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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車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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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十日

參加第68屆國際露營大會報告
報告人：陳盛雄 理事長
前言

不到兩天時間帶去的宣傳摺頁Bulletin
No. 2 、台灣旅遊地圖、杯墊、紀念章

國際露營總會第68屆國際露營大
會，於本年7月29日至8月8日假芬蘭歐魯

等已經被索取得所剩不多。

(Oulu)舉行，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兩

開幕式

年前於比利時根特(Gent)舉行的年會上爭

大會開幕式是整個活動的重要項目

取到2005年第70屆國際露營大會主辦

之一，循往例各國穿著傳統服裝進場，

權，今年的大會上將是爭取各國露營人

今年本會以「北回歸線上的國際露營大

士於明年前來台灣的最好時機，代表團

會」為題，配合各原著民的服裝以結合

於7月27日出發8月11日返國，全程參與

明年在花蓮舉辦的活動，吸引各國露營

大會活動，除了達成民間社團外交任

友人及當地住民的注目眼光，大會在歐

務，更為明年在台灣花蓮舉辦的第70屆

魯市市長及總會會長致詞後正式開始，

國際露營大會，帶回令人興奮的信息。

國旗再次並列於各國的旗海中，中國北

出發

京方面雖然自1996年於匈牙利舉行的

7月27日代表團啟程，此次代表團雖然成員不多，

大會時即已開

但每位均能發揮專長與團隊合作精神，首先要背負近

始派員觀察，

200公斤的宣傳摺頁、紀念品與公物，幸好得到中華航

特別在3年前

空公司的特別通融而未加收超重費，28日抵達荷蘭後轉

假韓國舉行

機赫爾新基，曾華山名譽理事長已於前一天抵達，並已

的大會前，提

經租好一部小型巴士在機場等候，從赫爾新基到歐魯

出不得升掛我

(Oulu)全程640公里，於是兼程趕路的出發，中途在仰

國旗的無理要

蘇(Yamsa)過夜，次日再行出發，當天下午2時抵達大

求，當時我引

會營地。

用總會章程第

佈置場地

3章第4款，義

抵達營地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佈置營地，人員雖然

正辭嚴的予於

不多但是在大家分工與合作下就將場地佈置得美侖美

反駁，終至自

奐，隨即展開「2005感動在北回歸線上的第70屆國際

打退堂鼓的不

露營大會」宣傳工作，為接待絡繹不絕的訪客，每位團

予參加，然而

員幾乎忙得連吃

去年開始在北

飯時間都忘了。

京成立「中國
露營車協會」

除了營地成

開幕式代表團進場情形

國旗並列於各國的旗海中

立接待處外，又

的動作來看，加上韓國露營車協會的居中牽線，亦不能

向大會爭取到會

掉以輕心。

場內設置一個攤

盛況空前的台灣之夜酒會
8月2日假營地舉行「台灣之夜」酒會，一早負責餐

位，有限的人手

食的曾華山名譽理事長就趕去歐魯市的中國餐館訂購中

只得輪流照顧，
以2005北回歸線上的露營大會展開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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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餐點，並至超級市場採購飲料與小點心，今年獲得中

露營車 《要聞》
華露營協會、台灣露營車協會、新竹露營協會的支援場

8月4日假歐魯市音樂廳舉行會員代表大會，由於我

地佈置與接待工作，人多好辦事一下子就將觀光局準備

國明年將舉辦第70屆國際露營大會，因此有10分鐘的

的「台灣風景海

報告時間，今年除了準備Bulletin No.2、大會Logo杯

報」、小國旗、布

墊、花蓮縣觀光導覽分贈外，本會製作8分鐘VCD短片

條、供酒處、供

於現場播放，各國代表於聽完對於大會準備工作簡報以

餐處、紀念酒杯

及觀賞本會製作的「前進花蓮」短片後，對於台灣的自

等佈置定位，今

然景觀與人文特色均深讚不絕，休息時間各國代表踴躍

年除邀請各國會

前來詢問班機、交通、飲食、住宿等問題，並表示返國

議代表外還增加

後將在她們的會訊刊登，擴大招募會員前來參加。

已預約明年來台

吳代表親臨主持「台灣之夜酒會」

由於各國代表的熱烈，競相要求能夠多帶些資料回

人士的參加，因

去，預留準備給各國代表的500份數量竟然不夠索取，

此從先前的300

只好告訴她們回國後再郵寄到各國的協會，各國對於我

人擴增到500

們的處理熱忱深受感動。

人。

年會最後決定後三年(2007年)國際露營大會主辦
酒會於7時

國，由愛爾蘭露營車協會爭取到主辦權。

結語

開始，外交部駐
赫爾新基代表處
吳明彥代表親自

對於明年將在台灣舉行的國際露營大會，在出發前
吳代表致贈芬蘭露營協會會長紀念品

執行委員會成員始終擔心國外的參加人數，因為3年前

駕車640餘公里

在韓國舉辦的大會來自國外的參加者才200餘人，加上

前來主持，並代

近年來國際景氣衰退，恐怖組織盛行，特別是去年

表我國政府單位

SARS疫情讓人裹足，因此出發前的保守估計為300餘

邀請各國露營同

人，蘇局長於出發前再三叮嚀要擬訂倍增計畫，執委會

好人士踴躍參加

草擬計劃，團員按照計畫經過幾天的努力以及花蓮秀麗

明年在台灣舉辦

的風光與人文特色，從造訪者的踴躍以及各國好友所招

的大會，國人的

募的人數統計，相信明年的大會應該可以達到出發前，

盛情讓酒會持續
近3個小時的欲罷

「台灣之夜酒會」的盛況

蘇局長的倍增要求。
對於各國所提出的意見，以及經過幾天的努力參加

不能，也創下歷年來最為盛大的酒會。

明年大會的人數將超過當初的預期，場地及設施的需求

曾華山名譽理事長榮任亞太委員會主席

整理如下以供相關單位參考與改進；

國際露營總會亞太委員會召開委員會議，討論亞太
地區露營活動發展與亞太地區露營大會事宜：
1. 今年的大會由韓國露營車協會承辦預定於10月28日
至11日2日假韓國濟州島舉行。
2. 共同發行英文版優良營地摺頁。
3. 明年配合在台灣舉辦的第70屆國際露營大會，取消
亞太露營大會。
4. 改選亞太地區委員會主席。

1. 提供集中炊事場：以方便國際人士自炊之用。
2. 提供免費接駁公車：營地至花蓮每隔30分鐘發車一
班(10月10日至15日)，以利露營者前往花蓮逛街、採
買、文化交流。
3. 增設鯉魚潭南岸草坪為臨時營地與開幕會場：預期國
際人士將超過500人，佔現有營地的三分之二，國內
預計300個家庭勢必無法容下，利用鯉魚潭南岸草坪
有現成的廁所，祇要加設臨時浴室與供電既可。

經提名投票表決，本會名譽理事長曾華山先生榮任

4. 國道5號提前開通：對國際人士而言，從中正機場到

下屆主席，由於曾名譽理事長的當選對於明年將舉辦的

鯉魚潭營地最方便的交通就是搭乘遊覽車，前後約需

國際露營大會將有莫大助益。

花到7-8小時，若國道5號北宜線能在10月7日前提前

會員代表大會

開通，將可以節省2-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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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監事會議報告
秘書長 林逸昇（惡棍）

※會議：第七屆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
時間：2004/8/12(星期四)

一、本會經第五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購置永久

地點：怡和港式飲茶餐廳

會所，並組成購屋小組，經選定新會所位於

主席：陳理事長盛雄

台北市大同區蘭州街30號4樓。

出席：理事－應到36位，實到23位，請假13位
監事－應到11位，實到6位，請假5位

二、擬動用歷年累積基金肆拾玖萬玖千元整。
2.討論本會營地會員相關問題，通過調整營地會員

會議紀錄：

年費由3000元為5000元，餘照舊。

1.提請通過動用基金：

※會議：第七屆第六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
時間：2004/8/27(星期五)

2.討論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籌備事宜,陳理事長盛

地點：協會會議室

雄提名,由許守權先生(派普)擔任本次大會主任委

主席：陳理事長盛雄

員,並請秘書處配合辦理。

出席：常務理事－應到11位，實到10位，請假1位
常務監事－應到3位，實到1位，請假2位
會議紀錄：

3.會員高文政先生(臺號：大浣熊)願提供新會所冷
氣空調之遷移、保養及裝修服務，相關施作費用
移捐協會。

1.討論本會各聯絡處組織架構事宜：(1)各聯絡處經

4.有關辦理2004年耶誕節會員同樂晚會事宜，比照

費，專款專用，僅限辦理活動使用，不可用於購

本會大露營實施方式,由中部聯絡處主任召開會議

置資材。(2)各聯絡處設主任一名，下設財務、行

討論籌組籌備委員會，並選出主任委員，由主任

政、活動三組 (3)各聯絡處主任每月應向本(協)會

委員提出計畫書及經費預算，送交理事會討論，

提出財務、行政、活動之相關報告。(4)各聯絡處

經理事會通過確定後，方可實施。

主任由理事長提名,報請理事會通過任職。

秘 書 處 報 告

秘書長 林逸昇（惡棍）

1.八月份

2.九月份

※2004/8/12召開第七屆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

※2004/8/27召開第七屆第六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

※秘書處定位於行政文書、協調、支援。有給職秘書處
理理事長及祕書長交辦協會事務性工作，如需秘書支

會。
※支援辦理本(十三)屆全國大露營行政作業。

援請透過理事長及秘書長傳達。
※即將製作出版臺灣露營地圖。

感

謝

2005年世界露營大會專案捐款：
大久保 國一 捐款新台幣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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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車 《專題》
來自遠方的一封信

我的澳洲生活(三)

你愛她

心，因為會養太多寄生蟲，對於繳稅的人也不公平，說

（接74期）
的食物吧，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豬肉絕

到稅那可重啦，正常從37%扣起，你賺100元要繳 37元

不能在澳洲人的店舖買，因為會很臭，為什麼呢﹖因為

給國家囉，因為稅重相對的社會福利會好，但是遇到那

基於人道，澳洲人養豬是不閹的，然後那個肉就會有豬

些不事生產的人公平嗎﹖

說說這

物價頗高，打個比方吧，可樂在便利店2LT-3.4

哥的味道，很噁心，買到母豬還好些，但是誰知道呢﹖
海鮮多又便

元，1.25LT-2.8元，600ml-2.3元，物價會高是因為薪

宜吧，那就失望啦，蝦子一公斤至少15元左右，好的

資也高囉，全職的員工每週 510元起，外加 9%的退休

23-24的都有，而且都是冷凍的喔，龍蝦呢，看都很少

金，每週不超過 38小時，每年至少有 1個月休假，週

看到，偶而超市擺個1-2隻做做樣本吧，我想龍蝦都外

日需付雙倍的價錢，因此，企業多半不請全職人員請

銷到台灣去啦，蚌殼很少見，生蠔更是貴，所以在這就

part time的，但 part time超過20歲以上每小時也要

只有吃魚啦，想想台灣真是美食天堂(下次回台灣再去

13.5左右，但是不用給休假，所以這

吃澳洲龍蝦)。雞肉就多啦，也不貴，最便宜的是雞腿

幾小時工，那裡打幾小時工，不知這種制度是好還是

跟雞翅，最貴的是雞胸肉，好笑喔，正合我們意，雞腿

壞，包括銀行行員都是做 part time的，因為根本請不

大約都1公斤2.99，雞胸要8.99，所以到這

起啊！

所以豬肉都到亞洲店買。你們一定以為這

就加利用

的人都是這

打

雞肉啦。在台灣餓了就去吃碗滷肉飯或陽春麵，在這餓

澳洲人做事很慢，慢慢來不急(一拖又過一個鐘頭

了就來一份Chips & Fish吧，大約4元左右一份。每個

啦)，只有一件事很快，就是開車，但是大家都很守規

社區都有一個購物中心，不在購物中心不可以做生意，

矩，所以交通狀況不錯。澳洲人很和善，不排外，因為

購物中心每種行業只能開一家，不衝突不惡性競爭，有

10 個有8個祖先也是外來的，只不過都是白人看不出來

錢大家賺，每個購物中心幾乎都有一家Chinese Food，

罷了，所以在這生活不會太困難。

但是口味都有些變啦，偏酸甜多油炸，為了符合老澳的

澳洲人的娛樂大多是戶外活動囉，尤其是水上活

口味囉！澳洲人的食物不外乎沙拉、薯條、烤肉、麵

動，一到週末高速公路上拉船要去海邊的車一輛接一

包、炸魚等等，但這些多半是晚餐吃的，中午就一條巧

輛，買船在這也不是夢想，蠻容易實現的，但是買遊艇

克力一瓶可樂，或是一個派一根香蕉(吃綠的不吃成熟

那又另當別論啦！要不就找個海邊 BBQ順便曬一天太

變黃的)很簡單就解決啦，這

的香煙才是貴啊，大約

陽，一般海邊都有電爐可供烤肉，只要準備食材就可以

是台灣的3倍，澳洲政府很可愛，只要他想限制你用的

啦！廁所、淋浴設備，停車位都一應俱全，公共設備很

東西價格就超貴，像香菸、塑膠用品，以價制量吧，但

完善。

是抽煙的人口卻很多，尤其女性多於男性，大肚子的照

一年下來，坦白說除了思念台灣的朋友以外，沒有

抽，生的小孩還是蠻可愛的，聰不聰明就不知啦！生小

什麼不適應的，家裡也裝衛星電視(1個月40元)四台無

孩也不坐月子，連休息都不用，兩天前還大著肚子，兩

線台加大愛

天後就抱小孩來買東西啦，而且還買冰淇淋喔！

掌，(這會兒我家小孩正在看狂愛龍捲風呢)，只不過在

這

小孩可以領政府的牛奶金領到16 歲，如果是

東森

這叫做 10點檔連續劇(比台灣多2小時)，有了電腦後更

未婚生子的未婚媽媽更好啦，國家養你，未婚的老公再

方便啦，跟祥有

領個失業救濟金，兩個人加一加，哈哈，比學校老師差

天。

不到那去啦，(但是兩人不可以住在一起超過 12個月，
那就11個月分開住一下

，此問題讓許多澳洲人憂

鳳凰台，對於故鄉的事都瞭若指

新萬達

螺絲他們更是常在線上聊

啦啦咂咂說了一堆，你們對澳洲了解了一些嗎﹖還
有想了解的嗎﹖可以 e-mail 給我喔，harrytsao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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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o

〈旅遊活動〉

國佬開了一部特

為期十天以上的國際露營大會，除了在營地內的表

製露營車，車內

演節目、競賽活動外，主辦單位也會安排各種營地週邊

還能夠裝一部跑

旅遊活動，有一

車，抵達後將其

日遊、半日遊的

卸下準備老當益

行程，讓各國友

壯的飆車一下。

人可以深入體驗

〈自行車旅遊〉

該國的自然、人

歐洲人多會自備自行車，除了作為營地的代步工具

文特色，例如明

外，還利用自行

年大會期間我們

車從事營地鄰近

將安排太魯閣峽
谷之旅、縱谷田

英國佬抵達營地後將車卸下

大會期間的旅遊活動

鄉間、村落、湖

園之旅、東海岸海洋之旅、慈濟精舍心靈之旅、阿美文

畔、森林的旅遊

化之旅等。

活動，有些主辦
單位或鄰近商家

〈接駁公車〉

也有出租，歐陸

營地大多離開城市有些距離，主辦國為方便露營者

大多是台地和起
利用自行車造訪鄉間小鎮

造訪、逛街、採買、旅遊，大多會提供大眾接駁公車，

伏的丘陵，很適合

有收費也有免

於自行車活動，明年鯉魚潭及花東縱谷也是個理想的自

費，視主辦國的

行車旅遊景觀區。

財力，例如去年

〈徒步旅遊〉

在西班牙的大

近年來健康與環境意識漸受重視，徒步旅遊也開始

會，提供到鎮上
和海邊的為免

盛行，以營地為

費，到巴賽隆納

中心可以從事半

的就要收費，而

1983年巴黎大會的各種交通工具免費卡

天的健行、登山

1983年在巴黎近

活動盛受歡迎，

郊的大會除公車免費外所有巴黎的地下鐵也都免費。

例如第60屆在波
蘭Leba舉行時鄰

〈駕車旅遊〉
歐洲人的露營大概65%使用露營拖車、30%使用露

近國家公園，露
營者每天多會前
第60屆大會鄰近砂丘國家公園適合於徒步旅遊

營車、使用營帳的只有5%，大會期間把拖車留在營

往晨跑或散步，鯉

地，母車可以開出去鄰近旅遊活動，但歐洲人對此興趣

魚潭營地旁的池南森林遊樂區和環湖步道，將能提供最

缺缺，她們寧可留在營地曬太陽，一則開到城市停車不

好的場域。(待續)

方便，再則開到鄉間並無法真正欣賞自然，不過有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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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車 《會務》
技師才能處理，當然我們

主 委 張德源（多多）
副主委 溫財政（飛鴿）
副主委 莊豐富（豐力富）

平常也可以累積一些經
驗。很高興這次我們在瑪
琦休閒農場營地，特別邀

多 多

飛 鴿

豐力富

請白熊為大家講解有關輪

胎的知識，並告訴我們如何選擇尺寸大小適當的輪胎及
汽車對於露營者是必備品，因為它要帶著我們上山

如果遇到爆胎等緊急狀況的處理方式，讓大家對自己愛

下海，甚至現在的汽車露營更是將汽車像房子一樣帶著

車的輪胎有了更詳盡的瞭解，同時不會在開車外出時輪

走，因此我們一定要好好的善待它，也要維護它。

胎爆胎而不知所措了。

汽車的保養及維修是一門精深的學問，須要專業的

主 委
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

（飛鴿 執筆）

黃財發 (阿發)
廖三寶 (好馬)
游勝旗 (眼鏡)
張清源 (一元)
黃杉沛 (大肚魚)
阿 發

好 馬

眼 鏡

一 元

大肚魚

厝邊的境界！？沒有任何利害關係，但營地內皆是這般
可愛的人，舉凡任何人，事，物，天文，地理︰……想
學到的都可在營地獲得，也因互動而每個夥伴大家認識

週末營亦是學習的環境
在成長的記憶

，知識總在不知不覺中吸收的多，

坐在教室板凳上幾乎幾天就”退貨了”。週末營要將整
個所需搬到戶外自然要作點功課，不過今天提的並非具
體的裝備．而是人與人互相交流的期待也要帶出來。
在協會內，人的資源豐沛，各懷本領，又各有不同
的人生歷鍊每個人都如同一本好書，或許有人會說：我

了成了知己，無形中又在人際關係上得到受益，這在都
市水泥叢林

是何其不易。

和不同的厝邊相互交流，當它是最開心的事，自然
的就會得到快樂．在沒有任何壓力的環境下，像是玩，
休閒，又像是學習，樂在其中。套上新萬達的一句話：
您準備好了嗎？

工作上比比皆是．我住的大樓也都是……但有多少是老

主 委 劉大湖（大北）

你。協會是會員的另一個家，即使你

副主委 李文宗（鹿野）

常常到處打拼，四處遊玩，希望偶而

副主委 朱浚源（小朱）

回到這個懷念的地方，看看那些曾經
一起喝茶聊天，把酒言歡的家人。

大 北

鹿 野

社會上的「友誼」，往往離不開金

錢的來往，而協會屬於休閒團體，彼此沒有金錢問題，
「相逢即是有緣」，「有緣千里來相會」，

只有聊天話題，希望大家永續經營，成為協會永遠的會

身為協會會員，你是否有這般感想呢？相信大家的答案

員。也因為大家都是會員，更要珍惜彼此的友誼，畢竟

是肯定的。既然有緣，希望互相珍惜，彼此鼓勵，即使

會員來自社會各階層，能夠秉燭暢談，絕非易事。

稍有磨擦，不妨各退一步，再冷靜思考，你將發現這個
休閒的協會有著許許多多溫暖的手環抱著你，珍惜著

（小朱 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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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生活芝麻事

露營活動中的安全(二)
露營活動是一門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的教育，也就

Morio

用品的安全容量，使用蚊香的安全容器等都要具備安
全的知識、安全的技能與安全的態度。

是所謂的經驗

當意外發生時的應變措施是不是有所準備，露營

教育，但是唯

愛好者你們知不知道當一部露營車或露營拖車著火

一不同的「安

時，多少時間會將你的心血泡湯，下列是芬蘭露營車

全教育」卻不

協會對露營拖車著火的實驗紀錄：

可以透過經驗
來學習。

奔馳於高速公路的露營拖車

〈火的安全〉
前期提到西班牙的營地發生瓦斯氣爆，造成嚴
重的死傷慘劇，台灣隨著休閒時代的來臨，DIY式

著火3分鐘

著火6分鐘

的、車體廠打造的露營車或露營拖車漸漸增多，內部
的裝潢也愈來愈豪華化。
然而露營車或露營拖車內冰箱、爐具和熱水器
是少不了的裝備，車上帶著瓦斯奔馳於高速公路上，
就如同帶了一顆定時炸彈，除了自身的安全也要考慮

(下期待續)

到別人的安全。在營地從事炊事工作，瓦斯爐火的火
苗，特別是國人的炊事習慣必需快火快炒，使用電器

著火30分鐘後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公告
活動源由：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一條規定，由陳理事長
盛雄召開定期大會。
活動名稱：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會員大露營
活動地點：臺北縣三峽鎮皇后鎮森林農場
活動日期：九十三年十二月四日（星期六）、五日（星
期日），共計二天一夜。採預約報名（固定
營位80位）
開會時間：九十三年十二月五日（星期日）上午九時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九十三年十一月二○日止
參加資格：會員及眷屬
地
址：台北縣三峽鎮竹崙路95巷2∼3號
電
話：(02)2668-2591•2668-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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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車 《藝文》
煤油燈下夜語

Trip to Finland
BY: Sandy Wu

2004/07/27
In this summer vocation, I have gone to a place
witch has no dark. Well, that will be great I can play
and play until I am tired. My dad can never tell me
to go to sleep because the sky never goes dark!
This special country is –Finland.
Finland is a country with many lakes, and is the
home of Santa Clause! People there are friendly
and kind. In Finland, there is no light in winter and
no dark in summer.
What a strange place it is? Finland is in the
north of Europe and it is one of the members of
European Union. Things there are expansive. A bottle of coke can cost you 2 euro, which is almost
about N.T$80!
Finland’s capital is Helsinki, and Finlander
called Oulu the second capital of Finland. Those
Finlander who leave in the Lapland are called Sami.
Finland was conquered by Sweden and Russia
before so that is why you can see Swedish and
Russian buildings in Finland.
Why will we think to go to Finland? It is
because that we attend the International Camping
Rally.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amping
Rally is called Mr. Lars. I had even taken a picture
with him! The International Camping Rally participants are come from about 30 countries There are
only three countries are the participants from Asia.
Which are Taiwan, Japan, and Korea. In the
International Camping Rally, no one did not know
about Veijo. He likes to drink wine very much. He is
kind.
Want to have more fun in reading? Read my
journal to Finland. It must be fun…
TO BE CONTINUING…

2004/07/28
We arrived at Amsterdam – Capital of
Holland. I love that airport it is so big. In the airport,
you can play internet, enjoy SPA, Shopping, shower, sleep… etc. It is a great place! We get on the
airplane and have the best breakfast I have ever
eat on airplane! Bread with butter, water, juice and
fruits. At least it tastes better then the one I have
taste on the other airplane.
After three and half minutes, we arrive at
Helsinki – Capital of Finland. We are so happy. I
can already image the happiness we will have in
the camp. Unfortunately, we lost our package! We
met Uncle 阿偉’s father whose name is 華山.
Uncle 華山’s package is gone too. That is too
bad! We tell a man who finds the lost package for
people, that our packages are lost. The man was
not sure if our package safely, but if the package
arrived he would send it to Oulu. It makes us nerves
about how if we lost our packages We will have no
foods, no clothes… etc. I cannot image it!
We are starving, but we find no restaurants,
because all the shops are close at 9:00 and now
are nearly 9:00. We get into a shop, but the foods
are all sales. We found no food, and no place to
rest. We are sleepy and starving. Finally, we see a
bright light! That shop is not close yet. The boss
there says that they remain 6 pieces of pizza. Ant.
Chen say that she dose not feel hungry. She is
super! We finish the pizza then the boss suggest us
a hotel. We rush there and there are rooms left. It
cost us 18 Euro. It also includes the breakfast. I am
sleeping with Ant. Chen in one room, because we
are the only females. I throw myself into the bed,
but not asleep. I look through the window it is still
bright, like it is still morning. I believe it must be
cold outside. I crowed inside the cover and it is
warm. I fell asleep…
****
11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十日

園 丁

∼團務報告∼
●93年暑期本團參加及服務童軍會主辦之各類營隊共

7．刀尖不可當鑿子用，也不可用來旋轉螺絲釘。
8．刀子不可放在地上，切過濕的東西，要隨時擦乾。
9．長時間不用刀子時，就要上油，以防生

。

《斧的保護及使用》

34人次，分列如下：
參加營隊－女童軍夏令營秋菊營：9人
男童軍南十字營：3人

1．先要學會磨斧頭，才有資格使用斧頭。
2．帶斧時，有斧套者要上斧套，沒斧套者，手握斧

男童軍高級考驗營：8人

頭，斧柄向下，斧口朝後。

男童軍專科考驗營：4人

3．傳遞斧頭時要以斧柄授予對方。

總會園藝研習營：3人

4．斧柄要絕對堅牢，必須隨時檢查，以策安全。

總會電工研習營：4人

5．用斧頭時，要先決定”斧域”。

服務營隊－女童軍夏令秋菊營：郭玟娟

6．砍樹枝時，要從枝椏下端下斧，絕對不可由上端。

南十字營（女生營）：郭玟娟

7．劈柴時，要把柴放在枕木上劈，以免斧口受損。

第12屆世界羅浮大會：施建合

8．用斧時，如果覺得疲累，應立即休息。

●恭喜游士緯、陳宗瑋、古必

G伙伴7月25日晉升中級

9．暫時不用斧頭時，不可把斧頭砍入泥土中，可把前
角順著木紋砍入枕木。如長期間不用時，要塗油加

童子軍。
●8月28日本團團幹部共16人（含4名服務員），利用24

以保管。

小時的時間，遠赴花蓮瑞穗，完成”秀姑巒溪泛舟訓

【童軍小常識】上蒼：

練”。
●恭喜施靜宜伙伴在9月5日競爭激烈的"觀察王"選拔賽
中，脫穎而出成為本團第一屆觀察王。

童子軍運動是鼓勵信仰任何宗教的，是歡迎各種宗
教信徒的，為顧全活動中所有伙伴不同的宗教信仰，而
以”上蒼”為統稱，同時表達童子軍對天地萬物創造者

∼刀斧使用∼
童軍野外活動中，刀斧是我們的好幫手，無論炊

的崇敬。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事、營地建設或野外求生，都少不了它。不過刀和火一
樣，如果使用不當，則會帶來很大的傷害，這也就是本
團必須是初級以上的童子軍才有資格學習使用刀斧的原
因。反之，沒有學會正確使用和維護刀斧的伙伴，是無
法通過中級考驗的。

《刀的保護及使用》
1．先要學會磨刀法，才有資格使用刀子。
2．帶刀時，有摺口的須關好，有刀鞘的須入鞘。
3．傳遞刀子時，要以刀柄授予對方，刀刃朝下，並待
對方拿妥後，才可離手。
4．不可把刀入火中燒烤，以免脫鋼。

☆團幹部特訓活動－趴趴熊小艇組員。8月28日瑞穗秀姑巒溪

5．用刀削木時，刀口要朝外。
6．不可利用鐵器或石頭等東西敲打刀背劈進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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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車 《活動》

阿
93/7/3至7/4
大人27人

山峰渡假－柏清健康世界
小孩12人

共39人

15輛 （RV5輛、拖車3輛）

93/8/7至8/8
大人127人

發

部落風光－格努斯休閒廣場
小孩79人 共206人

63輛 (RV13輛、拖車5輛)

頗大的風，考驗著露營人的裝備，正所謂挑戰才有趣，
亦留下深刻的回憶。
93/7/10至7/11
大人115人

牧陽風光－耀輝休閒牧場

小孩35人 共150人

57輛 （RV10輛、拖車6輛）

原住民部落的營地、教堂、老雜貨店及原住民口音的國
語真是親切的啦！
93/8/14至8/15
大人34人

馬術之旅－后里馬場遊樂區

小孩27人 共61人

17輛（RV4輛、拖車0輛）

牧場的大片草皮，柔軟平整，最適合親子同樂，或坐或
躺甚打滾皆不亦樂乎。
93/7/17至7/18
大人62人

夏日SPA體驗營－飛鳳園休閒農場

小孩32人 共94人

33輛(RV6輛、拖車3輛)

遊樂區內的營地吸引不少遊客，來觀摩露營車。晚上的北、
中慶生會更增加彼此的情感。
93/8/21至8/22
大人128人

森林之旅－平湖森林遊樂區

小孩92人 共220人

67輛（RV15輛、拖車7輛）
仲夏 的山泉泳池戲水及花園景觀的營地，親子共渡悠
閒的暑假。
93/7/24至7/25
大人114人

暑假游泳之旅－瑪琦休閒農場

小孩134人 共248人

59輛(RV6輛、拖車3輛)

由小朋友的水球大賽揭開了週末營，啤酒大賽情人節燭火晚
餐、慶生會。蚊子電影院，一連串的活動歡笑聲不斷。
93/8/28至8/29
大人27人

難得的標準泳池營地，炎炎夏日中享有著清涼的午後。
93/7/31至8/1
大人49人

白鷺絲的家－峨嵋湖

小孩17人 共44人

11輛（RV0輛、拖車1輛）

鄉野風情－鄉之旅渡假村

小孩25人 共74人

25輛（RV2輛、拖車2輛）

午後的大雨洗滌，顯得更加寧靜幽雅。
於渡假便是如此，整日無所是事，曬太陽，吹吹風乃休閒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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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三年十一、十二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11/6∼7
(六)(日)

動

名

牧場風光

稱 營
耀輝牧場

地 道

路

指

引 承辦單位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楊梅鎮115縣道左轉桃110 活 動 推 廣 1.品嚐乳製品(自費)
路標8k處左轉過平交道前 委員會
2.畜牧觀摩
進600公尺循指標前往
(一元)
Y 7日童軍團集會

11/13∼14 湖濱渡假之旅
慈湖生活農場
(六)(日) (11月份慶生會)

台7線5.8k處右轉前進400 活 動 推 廣
公尺處慈湖加油站(4.8k) 委員會
通過後注意大道藝術咖啡 (一元)
富田花園農場右場即達

1.登山健行
2.童玩製作
3.14日婦幼團集會
4.週五不開放

11/13∼14 牧場悠閒之旅
(六)(日)

顏氏牧場

中潭公路往日月潭方向過 中聯會
暨南大學右轉往桃米生態
村上山即達

1.寫生活動
2.慶生會(中聯會月例會)

11/20∼21 茶鄉之旅
(六)(日)

坪林金溪營地

台9線35.5k處右轉下

11/27∼28 河濱之旅
(六)(日)

鹹菜甕休閒農場 龍潭交流道下接台3線往關 活 動 推 廣 1.騎自行車，健行
西方向57.7K處轉中豐路 委員會
2.生態觀摩
(舊台3)於北二高架橋下左 (彭彭)
3.古早味特色餐(自費)

活 動 推 廣 1.品茗，健行，單車
2.欣賞茶園風光
委員會
(好馬)
Y 21日童軍團集會

入即達

11/27∼28 湖畔野營
(六)(日)
12/4∼5
(六)(日)

嘉義農場

三峽皇后鎮森林農場

12/11∼12 地質景觀認識
(六)(日)

貴子坑營地

自行前往

南 部 聯 絡 1.賞湖光山色
2.滑草，健行
處
3.垂釣

三峽鎮110縣道33.5K於成 大 會 籌 備
福加油站轉竹崙路(北109 委員會
需報名，詳細資料另行寄發
道)約1K左轉竹崙路95巷
即達
中央北路過復興崗後右轉 活 動 推 廣 1.登山，健行，賞夜景
稻香路過公車總站左轉上 委員會
2.12日地質景觀導覽
山即達
研訓委員

會
12/18∼19 山林風光
(六)(日)

老農夫休閒農場 106縣道接台2丙(北37)過 營 地 開 發 1.健行 2.垂釣，抓蝦
平雙隧道至雙溪轉102縣 委員會
3.拖車不宜
道33.7k右轉北39縣道約 (小熊)
4.18日集結進場，參閱網站
3.5k處
Y 19日童軍團集會

12/18∼19 春陽溫泉之旅
(六)(日)

太魯灣溫泉營地 過霧社往盧山方向84.5k處 中聯會

12/25∼26 聖誕夜未眠
(六)(日) (12月慶生會)

鄉之旅

右轉過橋循指標即達

1.泡溫泉
2.慶生會

北二高大溪交流道下接台3 活 動 推 廣 1.聖誕節家庭怖置比賽
線經員樹林轉台3乙線4.5k 委員會
2.化妝酒會(道具自備)
處
3.踩汽球比賽
(婦幼團)

4.BAR B. Q.&卡拉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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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主 委 吳國清（飛狼）

本屆起本會訊增加了新版本-各大

副主委 李文宗（鹿野）

委員會之工作報表；因為有部份
委員會尚無新資料，近幾期只有

副主委 沈彩蓉（沈白）

部份委員會有刊登新資料。

飛 狼

鹿 野

2004年度最新版本的會員名錄已
印製完成，已交由秘書處發放
中。

婦幼團九十三年度
十一、十二月份活動預告
團長 溫柔

活 動(一)： 童 玩D I Y
時間：93年11月13日15：00
地點：慈湖休閒農場
內容：敦請理事長Morio先生，教授以隨
手可得之材料，來製作簡易有趣
之童玩，不但發揮創意且增添生活樂趣。
材料：自備（小型空牛奶紙盒或果汁盒、剪刀、美
工刀＆尺。）
報名：現場報名（11月13日下午15：00前）
活 動(二)：變裝慶生酒會&家 庭(營 位)佈置比賽
時間：93年12月25~26日
地點：鄉之旅(25日PM10:00耶誕老人送小朋友禮物）
內容：耶誕樂音總能帶來歡愉，協會為了讓露營伙
伴們深刻感受此一氣氛，特舉辦耶誕節變裝
慶生酒會＆家庭（營位）佈置比賽來共同歡
度佳節。
*****變裝慶生酒會：個人將日常隨手可得物件或已
不再穿著衣物，加以利用，發揮巧思，加上飾
品點綴，變裝′塑成另類造型，增添活動樂
趣，也成為眾人注目焦點，自娛娛人。
*****家庭(營位)佈置比賽：以簡易材料，在全家共
同巧思及合作下，將露營車和營位裝飾得具獨
特風味。比賽評比取前三名，贈送精美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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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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