大會將更具國際性色
彩。
酒會中德國友人Mulka夫婦推
來古董音樂車前來助興，而主辦
國會長在致詞後也吩咐當地巴伐
利亞省的傳統長管號角隊前來會
場表演，使得“台灣之夜酒會”
不僅熱鬧更充滿了音樂與藝術的 《現場麻糬製作小組成員》
氣息。

（下期待續）

◎新會員簡介
編號 姓

名 台

號

推薦人

服 務 單 位 與 職 稱

理事長

信義分局吳興街派出所主管

598

洪玉彬

象山

599

劉崑強

牛哥

600

大久保國一

601

陳麥可 麥當勞

鐵馬

休閒吉普俱樂部業務

602

梁德忠 梁山伯

北醫

裕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理

603

謝文烊

604

沈永運

鐵馬

605

陳世忠

鐵馬

606

許文進

大皖熊

607

張清辰

塑膠

合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主任

608

李福正 美代子

惡棍

普騰電子

609

李文宗

鹿野

鳳梨

漢堡店

610

鄭文山

小鄭

鐵馬

台中港區服務所

611

劉伯能

宏恩

鐵馬

宏恩眼鏡公司

重強公司經理
毛利歐

天兵

自營業

尊品音響負責人

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楊忠仁

財裕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加強推廣露營車的休閒生活介紹
－長頸鹿
為因應政府實施週休二日，本
協會將努力協助政府推動休閒生
活，藉以導正社會風氣，本會將
配合特刊的發行介紹國人參與露
營車之休閒生活的體驗，更為國
人提升週休二日時生活調適的配
套措施，善盡社會團體為國家服
務的義務，以良性引導社會大眾
善用週休二日，更鼓勵國人走向
大自然，從事戶外正當的休閒生
活更從參與中了解生態保育，愛
護大自然的環境，在享受大自然
中，促進身心健康，家庭更幸福
快樂，社會更和諧安定，進而完
成社會的心靈改造工作。
本協會將以任務特性編組，招
集熱心服務之志願工作伙伴及露
營車(拖車)器材等，希望各會員踴
躍報名歸隊，參加服務社會的機
會。
一、介紹解說員：以熱心服務，
認真解說及解答者。
二、展示露營車：以自走式露營
車，設備齊全，而樂以提供
說明解答者。
三、展示露營拖車：以露營拖車
展示，拖車露營之好處及各
項操作注意事項，熱心解說

及解答者。
四、展示露營器材：以提供轎車
露營之所需各項裝備器材之
功能說明者。
五、專題演講員：以針對主題實
況報告及指導工作，問題之
分析解說者。
六、體驗生活接待員：以深入了
解露營休閒生活之優點，能
說明表達感受樂趣者。
七、事務聯絡員：以接受聯絡及
展示業務之協調聯絡工作
者。
八、新會員招收服務員：說明入
會手續及收費等服務工作
者。
九、露營指導員：對予新進之會
員，能給予技術指導及各項
器材之功能使用方法者。
十、意件調查員：針對大眾的各
項意見紀錄提報檢討及調查
統計者。
以上各項工作伙伴，均需經短
期講習考評後，依任務特性派任
工作，希望大家從工作中繼續學
習，要以熱心服務、熱情接待為
榮，進而為協會爭取最大的榮
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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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十日
第十屆全國汽車露營大會，籌

習營。二、生態保育研習營。

備會正積極進行中，非常多的熱

三、野外活動營，四、地方產業

心伙伴前來聯絡，主動協助工作

文化營。五、地方民情古蹟研習

之進行，例如舉辦日期的考量因

營。六、露營技術研習營。七、

素，提供活動內容及工作，企劃

露營器材發表會。八、露營車研

新年新希望，自本期起，將陸續刊登手語教學，並

案的編作，各項預算的計劃，更

習營。九、童子軍成果發表會。

於近日擇期在營地將由會員金元寶的1/2銀元寶親自

有熱心伙伴發動讚助款，一一表

十、卡拉OK聯誼會等方案。

教導手語，若有意學習者，請密切注意時間、地點。

現出對這次大會的信心及榮譽

這次籌備會對於各項事務及工

感，令籌備會非常感動，我們將

作，非常慎重，是壓力，或是期

將日以續
月的更加
努力推動
，不覺幸

感謝您！
我們的信心大增了

出版事務委會員

前言

許，不同

靜思語教學在許多學校落實之後，頗獲好評是慈濟人眾所週知的。許

的呼聲，

久之前就有多位師姊向我建議繪出靜思語的手語提示圖，此次在殊勝的

來自各方

機緣下，承蒙陳美琍老師指導才能完成此一工作，感恩之至！

的讚美，

在此再向大家致上歉意的是：提示圖只是在你與手語老師學習之後，

更鼓舞了

幫助你記憶之用的，它無法做為自己學習的範本，因為畢竟平面圖是很

本次大會將聯繫各露營休閒團

籌備會，鼓動了各伙伴的熱情參

難表達立體的動作，何況我本身並非專業的繪圖人員，簡陋或錯誤在所

體，以熱情大聯誼的方式，共同

與，特別感謝，我籌備會將以完

難免，祈望大家包容！

營造一個美好和諧的休閒環境；

美演出的最高標準，充份準備，

各項活動均以實務性，益智性，

希望大家多予指導與愛護。

長頸鹿

苦。

怡情養生的方向，讓每位參加

非常抱歉，籌備會各工作伙伴

者，不論老少均有考量的安排活

的機會有限，對於未能參與工作

動，希望屆時現場一片熱絡景

的伙伴，我們只能說感謝，除了

象，久久無法忘懷。

感謝還是感謝，請接受我們唯一

為感謝各位伙伴的熱烈參與研

的要求，請您邀約親朋好友，一

討工作，籌備會將聘專業人士來

同報名參加為您準備的活動，與

指導講習，更透過職前工作講

親朋好友共享快樂時光，共同見

習，共同擬定各項活動工作。目

証我們努力的成果。

繪編：游慈雨

前研擬活動有：一、客家美食研

煤油燈下夜語

「露營旅遊」(二)

陳盛雄

「露營旅遊」的概念，源於1950年代，前章提及法國人是全世界最

遊(Alternative Tourism)，生態旅遊(Eco-Tourism)等等，這種旅遊

早實施有給休假日的國家，及至50年代每年的休假日已經調升為25

方 式 就 成 為 過 去 大 眾 旅 遊 (Mass Tourism)或 商 業 性 旅 遊

天，休閒渡假已經成為法國人的生活項目之一，在法國南部地中海沿

(Commercial Tourism)以外的另一種選擇。

岸，一些高級的渡假勝地相繼出現，然而到海濱渡假區的費用相當昂

談到「露營旅遊」在實際的推廣上那就要首推(國際露營總會

貴，重視長期休假的法國人因而開始尋求低消費的住宿設施，而此時

Federation lnternational Camping et de Caravanning，簡稱

政府也為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所波及而荒廢的鄉村地區研擬振興

F.I.C.C)，國際露營總會成立於1932年，自翌年起假英國漢普頓考得

地方策略，首先在1952年成立法國民宿聯盟，之後又成立農業振興

公園舉行第一屆世界露營大會後，除了第二次大戰期間終止外，每年

觀光協會，積極協助發展農村民宿與農村露營場，農業部為了獎勵農

分別由會員國輪流爭取主辦大會，在為期10∼12天的大會期間，除

民能夠整修原有農舍，改建為提供都市人住宿或露營的低廉渡假休閒

了會員之間可以在營區內充分的交流、聯誼，主辦國都會安排各種鄰

場所，乃特別制定補助獎勵辦法，更於1963年的五年經濟計劃中設

近地區的旅遊活動，利用大眾運輸工具從事各種不同型態的旅遊，露

立國土整建地方開發局，積極推展露營旅遊及綠色旅遊。為了推展上

營者也都會把露營車、露營拖車留在營地內，利用大會所安排的各種

的事權統一，於1971年結合全國上述及相關協會和社團而成立"農村

活動，這種方式在1970年代已逐漸普及到每次的大會，甚至於平常

地域旅遊聯盟"(Tourisume en Eupace Rural(簡稱TER )。

一般渡假露營

除了法國以外，同樣在70年代歐洲國家也都紛紛推出一些新的旅

時歐洲人士也

遊方案，這些方案

已經有了這種

都是以小規模，對

共 識 ， 及 至

自然的干擾輕微，

1981年德國籍

由當地人擁有並經

的艾貢(Egon

營的小型住宿設

skorozewslci)

施。例如：自然旅

當選總會會長

遊 ( N a t u r e

後更加積極的

Tourism)，綠色旅

推廣。

遊 ( G r e e n
在政府補助下整建的農園營地

Tourism)，另種旅

世界露營大會的參加者，白天都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外出旅遊，營區內幾乎空無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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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生活芝麻事

談從工作中學習，
進而自我成長

長頸鹿

談到工作，我個人常把持一個原則，就是"

地演練，檢討改進到最完美，我們有信心，

14.客家美食人員，

沒事不惹事，有事(工作)不怕事。"因此我從

各位熱心的伙伴，惟有共同努力，一定能完

15.客家米食人員，

不怕任何任務所交付的工作，我也深信惟有

美演出，創造我們的美好舞台。

16.露營車指導人員，

從工作中努力學習，一回生，二回熟，天下

第十屆全國汽車露營大會籌備會，依任務

無難事，努力必成。由於個人工作多元化，

需求徵工作伙伴，近期將培訓各種任務性之

18.卡拉OK主持人員，

技術性的工作，更經常以細心求教老前輩的

工作伙伴，敬請踴躍報到，爭取工作及學習

19.卡拉OK，DJ人員，

機緣，獲得很多知識寶典與工作經驗，因為

的機會，請帶著熱誠服務的心，努力的工

20.地方產業文化解說人員，

書本中的理論與實務有很大的差距，理論是

作，美好的成果必屬於您我。

21.B.B.Q烤肉指導人員，

不變的法則，但實務經驗才是契合實際的可

近期將培訓下列工作伙伴：

22.聯誼接待人員，

行之道，許多的事務在理論上大家都懂，能

1.攝錄影工作人員。

23.海報製作人員，

真正實用而無誤，仍需大家努力的去學習契

2.文書作業人員，

24.器材管理人員，

合。實地演練推算狀況，模擬實況，就依可

3.活動設計人員，

25.行政工作人員，

能發生之事務，預先防範，預知危險，如何

4.活動主持人員，

26.文宣工作人員，

防止，如何因應對策，惟有從工作中深入了

5.美食料理人員，

27.營地規劃人員，

解，透過努力學習，細心請教，才能更完

6.露營指導人員，

28.營地安全人員，

美。

7.民俗古蹟解說人員

29.交通管制人員，

8.生態保育解說人員，

30.醫師人員，

工作正詳細的規劃，徵詢熱心的伙伴執行各

9.賞鳥解說人員，

31.藥師人員，

項工作，各位伙伴不要怕，籌備會將辦理職

10.花藝指導人員，

32.勤務工作人員，

前訓練的方式，培訓工作，必然有相當的規

11.野外活動指導人員，

33.機動勤務工作人員，

劃與準備，各項工作雖然繁多，籌備會將一

12.野外求生指導人員，

34.財務會計人員，

一歸類，分層負責，完全授權，經培訓及實

13.野菜料理指導人員，

35.書法寫作人員。

第十屆全國汽車露營大會即將推出，各項

17.露營器材解說人員，

露營與環境

污雜水的處理
台灣的汽車/家庭露營活動自1990年代初
期開始萌芽，經過10年的發展，隨著露營者

毛利歐

求，因為他們也必需考慮

清水，另一個則是收集雜水用

到投資報酬率。

的。

的使用人數不斷增加，漸漸進入成長期的階

談到接水，接電的問

因此今後到達營地，想要接

段。在露營車的改裝上裝備一部比一部齊全

題，其實在歐洲的露營車

水，自己就要設法收集廢雜水

而豪華，追求高品質的露營生活是每個人的

營地，接電是每個營地都

再拿到浴室、

期望，人類也因為有了期望才會有成長。

有，可以直接把水接到車

慣，不要再讓它四溢橫流，而

做為露營者的舞台－露營場，這幾年在需

藺狴h倒的習

上的營地幾乎在5萬多個營

露營的設施也由早期以教育/訓練為目的的

接水也要在自己的營位旁有水
在世界露營大會上，每部拖車
地中不到5%，因為接水就 下都備有二個水桶。
龍頭才接，不要沒有水準的拉個
(匈牙利Balaton營地) 一 百 公
要同時考慮到排水的問

童子軍型營地，簡陋的設施逐漸隨著時代的

題，在先進國家洗菜、淋浴的所謂雜水是不

尺，一條水管橫過

需要而更新，當然

可以排入道路兩側的排水溝，因為排

別人的營位，橫過

每位露營者都企求

水溝只是供雨水排放，不需處理可以

馬路，只考慮自己

每個營位上能夠接

直接放流，而雜水和化糞池的污水一

方便，也不考慮別

電、接水、最好連

樣必需接到下水道，經過二級處理後

人，以及整個營區

露營車內的

才可以排放。若要全營區配置下水道

的視覺和兒童的安

則其花費可不小。參加過世界露營大

全。讓我們共同來

會的會員相信都會發現歐洲人的露營
既便在營位旁的水龍頭也是供大
地經營者是有些強 家提水之用，而不是自己佔用。 車或拖車下都有二個水桶，一個是裝
(英國Orchard營地)

營造一個舒適的露

求者日增下，每年都有5－6個新營地出現，

藺狺]

能夠接管排放，然
而對於剛起步的營

營生活環境。

廢雜水滿了後就要提
到盥洗室去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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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小常識】營火：
營火是露營的興奮劑；營火的火焰，歌舞和歡笑，以及靜靜地注視著
餘燼慢慢熄滅的景像，往往令人深刻的回憶著。
傳統的童軍營火是不用伴唱機，也沒有所謂的節目主持人，所有節目

園丁

均由"節目進行人(YELL MASTER)"負責收集和編排，並於營火進行

∼團務報告∼

中提醒各隊出場表演順序，及適時穿插領導全體唱跳，以免冷場。

●本團女童軍於12月17日由陳玉蘭(多少)團長領隊，假金華國中參加台

點火及餘燼要有簡短而莊嚴的儀式。表演節目希望是唱跳或短劇，表

北市女童軍會主辦之專科章考驗活動，全團考取各類專科章共16枚，成

演者通常是面對營火的。節目的表演不希望派出幾個代表，最好是全隊

績優異：所有專科章擬於2月4日"團慶"時頒發。

出場；表演前後不必敬禮，也不必報節目或說明；進退場都是表演的一

女童軍專科章合格名單：

部份，最好能稍加用心。對於表演 ∼活動剪影∼活動剪影∼活動剪影

張伊婷(小局長)－表演、歌唱、手工 共3枚

P.S.本團服務員陳麗

吳羽婷(小溪尾)－表演、接待、手工 共3枚

華(白鴿)伙伴獲

施靜宜(小鳳仙)－表演、接待、歌唱 共3枚

邀擔任該活動之

吳佩珊(小甜甜)－表演、收集

共2枚

表演專科章考驗

王姿蓉(小叮噹)－表演、歌唱

共2枚

委員。

王怡懿(小斑鳩)－收集、歌唱

共2枚

楊芳怡(小鈴噹)－收集

共1枚

精采的小隊，其他小隊可致送歡
呼，但每個節目以僅由一小隊致送
一次歡呼為原則。特別強調，一切
營火表演的內容應活潑而帶有教育
性，避免低俗與嬉鬧。

∼貝登堡的足跡∼

巧)等四位伙伴參加台北市第十二屆女童軍服務員基本訓練(89.11.11

★每個童子軍都由初級做起，在 飛龍小隊全神貫注地聆聽"瓦特"教練的
12月3日急救訓練
開始免不了會犯一些錯誤，但正如 安妮操作講解。

∼12、24∼26)合格。

拿破崙所說：「沒犯過錯誤的人，永遠無法成功。」

●恭喜服務員邵秀英(百合)、洪錫鶯(鳳螺)、陳麗華(白鴿)及黃淑文(巧

●恭喜服務員王豐純(斑鳩)及許旭在(變色龍)伙伴參加台北市第四十一

★孩子們都有做事的慾望，所以要鼓勵他們朝正確的方向，以自己的
方式去努力。讓他們犯一些錯誤，以便由嘗試錯誤中獲取經驗。

期童子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89.12.16∼17、23∼25)合格

貝登堡－童軍運動創始人•世界童軍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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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童軍團開始招募第二梯次伙伴囉！

小園地，歡迎踴躍投稿，投稿方式如后：
"我們家的小童軍"部份：請將小孩參加童軍活動後的點點滴滴，以便條紙
書寫150個字左右之短文並簽名交給園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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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長即可。

親愛的休閒車青少年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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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 幼 園 地 ． 婦 幼 園 地 ． 婦 幼 園 地 ． 婦 幼 園 地
胸椎神經受壓迫
易造成心、肺等內臟病變

人體胸椎神經壓迫的原因，大

保健脊椎護一生
護士長自中華民國脊椎保健協會轉載

都出自胸椎側彎。而引起胸椎側
彎的原因最常見於長期姿勢不
正、單邊肩挑重物、單邊運動，
造成兩側胸椎肌肉鬆緊度不均。
此外，骨盤傾斜造成胸椎產生代
償性側彎，如懷孕，或髖關節脫
臼，膝關節、踝關節病變所引起
的骨盤傾斜，或長期坐姿不正或
單邊習慣翹腳者，亦容易引起骨
盤傾斜，這些因素都會造成胸椎
側彎，使胸椎神經受壓迫。
如果受到外力重擊、車禍或碰
撞等，亦會引起胸椎神經受壓迫
而造成胸悶、氣喘、支氣管炎、
心律不整、憂鬱、肝功能失調、
胃腸吸收不良、排泄異常、胃潰
瘍及過敏等現象。
腰椎神經受壓迫
易造成腰部以下器官病變

健，才能確保不壓迫或傷害到脊
椎神經。
姿勢方面

1.坐 姿 端 正 ， 若 需 長 時 間 端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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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所坐的椅子必須有靠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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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小於90度，臀部必須緊靠

椅背的角度不可大於115度，亦
椅背。不能選擇斜躺或椅背懸
空的坐姿，也不要經常單側翹
腳，以避免骨盆傾斜。若能在
腰部加護腰墊，則更能保持腰
椎的正常弧度。並且儘量不坐
太軟、椅面太深或太高的椅
子。

在沙發睡覺。其次為長年工作勞

腰椎神經受壓迫時，容易引起

累致使脊椎兩側肌肉張力不平衡

坐骨神經痛、腰痠背痛、兩腳痠

所引起，以及因常彎腰拿重物，

麻等現象。而痔瘡、便秘、經

致使腰椎弧度變形或椎間盤(俗稱

痛、陽萎、膀胱無力等症狀，也

軟骨)突出所引起。

與腰椎神經受壓迫有關。

此外，肥胖、鈣質流失或攝取
不足造成骨質疏鬆，及缺乏運動

站坐睡姿勢不當最易傷及脊椎
請多留意姿勢飲食並放鬆身心

人體腰椎神經壓迫的原因，最

或運動過度、外傷、床墊過軟或

為避免脊椎神經受到壓迫，最

常見於坐姿不良，如斜坐沙發、

過硬等原因，均可能造成腰椎神

重要的是需從姿勢、運動、飲

腰部懸空、雙腳翹在茶几上或躺

經壓迫。

食、身心等各方面作養生與保

2.走路時，輕鬆擺動雙手，抬頭
挺胸，避免挺著肚子走路，懷
孕婦女及啤酒肚的男士尤須注
意。
3.站立時，須兩腳平站，以免骨
盆傾斜，造成長短腳。站立時
並須挺直脊椎，以避免彎腰駝
背，且額頭應與下巴垂直，以
免造成頸椎弧度變形。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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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年三、四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營

地 集

合

地

點

承

辦

單

位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台北石門鄉
杜鵑花之旅
攝錄影、B.B.Q活 六和山莊
停車場
動

自行前往
(台2線26.4k處
轉入豬槽潭方向
3.5k處)

青山、長頸鹿

1.欣賞杜鵑花海，健行攝影
2.漁港風光、海鮮品嚐、
B.B.Q烤肉
3.請3月份壽星踴躍參加
4.請自備衛浴設備
Y 3日童軍團活動

3/10∼3/11
(六)(日)

苗栗三義
汽車營地勘察營
不遠山莊
預定舉辦
第十屆全國汽車露
營大會

自行前往
(三義老街轉入
130縣道往大湖
方向約2k處右
轉上山)

活動推廣委員會
福爾摩沙車隊

1.汽車營地體驗休閒生活
2.客家美食、米食活動
3.登山、健行、生態賞鳥活
動
4.地方產業文化參觀

3/10∼3/11
(六)(日)

溫泉之旅

騰龍山莊

自行前往

中聯會車隊

泡湯、健行

3/10∼3/11
(六)(日)

茂林之旅

美雅谷

自行前往

台南聯絡處
紅螞蟻

溪谷戲水、泡溫泉

3/17∼3/18
(六)(日)

春之旅
民俗天燈製作活動

台北、平溪
平湖森林遊樂區

自行前往
(106縣道約68k處右
轉直行2k後左轉直
行)

大象、599

1.平溪老街、天燈的故鄉
2.健行、賞鳥、森林浴
3.自然生態保育講座
4.野菜美食活動
Y 18日童軍團活動

3/24∼3/25
(六)(日)

蘭陽之旅
民情古蹟參觀活動

宜蘭、冬山
武荖坑營地

自行前往
(坪林加油站前
09:30長頸鹿帶
隊出發參觀)

220、大頭

1.健 行 、 垂 釣 、 捉 蝦 、
B.B.Q烤肉
2.茶園風光欣賞、單車活動
3.冷泉、戲水、民情古蹟參觀
4.露營技術指導活動

3/24∼3/25
(六)(日)

水庫之旅

大埔
情人公園

自行前往

中聯會車隊

釣魚、健行、自備腳踏車

3/31∼4/1
(六)(日)

台北、坪林
茶鄉之旅
山 石 紀 念 圖 書 室 成 天山親水農場
(02)2665-6197
立

自行前往
(北宜公路35.5k
處右轉往金溪
方向)

天馬、將帥

1.健行、捉蝦、垂釣、賞鳥
2.單車旅遊、茶園風光欣賞
3.毛筆字書寫比賽
4.紀念山石伙伴，露營圖書
閱覽。

台北金山
北海溫泉行
卡拉OK歡唱主持人 磺溪海濱公園
DJ

自行前往
(在救國團金山
海水浴場旁)

傑克森、社長

1.北海風光，溫泉泡湯
2.卡拉OK歡唱，B.B.Q烤肉
3.請自備衛浴設備
4.請4月份壽星、踴躍參加
Y 8日童軍團活動

3/3∼3/4
(六)(日)
(3月份慶生會)

4/7∼4/8
(六)(日)
(4月份慶生會)

4/14∼4/15
(六)(日)

泡湯之旅
野外美食活動

宜蘭、礁溪
龍潭湖畔

自行前往
(台9線約78k處右轉
往龍潭湖方向)

好馬、犀牛

1.環湖公路單車行
2.健行、垂釣、溫泉水療養生
3.地方產業文化參觀
4.請自備飲水、野外美食活
動

4/14∼4/15
(六)(日)

賞花之旅

福壽山農場

自行前往

中聯會車隊

賞花、健行

4/14∼4/15
(六)(日)

山林之旅

鐵嶺基地

4/14 AM9:30關西
休息站出發
(竹120縣道37.1K)

福爾摩沙車隊

登山、健行(無衛廁，自備飲
用水)

4/14∼4/15
(六)(日)

茶山風情

阿古亞那營區

自行前往

台南聯絡處
紅螞蟻

品茗、小酌、野味

自行前往
(114縣道從安坑
往三峽方向左轉
紫薇路上山)

螺絲、CP

1.登山、健行、賞鳥、梧桐
花之美
2.黑豬肉香腸，野菜料理活
動
Y 22日童軍團活動

4/21∼4/22
(六)(日)

台北三峽
廟宇巡禮
竹崙
民俗文化古蹟參觀
（民俗文化古蹟活動)
天后宮停車場
(露營繩結技術活動)

4/28∼4/29
(六)(日)

山野巡禮

尖石葫蘆灣渡假村
(035)842135

自行前往
(台3線69k處轉內灣
120縣道約35k處)

小朱、惡棍

1.垂釣、單車行、健行、戲水
2.山地美食杵米麻 米薯。
3.竹筒飯製作。
4.請自備糯米及配料。
5.營火活動。

4/28∼4/29
(六)(日)

賞花之旅

昆陽農場

自行前往

中聯會車隊

賞花、客家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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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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89年11月4日至11月5日
＜活動名稱＞ 鳥瞰台北
＜活動地點＞ 內湖碧山露營場
＜承辦單位＞ 活動推廣委員會、童軍團
＜車輛統計＞ 28輛
＜人數統計＞ 大人52人 小孩30人 共82人
※市政府所有之內湖碧山露營場，聽過的人可
能很多，但去過的人很少。此次陰錯陽差，
建設局承辦員調用此場地讓協會使用，對此
地的規模，規
劃，以及管
理，使用皆令
人印象深刻，
比起貴子坑有
過之而無不
及，有機會建
議大家帶領全
家到此一遊順便在據高點尚可鳥瞰大台北風
光一番。PS.車子無法駛入，須停在外面停
車場。
＜活動日期＞ 89年11月11日至11月12日
＜活動名稱＞ 山與水的呼喚
＜活動地點＞ 尖石鄉那羅灣
＜承辦單位＞ 福爾摩沙車隊
＜車輛統計＞ 34輛
＜人數統計＞ 大人64人 小孩43人 共107人
※那羅灣位於尖石的一個山谷 ，少數原住民
同胞生活其中，周遭鳥語花香青山環繞，那
羅溪溪水清澈
見底，莊嚴的
教堂聳立山
中，景色如詩
如畫，那種寧
靜的感覺令人
流連忘返！
＜活動日期＞ 89年11月11日至11月12日
＜活動名稱＞ 清泉溫泉行
＜活動地點＞ 清泉停車場
＜承辦單位＞ 中聯會車隊、鐵馬
＜車輛統計＞ 14輛
＜人數統計＞ 大人28人 小孩22人 共50人
※清泉曾經是一代歷史人物張學良被軟禁之地
惟其故居已在
民國52年遭山
洪沖失，遊憩
步道沿兩岸山
壁而建將四座
吊橋連成一氣
可漫步其上欣
賞溪谷風光入
夜則頂著星光泡著溫泉真是一大享受。

＜活動日期＞ 89年11月18日至11月19日
＜活動名稱＞ 北宜風光逍遙遊
＜活動地點＞ 坪林灣潭
＜承辦單位＞ 007、變色龍
＜車輛統計＞ 33輛
＜人數統計＞ 大人59人 小孩43人 共102人
※經過坪林數次殊不知竟有此人間美景，綠色
湖水映入眼廉，幾近失傳的麥芽糖製作又再
次出現，邊吃
著麥芽糖邊欣
賞湖光山色！
著實是人生一
大享受！感謝
大哥大姐的"
米庚仔粿"，長頸
鹿的"發糕"好吃！
＜活動日期＞ 89年11月25日至11月26日
＜活動名稱＞ 農莊休閒樂
＜活動地點＞ 百香休閒農場
＜承辦單位＞ 伍佰、大北
＜車輛統計＞ 21輛
＜人數統計＞ 大人42人 小孩28人 共70人
※因入冬而暫停使用的划水道竟然能令孩子們
玩得不亦樂乎
，露營活動就
是這麼可愛，
能與大地為
伍，處處是
家，處處可玩
耍！
＜活動日期＞ 89年12月2日至12月3日
＜活動名稱＞ 茶鄉之旅
＜活動地點＞ 金溪營地
＜承辦單位＞ 阿不拉、五色鳥
＜車輛統計＞ 59輛
＜人數統計＞ 大人25人 小孩78人 共203人
※再次造訪金溪，場主人依然是一付親切的笑
容迎接我們，
可惜天公不作
美，三不五時
來幾滴小雨，
令人擔心又害
怕。金溪是大
夥最喜歡的營
地之一，老闆
的配合度也高，難怪天候不佳，絲毫不減大
家參與的熱度。
＜活動日期＞ 89年12月9日至12月10日
＜活動名稱＞ 北橫風光自由行
＜活動地點＞ 爺亨溫泉旅館
＜承辦單位＞ 青山、志明
＜車輛統計＞ 36輛
＜人數統計＞ 大人82人 小孩59人 共141人
※翻山越嶺來到
爺亨，山上樹
木稍稍變了顏
色！晚餐後大
家扶老攜幼去
泡溫泉，蒸完
藥浴再泡露天
浴池，大人，

小孩在星空下享受難得的悠閒，真棒！
＜活動日期＞ 89年12月16日至12月17日
＜活動名稱＞ 陶瓷之旅
＜活動地點＞ 鶯歌宏德宮廣場
＜承辦單位＞ 老K、棒棒龍
＜車輛統計＞ 29輛
＜人數統計＞ 大人52人 小孩20人 共72人
※來到台灣的陶瓷重鎮－鶯歌！剛好遇到陶瓷
博物館開幕以
來最大的一次
活動－鶯歌陶
瓷嘉年華會，
活動內容包羅
萬象，有看
的、有玩的、
有吃的、有賣
的，尚可利用鎮公所專闢的觀光步道至老街
享用鶯歌特產小吃：阿婆壽司、鶯歌肉圓、
垃圾麵。你心動了嗎？那就趕快行動。
＜活動日期＞ 89年12月23至12月25日
＜活動名稱＞ 賞楓之旅
＜活動地點＞ 武陵農場
＜承辦單位＞ 中聯會車隊
＜車輛統計＞ 33輛
＜人數統計＞ 大人78人 小孩58人 共136人
※來到武陵與中聯會集結，幽靜的山谷中花木
換上彩妝，早
晚溫差之大真
是印証了"朝穿
棉襖、午穿紗"
這句話幸好大
家的裝備不
差，總算熬過
兩晚零度以下
的低溫，假期結束大家依依不捨離開營地並
約定明年此時再來賞楓。
＜活動日期＞ 89年12月30日至元月1日
＜活動名稱＞ 歲末大團圓
＜活動地點＞ 頭城海水浴場
＜承辦單位＞ 婦幼團、活動推廣委員會
＜車輛統計＞ 42輛
＜人數統計＞ 大人83人 小孩60人 共143人
※初次來到頭城海水浴場，意外又驚喜，意外
的是場地與想像中的海水浴場差了十萬八千
里，新規劃的營區與衛浴設備才驗收，我們
有幸是第一批
使用的人。驚
喜的是從31日
清晨開始氣候
轉好，放晴
了。讓我們很
順利地在除夕
夜舉辦了既熱
鬧又有氣氛的燭光晚會大會餐，在此感謝各
位1/2的踴躍參與，以及其他熱心協助活動
的夥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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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牛俱樂部

休旅露營車俱樂部

旅行家車頂帳
特價 35000 裝到好

萬芳醫院 ●
辛 亥 路

松青超市 ●

興隆國小 ●

● 松青超市

隆

●

加油站

路

福 興 路

◆ 全國最大車頂帳專賣店
◎
蝸牛 興德國小
◆ 家庭汽車旅遊專門店
RV專業級的安裝技術☆全面化誠實的價格

興

● 文山
●

二戶所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理事/車展組長
各大報章雜誌休閒專刊報導專業店

林偉立(北醫)網址：http：//www.rvclub.com.tw
長 4.03M 寬 1.77M 高 1.98M( 行進間 ) 2.13M( 定點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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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6264955

大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商：

02-25032255 張經理 洽

0936-468-467

第 63 屆 世 界 露 營 大 會

假挪威塞爾布舉行
世界露營總會(F.I.C.C)第63屆世界露營大會，訂於今年7月26日起至8月5日，假挪
威中部的塞爾布(Selbu)地方舉行，由挪威露營車俱樂部(Norwgiam Caravan Club)
承辦。
塞爾布是位於挪威中部大城川德漢市(Trondheim)東南方約40公里塞爾布湖畔的一
個典型北歐風光小村莊，四周為森林和田園所圍繞，營地設在離村莊不遠的湖畔半島
上，景色宜人。大會期間主辦單位安排了各種民俗、舞蹈、文化、農莊、編織、狩
獵、釣魚等活動，湖畔有2公里長的沙灘是日光浴的理想場所。期望每位參加者都能
夠獲得最為滿意的露營生活和回憶。
本會循往例擬組團參加，今年由於大會沒有露營拖車出組，準備從德國漢堡租露營
車(如圖)經丹麥橫越新堪的克海峽前往營地參加大會，從漢堡到營地約1200公里路
桯，預計四天行程，回程則取道瑞典返回德國
交車，因此參加者最好自行組隊，每四人一部
車，前後必需共同生活約15天，最好找臭味相
投者。目前詢價是每部露營車(四人用)，一天
租金約2000，由於暑假7月下旬是歐洲的旅遊
旺季，租車必需提早在四月前預約，因此即日
起接受報名，三月底截止，詳細辦法，待成團
後由參加成員開會決定。

Hymer(德國大廠)63屆世界露營大會租用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