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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車 《會務》

理事、監事會議報告
秘書長 林逸昇（惡棍）
會議：第七屆第三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

會議：第七屆第三次理事、監事聯席會

時間：2004/4/20

時間：2004/5/18

地點：協會會議室

地點：海霸王餐廳（本店）

主席：陳理事長盛雄

主席：陳理事長盛雄

出席：常務理事－應到11位，實到10位，請假1位

出席：常務理事、理事一應到36位，實到21位，請假15位

常務監事－應到3位，實到1位，請假2位

常務監事、監事－應到11位，實到6位，請假5位

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

1.追認審核協會九十三年三月財務收支報表。

1.追認第七屆第二、三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議各項
決議。

2.審核新會員入會申請。
3.新購會所相關事宜：成立購屋工作小組，加速相關作

2.追認審核協會九十三年四月財務收支報表。

業。小組成員為陳理事長盛雄、陳監事召集人松林、

3.新購會所相關事宜：由購屋小組儘快完成勘察、評估

彭財務長萬錦、林常務理事永興、吳常務理事有作、

作業，以書面文件函請各理事、監事確認後，與屋主

賈常務理事益堅。

洽談購置及裝修事宜；並提交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

4.討論「汽車露營地評鑑制度」及「汽車露營地設立標

會議追認。
4.第十三屆全國家庭汽車露營大會籌備報告。

準」草案。
5.93年度第十三屆全國汽車

家庭大露營：預定九月二

十五日至九月二十八日舉辦（計四日，內含中秋
節）。推選賈常務理事益堅為主委籌辦本次大露營活

5.第68屆世界大露營：團長為陳理事長盛雄，領隊為林
輔導理事長永雄。
6.人事異動：秘書長林逸昇免兼秘書一職，相關職務由
原財務長彭萬錦轉任。財務長彭萬錦免職，相關職務

動。
6.推舉營地開發徐主委守權為2005年第70屆國際大露營

由原公共關係主委游祥鏗轉任。公共關係主委游祥鏗
免職，相關職務由郭輔導秘書長中明接任。

活動執行長。

7.會員及眷屬參加本會童子軍集會，因操課之特殊需
求，另行編排場地進行活動，得事先向活動推廣委員
會提出報備，活動時經由廖活動副主委三寶、游活動
副主委勝旗（均為童子軍成員家長）辦理簽到事宜，
並送協會作成出席紀錄。

監事會報告

監事會召集人 陳松林（007）

本協會永久會所購置基金會成立後,經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成立購屋工作小組，即展開相關作業。工作小
組成員理事長陳盛雄、監事召集人陳松林，財務長彭萬錦，常務理事林永興、吳有作、賈益堅。經過數週已有數處
新會所參考地點。已會同工作小組人員會勘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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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會每年度重頭戲就是全國汽車/家庭露營大
會，每位主辦委員無不卯足全力把大會辦的有聲有色，

目前活動規劃：
因為場地及期間較長，我們歡迎會員及會友能提供

今年由「船老大」擔任主任委員之職當然也不例外，全

各種建議。目前我們規劃的活動有：

力想辦法使大會圓滿熱鬧。

星期六下午：獨木舟訓練及體驗，在龍珠灣舉行，每梯
次30人，須預先報名，約二小時，收費

日期：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六)至九月二十
八日(星期二)。
為期四天三夜，九月二十八日適逢中秋節放假一天，目
前星期一是否會公佈彈性放假尚未可知，據瞭解連續放
假可能性很大，是今年度唯一有可能之連續假期。
地點：石門水庫管理區內洩洪池對面公園。在面對洩洪

200元。
星期六晚上：迎賓晚會，由協辦單位桃園縣政府主持，
歡迎我們。
星期天早上：風箏彩繪製作及放風箏比賽，須預先報
名，每人50元。腳踏車遊湖之旅(腳踏車
自理)，由營地沿湖畔公路到後收費站。

道右側，也就是廢棄亞洲樂園停車場隔偃池對

星期天下午：彩繪陀螺及教導打陀螺比賽，須預先報

面，是屬石門水庫管理局範圍內，佔地十七公

名，每人50元。槌球比賽，在大草坪上。

頃，現有一座耗資千萬漂亮廁所及其他相關設

星期天晚上：正式晚會，由協會成員及來賓共同參加表

施，停車場

演。

就有近200車

星期一上午及下午：大

位，加上植

溪老街知性之旅，上午

樹區，容納

十點開始，免費參加，

四、五百輛

需預先報名，以便安排

車都沒有問

梯次及解說老師，每梯

題。另外，

次間隔一小時。如果有

大草坪有十

人有興趣還可以辦獨木

四公頃，有

舟活動。小朋友另有象

足夠大會活

棋比賽、疊疊樂等小競

動空間。

賽。黃昏有大溪吊橋巡
禮，有老師帶隊說明。

今年大會活動
目標：

晚餐建議到附近餐廳享

1. 為 明 年 花 蓮

組將安排到附近餐廳吃

第70屆國際露營大會暖身及預做準備。

用當地石門活魚，活動
活魚，費用公佈後報名。晚餐後有中秋之夜，大家齊聚

2. 結合全國汽車露營同好共同參與。

在大草坪上吃月餅、聊天。

在四天三夜露營期間，我們會儘量設計各種活動使

星期二上午：慢速壘球比賽，拔河比賽等活動，歡迎組

大人、小孩都能各有所好，充分享受歡樂休閒假期。

隊參加。另外有貝殼相框製作等活動，預
先報名，每人50元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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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下午：珍重再見。
交通：已經聯繫桃園客運龍潭站屆時支援，設立臨時招

呼站，上車收費。
費用：以家庭為單位(限6人以下、車輛一部)，會員
$1,000元，非會員$1,200元。
活動主要幹部：大會主任委員：船
老大、執行長：小鯨魚、行政副執行
長：燒餅、營務副執行長：大肚魚、活
動副執行長：博哥。歡迎提供建議及參
加志工服務。
歡迎會員提供全省各休旅車隊資料
及聯絡人，方便邀請共襄盛舉。
活動主委：船老大 0922-720202

社群網站e點通

新萬達

「色情」、「社群」，遇到口齒不清的人，可真容易

申請流程如下：須先在www.hotmail.com上申請

混淆。協會的主網站：www.fccc.org.tw採封閉式的管

一個免費信箱，然後在露營休閒車社群網站上申請加

理，以維護網站的完整與安全，為增進會員間的交

入社群會員，協會管理員會定時核准開通，即完成程

流，同時也提供一個管道讓會友認識協會的活動，數

序。

年前由前任的祕書長老K在微軟的MSN上開闢一個社
群網站。
何謂社群？社會群聚，有著共同興趣的人組合而

加入社群有什麼好處：1.資料全都錄，社群上異
動 的 資 料 、 留 言 會 自 動 轉 寄 到 你 申 請 的
xxx@hotmail.com信箱，任何異動狀況，全盤掌握。

成，藉由協會的社群網站，我們可以提供更多的資

2.每個社群會員皆可張貼自己快樂的露營生活相

訊，以補會訊的不足，例如新營地、道路指引、入場

片，如有不懂的地方，也可在留言版上尋求解答，當

時間、設施狀況…等，藉由留言版的功能，可以通知

然還有更多的功能等待你的發掘。

到每個會員，協會雖有專任祕書，並沒法逐一打電話
通知，而社群網站則補足這部份的不足。

社群網站的網址太長了，記不住，可直接在搜尋
引擎www.google.com.tw上打入「露營休閒車」即可

社群網站有那些內容：留言版、會員相片、營地

找到，如果還有疑問請電洽協會，或是營地中與祕書

活動、會訊、營地座標…等，如果只是要看留言版，

處人員詢問，當可獲得解答，最後總要問一聲：「你

營地活動，那可不用加入，但如果要參加留言討論或

申請加入社群了嗎？」

張貼相片，下載文件則需申請成為社群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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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處 報 告

秘書長 林逸昇（惡棍）

1.四月份

2.五月份

※2004/4/20召開第七屆第三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

※2004/5/18召開第七屆第三次理事、監事聯席會。

會。

※由於明年承辦國際大露營，今年週年慶活動將與全國
汽車大露營合併擴大辦理，為明年活動暖身。

※去年入會會員739號起，繳交本年會費產生退費問

※訂製新款會帽作業中。

題，預計五月中旬能處理完成，俟相關作業完成後，

※新增二筆購買會所資訊，供購屋小組參考。

將製作發送新版會員證、識別證。

※新版會員證及識別證製做完成，已進行發送。
※需代為訂購車用協會會徽、會名，3M反光貼紙之會
員，請向秘書處登記。

財 務 長 報 告

財務長 彭萬錦 (彭彭)

各位伙伴，大家平安！
接任財務長已近半年；在此謝謝各位伙伴的支持與協助！因協會業務上之調整，本人將轉任協會祕書一職，財
務長職務將由原公關主委游祥鏗接任，也請各位伙伴給予繼續支持與指教。有一些會員如係在去(92)年6月以後入
會者，請於近期內補足本年度後半年之年費，以便成為有效會員享受您的會員權益，請各位會員合作與協助，謝
謝！
另外4月至5月理監事捐款名單如下：
職 稱 姓 名 台 號 會務捐款 購屋基金
562,000

研訓主委 張德源 多多

10,000

10,000

監事召集人 陳松林

20,000

007

監 事 謝文祥 天兵

5,000

理 事 林世昌 合成

計

765,000 1,327,000

四月十日止累計金額

常務監事 呂良輝 阿輝

共

職 稱 姓 名

台號 會務捐款 購屋基金

共

計

理 事 許旭能 亞米茄

5,000

10,000

15,000

20,000

理 事 劉博仁 博哥

10,000

10,000

20,000

30,000

50,000

會 員 方建程 小方

6,000

6,000

10,000

10,000

會 員 大久保 國一 921

30,000

30,000

10,000

15,000

顧 問 呂建政

5,000

5,000

5,000

5,000

小 計

612,500

891,000 1,503,000

◎新會員簡介
編號

姓

名

台

號

849

李園青

850

張國村

851

洪秋城

寄居蟹

852

葉豐榮

娜魯灣

蜘蛛人

推薦人
網路報名

服 務 單 位 與 職 稱
公務員

大人
二居車體廠 廠長
王浚川

三信商銀員林分行 副經理

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劉大湖（大北）TEL：2303-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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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o

＜小型酒會＞

鍋，每年都是一樣，米心永遠沒有煮熟，不過葡萄酒幾

大會期間除了前兩期介紹各國酒會外，有些國家並

杯下肚，熟不熟都相同，重點是在交朋友，特別是憨渣

沒有舉辦大型酒會，只是在自己的營地邀請幾位要好的

某的盛情。

朋友相聚，也有

＜沒有的伏特加酒會＞

私人邀集一些朋

營地最有名的酒鬼，來自芬蘭的沒有(Veijo)先生，

友共聚聊天，此

從報到開始，每天都是醉醺醺的，有機會接受他的早餐

種小型或私人酒

邀宴的話，一大

會在營地多可見

早各種伏特加酒

到，如同我們的

就搬出來，從

周末營酒店一樣

45%到96%讓你

到處開張，酒攤

酒攤下午就開始

品嚐兼漱口，

甚至於下午就開始，2005年台灣型的酒店可不能缺

96%的伏特加台

席，茲介紹幾個較為特別的：

灣還有半瓶，有

＜義大利的燒酒雞酒會＞

興趣的可以到螺

義大利除了正式酒會外，青山和綠水的好友安東尼

營地活寶「沒有」和童年照

絲家試一試，明年的大會他是第一個報名，到時也要展

(Antonella)家族每

現一下台灣的高粱。

年都會另外舉辨一

＜Peter 酒會＞

個義大利酒會，道

丹麥的彼得和他的好友漢斯(Hans)是協會的老

地的義大利麵、烤

友，我們留在歐洲的露營器材一半以上都放在他家，到

雞、葡萄酒、甜

達營地缺器材找

點、義大利咖啡

他就對了，他的

外，最後都要表演

酒會多是以魚為

一套義大利式燒酒
雞以舞佳賓，只可

義大利燒酒雞酒會

主，最特別的是
馬鈴薯酒，_展現

惜這幾年都沒法帶米酒去，留待明年讓各位好好表演一

喝酒功夫我稱他

下台灣燒酒雞。

為 P o t a t o

＜西班牙的海鮮粥酒會＞

Water，就這樣

彼得和漢斯的丹麥魚料理

把 她 們 虎 捯 ，

甘草的西班牙

2005年也不會缺席。

「換貼兄弟」憨渣
某(Gonzalo)，其
絕活就是煮海鮮
粥，配料十足，有
龍蝦、血蚌、墨
魚，加上各種香料
混在白米置於平底

西班牙的海鮮粥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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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R，大人)和活動組

主 委 張德源（多多）
副主委 溫財政（飛鴿）
副主委 莊豐富（豐力富）

(阿發、大肚魚、一元、
五角、眼鏡、好馬)，以
及普派、菠菜、金飛馬、

多 多

飛 鴿

豐力富

吃透透、海鷗、小朱、張
飛、章魚、綠野、香波、

九斗村團拜時舉辦的跳蚤市場，一開始就造成搶購

白熊、豐力富及所有的1/2...（如有遺漏，請見諒)，因

盛況，不輸跳樓大拍賣哦！此次活動的目的是發揮環保

為有這麼多熱心的伙伴，才能使這次活動圓滿成功，感

意識，讓大家瞭解家中不實用的東西，也可以變成別人

謝大家的支持，謝謝！

的寶貝，上次來不及清倉的朋友或未撿到便宜貨的伙
伴，請把握下次機會喔！

雖然怕胖的人很多，但參加金溪營地杏仁片巧克力
DIY的伙伴也不少，薄薄脆脆的巧克力甜度並不是很高，

不遠山莊的竹筒飯DIY，相信大家都有意猶未盡的

大人小孩都喜歡，而親子同樂，一起DIY是此次活動的重

感覺，從採竹子到製作竹筒飯，看到大人小孩都玩得不

點，我們非常感謝阿霞傾囊相授，才能讓大家吃到如此美

亦樂乎！我們所有工作人員的辛苦也覺得非常值得，特

味的巧克力，期待她下次再想出一些美食來與大家分享！

別感謝長頸鹿的技術指導，更感謝秘書處(惡棍 SPACE

主

委 黃財發（阿發）

副主委 廖三寶（好馬）
副主委 游勝旗（眼鏡）
副主委 張清源（一元）
副主委 黃杉沛（大肚魚）

阿 發

好 馬

眼 鏡

一 元

大肚魚

主要也是能為晚到的夥伴留一碗粥，若能挪出一片空地
形成整個房舍比鄰而居，又有活動空間，就像高級住宅
區一樣，如此除了可加深家庭與家庭的情誼，又可提升
協會風評，然而這些不是規定而是機制，如同喜宴般，

有機制才有高格調的生活：
平時參加喜宴一定有此經驗：一進門一臉茫然不知
要坐哪桌，此時若有接待招呼便很快能就座，如此印證
到協會上，接待人員就是本組的職務之一，要能洞悉與
溝通才能安排大家到合適的席座上，亦皆大歡喜。
協會辦的活動大部份未採報名制，在大營地時沒啥
問題，可是小營地便要爭取些空間，此時便要克己些，

非對號入座但又坐無虛席，但當夜深時便要為您的鄰居
著想該熄燈就寢，下回大家仍樂意與您為鄰。
接手半年來常聽營地主人說：你們協會素質頗高，
這場地能容納這麼多車，真不簡單，活動結束，地上沒
有垃圾....，內心真是引以為傲，十分光榮，重要的是各
位夥伴的配合才會有此高評價。

四月份新增會員編號為847∼

主 委 劉大湖（大北）

852號，協會新會員都一直在增加，

副主委 李文宗（鹿野）

讓我們協會注入了許多新血，就好

副主委 朱浚源（小朱）

像深山裡的小溪般，永遠的一直在

大 北

細水長流，向各地方延伸，吸收更

鹿 野
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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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新的會員菁英，使協會更為壯大，

露營車 《專題》
露營生活芝麻事

衛星導航，輕鬆遊

新萬達

一切都是廣告惹的禍，怎麼說呢？待我細細道

(PS筆者是日劇的愛好者），剛好看到Mio168（見圖

來，春節連續假期對我而言，總是創造珍貴回憶的時

二）的廣告：「向左走？向右走Mio168帶你走」的

候，依協會的慣例（也不知從那年開始）：一年排東

廣告詞可是打動我的心，看到廣告中主角開車走錯

部、一年排西部。今年協會的行程為西部（遠至墾

路，真是心有戚戚焉，最近到營地有時會走錯路，雖

丁），另有新中橫路線，由於周休二日的調整，使得

然已事先研究地圖但到了要轉彎的地方，總是轉錯方

我們連續假期也變少了，今年只剩春節，心頭想著務

向，孩子一看到我在做

必好好的規劃，想歸想，但實際進入狀況還是春節前

媽！爸爸又再走錯路了。」，看到廣告，稍做了解，

一周（雖然心中早已打定主意）。

即趕赴順發電子廣場購買，在店員的推薦下連外接天

協會去年的行程為花東，自己也只遊到池上、知
本也只有十幾年前造訪過，

捍鈰囮@時，總齊聲說：「媽

線也一併購買，回到家時，因年終事務較忙，只能稍
為練習一下定位與導航功能。

加上南橫、南迴未曾遊歷

Mio168基本上是個PDA（個人數位助理）含內

過，大原則已定，從台北→

建GPS接收器，不用GPS時，即可發揮PDA的功

南橫→南迴到墾丁與協會的

能，正合我意，一切準備就緒，預備於除夕前一天晚

行程相接，完美極了，再來

上七點出發，當天晚上先停留在甲仙，隔天再遊南

就是細部的規劃，到了春節

橫，經池上到知本停留，初一當天再經由南迴至墾

前一個月開始放風聲，看伙

丁。

伴有沒有相同的行程，也許

距出發的前幾天，天空竟然下起雨了，很擔心接

可以結伴同行，相據以前的

圖 一
經驗，春節假期人車多，能早出發總是好的，詢問的

到不到衛星訊號，果然如所料，沒有外接天線時訊號

結果，幾乎都要除夕之後才能出發，只好單車行動。

母親為了我們出遊的計劃，也特別將除夕的團圓飯提

長途旅行必須依賴夜間行車，車流量較少，行車

果真很差，應是雲層太厚所導致，到了出發當日，父
前一天舉行，真是不孝，也可見到父母親的包容。

速度也較快，到了出發前三天才想到－迷路怎麼辦？

吃完晚飯，略做整理已近七點半，天空又下起了

尤其只有自己一輛車，雖然大路居多，但一想到半夜

大雨，懷著愧疚又有點興奮的心情，我們上路了。一

要拿著手電筒對著地圖找路標，心裡不由的毛了起

上了高速公路大塞車，也沒什麼替代道路，只好依序

來，想到只有GPS可以救我，未接觸過GPS的人不

前進，在西螺休息站略為休息加油，持續前進，很奇

了解這三個字的含義，其實它是全球定位系統的縮寫

怪雖然知道在永康交流道下接台20線，但才過斗南

(Global Position System)，簡單的說藉由接收衛星訊

交流道，衛星導航一直要我

號而得知自己的位置。

下交流道改走省道，一直置

GPS接收器種類繁多，單價從數萬元到數仟元

之不理到水上交流道轉接82

都有，那一型才符合我的需求？我對GPS並不陌

快速道路，一轉向，GPS馬

生，在加入協會初期，即購買沒有內建地圖的接收

上重新規劃路線，要行駛的

器，(Garmin GP12 見圖一)，雖沒有地圖但對健行倒

里程與時間，馬上修正。

很好用，能計劃距離、時間、方向與高度，所在的經
緯度，我的理想是購買一部有內建地圖並有其他用途
的定位器。
出發三日前如同往常呆坐在電視機前看連續劇

原本一切都很正常在台
20線上，但在依賴衛星導航
的指令下竟轉到一條縣道，

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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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可是越走越小，幾乎沒法迴轉，只好相信儀器，繼

子也跟著成長，原本想走輕鬆一點的健行步道，不料

續前進，20分鐘後終於又接回省道，驚險過後事後

孩子一馬當先，直奔好漢坡（近800格階梯），只好

查地圖原來是截彎取直，山路的直可是沒有省到時

尾隨在後。

間，抵達甲仙已12點半，370公里的車程卻費了5個

下午隨即出發與協會行程接軌，之前已獲活動副

小時，至目的地暫停於甲仙國小前，這時候就會覺得

主委的通知－營地變更，馬上設定新的目的地，到達

自走式露營車的好，不需特別營地或是時間整備，馬

完全無困難，協會很少變更營地，據事後了解，有些

上就可休息。

人對臨時更改地點持反對意見，但是協會安排總經詳

當然有人會問為什麼要停在甲仙，不如多開一點

細思考，會變通才有可塑性，臨時的落山風可打亂了

路到寶來洗溫泉（要再開21公里），一個理由是開太

原先的規劃，塵土飛揚的營地，實在不適合露營，才

久累了，另一個理由是名產：甲仙的芋頭產品可是很

會變更地點，此是後話。

有名，旅行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購買名產，春節也近，

到了墾丁，GPS已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綜合

伴手禮也少不了，等到早上商家開門營業，馬上進入

心得如下：1.事先研究印刷地圖才能與GPS資訊相呼

購買，拜現在多元服務，買完商品可委託店家交由宅

應：GPS因螢幕小，能提供資訊有限，而印刷的資

急便配送，不用自己大包小包的提，再加上很多商品

訊能在GPS無法使用時能提供指引。2.行車中切勿操

皆有其品嘗期限，那可是延遲不得。

作GPS，以避免分心：GPS通常使用觸控螢幕或小

GPS的項能並不止於導航，其重要的核心是地

按紐來轉換資訊或設定，在操作的同時，眼睛也跟著

圖與其附加的資訊，早期因資訊管制，地圖可不能太

離開要注意的前方，易發生意外，如行進間要改設

詳細，現在則是越詳細越好，其本上

定，務必要請同車人協助或停車再開。

導航地圖的製作公司皆以交通部運輸

3.GPS不是萬能，它不能指出那個路段有

研究所所發的全省路網為藍本，再加

問題：資訊是靠累積修正而至完美，除了

入自己收集的資訊：例如：觀光景

需實地驗証其準確度外，也需注意廣播，

點、加油站、商店、餐廳、政府機關

即時交通，另外也須注意圖資是否有更

…等。

新，目前重大交通建設陸續完成，更新圖

在遊南橫與南迴時，沿路的風景

資才有便利性（通常需使用者自行上網下

美不勝收，加上GPS的資訊功能更是

載）。

助益良多，Mio168把資訊歸類為12種

春假結束，也順利的藉由導航衛星，

（見圖三），依預先選定的直徑（最多

輕鬆走，順利返家，目前出遊也已養成習

可達10公里），一按螢幕，需要的資
訊馬上呈現，點選目的地馬上導航規

慣設定導航，後遺症是認路的技巧好像退
圖 三

劃，當然資料也有缺，例如：除夕當天要停留的知本
阿呀旺露營農場就不在資料庫內，但是配合協會發行

協會目前也在建立各景點、營地的資料庫，希望

的露營地手冊，一通電話，馬上知到大約的地點，隨

有衛星導航設備的伙伴提供營地經緯度定位資訊，以

即定位，安全抵達。

充實資料庫，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更完整旳資訊來服

雖然在家中已吃過團圓飯，但除夕可不能免俗，
事先已準備好的真空包食品，只要預熱即可進食，團

務會員，不知如何到達營地的會員，只要設定好經緯
度，即可藉由GPS導引到目的地。

圓飯可是很豐盛，飯後略休息即去享受溫泉大浴池，

拉拉雜雜的寫了許多，都是廣告所惹的麻煩，麻

來到知本不泡溫泉那可是太可惜了，冬天泡溫泉更是

煩當未結束，下期見分曉，最後總要問一下：「衛星

一大享受，小孩還堅持隔天還要去。

訊號我收到了，你收到了嗎？」

隔天10點半準時離開營地（營地已有人潮出
現），到知本森林避樂區遊玩，參加協會近五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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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了，尤其是當導航系統在繞遠路的時
候，真是傷腦筋。

露營車 《專題》
園 丁

∼團務報告∼

足自己的虛榮...但誠實與榮譽就蕩然無存了！
伙伴們，不要覺得別人的徽章太好拿；請你去參加

●今年度計有12位見習伙伴如期通過本團“初級訓

各項營隊，如果你的徽章是台北市理事會發出來的，虎

練”，並於4月25日在頭城海水浴場“宣誓”成為童

虎生風的一定是你！因為你有真材實料，不會心虛！連

軍家族的一員。

走路都會抬頭挺胸！加油吧！359團雖成立不久，卻在

●5月16日本團參加在中正高中舉辦之台北市93年社區

各團之間受到矚目，身為團裡的一份子應與有榮焉。薪

童軍大會，並受邀負責“導盲磚”及“七巧板”兩個

火相傳；形成傳統。大家都應努力的超越自己，發揮潛

闖關活動攤位。

能。受益的是你自己！

●恭喜總團長施建合家族於93年社區童軍大會獲推薦為

【童軍小常識】年星：

童軍家庭禮讚，接受公開表揚。

年星是童子軍年資的佩章；一位宣誓過的童子軍，

●5月16日(社區童軍大會)完成童軍服務員楊岳崑(土雞)

每服務滿一年得配戴一枚年星。年星分三類：一年星－

伙伴佈達。(讓我們高聲歡呼迎接您....)

綠地銀星；五年星－紅地銀星；十年星－金地金星。

∼對於童軍徽章制度的一點感想∼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團慶當天，螃蟹很高興領了他身上的第一顆年星。
在此之前，他也非常慎重的請媽媽一定要觀禮，這畢竟
是他胸口的第一顆徽章！這使我想到童軍中的徽章制度
的確能發揮孩子們的榮譽心，進而轉換成學習的動力。
我也告訴螃蟹，其他資深伙伴身上的布章與徽章都是他
們參加各項營隊及考驗受到肯定的紀錄。尤其是台北市
理事會考驗，是全國最嚴格的標準。突破中級進入高級
甚至於獅級以是多麼的不容易！年星只是參加此項運動
的時間紀錄而已...向其他資深夥伴學習進而超越他們，
才是他的目標。忠於童軍制服上的任何來自於團裡或是
更高單位的肯定，才是別人無法剝奪的榮譽！我可以幫

行蘭伙伴特訓活動－野戰英雄合影。

他買很多徽章掛在胸前，但是他一定不會珍惜。因為這

4月25日頭城海水浴場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

些徽章沒有生命與辛苦付出的回憶，掛在胸前也只能滿

主 委 吳國清（飛狼）
副主委 李文宗（鹿野）
副主委 沈彩蓉（沈白）

本委員會於五月起又多增
加了一位生力軍，特別邀請沈
彩蓉（沈白）擔任副主委，幫
忙邀集稿件。李文宗（鹿野）

飛 狼

鹿 野

於營地接受投稿。敬請各位會

員多多指導及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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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93/3/6至3/7
大人54人

虹橋河畔營地－山水之旅
小孩19人 共73人

27輛 （RV2輛、拖車2輛）

93/3/27至3/28
大人267人

發

后里馬場－精緻后里

小孩105人

共372人

120輛（RV18輛、拖車9輛）

兩天一夜的春季大露營，飽覽后里風光，小品景點是最充實
也令人回味，辛苦的中聯會工作人員，更是此行的幕後功臣
93/4/3至4/4
感謝一元提供如此幽雅寧靜的營地，如置身室外桃源般
93/3/13至3/14
大人171人

金溪營地－茶鄉之旅

大人43人

平湖森林遊樂區－森林之旅
小孩23人 共66人

24輛 (RV10輛、拖車 輛)

小孩97人 共268人

87輛 (RV12輛、拖車8輛)
春天的平湖，雖沒百花盛開，零星的點綴於山林之中也
頗有詩意的。
93/4/10至4/11
大人56人
熱鬧的慶生會，加上11個家庭“入厝”就如同辦喜宴
般絡譯不絕，前來道賀。
93/3/20至3/21
大人31人

金瓜石勸濟堂營地－金礦山之旅

小孩21人 共77人

28輛 (RV5輛、拖車3輛)

傑仕堡農莊－鄉村風情畫

小孩4人 共35人

16輛 (RV6輛、拖車3輛)

登高遠眺，心曠神怡，夜景相伴入眠，更加甜美滿足真
是令人羨幕。
93/4/17至18
大人80人

南庄好山好水營地－山城紀行
小孩28人 共108人

33輛 (RV3輛、拖車1輛)

歐式建築的農莊，及平坦的草皮，大小朋友都忍不住的
想活動一下筋骨。
93/3/20至3/21
大人24人

福份山農場－尋幽之旅

小孩13人 共37人

13 輛

此營地如同在好朋友家借宿，非常親切，晚上的慶生會
及蚊子電影院，更是大、小朋友的最愛。
93/4/24至4月25
大人100人

頭城海水浴場－山海之旅

小孩79人 共179人

52輛(RV9輛、拖車2輛)

距台北咫尺的營地，如同下班回到家的感覺，也是協會
會員福份山的家就格外的親切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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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邊的浪聲加上理事長提供鮮魚，辦烤魚活動，真是鮮
味十足。

露營車 《藝文》

腦中風急救法
彭 彭
談到孫前院長運璿先生，患腦中風後，迄今復建情

也有神了，只有嘴還歪著，我就拉搓他的耳朵，使之充

形，乃是語言遲鈍，不良於行。我們卻頗為晚惜！而關

血。等把耳朵拉紅了，就在他左右耳垂之處，各刺兩

於腦中風「放血救人」的方法，不但可以救命，而且絕

針。兩耳垂都流出兩滴血來，奇蹟出現了，大約不到

無後遺症，是百分之百保証有效之急救法。

三、五分鐘，他的嘴形恢復正常了，說話也清清楚楚

近經友人再懇切地鼓勵我把這「急救法」公諸於

了。讓他靜坐一陣子，喝了一杯熱茶，乃扶他下樓，開

世，以挽救不幸者的生命。現在就以我所知這項急救

車送到惠華醫院打一罐點滴，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就出

法，對於腦中風者，有百利而無一害，確實介紹於後：

院回學校上課了，一切照常工作，毫無後遺症。

患了中風腦部的微血管，會慢慢的破裂。遇到這種

反觀一般腦中風患者，都是送醫院治療時，經過一

情形，千萬別慌，患者無論在什麼地方（不管是浴室、

路震盪血管急速破裂，以致多數患者一病不起。所以腦

臥房或客廳），千萬不可搬動他。因為如果移動，會加

中風，在死因排行榜上高居第二位，其最幸運者，也僅

速微血管之破裂。所以要就原地把患者扶起坐穩，防止

能保住老命，而落得終身殘廢。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病

再摔倒，這時開始「放血」。

症，如果大家多能記住這「放血救人」的方法，立刻如

家中如有專為注射用的針，當然最好。如果沒有，

法施救，在短時間內，它能起死回生，而且保証百分之

就拿逢衣用的銅針或是大頭針，用火燒一下消毒，就在

百之正常。這個急救法，希望大家告訴大家，那麼腦中

患者的十個手指頭尖兒（沒有固定穴道，大約距離手指

風人在死因排行上就可以除名了。

甲半分之處）上去刺，要刺出血來（萬一血不出來，可

※※以上文章為「彭彭」摘錄一本雜誌記下來，希

用手擠），等十個手指頭都流出血來（每指一滴），大約

望大家流傳下去。在今年初，我的親戚就發生腦中風，

幾分鐘之後，患者就自然清醒了。

經家人馬上使用此法，結果安然度過危機，嘴也不歪，

如果嘴也歪了，就拉他的耳朵，把耳朵拉紅，在兩

手腳運用自如，這是千真萬確的。※※2004/2/15

耳的耳垂的部位，各刺兩針，也各流血兩滴，幾分鐘以
後，嘴就恢復原狀了。
等患者一切恢復正常感覺沒有異狀時再送醫，就一
定可以轉危為安。否則，若是急著抬上救護車送醫，經
一路的巔頗震動，就怕還沒有到醫院，他的微血管，差
不多已經都破裂了。而能夠吉人天相，保全老命，像孫
院長，圖得勉強行動，那要靠祖上的陰德了。放血救命
法，是住在新竹的中醫師夏廷先生告訴人的。且是經自
己親身實驗的，敢說百分之百有效。
大慨是民國六十八年我在台中逢甲學院任教，有一
天上午，我正在上課，一位老師跑到我的教室上氣不接
下氣的說：劉老師快來，主任中風了，我立刻跑到三
樓，看到陳福添主任氣色不正，語意模糊，嘴也歪了，
很明顯的是中風了。立即請工讀生到校門外的西藥房，
買來一支注射用的針頭，就在陳主任十個手指頭尖兒
上，分別直刺。等十個手指尖兒都見血了（豆粒似的一
滴），大約幾分鐘以後，陳主任旳氣色就變過來，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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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三年七、八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7/3∼7/4
(六)(日)

動

名

稱 營

山峰渡假

地 道

路

指

引 承辦單位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柏清健康休閒世 北二高竹林交流道下往竹 活 動 推 廣 1.游泳戲水(泳具自備)
東方向接台3線再轉122縣 委員會
界
2.體能訓練
道往五峰33.5K

7/10∼7/11
(六)(日)

請上網www.fccc.org.tw查詢

7/17∼7/18 夏日SPA體驗營 飛鳳園休閒農場 北二高關西交流道下右轉 活 動 推 廣 1.SPA，泳池(自備泳具)
至石光左轉竹21縣道往芎 委員會
(六)(日)
2.森林浴
林循指標前往

7/17∼7/18 避暑勝地之旅
(六)(日)

溪頭停車場

自行前往

7/24∼7/25 暑假游泳之旅
(六)(日) (7月份慶生會)

瑪琦休閒農場

北二高竹東交流道下左轉 活 動 推 廣 1.SPA泳池，小孩戲水池
後走到底接台3線右轉往南 委員會
2.車輛輪胎底盤研習
72.5K處
3.週五不開放進場

南聯處

健行、森林浴

Y 25日童軍團集會
7/24∼7/25 天時地利逍遙遊 天時農場
(六)(日)

中二高下名間交流道行16 中聯會
省道至水里過水里市區循
指標往地利村直行循山線
行駛即達

7/31∼8/1 鄉野風情
(六)(日)

鄉之旅渡假村

北二高大溪交流道下接台3 活 動 推 廣 1.卡拉OK歡唱(自費)
線經員樹林轉台3乙線4.5K 委員會
2.自行車之旅
處

8/7∼8/8
(六)(日)

格努斯休閒農場 關西交流道下左轉118縣 活 動 推 廣 1.野溪泳池
道36.1K處
委員會
Y 8日童軍團集會

部落風光

8/14∼8/15 溫泉之旅
(六)(日) (北中南聯誼)

金谷關營地

1.慶生會
2.撿龍絞石、射箭、漆彈
3.繩編蚱蜢教學

國4往東勢方向中橫28K處 活 動 推 廣 1.健行
右下
委員會
2.溫泉行

3.咖啡品嚐
8/21∼8/22 森林之旅
(六)(日) (8月份慶生會)

平湖森林遊樂區 106縣道67.8K處右轉往雙 活 動 推 廣 1.森林浴
溪方向約2公里在雙溪遂道 委員會
營地
2.啤酒大賽
前左迴轉經橋下於橋下過
3.情人燭光晚餐
小橋右轉直行即達
4.自備用水、衛浴
Y 22日童軍團集會

8/28∼8/29 白鷺絲的家
(六)(日) 客家風情

峨嵋湖營地

8/28∼8/29 奮起湖之旅
(六)(日)

龍雲渡假山莊

北二高竹東交流道下再接 活 動 推 廣
台3線往北埔方向92.3K處 委員會
東方美人茶展售中心左轉
往富興庄方向循指標前進

1.賞白鷺絲
2.賞湖光山水
3.品茶
4.探訪十二寮休閒農業區

中二高中埔交流道下接台 中聯會
18線至石卓左轉接169縣
道往奮起湖方向19.6K處Y
字路口右轉循指標前往

1.觀山景
2.奮起湖老街巡禮

※7，8月份欲參加浮潛＆獨木舟活動者請向船老大報名電話：0922-7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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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活動請會員一定要在車輛上，掛車隊旗，貼會章標識貼紙及會員識別證，以利識別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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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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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車 《藝文》
露 營 與 環 境

大家請勿使用樟腦油，
讓＜ 蠶豆症 ＞ 寶寶有個安全的環境
飛機

炎炎夏日正是蚊蟲肆虐的季節，很多人會用樟腦油

不會傳染也不影響日常生活。

來防蚊蟲叮咬，但是卻在無形當中變成殺人的利器，因

統計顯示，臺灣每百名男性新生兒中就有三人具

為患有＜蠶豆＞的小孩如果接觸到樟腦製品及紫藥水或

有蠶豆症體質，每年約有一萬個新生嬰兒被篩檢出

是吃了蠶豆及阿斯匹林等退燒藥和一些抗瘧疾藥及磺胺

來，因此有蠶豆症體質的人不算少數，而以男性發病

類藥物…等，就會使紅血球發生急性溶血，嚴重時會發

的機會較高，又以客家血統居多。

高燒、寒顫、嘔吐、脫水甚至神智不清，出現黃疸症，
而必須全身輸血，更甚至有生命危險…

夏日防蚊有很多替代品，如香茅油、歐護防蚊液
或點蚊香片及燒柚子皮燻蚊蟲…等方法，請大家發揮

其實＜蠶豆症＞的小孩，如果沒接觸到上述的物

愛心不要使用 樟腦油 ，讓蠶豆症寶寶有一個安全的

品及用藥，健康狀況和大家一樣，其原因是患有遺傳

露營環境，協會中有一些小孩患有蠶豆症，請大家能

性紅血球六磷酸葡萄糖脫氫酵素缺損(G6PD)所致，

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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