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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亞太露營大會於9月21日

到行船人的辛苦，當然有一些勇

26人，大部份皆兼肩任舉辦明年

本會獲得了亞太區的二等獎，獎

∼9月30日假龍門露營渡假基地舉

敢的友會伙伴，強拉車邊帳，結

第64屆世界露營大會的籌備工

項的計算是以參加人數與行程的

辦，配合台灣特別的短假期旅遊

果卻折損了3支，真是災情慘重，

作，而遠至西方取經，並邀請大

遠近來計算，另一個獎項則為大

習慣，活動分為2個梯次舉行，第

連忙要移到下面的B區汽車營位，

家明年至韓國東海市參加露營大

會 頒 發 的 參 加 獎 項 －－ 唐 三 彩 飛

一梯次為9月21日至9月23日，第

而本會因人數車輛較多，雖先與

會。

馬，在總會長Mr.Dahlberg宣布

二梯次為9月28日至9月30日。由

主辦單位聯絡是否可移動，在情

第七屆亞太露營大會圓滿結束，

於空間有限再加上開幕與閉幕集

況不明下，待隔日風勢較小下，

大家也趕緊邀請總會長與觀光局

中在第2梯次，本會以團體報名參

我們展開了強化工程，車邊帳也

蘇副局長照像留念，當然外國的

加，由於只限15輛車，我們每一

順利展開。

團體也成為我們攝影的一部份，

會員可是全體動員裝滿車輛，其

各國的貴賓早已進駐營地，遠

抹殺了不少的底片，在大家互道

他會員則需以個人身份報名，不

從芬蘭、德國、英國、比利時、

珍重再見後，也為此次大露營劃

日本、韓國來共襄盛舉，世界露

下了完美的句點，相約明年韓國

營總會總會長Mr.Lars Dahlberg

見。

與亞太區的秘書長Mr.Akase 也親
臨會場參與開幕式與閉幕式，大

大會晚上安排的中秋晚會更是

會也精心的安排各項活動，令參

活動的高潮，由戲曲專科學校綜

加活動的伙伴與眷屬大呼值回票

藝團表演的各項特技令大家看的

價，而遠從日本遠到而來的會員

目瞪口呆，隨著月亮的移動，大
家也相聚在各營地泡茶聊天。
到了星期日(9/30)一早，伙伴即

少會員還參加2個梯次，大會更為

到舞台前欣賞民俗活動，並期待

2個梯次安排不同的活動，更令大

閉幕式的開始，因地利的方便，

會充滿變化。
大會設計精彩，只可惜天公不
做美，利其馬颱風雖只掃過南台

迎接2005年拜會

陳總統

灣，但其外圍氣流卻造成大風大

9月25日韓國露營協會前會長柳

雨不斷，但風雨生信心，第二梯

前會長極盡心力的安排，因而此

晙相率同前總幹事金容文等人訪

次拜會兩人相談甚歡，晚上由總

次的伙伴仍依計劃在星期五(9/28)

大久保國一也特別以我們的會員

台，是日由陳名譽理事長陪同拜

進駐基地，大會此次安排新營地

登記參與盛會。

統府設宴皆接

會

陳 總

〝H〞區為新建的汽車露營地，雖

到了晚上則是串門子的時候，

待，簡副秘書

統，柳前會

未完工，但為求順利使用，已加

日本、韓國與台灣各友會相繼舉

又新代表總統

長為韓國前

鋪透水布以固沙，位於小山丘

辦晚會，更令營地熱鬧非凡，原

致謝，陳名譽

國會議員，

上，如在平時風平浪靜時可遠眺

本本會也預計舉辦，但因考量到

理 事 長 就

當年

陳總

大海，只可惜星期五的風雨實在

場地與時間，只好取消，讓別人

2005年欲爭

統擔任台北

太大，早到的伙伴皆不敢拉車邊

有更多發揮的機會，此次的外國

取世界露營大

市長時訪韓

帳，當夜眾人難以安眠，更體會

團體尤以韓國團人數最多，多達

會一事交換意

的行程，柳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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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快樂的汽車露營
休閒生活體驗營

累計至90年9月止

長頸鹿

繼第十屆全國汽車露營大會，

邱先生，配合木雕藝品展示及雕

回應參加者及社會大眾的肯定與

刻技術研習，春田窯廖老師提供

懷念，以及落實政府實施週休二

陶藝教學研習，生態旅遊解說廖

日的美意，進而服務中南部地

老師準備非常珍貴的幻燈片解說

區，特別選在民國90年8月25∼

三義地區景點民情古蹟及園區內

26日，假苗栗縣三義鄉不遠山莊

的生態環境珍貴的動植物，客家

汽車營地，舉辦汽車露營休閒生

美食專家田媽媽，親自解說客家

活體驗營，除推薦全國唯一私辦

美食及米食之烹煮方法要領，更

優良汽車營地外，由於山莊的生

親自料理客家小炒及客家三色湯

態資源豐富，無污染無公害，可

圓，讓全體學員品嚐，每位學員

賞鳥、觀賞滿山滿谷的螢火蟲、

也得到一份客家美食的食譜，可

採果、賞竹品嘗竹筍、觀星賞

回家好好做菜，真是〝好康〞，有

夜、寬廣的草皮營火場，可讓全

吃又有拿，謝謝您〝田媽媽〞
。

家盡情歡唱、遊戲，各項活動可

卡拉OK歡唱最快樂，默默服務

以完全發揮，風景幽雅的登山步

的天兵家族提供全套高級音響設

道及松亭、竹亭、梅亭、觀霧

備，在天將的熱心接待中進行，

亭、觀星亭．．．等完善設施的

再加上綠水親自主持下，全場熱

新景點，是最佳的戶外生活體驗

鬧，快樂歡唱，令人難以忘懷。

場，享受大自然的休閒汽車營

營主任劉大湖(大北)，忙著接待各

地，適合全家一起參加的好活

方貴賓及台中縣露營休閒車協會

動。

的伙伴，大北嫂特別準備很多冰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努

品、涼點、綠豆湯、四神湯、及

力推動汽車露營及旅遊活動，並

拿手好菜麻油燒酒雞、風味奇佳

藉由露營旅遊的各項休閒活動及

的紅燒豬腳，幾乎大北家族總動

研習，充份接觸大自然，了解生

員，兩位公子忙著接待參加者，

態環境及保育生態的工作，更以

另兩位兒媳婦親自協助料理款

互動方式增進人與人之間的關心

待，適逢大北嫂八月份生日，特

關愛，提升親子關係，增進正當

準備24吋大蛋糕，大家祝福聲

休閒活動的推廣，輔導青少年參

〝生日快樂〞，大姊為大北嫂清唱

加正當的休閒活動。

〝生日快樂〞歌聲深具真情表現，

這次舉辦體驗營，希望能招收
熱心服務的伙伴，協助協會推廣

我們祝福大北及大北嫂幸福美
滿、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姓名
林永雄
游祥鏗
郭海榕
陳盛雄
楊甘煌
盧慧郎
張志鵬
張德源
謝茂雄
劉大湖
郭家福
葉彥秀
林宏昌
程鏡心
林百鍊
謝文川
葉銘雄
吳震鵬
賴 溪
林世昌
許旭能
李芳雄
吳有作
吳逸文
楊清輝
陳松林
葉善湖
錢亨啟
林英志
謝文祥
施志和
蔡京宏
卓國璋
曹正輝

台號
Kingmore
阿不拉
水龍
毛利歐
螺絲
犀牛
金瓶
多多
山水
大北
大象
兩佰
疏洪道
棒棒龍
山豬
鳳梨
小葉
CP
溪頭
合成
亞米茄
LC
祥有
鐵線
三暘
007
藍寶
錢多多
社長
天兵
將帥
火狐狸
新萬達
福特

職稱
理事長
副理事長
副理事長
名譽理事長
常理
常理
常理
常理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監事召集人
常監
監事
監事
會員
會員
會員
副秘事長
財務長

財務長 福特

捐款金額
140,000
15,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000
10,000
10,000
3,000
10,000
10,000
9,100
10,000
14,000

◎新會員簡介
編號 姓

名 台

號

推薦人

服 務 單 位 與 職 稱

肥龍

順郁水電材料有限公司 經理

大北

林老師兒童天地 負責人

646

林春陽

647

陳德信

648

余樓聲 小鯨魚

北醫

仕高實業有限公司

649

游光榮 游俗俗

鐵馬

彰化縣大新國小 教務主任

650

黃子益 黃迪迪

鐵馬

南投市國小 教師

頭城

有意義的休閒活動；熱心的會員

自由時報郭記者親臨現場，由

主動加入服務工作，在活動前一

林副秘書長逸昇（惡棍）親自接

天（24日）就進場的有長頸鹿、

待，參觀各展示車輛，訪問參加

福特、藍寶、金錢豹、好馬，志

者，吳園主介紹場地開發計劃及

651

池金祥

明、台南的小鄭及昆蟲都趕來，

汽車營地，各風景點設計，惡棍

652

陳維標 東西好

鐵馬

007、惡魔、惡棍、斑鳩、鐵線、

解說及帶領參觀各項活動的進

653

陳寬裕 秀水陳

老K

小朱、青山等相繼趕到共同參加

行。

654

陳志銘

惡棍

自行郵寄 弘成冷氣行 技術員

大雅

服務行列，8月25日上午參加人員

遠從台南來的伙伴，小鄭及昆

655

陳培阮 大頭目 牛哥，趴趴熊 郁華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經理

及車輛相繼進場真是熱鬧，大家

蟲，早到參加服務工作行列，協

656

賴永鎮

忙起來，各車依山莊收費標準繳

助活動及接待各參加體驗的新伙

657

范玉瑞

費入場，園主特別贈送一份精美

伴，小朱負責露營車觀摩及D1Y

658

張晉彰

小彰

鐵馬

的旅遊資料，到達營位紮營建設

研習雖然很辛苦，在互相交流研

659

王江華

王哥

塑膠

營地工作，一切都很順利，然而

習中得到很多的肯定與快樂。大

660

羅新誥

錢多多

園主特別贊助，憑第十屆全國汽

象、斑鳩、志明協助下完成營火

661

鄭國民

塑膠

車露營大會參加貼紙，每車（家

塔的搭建工程，營火晚會在蘭姊

662

卓進義

卓仔

王哥

庭）都以八折優待只收400元，特

小老鼠及KiKi共同主持下，童子

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軍成果發表非常精彩，活動很活

663

林宜忠

鴨母

王哥

664

廖振發

鐵馬

665

陳仁杰

鐵馬

協會精心安排各項活動，承蒙

潑生動，大家在營火歌聲響起，

各會員熱心贊助及義務服務，感

載歌載舞的團康活動中，全場熱

謝之意永難忘懷。更感謝吳園主

情奔放，全體來賓及參加伙伴手

的熱心配合，特聘南三義彫刻館

拉著手，共同舞出快樂人生。

九和

山水

九和氣體有限公司 負責人

網路報名

長虹花藝坊 負責人
昇輪汽車修配廠

大勛商行 負責人

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劉大湖（大北）TEL:2303-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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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油燈下夜語

露營旅遊(五)

陳盛雄

露營旅遊的發展原因

露營旅遊其實也就是近年來我

受到學校教育與生涯教育的落

高速公路網的形式，國際航線

們經常耳聞所謂的「定點式旅

實，加上電視媒體和錄放影設備

的密布，渡輪航線的增加，鐵路

較為陰沈多雲的英國鄉間。

遊」，只是其住宿的方式是以露

的改良，在提高教育水準的同時

電氣化，鄉間道路的完備等等改

6．服裝的關係

營場地和露營方式來進行，以露

也關心到野外休閒活動與生態旅

善人們的移動能力。如今各國的

適合於農村休閒旅遊用全天候

營地做為根據地，從事鄰近地區

遊的重要性。

任何偏遠角落也都可達。加上電

材質休閒服裝的開發，並且在型

的旅遊活動或是完全以農村鄉間

2．對人類自然、歷史、文化遺產

話、傳真、信用卡的普及化，在

式上的設計配合時代流行。

此之前成為旅遊障礙的「遠距離」

7．對於飲食健康的重視

的露營地做多日的停留，充分享

的關心

避開陽光強烈的地中海，而走向

受鄉村的自然景觀，體驗農村社

排斥近代社會，以及對於將來的

會的生活樣式，達到完全休閒的

不安。另一方面個人可支配的自

目的。其成功的原因，根據瑞士

由時間增多以及所得的提高，一

藉由身體的運動，從休閒渡假

誌不斷增加，對於農民自製乳

貝倫大學教授克里潘朵夫（Jost

般市民開始重視人類自然、歷

中獲得身心的健康，因而選擇農

酪、有機蔬菜、鄉土料理以及體

Krippendorf）在其主要著作

史、文化遺產（Heritage） ，對

村、田園等可以散步、登山、騎

驗農園、鄉間小館的興趣。(待

「The Holiday Makers(英譯)」

於美麗的自然環境、鄉村田園景

單車、垂釣、自然學習環境。另

續)

中提到歐洲在第二次大戰後隨著

觀，農村聚落、教會等歷史性的

一方面臭氧層的破洞影響，盡量

經濟的發展，人民休閒意識的提

建築物、古蹟產生興趣。

高，由過去大量湧向觀光勝地，

3．閒暇時間的增加

匆忙的旅遊型態，逐漸轉為以個

餘暇時間（Leisure time）及

人家庭或小團體方式，避開觀光

可應用的所得增加，對於短期休

渡假勝地而趨向於農村地域，尋

假（Short break）或一年中多次

找具有個性化的旅遊型態，可以

休假的觀念已經普遍化，其中主

說是旅遊的成熟化或個性化，並

要假期也許會到渡假勝地去玩一

且預測它將持續的發展基於下列

次，其他則就選擇以鄉村、田園

十四點理由：

為主的渡假旅遊方式。

1．教育水準的提高

4．交通網以及資訊的提昇

「太偏僻」反成為重要的賣點。

各種傳統烹飪書籍的出版，介
紹飲食健康的電視節目、新聞雜

5．重視健康的身心

深入英國的鄉村，體驗黃金色的麥田景觀

露 營 與 環 境
巫婆

夏天眼睛常易感染之疾病的預防及治療

夏天到了，最想的就是泡在游泳池

，但

常常發現游泳後常會發生〝紅眼睛〞的現
象，而且家中一人感染沒幾天全家也陪著一

怕光、流淚、而影響視力。

巾、衛生紙擦拭
4.公共場所毛巾、不可以拿來擦眼睛

3.眼睛分泌物甚多，尤其早晨起床會積存

5.流行期間不要去公共游泳池游泳

在結膜囊內及眼皮周圍。

起〝紅眼睛〞這就是夏天常易感染的流行性

4.耳前淋巴腺偶有腫大壓痛

角結膜炎。

5.上下眼瞼結膜偶見白色偽膜、尤見於幼

其實流行性角結膜炎的發生是不分季節

兒。流行性角結膜炎，潛伏期約2－3天，發

的，但較常在夏天流行，因為天氣變得炎

病全程約2星期後消退，發病3－5天是高峰

熱，細菌、病毒繁殖力增強，而且暑假期間

期此時若無法及時治療常併角膜炎此時角膜

從事水上活動較多，眼睛的結膜與角膜在眼

上可見聚集之小白點病患有霧視、怕光、流

球最外邊，較容易受到病毒及細菌感染。只

淚、虹視等後遺症。

6.不要借用別人的眼藥水、眼鏡、書報雜
誌
7.流行期間、摘除隱型眼鏡之前需徹底清
潔雙手
8.用自己專用的臉盆、毛巾來盥洗
如何治療

流行性角結膜炎是由病毒引起，病程類似

流行性角結膜炎都是接觸傳染，如碰觸病

流行性感冒初期可用類固醇及血管收縮劑眼

若同時侵犯到角膜（即黑眼珠部份）時稱為

患之手，眼睛分泌物，公用之毛巾、臉盆、

藥水來減少發炎，縮短病程一般五至七天症

角結膜炎。感染流行性角結膜炎。最常出現

門把等皆有可能被波及。

狀逐漸緩和，若紅腫熱痛等症狀嚴重，可用

的症狀就是

如何預防

冰敷數小時未消除，如發現白色偽膜出現，

有結膜發炎充血為結膜炎即俗稱〞紅眼睛〞

1.眼睛刺痛、灼熱感、眼皮腫脹、嚴重異
物感、眼屎增加。
2.眼結膜充血而呈鮮紅若合併角膜炎則會

1.儘量不要和角膜炎病患接觸

請立即求助眼科醫師，避免延誤病情，而且

2.注意雙手清潔、保持乾燥

不可以自行將藥物停用，因藥物使用不當

3.不要用手去揉眼睛、必要時用乾淨毛

時，可能發生嚴重副作用，切勿自行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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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生活芝麻事

休閒DIY篇－送給1/2小小的禮物
（小朱）
參加野外露營原本就有些地方

中。

鵝頸頭固定在夾子上，再把夾子

成為機動又省力的取水車，不必

不方便，若求方便而將家中設備

老王賣瓜，到底賣的是什麼瓜

夾於水槽邊緣。接著，確定馬達

擔心水源的遠近了。相信許多會

全部帶出來，不但把車子擠得滿

呢？以下就為您介紹幾種DIY洗

的正負極已固定在12V的電池兩

員使用整理箱攜帶裝備，只要將

滿的，還會讓1/2和你累得半

滌設備的製作，與各位分享，歡

端，再把馬達丟入蓄水桶中，輕

其騰空，便成為大又好用的DIY

死。話說回來，總不能簡陋到處

迎拷貝或創新，大家互相交換心

輕採住腳踏開關，即可將水抽至

水箱，一舉兩得，且加滿水後，

處都不方便吧！如何能兩全其美

得，共同送給1/2小小的禮物。

水槽中，即完成全套的洗滌設

便不必常常跑去取水了。此種取

備，簡單又好用。

水方式，亦可用於露營車的二次

呢？我就先與各位談談露營最重
要的用水問題。

第一種，把桌面挖空，放入白
鐵水槽，即完成。

以下再與各位分享此DIY產品

加水，只要將沈水馬達投入取水

用水可分飲用水與洗滌水兩部

第二種，把蛋捲桌的椅腳拿來

的細節和特色。水槽的大小很重

桶中，可輕易送水至水箱中，再

份。飲用水請自家中帶過濾水或

當底座，水槽放置其上，即完

要，太小則鍋子無法放入，水會

也不必辛苦的接水管與收水管，

自來水，儘量勿食用營地的地下

成。

濺出四溢，水槽內徑至少要有31

也不會有水管橫越別人營位的情

水，以防水土不合，否則請使用

第三種，製作一個ㄇ字型白鐵

公分×39公分以上。腳踏開關控

形。當然，不是不可以接水管，

過濾器後，再煮沸食用。洗滌水

架子，固定在桌緣，水槽放置其

制馬達送水不必滿手肥皂去關水

只是希望加完水後，能馬上收

又可分洗滌餐具與洗澡水兩部

中，即完成。ㄇ型匡匡可依任何

龍頭，腳一離開開關，水立即停

起，既能加水又不橫越營位影響

份。在戶外，洗滌碗盤常常帶給

規格的桌面而製作，直接用螺絲

止，可節省用水。鵝頸頭比一般

他人安全。

1/2很大的不便，除非是配備有

固定與收納於桌緣，不佔任何空

水龍頭高出許多，水由上往下

民以食為天，有吃飯就有碗盤

水槽的休閒車，可以在車上洗

間，且其製作費用超便宜，為筆

送，大型鍋子才能輕鬆洗滌。水

要清潔，沈重又不便的工作讓

滌，否則只好拿著一堆碗盤到公

者強力推廣的產品。

槽的正下方放置一個廢水桶，可

1/2來擔

P，長期以來會導致1/2

共水槽洗滌，或是蹲在營地附近

水槽與支架完成了，那如何將

收集洗滌後的廢水，以免營地濕

的遊玩意願降低。DIY的水槽設

用自家的水桶慢慢洗淨，此舉與

水送至水槽呢？先選購使用12V

答答。若想免除廢水桶的油膩，

備真的很好用，歡迎來參加週末

家中洗滌碗盤差別甚大。為了改

電力得沈水馬達，接上腳踏開

可先於桶內套個塑膠袋。水槽內

營，我願意毫不保留地介紹給

善洗滌的品質，筆者強力推廣

關，再自沈水馬達接條水管至鵝

可放入過濾網，過濾菜渣，再把

您，若選購與施工有困難，我亦

菜渣丟入垃圾袋中，以減少對環

樂意替您代勞，只為了送給所有

DIY的洗滌設

頸

頭

備，不但可免

（飲水

除1/2排隊洗

機用的

碗的辛苦或蹲

出

水

接下來談取水的

的

著洗碗的艱

管）底

問題。可準備20

物。

苦，更可減少

部的送

公升左右的取水

菜渣流入營地

水口，

桶，搭配雙輪的

或公共水槽

然後把

行李手拉車，即

2002年世界露營大會
國際事務委員會

第64.65.66.屆世界露營大會明
年五月開始

陸續舉辦

二年前假英國大會舉行年會

地點：韓 國 東 海 市 （ D o n g h a e City）
報名：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

時，分別由韓國、加拿大、比利

境的污染。
水槽完成了，

1/2一
個小小
禮

＜特別介紹＞

第64屆 FICC RALLY
－韓國東海市
在日出之鄉(東海市)舉行的第

江原道、以及韓國觀光公司的積

時間：2002年6月29∼7月8日

64屆FICC東海露營大會，倍受韓

極支援。舉行大會的露營營地將

「2002年分別由三個洲提出，並且

地點：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

國人民的關心，目前正按部就班

在2001年底，於東海市北端望祥

時間也不同，因而建議，是年舉

報名：即日起至2002年3月30日

地進行準備工作。大會在FIFA世

海水浴場一帶的290,000m 2 大地

界杯之前的2002年5月17日∼5月

上竣工。望祥汽車露營營地是韓

26日舉行。為了使首次在韓國舉

國首次建成的汽車露營營地，同

＜第66屆世界露營大會－比利時＞

行的露營大會獲得圓滿成功，

時也是永久性的露營營地。它不

時間：2002年8月2日∼8月11日

KCCF與主辦城市東海市組織了

僅具備了伙食、沐浴設施、洗衣

＜第64屆世界露營大會－韓國＞

地點：比利時簡特市（Gent）

包含韓國各行業、各階層人士的

店、移動醫院、俱樂部會所、木

時間：2002年5月17日∼26日

報名：即日起至2002年3月30日

組織委員會並加以積極運行。

屋村、廣場、購物商場、野外表

2002年的大會受到了韓國政府、

演場、足球場、沙灘排球、還有

時三國提出爭取2002年世界露營

＜第65屆世界露營大會－加拿大＞

大會主辦權，當時大會主席宣布

辦三個大會，分別為第64屆假韓

止

國，第65屆假加拿大第66屆假比
利時舉行」。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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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營記事∼

張伊婷（小局長）

要去秋菊營的前夕，打家都很努力的練習，並且做好心理建設，準備
接受一連串嚴格的考驗。
到達營地，做好營地建設後，就開始考試了。首先是考「劈柴」，我
因為很少有拿斧頭的機會，所以不得要領，考了兩次才過。再來，就是

園丁

削火煤棒，才削到一半，就開始下起大雨，我們只好衝回營地，換下已
溼的鞋子，開始準備晚餐。
飯後，大家就忙著把裝備移到鐵皮屋裡，在雨中來回奔跑，不禁讓我

∼團務報告∼
●本團女童軍“菁英小隊”再度出擊，參加7月7∼10日於桃園縣石門
營地舉辦之台北市女童軍夏令<秋菊營>，此次除改由王姿蓉擔任小
隊長外，原班人馬，在沒有隨隊服務員的照顧下（小老鼠不算服務員
“真歹勢”），仍然是連續三天獲得榮譽小隊，表現優異，同時並考取

想起了家裡的溫暖，也思念起家人。又為了怕衣服帶得不夠，所以洗完
澡後，便和小鳳仙及小斑鳩一起將換下來的衣服清洗乾淨。一想到接下
來的幾天，都有可能像今天大風大雨，還有打雷，就不由得開始害怕起
來。
第二天的第一堂課是「雙旗」，大家通力合作，很快就過關了。於是

該營隊主修之“童軍智能“研修章。
●7月14日童軍團奉派負責協會“第十屆全國汽車露營大會”之夜間營

我們就去削火煤棒，因為沒削過火煤棒，所以削起來特別吃力，又因木
材粗，必須削了又削，從原本像大拇指一樣粗的木棍，削到比筷子還細

火節目娛樂佳賓，圓滿達成任務。
●7月17日本團四位高級童子軍假陽明山營地參加台北市政府主辦為期
五天之“專科考驗營”；同一營地，中級童子軍張育傑更是隻身參加
素有魔鬼訓練營之稱的“高級考驗營”勇氣可佳。

的木材，甚至連水泡都長出來了。由此可見，削火煤棒可不是一件簡單
的工作唷！
近中午時分，開始接受「野外炊事」考驗，卻因為沒有把柴準備好的

●8月25日童軍團再受協會邀請於苗栗不遠山莊之“汽車露營休閒生活

關係，導致火生得太慢，而過不了關，有點失望。雖然有補考，但機會

體驗營”中示範童軍營火活動，贏得不少暍采。所有節目均由本團文

只有一次，所以，另一組非過不可。於是，大家都盡力在幫忙另一組砍

書幹事“小老鼠”領著小童軍們自行策劃。

柴、削火煤屑．．．等等可以做的工作，只希望他們能夠通過考驗。果
然，皇天不負苦心人，他們終於過關了！我們也吃了豐盛的一餐。到了

【童軍小常識】歡呼：

晚上，就是「聲光通訊」的光通訊考驗。我們大家考了二次，卻因為發

常在童軍活動中聽見童子軍們興高采烈的隨著節奏，律動的呼喊嗎？

碼不順而無法通過，於是我們「決定打“簡碼”
，果然，很快就過了。

那正是童子軍的歡呼！「歡呼」是童子軍生活的催化劑，是一種發自內

隔天，我把所有項目都考完了以後，就剩「生火了」。因為有中級考

心、歡愉讚嘆的盡情呼喊；是積極正面，振奮人心的。所以嚴格來說：

驗營時的“慘痛經驗”，所以，我特別怕火，點火柴時也是一樣，深怕

敷衍應付了事的“呼口號”不是歡呼；而消極具破壞性的洩憤吶喊更不

火“吞掉”自己的手，但是考驗時間快來不及了！只好硬著頭皮向團長

是歡呼。

要了火柴棒，開始考試。一點火柴，火花立刻彈到我的手，可是我不能

∼貝登堡的足跡∼

放開，於是我把火柴棒垂直向下，好讓火穩定，可是我放的太久，使火

◆只有在露營時，你才能正確地了解大自然，因為你一天廿四小時都面
對著它。

燒到我的手，我馬上把火柴棒放到我架好的柴裡，希望能夠成功點燃，

貝登堡－童軍運動創始人•世界童軍總監

∼童軍團感謝您的贊助∼
◆感謝團務委員：郭海榕（水龍）先生 捐贈童軍團活動費3仟元
陳坤煌先生 捐贈童軍團活動費3仟元
◆感謝服務員：許天慶（220）先生
將本屆全國汽車大露營期間經營“凍哥咖啡屋”所得共8,170元，連本帶
利全數捐為童軍團活動費

過了幾秒，火慢慢的從縫隙裡冒出
來，我成功了！真是的太高興了，最
快樂的是：我不怕火了！
雖然參加秋菊營已有一段日子了，
但現在回想起來，仍覺得樂趣無窮，
我也從中學到了許多，也成長了許
多。我想，這也許就是舉辦秋菊營的
真諦；童軍生活的目的吧！

為了消暑，夏季童軍改著團T恤活動。
7月22日關西飛鳳園農場

東海市是一個典型的海港城

開發都市，政府更為各項基礎建

各種便利設施。各位同好們將在

12.木屋村

歷屆大會所沒有的、完美的篷

13.自助餐廳

市，180公里見方，人口約11萬

里，毫無困難地享受快樂的休假

14.美式小別墅(Cottage)

人，尤以日出之都稱著－日出的

本次的營地一望祥露營地，更

及多姿多彩的節目。

15.副管理樓

美景在東海緩緩昇起，更是不可

為韓國第一個專為汽車露營地開

16.自由帳篷村

錯過，東海市更是韓國觀光重點

發的營地，超過200個汽車營位，

設投下鉅資。

1.遊樂設施

美麗的海灘，全新建設就等著大

2.中央廣場

家來啟用，營地建設之初，本會

3.大帳篷

名譽理事長陳盛雄先生更受邀參

4.服務中心

與規劃，更是令人期待成果。主

5.出入口

辦單位特別準備超過100台露營

6.共用炊事沐浴廁所

車，供租用。

7.汽車露營營地

東海市五月平均的溫度在20∼

8.俱樂部會所

27度，非常適合旅遊，尤其至韓

9.露營車營地

國僅數小時的航程，大會並且安

10.購物商場

排豐富的節目與旅遊活動，歡迎

11.森林散步道路

大家相約在韓國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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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年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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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1/4
(六)(日)

鄉野風情
（慶生會）

瑞 原 花 卉 觀 光 農 場 自行前往
(北二高大溪交流道
(03)3909698
下，右轉往龍潭經員
樹林國小陸橋，再左
轉台3乙線過中科院
右轉進入)

活動推廣委員會

1.農場風光、賞花
2.蒸汽藥浴館(自費)
3.新開幕優惠價每車350元
Y 11/4童軍團團集會

11/10∼11/11
(六)(日)

山野巡禮

尖 石 葫 蘆 灣 渡 假 村 自行前往
(台3線69k處轉內彎
（035）842135
120縣道約35k處)

活動推廣委員會

1.垂釣、單車行
2.健行、森林浴

11/10∼11/11
(六)(日)

塔塔加

11/17∼11/18
(六)(日)

上東埔停車場
台21線約74km處

自行前往

中聯會車隊
鐵馬、王哥

1.玉山登山口健行
2.觀星
※須帶禦寒衣物

溪谷野營

興旺營地

自行前往
(台9線46k處循指標
進入)

活動推廣委員會

1.捉蝦、釣魚
Y 11/18童軍團團集會

11/24∼11/25
(六)(日)

鳴鳳古道之旅
北中區大聯誼

鳴鳳國小

自行前往
(台3線116k處右轉
苗22縣道或台13線
左轉苗22縣道)

活動推廣委員會
中聯會車隊
飛馬、侯鳥

1.古道健行、寺廟參拜
2.體能訓練、森林浴
3.中區慶生會

11/24∼11/25
(六)(日)

梅領風景區之旅

伍龍殿停車場

自行前往

南部聯絡處

1.賞景、登山、健行
2.梅子大餐

12/1∼12/2
(六)(日)

地質景觀體驗營
（慶生會）

北投貴子坑營地

自行前往
(中央北路過復興崗
後右轉稻香路過公車
總站左轉上山即達)

活動推廣委員會

1.地質景觀解說
2.登山、健行、賞夜景
Y 12/2童軍團團集會

觀星遊

12/8∼12/9
(六)(日)

蘭陽之旅

長埤湖

自行前往
(台7線左轉泰雅橋再
接台7丙線循指標前
往)

活動推廣委員會

1.賞黑天鵝戲水
2.清水地熱煮蛋
3.單車自由行

12/8∼12/9
(六)(日)

曾文水庫
中南區大聯誼

情人公園停車場

自行前往

台中聯絡處 塑膠
南部聯絡處 昆蟲

1.遊湖
2.釣魚
3.健行

12/15∼12/16
(六)(日)

茶鄉風情

金溪營地

自行前往
(台9線約35.5k處右
轉循指標即達)

活動推廣委員會

1.品茗
2.健行、單車行、欣賞茶園風光
Y 12/16童軍團團集會

12/22∼12/23
(六)(日)

陶瓷之旅

鶯歌陶瓷博物館
停車場

自行前往

活動推廣委員會

1.陶瓷老街休閒遊
2.參觀陶瓷博物館（自費）

12/22∼12/23
(六)(日)

霧社賞楓之旅

楓林農場

自行前往
由台14線73.5km處
左轉上山約6.5km即
達

中聯會車隊
小鄭、沈公子

1.森林浴
2.品茗
3.賞楓
4.慶生會

12/29∼12/30
(六)(日)

灣潭賞景

坪林灣潭
大廟停車場

自行前往
(台9線34.9k處右轉
到底即達)

活動推廣委員會

1.湖光山色、賞美景
2.參觀麥芽糖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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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會員特別成立台中、台南及花蓮聯絡處，敬請多加利用。（詳細資料請參閱第一版）
台中聯絡電話：04-2385-1300

台南聯絡電話：06-272-1825

花蓮聯絡電話：038-533-616．0927-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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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承辦單位＞
＜車輛統計＞
＜人數統計＞

90月7日13日至7月16日
第十屆長埤湖汽車大露營
三星鄉長埤湖
第十屆大露營籌備會
205輛(RV25輛 拖車8輛)
大人815人小孩495人 共1310人

※第十屆全國汽車大露營終於在景色宜人的長
埤湖風景區舉行，此地是由宜蘭縣三星鄉公
所，所開發的一處休閒露營的風景區，環境
優美氣候宜人，四面環山懷抱的好地方。
＜活動日期＞90年7月21日至7月22日
＜活動名稱＞夏令親子營
＜活動地點＞新竹關西飛鳳園休閒農場
＜承辦單位＞營地開發委員會
＜車輛統計＞65輛(RV7輛 拖車4輛)
＜人數統計＞大人127人 小孩91人 共218人

※原本氣象局預報可能會有颱風來襲，請民眾
勿上高山旅遊。但大伙難耐期盼快2年未造
訪的大雪山(自921災後至今未曾安排此地露
營活動)。
仍決定趁颱風來前難得的好天氣，照常活
動。此次車隊行進感謝902的前導讓上山之
路特別平順。在參訪神木的路上熱得每人汗
流夾背、全身舒暢，大伙都特別覺得值回票
價(尤其星期一的天氣開始狂風聚雨時更有賺
到了的感覺。)
＜活動日期＞90年8月4日至8月5日
＜活動名稱＞茶鄉之旅
＜活動地點＞金溪營地
＜承辦單位＞活動推廣委員會
＜車輛統計＞34輛(RV6輛 拖車3輛)
＜人數統計＞大人68人 小孩58人 共126人

※金溪，彷佛已成為大伙的最愛了，夏日炎
炎，讓大伙無不想到金溪那清涼透澈的山泉
水啊！晚上的慶生會把所有壽星群召起來，
讓大伙為他們慶祝，隔天的童子軍下午的戲
水，更讓大伙彷佛身在避暑山莊般的逍遙自
在啊！

＜活動日期＞90年8月18日至8月19日
＜活動名稱＞五指山原野行
＜活動地點＞五指山兒童體能遊戲場
＜承辦單位＞活動推廣委員會
＜車輛統計＞28輛(RV4輛 拖車1輛)
＜人數統計＞大人57人 小孩44人 共101人

※五指山是一個適合四分之一們段鍊體能的地
方；更是促進親子關係的好地方。一大早可
以循著步道，緩慢步行體會著大台北所沒有
的鳥語花香，回來還可以求神問卜，保祐一
家大小，晚點還可以攜家帶眷的去體能遊戲
場闖關，這種和樂融融的氣氛唯有親自品嚐
才能體會到啊！
＜活動日期＞90年8月25日至8月26日
＜活動名稱＞汽車露營休閒生活體驗營
＜活動地點＞三義不遠山莊
＜承辦單位＞活動推廣委員會
＜車輛統計＞72輛(RV20輛 拖車3輛)
＜人數統計＞大人156人 小孩138人 共294人

＜活動日期＞90年8月11日至8月12日
＜活動名稱＞日月潭野營
＜活動地點＞綠多精營地北中聯誼
＜承辦單位＞活動推廣委員會 中聯會車隊
＜車輛統計＞20輛（RV2輛 拖車1輛）
＜人數統計＞大人37人 小孩24人 共61人
※不遠山莊是一處由私人所開發的休閒露營
區，他是一處由四面環山，所包圍景色誼人
的山谷，四面種植很多桂竹筍，又有環山步
道，可說是一處休閒的好地方，這次由長頸
鹿先生所規劃的體驗營，讓一些初次參加的
人員有所了解，初次露營所需的裝備，再次
感謝長頸鹿為大家規劃這次體驗營。

※這次的活動，大伙的參與都非常熱烈。晚上
我們感謝大象、螺絲、祥有以及小葉請大伙
吃歐式自助餐，讓大伙真的是有得吃又有得
玩，此行真的是沒有白來啊!
＜活動日期＞90年7月28日至7月29日
＜活動名稱＞大雪山之行
＜活動地點＞迷宮停車場
＜承辦單位＞台中聯絡處
＜車輛統計＞18輛(RV2輛)
＜人數統計＞大人33人 小孩23人 共56人

活動推廣委員會報告
相信各位已經注意到，週末營
慶生活動常常在金溪營地舉行，在
此與大家稍作解釋。慶生活動往往
是週末營出席人數最多的，金溪有
遮雨棚可以使用，一旦下大雨時，
才不致於掃大家的雅興，即使戶外
傾盆大雨，棚內依舊熱情奔放，大
唱生日快樂歌。再者，金溪離台
北近，方便想與大家聚會聊天又
協會會歌 歌詞及歌曲
無法過夜的伙伴蒞臨。
海闊天空 型式內容不拘
因此，重覆多次的安排請各位
節奏強烈 行雲流水 皆可
見諒。當然，我們也會不間斷地
只要 好聽易懂 老少咸宜 硠硠上口
尋找類似營地，加入週末營行
列。亦歡迎您主動提供類似營地
給我們。

※日月潭是一個風光明媚依山傍水的旅遊好勝
地。縱使經歷了無數的災難，但它的美它的
優仍是不受威脅的。再次來到日月潭那幽美
的景觀仍是讓人嘆為觀止啊！夜晚有成群的
星光陪著大家入睡；清晨迎接大家的是一片
的湖光晨色。短暫的休閒，是可以讓人忘卻
塵土的煩憂．．．

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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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
北市
北縣
台中
台南

精品無價

蝸牛俱樂部

秘書處

眼尖的會員發現，一些伙伴的車上多了一片鐵片牌照，紛紛詢
問那邊可以訂製，這可是日本會員大久保國一精心提供的，有別
於小貼紙，遠遠的我們即可辨識出會員成員，更重要的是最後2個
英文字母是台號的縮寫，更可提醒我們即時資訊。
由於大久保與牌照製造工廠熟識才可特別訂製，如有需要的會
員煩請與秘書處新萬達聯絡，登記時間自即日起至10月30日止，
每片費用NT$1,000，共有3個顏色可選：黃底黑字、紅底白字、
綠底白字。
格式如下：
FCCC
546
NW
協會縮寫 會籍號碼 台號縮寫
此次登記所收取的費用，大久保國一
預定全數捐給協會，以協助協會推動會
務，真是令人欣喜的消息，會員總是默
默的資助我們協會，在此特別感謝會員
大久保國一。
我們有緣，也有相同的興趣
而加入同一個協會，

環 球(02)2793－2923
大甲蟹(02)2953-4225
道 誠(04)2567-5713
綠 大(06)295-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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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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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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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召快樂家族的自我介紹
出版事務委員會

滴滴，將會是你最美好的回
憶！

但是…也可能陰錯陽差地…

您的大名，但那並沒有什麼意

這裡就是你吐嘈的園地，當然

PS.新會員不斷持續的增

一年難得碰上幾次面，甚至一

義，唯有在我們都互相認識的情

不是要論人是非或互相攻詰，而

加中，但是新舊之間熟悉的

次也沒有…

況下，才會彼此有問候和關心的

是將你們辛酸的，甜蜜的，或是

速度往往不成正比，所以我

互動產生。

感人的小故事，而且願意與我們

們很誠懇的希望藉這個版

大夥兒共同分享的，那就不要遲

面，能夠更增進會員家庭之

疑吧！

間的交流。

除非你想保持高度的新鮮感，
要不然朋友還是老的好，不是
嗎？
所以，我們只認得在會刊上

在你的家族裡，誰最愛現呢？
誰最熱心呢？誰最八卦？誰又最
任勞任怨？趕緊照過來！

現在就提起筆來，記錄下這點點

※記得附上照片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