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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伙伴大家好：

能有自有會所，以安定會務之推

當天候漸涼，落葉飄澪，2001

動。最候我們已向世界總會申請

年已進入尾聲，然而這正是我們

舉辦2005年世界露營大會，在此

露營車伙伴露營的最佳季節，我

一重要的國際活動中，我們將扮

們期待在歲未的假期與伙伴們，

理事長

演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此時我
們只有加強幹部研習，以文宣、

在清冷的野外圍住營火邊把酒言

熱愛家庭、熱心公益的三熱精

歡，共享戶外的兄弟情誼。

神，我們知道一個團體擁有較多

近月以來的沈思默想個人有一

活動來鼓舞更多的家庭走到戶

回顧一年來，我們在即有的基

的三熱團隊，一定是贏的團隊，

點小小的心願，希望在本屆能完

外，喜歡露營、我們更要向觀光

礎上，每個週末假期推出的週末

也必然會是一個充滿熱情，充滿

成，首先我想到如何將現有協會

局爭取更好的露營地，當2005年

營，適度的滿足了伙伴熱愛露營

希望，充滿情誼的社團。

制度，落實到委員會的組織體

的大會中，我們樂見由於大家的

希望的明天。

的期待，每個假期我們均能快樂

今年的六月正值暑夏，在炎熱

系，使各委員會成為協會的動

努力，所呈現的是一個充滿溫蘊

的，安全的、辦好一個成功的活

的日子，受到許多伙伴熱心的支

力，透過各委員會功能的發揮，

的國際情誼的互動，伙伴們再幾

動，在此我們要感謝所有工作人

持與鼓勵，使我鼓起勇氣來擁抱

才能擴大服務的功能。其次是強

天一個新的年度又要開始輪迴，

員所付出的犧牲奉獻及服務他人

這個團體，接任本屆的理事長，

化組織，推動各地區連絡處的成

在此歲末迎春的季節，請大家來

精神，尤其近幾次的大型活動、

當宣誓就職之夜，我就自我期

立、當連絡處達到40輛之車隊

露營。

如第十屆全國汽車露營大會，世

許，我一定不能辜負大家的託

時，輔導成立地區分會以擴大協

祝伙伴們美夢成真，身體健康。

界露營大會，第七屆亞太大露

付，我當盡我心、盡我力，領導

會的服務範圍。

您們真摯的伙伴：林

營，響亮梨山露營大會師，我們

我的工作團隊為協會作傳薪的工

第三、加強財源開發，累積足

的工作幹部更表現出熱忱服務，

作，繼承過去優良的傳統，開創

夠購置會所的基本財力，使協會

賀

陳盛雄名譽理事長榮獲
日本東京農業大學學術博士

理事長

永雄
Kingmore

即銷售一空，其內容成為泡沫經濟

文，獲得通過後於10月11日接受論

後日本在開發營地的導向。

文審查委員會的口頭詢問及答詢，

經過8年的研究，今年7月初以

通過後於10月23日由主審教授平野

「現代台灣露營活動之發展與露營

侃三將審查意見送交學校教授會議

＜本刊專訪＞本會陳盛雄名譽理

歷經8年的進修與研究，先後在

地周邊環境之相關研究」為題提出

投票表決。主審教授做摘要報告如

事長於11月28日假日本東京農業大

日本發表的論文計有四篇，分別

博士學位論文申請，論文內容從露

下：該論文研究是以『現代台灣露

學舉行的學位授與儀式中，由校長

為在日本休閒遊憩學會發表的

營活動的歷史追溯之「歷史論」開

營文化的變遷』為題，一方面從政

進士五十八親自授與學術博士學

「現代台灣露營活動的變遷」及

始，延續現代台灣露營活動整個發

治，政策的因素，另一方面從社

位。他不僅是台灣第一位在該研究

「影響露營活動發展之因素研究」

展過程所發揮的「教育論」另外從

會，經濟的因素做時間系列的整

所獲得論文博士學位，並且是日本

二篇在日本觀光研究學會發表的

影響露營活動發展因素之社會，經

理，導出其軟體面露營活動之發展

第一位以露營及相關研究為題而獲

「對露營地喜好度之分析」，以及

濟等「供給論」，之側面介入。最

過程以及硬體面之營地開發與發展

在日本造園學會發表的「露營地

後從廣域的自然條件和狹域的營地

變遷，並且在軟體面及硬體面之間

周邊環境之相關研究」
。

周邊環境探討

得學術博士的頭銜。
陳名譽理事長於民國81年在前
野淳一郎教授的推薦下，向東京

另外應邀專題演講的計有日本運

「 規 則 論 」， 總

農業大學地域環境學院觀光休閒

輸省道路公團的「高速公路休息站

結出露營活動

研究所提出進修申請，由於他所

露營地建設之可行性」，日本運輸

的未來導向。8

提出的既往著作及豐富的露營經

省汽車露營研究會之「農莊營地的

月28日在學院

歷。鈴木忠義教授欣然接受申

運設方法」以及第5屆國際露營會

內專攻委員會

請，在學校的教授會議中提出跳

議之「創造嶄新的露營文化」等。

發 表 獲 得 通

級直攻博士學位，於82年獲得教

而發表於21世紀鄉村再造研習班的

過，9月17日向

授會的通過，正式取得「客座研

論文「露營生活的原點－農園露營

學校研究科委

究員」的學籍資格。

場」更以單行本發行日本全國，隨

員 會 發 表 論

博士學位授與儀式由進士五十八校長親自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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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童年－

真的在宜蘭（中）

－長頸鹿－

第十屆全國汽車露營大會圓滿

數、發餐點、有76位伙伴參加，

得，以及天南地北的趣事，雖然

樂舞蹈表演，以最精彩的表演是

閉幕，留下快樂的回憶，尤其那

分乘11輛登山遊覽車順利登山，

是喝茶談天，趣事心得特別多，

全體大串場並帶來全場觀眾的帶

親子歡樂的情景，常常浮現在腦

到太平山看到天然神木群，區內

我們感謝張前秘書長緣岸(鐵路)，

動唱，全場貴賓及參加者全部都

海

，更時常收到很多參加者的

的登山步道是最好的森林浴自然

在享用茶點之際，順便瞭解世界

下場跳舞歡唱，氣氛非常熱鬧感

回訊及讚美，感覺很溫馨，這一

步道，空氣新鮮又清涼，在解說

各地各種不同的貝殼及貝殼的生

人，在大家歡樂後，劉縣長致歡

切的美好，要感謝籌備會的各位

導覽的熱情服務下，大家的收獲

態背景環境，我們特別邀請大會

工作伙伴，日以繼夜努力研討規

很多，大家玩得很愉快。留在營

顧問柯富鐘(禿驢)，提供珍藏品參

劃，互相支援協助，更以盡責任

地的伙伴們，就參加露營車技術

佰件展出及各生態成長環境的解

及負責任的做法，發揮籌備會的

研習活動及參觀露營新器材裝

說，讓參觀者更上一層的了解自

團隊精神，共同完成這完美的任

備，露營車參觀，了解將來使用

然奇觀，非常感謝您，柯顧問辛

務，特別感謝各位工作伙伴及協

露營車做露營或旅遊，將是最享

苦了！

助的伙伴，您辛苦了！謝謝您。

受又休閒的活動；籌備會的工作

7/14－以舉辦露營旅遊為主

伙伴，馬不停蹄的為晚上活動及

迎詞，並感謝籌備會的辛苦工

晚會做檢點準備，沒休息，辛苦

作，歡迎今後常到宜蘭旅遊，了

了！感謝您。

解宜蘭各地風情民俗及生態保育

童子軍團施團長建合（園丁），

成果，更獲得全體參加者的熱烈

親自率服務員及男女童子軍團的

掌聲。隨後施放天燈祈福，場面

團員們，為晚會及營火晚會，搭

壯觀，讓外國代表團大開眼界，

建營火塔，節目的彩排和練習，

下午約三點半，一日遊太平山

再感謝凍哥咖啡店贈送每位代表

非常認真；中午下一場雷陣雨，

之旅的伙伴返回營地，那快樂的

團成員及表演成員一杯清涼飲

題，以一日遊的方式進行，參加

來得快，去的也快，天氣清涼了

臉兒，表現出愉快心情，遇人就

料。在大家熱烈掌聲中送別外國

者把車輛及各種露營裝備，留在

許多，感覺真好。

說在太平山上真好玩，空氣清

表演團，謝謝馬其頓及關島友
邦。

營地，帶著輕便的行囊，出外旅

下午活動更是精彩，棋牌世家

新，森林浴步道神木等說個不

遊參觀活動，（感謝常務理事吳

爭霸賽，由施志和(將帥)，楊忠仁

停，也累了，快去洗個熱水澡，

約八時十分大家移動到營火

武雄(溪尾)。帶領16位警備隊員

(大頭)共同主持下，競爭非常激烈

稍做休息吧！用過晚餐準備參加

場，每人一支螢光棒（感謝柯顧

而有趣，感謝多位伙伴熱心協助

晚會。

問富鐘(禿驢)贊助螢光棒）入場，

裁判工作；另清涼茶室及凍哥咖

下午五時，歡迎貴賓餐會，由

而黃麗君伙伴(華司)贊助空飄氣

啡店，服務最貼心而清涼，冰品

於魏鄉長榮勝先生很熱情好客，

球，在一群熱心伙伴的協助下，

最受歡迎，前理事謝劍輝(ET)特

特別訂四桌地方特產名菜，招待

分別送給小朋友，小朋友非常高

別從僑居地美國趕回國，參加服

外國代表團全體代表，各社團代

興，營火晚會在施團長建合(園丁)

務的行列，他笑顏風趣和熱情接

表負責人，地方仕紳等相聚一

的領導下，女童軍、男童軍，特

待，留給大家很好的印象，凍哥

堂，互相交換心得，交流非常熱

別得出場，再加音效揮舞著螢光

協助大會場地及營地的安全管制

咖啡店內，著名的香醇咖啡外，

鬧，感謝魏鄉長的熱情招待。同

棒及氣球，場面非常美麗，由於

及巡邏工作，謝謝您。）由大會

那拿手的冰品製作，讓大家大開

時也感謝機動組調派機動車輛及

自己設計的精彩節目，多次的預

安排車輛及解說導覽人員和餐

眼界，好口味讓大家吃了還想再

伙伴的配合接送。

演，進行順利而創新，讓參加者

點，一大早報到組長曹正輝(福特)

吃，回味無窮，感謝許天慶(220,

傍晚約六時卅分美麗的晚霞非

不由自主的熱烈掌聲叫好，其到

就位準備工作，在張副主委德源

或尊稱凍哥)及各位熱心協助的伙

常迷人，天氣清涼，準備晚會工

九點十五分圓滿結束。感謝施團

(多多)，盧執行長慧郎(犀牛)林副

伴們。清涼茶室在張前秘書長緣

作的伙伴正忙著各種測試及預

長(園丁)及服務員協助伙伴的協助

執行長逸昇(惡棍)同許多位熱心伙

岸的主持下，大家一同暢談露營

習，隨後由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及

善後及滅蹟工作。

伴協助召集點名上車、清點人

的樂事，互相交換各種技術心

蘭陽文教基金會的贊助，特別邀

接著在九點二十分韓國代表

請馬其頓及關島地區的童玩表演

團，特別辦一場〝高麗之夜〞也

承接第一版

此全體審查委員一致同意授與學術

團的到來，大家鼓掌歡迎。晚會

就是韓國之夜會招待各國貴賓及

所產生的相互關係做出明確的整理

博士學位。」

於七時展開，先由馬其頓表演團

各社團代表負責人，以及感謝籌

與說明。本論文不僅在時間系列的

是晚的慶賀宴席上，前野教授和

做民俗童玩音樂的精彩表演，深

備會各工作伙伴，崔團長仁鎬先

發展過程有明確的交代，同時更反

鈴木教授當面邀請陳名譽理事長是

獲大家熱烈的掌聲及肯定。接著

生致詞，感謝大家的熱情接待，

映出各個時代所受到政治、政策、

否願意留在農大任教，然而陳名譽

由關島地區代表團的童話民俗音

並邀請大家參加2002年5月在韓

社會、經濟情勢以及教育方針的影

理事長以身負2005世界露營大會的

國東海市的世界露營大會，並贈

響關係，最後整理出露營活動的發

重任及希望能夠將研究成果奉獻給

送文宣資料及紀念品，敬備韓國

展方向以及營地開發的未來導向不

自己出身與生長的土地為由，而給

烤肉，可口餐點招待，現場做韓

僅是綜合性的探討更是獨創性的研

予婉拒。陳名譽理事長的終身學習

國式烤肉，非常香美可口，來賓

究，其所獲得的見解，不僅對台灣

精神值得大家學習，他的熱愛協會

互相介紹及交換心得，並相約明

或日本，甚至於對於經濟剛起步的

以及熱愛自己鄉土的精神更是全體

年韓國再見，把快樂延伸到韓國

亞洲各國也同樣深具學術價值。因

會員的榜樣。

的世界大露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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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油燈下夜語

露營旅遊

惡棍
有時候，你難免多心。

一塊快樂的磁鐵

多心的人總東想西想胡思亂

心眼一多，對許多小事就跟著
過敏。

想，結果很容易在一團思緒的亂
麻中，動彈不得。

相反的，當你悲觀、鬱悶、覺
得什麼都無對勁，負面的一切就

於是，別人多看你一眼，你便

有時候，與其多心，不如少根筋。

會覺得他對你有敵意；別人少看

有時候，與其多心，不如多用

你一眼，你又會認定是他故意對

就自然地被你所吸引。

點心。

相繼來報到了。
人生如夢，夢如煙，煙如氣，
氣如屁，人生如屁。

你冷落。多心的人註定活得辛

其實我們就像是一塊磁鐵。

苦，因為情緒太容易被別人的情

當身心愉悅、喜歡自己、對周

氣、如煙、如夢，要何等的豁達。

圍的世界充滿善意，美好的東西

「煩腦」是人們想出來的，端

緒所左右。

前言

成功漂亮的全國大露營 ─

本會去年七月在宜蘭長埤湖舉
辦【第十屆全國汽車露營大會】，

雖不雅，但人生要過得如屁、如

央機關，下至地方政府及其他民

「響亮梨山 青春車會」

間社團和外國友人等，都非常的

老K

這次活動的表現，讓全國上至中

賴自己決定要做塊快樂的磁鐵，
或是做塊毫無吸引力的廢鐵。
一日為“露營人”，終生就要
做個快樂的“露營人”，其中就
算有再不愉快的人、事、物，只
要多用點心，少根筋，每年投資
1800元，我都會當作回收1800
萬元。

宜蘭長埤湖，台中由鄭隊長 (鐵
馬)負責集結於埔里，於當日上午
7:30集結授旗後出發，並沿路鳴
笛遊行至梨山，中廣及警廣並現
場即時轉播，讓沿路居民及全國
同胞們都知道此一活動，並廣為
宣傳造成轟動。

肯定與讚賞我們對所有活動企劃
及執行的能力，尤其是所有工作

闊及露營區分散多處，不易統籌

記者們，浩浩蕩蕩的由新店出發

人員的熱誠與服務的態度，更是

調度及照顧！十月份後在海拔

前往梨山勘查採訪，途經長埤湖

讓與會的所有人員感動不已，也

2000公尺的營區，入夜後只有10

營地過夜，隔天一大早就展開壯

因此讓台中縣政府旅遊局希望與

度左右，酷冷異常 等等；如此多

聖的車隊，沿路讓媒體記者們拍

本會聯合辦理他們90年度中的一

的難題與高難度的執行區域，真

攝我們經過高山峻谷、小橋深

項大活動：「響亮梨山，青春車

不知如何是好？

瀑、花海果林的美麗畫面，到了

本會當天在徐主委（派普）及

三、「響亮梨山」開幕式

時間：90年10月27日下午4：
00- 6：30。
地點：「響亮梨山」活動會場
(圓環表演場)

會」─他們希望藉由此一活動，

幸好在本次活動主委 徐副理事

福壽山營地，更在工作夥伴們精

執行長（阿米哥）的動員下，將

將車潮與人潮經由不同的路線帶

長 (派普)、王執行長 (阿米哥)及

心規劃後的營地一一排開，展示

露營區及住宿區的大部份夥伴們

入梨山地區並造成全國轟動，讓

所有的工作幹部們全心全力的投

他們露營車的方便、自由、野

計約五百多人，集結於梨山圓環

低迷不振的梨山觀光產業重新復

入下，一一克服了所有的難題，

趣、輕鬆、休閒的露營生活，讓

邊參加開幕式，將整個圓環地區

甦。

不但順利的將這次的活動舉辦的

所有的記者們大開眼界，直呼原

擠的水瀉不通，熱鬧無比，讓與

有聲有色，更為協

來露營也可以這麼機動、高級、

會的各級長官及梨山地區的朋友

會創造幾項新的記

輕鬆、享受與休閒。

們讚賞不已，將沉寂多時的觀光

錄：

回來後，各大媒體皆以大篇幅

1. 是本會承辦的

的報導我們這次的活動，感謝年

所有大活動中，能

代電視“世界第e等”的倪記者、

在最短時間內順利

自由時報的邱記者、中國時報的

完成(一個月)。

柯記者們的專題報導及其他媒體

人潮重現梨山。
四、泰雅米食展及盛大的自助餐會

時間：90年10月27日下午6：
30- 7：30。
地點：「響亮梨山」活動會場
(梨山圓環表演場)

2. 參加人數及車

的相關報導，讓協會的電話響個

輛最多一次(車輛約

不停，詢問及報名的人數更是打

本次活動在葉理事 (小葉)及許

400輛，人員超過兩

破以往的紀錄，也讓全國同胞知

監事 (甘草)的全力投入下，特別

千人)。

道【梨山 ─ 還是一個花香、景

設計了具有梨山地區原住民風味

本會自確定承接這個案子到執

3. 露 營 區 範 圍 最 廣 、 高 度 最

美、果甜、人癡情的旅遊勝地】
。

的「泰雅米食展」，並採自助餐式

行，前後只有短短的一個多月，

高，(前後相距8公里，海拔2000

二、「響亮梨山」青春車會

的招待全國各地來的貴賓們享

且中間又遇到兩次颱風的侵襲，

公尺)

讓原本在921之後，到梨山地區已

4.更是今年度台中縣旅遊局於

不佳的路況，更是雪上加霜；尤

梨山地區所辦的活動中人數最

其是全國同胞在心理上都還將梨

多、最成功的一次。

山列為【災區】看待，都抱者懷

活動紀要

疑的口吻問：梨山還可以上去

一、記者採訪及工作人員勘查營

宜蘭及埔里集結
造勢、授旗鳴笛出
發
時間：90年10
月27日上午出發。
由本會動員全國

嗎？外加“路途的遙遠”─ 從台

十月十二日晚在徐主委招呼

的夥伴組成兩個車

北或台中開車到梨山單趟就要花

下，一群約20部車組成的工作人

隊約百餘部車，台

上6個多小時，又只有兩天的活動

員勘查營隊及由心算十段國家級

北由張常務理事

時間，實在不夠！且活動區域遼

教練王文生老師(企鵝)帶領的媒體

(多多)負責集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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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生活芝麻事

休閒DIY篇－已被打入冷宮的東西
（小朱）
露營不受場地限制的三大自備

臭黑暗常常讓1/2和1/4為之

力的蓮篷頭可以叫「行動浴

水便能完全停留在底盆內，一邊

要件：水、電、廁所。水可以自

步，比較起家中的廁所而言，真

室」，利用衛浴帳在營地洗澡，

洗澡一邊請另一半利用12V的沈

家中裝滿；電可以使用12V的電

是讓她們太委屈了。若遇到營地

水會造成營地濕答答，為了避免

水馬達將洗澡水抽至水桶內，再

瓶；廁所可以使用衛浴帳。有了

廁所太遠或根本沒有廁所時，更

此現象，只好拿著衛浴帳到處遊

倒入水溝中，如此營地就不會溼

此三者，再也不怕營地的設施如

是難以容忍。在此，希望各位夥

走，不是很方便。現在，介紹一

答答了。

何差了。而那三者之一的衛浴

伴讓「衛浴帳」重出江湖，放在

種DIY的裝備，可以完全避免以

有了衛浴帳，就不怕營地廁所

帳，即是被許多會員打入冷宮的

車內備用，使休閒生活更完美。

上現象。首先，衛浴帳拿到帆布

多髒亂；就不怕要排隊洗澡了；

衛浴帳配行動馬桶或簡易馬桶

店，用高週波做個簡單的帆布底

即使營地沒廁所，也照常前往，

可以叫「行動廁所」；配12V電

盆，再將衛浴帳放置其中，洗澡

裝備。
許多營地的廁所欠缺整理，髒

此順暢安全的完成，

次的蒞臨梨山觀光旅遊，讓梨山

主委（派普）及水龍、金瓶、長

這都是他們多日來絞

癡情花再次展開笑顏。

頸鹿、天王星、阿米哥、塑膠、

盡腦汁精心策劃下的

七、天池酒會 ─ 休閒車之夜

鐵馬、多多、犀牛、北醫、福

結果，讓這次參加的

日期：90年10月27日

豹、400、鐵路、小葉、甘草、企

所有朋友、長官們寡

時間：下午 9：30

目相看。

地點：福壽山天池營地

WINE、山水、少校、飛狼、老

六、【三叉夜度 泰雅

協會的夥伴們最嚮往的就是：

K、福特、新萬達、惡棍、小

在佼潔明亮的月光中，滿天閃爍

朱、大象、好馬、 等工作夥伴和

的星斗下，與夥伴們把酒言歡、

他們的 1/2們，由於他們盡心盡力

促膝長談；【天池酒會 ─ 休閒車

的準備、犧牲奉獻的服務，才讓

時間：下午6：30-10：00。

之夜】就是在這樣的悠閒感受與

我們能如此成功的辦完此一全國

地點：梨山國小大操場

氣份下順利的展開，讓台北與台

性的大活動，更讓我們及所有參

在熱鬧的泰雅迎賓舞的開場及

中甚至於全國各地來的休閒車夥

加者留下了一個美好的回憶！

主持人幽默風趣的串場下，讓

伴們，都能藉此相識相惜、相親

狂歡夜】

日期：90年10月
用，估計當晚參加的貴賓超過六
百人，讓她們感受到我們的熱情
及道地的泰雅風味美食，本次活
動 特 別 感 謝 王 前 監 事 長 (天 王
星)、陳顧問 (長頸鹿)、及二十多
位伙伴們辛苦的幫忙佈置場地、
接待來賓、端菜、整理會場、維
持秩序並特別調用20多頂天幕
帳、燈光、桌椅等等，讓當晚此
一活動順利、圓滿、成功的進
行。
五、「響亮梨山」青春車會

福壽山營地露營活動
時間：90年10月27&28日兩天
一夜
地點：福壽山農場營地、天池
營地、場本部營地及住宿區等
在 蘇前財務長(福豹)、劉前營

27日

【三叉夜度 泰雅之夜】沸騰的展

10:30。

開，並由當今正紅的【七匹狼合

樂的大家庭。

唱團】現場演唱超金屬又帶點高

感言

山原始泰雅式的熱門音樂，更將

本次活動能讓我

現場的氣份帶到了最高潮，晚會

們及全國至梨山地

中本會更提供了許多的獎品；有

區參加此次活動的

理事長提供的棒球手套，金瓶提

各級長官及各機關

供的休閒椅及高級水壺，北醫提

團體們都寡目相看

供的滑板車 等等，都是有獎問答

讚不絕口，這些都

及摸彩時最吸引人的焦點，更讓

該特別感謝大會徐

台中縣旅遊局感謝不已，並在會
中特別頒發一個九九純金打製的
【感謝狀】給本會，感謝本會承辦
此次成功的活動並帶動梨山地區

◎新會員簡介
編號 姓

名 台

號

朱豐璋

酷鷹

667

林克雄

林野

心規劃下及新萬

668

黃茂興

達、惡棍等事前完

669

簡九淵

善的行政作業配合

670

翁志忠

下，將兩千多的人

671

方建程

潮及近四百部的車

672

黃衫沛 大肚魚

673

吳孟宏

674

李維凱 閤家歡

675

賴永棟

(400)、張前秘書長(鐵路)等的精

輛，安全、秩序、
順暢的安排進駐營
地展開兩天的活
動，這麼大規模的
調動與安排又能如

鵝、大北、500、合成、瓦特、

相愛，組成一個快

666

地開發主委 (少校)、阮前秘書長

「輸人不輸陣」
。

的觀光產業，讓全國的同胞能再

推薦人
福豹

台北市政府刻印部

網路報名 台北市建國高中
長頸鹿

阿倫

服 務 單 位 與 職 稱

巫婆

廣達電腦

阿皮
燒餅

許聰樟
小朱

教師

工程師

台輝煌消防系統

網路報名 廣達電腦
小方

負責人

經理

主管

惠豐食品加工廠

負責人

卉弘服飾精品公司

網路報名 格滿林股份有限公司
游祥鏗
惡魔

業務專員

熱綠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達欣工程

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劉大湖（大北）TEL:2303-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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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登堡的足跡∼

∼團務報告∼
●本團原訂9月21∼23於汐止山

v

農場基地舉辦之＜90年技能研習
營＞，因營地進出道路遭“納莉
颱風”洪水沖毀，導致活動無法
如期辦理；鑑於該道路在短期內

園丁

恐難修復，故先辦退費，活動則
另擇期再辦。

∼童軍團感謝您的贊助∼

●本團即日起開始接受第三期男女童子軍團員之申請，報名資格仍為本
會會員11歲以上之子女；為使新進團員之童軍登記能從民國91年開

◆感謝協會會友：林有義

始，故希望有意參加童軍行列的伙伴能在12月23日前完成報名手

先生

捐贈童軍團活動費3仟元

童軍團開始招募第三梯次伙伴囉！

續，並於年初正式活動。
●為提昇伙伴們的童軍技能，激發個人特殊才能潛力，自本年度11月起

蒙特梭利制度(Montessori System)的
祕訣，是教師只設計活動，激發野
心，再讓兒童自由發揮能力達成目
標。自由而沒有組織的目標，只是一
場混亂罷了。童軍活動因而被視為蒙
特梭利制度的延續。
貝登堡－童軍運動創始人，世界童軍總監

親愛的休閒車青少年伙伴：

將陸續開辦包括：專科、結繩、觀察、定位、訊號、急救、生火、野

你有看到我們童軍團的活動嗎？是不是覺得新奇又好奇呢？

炊、估測及製圖等十項技能王之選拔，希望各位伙伴，不分老小（含

如果你（妳）已經滿十一歲，那麼童軍團竭誠的邀請你的加入。

服務員），能勇於挑戰。

∼報名表可找園丁團長索取或逕至協會網站載下∼

＜專科王＞

【童軍小常識】做中學：
際知識教導的祕訣，不是教少年們很多事情，而是讓少年們親自去做，
自己教自己，那就是，由做而學。正巧，「從工作中學習」是第二次世
界大戰以來被很多教育家們所普遍倡導的理論。

活
動
剪
影

山中森林內團
集會也是一種
幸福。

∼∼

做中學是童子軍運動的訓練方法之首。貝登堡先生說：品格或任何實

盛夏中，能在

∼

●恭喜女童軍吳羽停（小溪尾）以擁有5枚專科章的成績獲選為第一屆

8月19日

活
動
剪
影

東五指山體能
公園。

∼

活 動 公 告
2001〝聖誕節〞活動，訂於12月22日(周六)假〝鶯歌陶瓷博物館停
車場〞舉行。本次晚會活動除備有相當豐盛的自助餐外，另有個人化裝
比賽(以家庭為單位)，凡參賽家庭均有參加獎，前三名的家庭另有大
獎。以上活動預定晚上6:30正式登，希望會員踴躍參加。

活動組春節行程預告
春節假期至少有6天，今年行程

員的貼紙，於大型車車道入口進

並不匆忙，歡迎各位夥伴全程參

入園區，屆時門口葉小姐將一一

與。穎達農場路途遙遠，希望夥

驗証登記。若有任何問題，春節

伴們行車注意安全，若有塞車請

期間請利用0935578571電話諮

平心以待，我們將等待您的到

詢。

來。
穎達農場晚上10時以後有門
禁，若超過時間無法進入，可於
三地門遊樂區先暫渡一夜，待隔
日遊覽三地門後，再至營地。或
電(08)7990383找場主王先生詢
問是否可以開門進入。
路線如下提示：中山高接南二
高往屏東方向，下交流道往屏
東、九如接台3線，至屏東市左轉
往三地門或

薿H方向，至水門後

右轉往沿山公路或來義方向約6∼
7公里，過佳義村指標後約數百公
尺右邊大門進入營地。
走馬瀨農場採先登記再入園，
請攜帶會員証或足以証明協會會

北

第六屆理監事捐款名單
累計至90年10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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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華山
許國男
吳進賢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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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山
甘草
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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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主委
監事
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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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10,000
10,000
9,100
10,000
14,000
50,000
5,000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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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日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一年一、二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1/5∼1/6
(六)(日)

活

動

名

地 集

稱 營

近郊野營
（慶生會）

合

地

點

承

辦

單

位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長青谷營地
(02)2915-7729
(02)2936-4881

自行前往
(新店新潭路二段，
新店過碧潭橋左轉接
近吊橋前右轉永業路
到底右轉循指標前
往)

活動推廣委員會

1.釣魚、抓蝦
2.登山、健行、森林浴
Y 6日童軍團團集會

1/12∼1/13
(六)(日)

南庄
賽夏泰雅情

向天湖農場

12日AM10:00北二
高關西休息站集合出
發

活動推廣委員會

1.賽夏矮靈情
2.泰雅文化遊
3.自採松茸菇

1/12∼1/13
(六)(日)

東埔溫泉之旅

沙里仙溫泉渡假農場

自行前往
東埔村30號
049-702310

中聯會車隊
小彰 文章

1.露天溫泉池
2.健行、登山

1/12∼1/13
(六)(日)

生態之旅

拉比尼亞

自行前往
台21線約8KM左轉
茶山產業道路

南部連絡處

1.登山
2.賞景
3.生態觀察

1/19∼1/20
(六)(日)

RV休閒車生活展
(北中區大聯誼)

明新技術學院

中山高湖口交流道下
南下84k北上83k經
新竹工業區接台1線
左轉新竹方向，新豐
右側路邊大門

秘書處
中聯會車隊

1.團體活動，請先報名
2.室 內 外 游 泳 池 、 高 爾 夫
球、保齡球…等設施。
3.校方有門禁管制，請儘量
於17：00前進駐
Y 19.20日童軍團團集會

1/26∼1/27
(六)(日)

坪林冬之旅

坪林青山營地

自行前往
(台9線46.6K處)

活動推廣委員會

1.品茗、釣魚、抓蝦、森林
浴
2.下午7－10點供應熱水洗澡
3.大人80 小孩40 車110

2/2∼2/3
(六)(日)

廟宇巡禮
（慶生會）

三峽
天后宮

自行前往
活動推廣委員會
（110縣道從安坑往
三峽方向左轉紫薇路
循天后宮指標上山 ）

2/12∼2/17
(六)∼(日)

春節移動營

初一、初二宿屏東穎 （詳情請看會訊第五 活動推廣委員會
版－
－春節行程預告）
達
初三、初四宿台南走 自行結伴前往營地報
到
馬瀨
初五宿台南七股 薴s
（宿中寮天后宮)

2/23∼2/24
(六)(日)

新春團拜

新屋
九斗村休閒農場

2/23∼2/24
(六)(日)

泰雅文化認知行

泰雅渡假村

2/23∼2/24
(六)(日)

曾文水庫大霸之旅

青年活動中心

1.登山、健行、賞鳥
Y 3日童軍團團集會

1.此次活動共計六日會員可
自由參加與離隊，但離隊
時請報備。
2.南部日夜溫差大，冬夏衣
物均需準備。
3.進入走馬瀨請會員從大客
車車道進入以便登記。

活動推廣委員會

1.油菜花田賞景
2.古厝巡禮
3.有機蔬菜培育觀摩
Y 24日童軍團團集會

自行前往

台中聯絡處
鐵馬 沈公子

1.汽車露營場
2.泰雅文物館
3.歐式宮廷花園

自行前往
台3線轉南183縣道

南部連絡處

1.親水公園 健行
2.單車自由行
3.賞景 賞鳥

自行前往
（中山高新屋交流道
下走114縣道往新屋
方向循指標前往）

※凡欲參加週末營或相關活動者，請於週四晚上8：00以後電洽協會 (02)2389-5999，或上網(www.fccc.org.tw)查詢最新訊息及參閱本網站〞週末營活動〞
查詢詳細地圖。
※本會會員請儘量在車上插上本會車隊旗，以茲識別。
※凡參加本會活動者，門票、場地費等請按各營地規定自理，保險事項亦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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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406-0469．0932-003722(小彰)
台南聯絡電話：06-272-1825(昆蟲)
花蓮聯絡電話：038-533-616．0927-123125(康木樹)

不要讓你的權利睡著了

秘書處

協會的雙會刊定時於雙月份的十五日出刊。協會的資料庫隨時更新會員地址，如有地址變更，務必來電通知，如在雙月的月底仍未收
到，麻煩請來電，當為你補寄會訊，不要讓你的權利睡著了。

露營車 第七版《活動》
＜活動日期＞90年9月15日至9月16日
＜活動名稱＞游泳訓練營(會務人員研訓營)
＜活動地點＞鶯歌凱薩武士生活館停車場
＜承辦單位＞活動推廣會、研習訓練委員會
＜車輛統記＞28輛（RV 6 輛拖車 2 輛）
＜人數統計＞大人61人 小孩48人 共109人
※凱薩武士生活館是由鶯歌紳士協會所開發
的，內容不但有室內游泳池、SPA、桌球室
等大大小小的友誼廳和分類教室等.....讓大
伙彷彿置身在五星級的大飯店內，偶爾玩的
高級一點，是不是別有享受呢！隔天的會務
人員訓練營，也大力的感謝各位伙伴熱情的
參與，才能使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啊！

＜活動日期＞90年9月23日至9月24日
＜活動名稱＞桃原鄉溫泉之旅
＜活動地點＞石洞溫泉山莊營地
＜承辦單位＞南部聯絡處＆沙士
＜車輛統記＞10輛
＜人數統計＞大人28人 小孩13人 共41人
※石洞溫泉位於高雄縣寶來溪上游之半山腰
處，海拔約545公尺，為台灣罕見的洞穴溫
泉，四面環山，煙雲瀰漫，有如人間仙境；
鹼性碳酸泉水質有養顏美容之作用，對胃並
及皮膚病更具有治療的功效，滑膩的水質洗
來全身通體舒暢；晚上聽那潺潺流水聲，清
晨則聽那悅耳的鳥鳴聲，真是令人留連忘返
……。

＜活動日期＞90年10月6日至10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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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統記＞42輛（RV 輛拖車 6 輛）
＜人數統計＞大人85人 小孩65人 共150人
※雖然說金溪是我們常辦的營地，但每次參與
活動的還是很熱絡的,雖然天氣已漸漸變冷，
但金溪卻是絲豪不受影響，依然的溫暖；又
到了每個月的慶生會，我想這應該是每個壽
星最期待的吧！因為又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可
以一起慶祝，一起狂歡了！

大象

＜活動日期＞90年10月13日至10月14日
＜活動名稱＞「響亮梨山」青春車會
＜活動地點＞福壽山農場營地
＜承辦單位＞專案小組及活動推廣委員會
＜車輛統記＞輛(RV 輛 拖車 輛)
＜人數統計＞大人 人 小孩 人 共 人
※由於這次的活動剛好碰到中部的一些活動，
使得熱鬧無比。晚上，有煙火與我們一同狂
歡，雖然晚上的氣溫稍涼，但有煙火的陪
伴，將大伙的熱High到最高點啊！白天，又
有泰雅米食鮮果、山產等等，的農產品試
吃，可真是說不須此行啊！

＜活動日期＞0年10月20日至10月21日
＜活動名稱＞坪林茶鄉之旅
＜活動地點＞青泉水頭營地
＜承辦單位＞活動推廣委員會
＜車輛統記＞30 輛(RV 3 輛 拖車 2 輛)
＜人數統計＞大人 61 人 小孩 37 人 共 98 人
※清泉水頭的景色誼人，尤其早上太陽未出來
前景色更是迷人讓人有一種在仙境 ，空氣
新鮮，雖然營地不大，但是環境整潔。是一
個露營的好地方。

＜活動日期＞90年10月27日至10月28日
＜活動名稱＞西濱海岸逍遙遊
＜活動地點＞後龍海濱公園停車場
＜承辦單位＞活動推廣委員會、中聯會車隊
＜車輛統記＞37 輛(RV 2 輛 拖車 10 輛)
＜人數統計＞大人 72 人 小孩 68 人 共 140
人
※再次來到後龍，依然是感觸良多！這一次的
活動是和中聯會一起合辦的，為老能和中部
的好朋友一起回樂，因此每個月都會有一次
〝北中部會員大聯誼〞。這次的活動可以說是
人山人海也由於大伙的參與，也才能使活動

辦到最好.....。有得玩又有得結交中部的朋
友，這趟之旅，可說是不須此行啊！

投票外的另一件事
隨著氣候的變化冬天的腳步已來臨了。
廿一世紀元年已接近尾聲，相信這一年
來，不管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都
有著很大的變化，影響生活在福爾摩沙這
個海島上的你和我。協會也會順應這波潮
流在很多方面做了些調整，以往每年六月
至十二月卅一日。因此此際各會務人員，
皆飛常忙錄清理各項業務，推陳佈新。以
迎接新的一年的來臨過去一年在前任及現
任理事長的領導之下。協會會務蒸蒸日
上，不管在活動的舉辦，對外的推廣，及
內部組織制度的改善，都獲得顯益的成效
當然這些一切成果都有賴各個會員們全力
的配合與支持。協會是屬於每個人的，協
會的成功壯大，每位會員皆與有榮焉。因
此協會得以永續經營，實有賴每位會員的
之持與鼓勵。
自五月改選以來承蒙各新任理監事及會
員的捐款。踴躍之情形為歷屆之最。實為
各會務人員強而有力之後盾。巧婦難為無
米之炊有了實質之經費來源對於會務之推
廣，方可有乃一龐大之人民團體，僅賴少
數人之捐款，仍不足本會之日常支出。因
此再次強調，捐款絕不是理監事的權利，
各位會員亦有捐款之權利。更別說繳交年
費，是每位會員應盡之義務。歷屆本會財
務單位，皆會將會員領繳交年度會費，列
入年度收入預算。因此年度乃本會非常倚
重之財源，值此歲末時刻，敬請各位會員
繳交91年度之會費，以為本會下年度會務
之正常運作。
本次年度會費因考量各種因素，為避免
對廣大之會員朋友造成負擔，仍維持以往
之收費標準壹仟捌佰元。（90年元月1日至
90年12月31日）。期望各位會員皆能把握
時間，於12月底錢繳交，以免影響各會員
明年度之權益。繳交方式，希望能直接面
交予本會秘書處，或財務相關之會務人
員。一來可節省匯款手續費，二來可避免
往返郵局匯款舟車之苦。如如會員有困難
非得至郵局匯款，也請將你的匯款收據傳
真至協會。否則郵局寄交本會之通知單，
是無法記錄匯款人之姓名，為避免困擾，
這點請各匯款人務必配合。在此再次感謝
各會員朋友的支持。
本會帳戶：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劃撥帳號：15433998
電話：(02)23895999
傳真：(02)23892889

露營車 第八版《廣告》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日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三月，黨國
元老王宗山、國大代表李鴻超、
郝立緒等，為配合國家經濟建
設，造就工業專門人才，乃向教
育部申請創設本校，同年七月奉
准籌設，十月董事會備案，以王
宗山、潘廉方、冉寅古、劉拓、
楊覺天、陳建中，陳開泗、張禮
安、郝立緒、李鴻超、張逢喜諸
位先生為第一屆董事，推選王宗
山為董事長，並選聘李鴻超博士
為首任校長。
五十五年三月一日學校立案，
設有五年制機械、土木、工業管
理三科。三月五日第一次招收新
生三百名。同年八月增設電機工
程科，五十六年七月增設化學工
程科，五十八年八月增設電子工
程科，八十一年八月增設資料管
理科，八十二年八月增設國際貿
易科及企業管理科。同時，本校

亦正式改名為
「私立明新工商專
科學校」。
二年制部份，
五十九年十月增設二年制機械技
術科及電工技術科。後因學制改
變而停招。七十七年八月二年制
日間部電子科及工業工程與管理
科又恢復招生。八十一年八月增
設資訊管理科，八十二年八月增
設國際貿易科及企業管理科。
八十三年八月增設機械科。夜間
部方面，六十八年八月增設二年制
夜間部機械科及化工科。後又增設
電子科、電機科、土木科及工業工
程與管理科。八十一年八月增設資
訊管理科，八十三年八月又增設國
際貿易科及企業管理科，均招收高
中、高職畢業生。
本校向教育部申請成立技數學
院，經教育部台(86)技(二)字第

86029823號函核定
本校自86年7月1日
正式改制為「私立
明新技術學院」，並
於八十六年度正式招收二技新
生。本校現有學生共九千餘名。
八十年元月李校長鴻超屆齡退
休，經董事會推選為董事長，並
遴選陳天志博士為校長。陳校長
八十六年一月任期屆滿，八十六
年二月一日起由林世明教授接
任。林校長九十年七月任期屆
滿，並於九十年八月一日起由張
光正教授接任。
本校校名「明新」，蓋本諸大學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
善」之偉義，將人天生之德性發
揚光大，此乃教育之崇高理想，
亦為本校做育仁才之最高目標，
務使學子養成高尚之品德，具有
高深之學問與優良技術，以作完

關於風崗

第 64 屆FICC韓國東海市世界大露營
假韓國東海市於 2002/5/17∼ 5/26
本會預計參加活動計劃草案如下：
(一)行程簡介

5/17 台北∼仁川∼漢城
5/18 漢城∼東海市（專車送至大會會場報到並駐
進會場）
5/18∼5/24 參加大會活動，食宿交通均自理
5/24 下午東海市接團返回漢城市
5/25 漢城∼仁川∼台北
(二)費用：每位新台幣貳萬參仟元正（未含證照工本費）

包括下列
1.以上報價依現行匯率及機票價格預估，屆時若有變
動，當另補差額

人。本校位居新竹縣新豐鄉，佔
地三十餘甲，沿縱貫公路邊，地
勢平坦，可謂廣 琚C新豐距新竹
市僅八公里，有鐵路及公路，交
通極為方便，四周山青樹綠，環
境清幽，極適學子研讀。日間遠
眺，則臺灣海峽怒濤澎湃，水天
一色；入夜俯視，則竹市燈火萬
點，絢爛美麗，盡收眼底；課餘
之暇，賞心悅目，誠可稱也。
校址：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本校位於新竹縣新豐鄉、面臨
縱貫線，距新竹市僅八公里，各
類車輛均可到達。
乘台汽公司中興號從台北經高
速公路直達本校約一小時。
乘火車至新豐站再步行八分鐘
可到本校。
由新竹轉各類公車到本校需時
僅十五分鐘，交通極為便利。

2.費用中不含護照工本費及私人開支
3.費用中已含：來回經濟艙機票、第一夜及第六夜之
住宿、二次早餐及一次午餐、二次晚餐、前往及離
開大會會場之交通（漢城∼東海市∼漢城）、市區遊
覽、各機場稅、綜合保險每人 300 萬 ＋ 20 萬再送
1000 萬飛安險、高速公路門票及旅遊贈品
4.住宿為兩人一室，如需單獨住宿需另補價差 US$80
（約 NT$2800）
5.大會報名費、營地住宿費、團體公費
如欲知更詳細資料

請洽祕書處新萬達0930-954560or國際主委
Camping 0936-468467
(三)報名辦法、及費用(報名費 8000元)
報名截止日2002年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