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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車 《廣告》

3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十日

理事長 毛利歐

前言

此次大會還特別安排一位濟

國際露營總會亞太地區

洲大學觀光系從大陸來的留

委員會自1996年起，分別由

學生擔任代表團的譯員，在

韓國、日本、台灣舉辦亞太

安頓後該生說明天有六位北

地區露營大會，今年輪到韓

京露營人士將會參加，我

國主辦，時間擇於10月29日

說：非常歡迎他們隨時來作

至11月2日，假濟洲島金剛山

為觀察員，了解國際露營總

度假中心(Geumgangsn

會的組織與露營的意義。

Condo)舉行，原本有15位會

代表團將行李安頓好，

員報名參加，由於韓國露營

徹夜趕工佈置場地，將國旗

車協會一直無法決定租用露營車的價格與數量，導致會

懸掛在中間露營車，協會會旗分掛左右兩台車車上，第

員紛紛取消報名，最後只有七位與會，勉強為我們準備

二天清晨起床顯得相當醒目，隔鄰的日本代表團看到我

了三台露營

們的佈置才趕緊的將他們的會旗佈置上去。

拖車。大會
場地位於濟

開幕式

州島西邊的

大會開幕式於30日下午5時舉行，此次大會由於韓

金剛山度假

國露營車協會在事前的一些準備工作遲緩，導致國外參

中心，營地

加人數只有總會會長夫婦、日本團五位、中華民國露營

是為了這次

休閒車協會七人、韓國本國參加180人，全場不到200

大會而臨時

人感覺有些

整 理 出 來 第九屆亞太露營大會假濟洲島金剛山度假
的，所以相 中心舉行

冷場，大會

當簡陋，衛浴設施多是利用度假村的房間。

營車協會張

式由韓國露
載宇會長主

出發─抵達營地
代表團一行七人於29日撘乘遠東航空公司班機直飛

持，濟洲島
副縣長應邀

濟州島，因

致詞，最後

為是晚班飛

總 會 會 長

機抵達機場

L

已 經 九 點

Dahlberg致辭後宣佈大會正式開始，並升各國國旗。

a

r

總會會長Lars Dahlberg致辭

s

半，再租車

開幕式後，就地舉行簡單酒會，同時進行晚會，表

趕到營地將

演傳統韓國帽子繩帶民俗技藝以及歌唱節目，參加人數

近11時，大

不多反而彼此更有交談的時間。

會工作人員
第二天隔鄰的日本代表團趕緊的將他們的
尚在等待，
會旗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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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露營車 《要聞》

理事、監事會議報告
秘書長 林逸昇（惡棍）

※會議：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周末營：93年12月4日（星期六）起會員於大會工作
人員導引下，陸續進駐營地。

場地，使大會的進行已先成功了一大半。
本次會員在新、好營地吸引下，報名非常的踴躍，

5日大會提供了豐盛、優質自助式早餐。

竟遠超過場地之承載量，使得大會在營位編排上煞費苦

由婦幼團、阿姑及小鯨魚夥伴帶動大、小朋友搓湯

心。當大會舉辦日期到來前，竟逢百年難得一見的冬颱

圓，提供甜、鹹圓仔湯。由鈴噹(大頭夥伴1/2)帶領

瑪都利來襲，增添工作人員操作之困擾。
在大風大雨中，由工作人員的進駐，展開了大會的

小朋友插花。
本會359團童子軍團並全力動員於開會期間帶領小小

序幕，相關的作業依序的執行，會員不畏風雨也逐一來

朋友(夥伴1/4)作團康，讓大人安心開會。

到營地。很快的颱風就通過了本島，隨著颱風的遠離，

(2)會員大會：93年12月5日（星期日）依照大會議程辦
理，上午9時起辦理報到手續，進行會議事宜。
此次辦理會員大會承蒙皇后鎮園地主檳榔王林憲君
先生大力協助，以極優惠方式，高格調的接待，優質的

會員更盡情的參與營區活動，會員大會也在非常舒適的
天候下順利完成召開。
活動完美的結束了，優美的場地，結實的工作團隊，
與可愛、忠誠又瘋狂的會員夥伴，是值得永遠回味的。

※會議：第七屆第六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
新會所已完成購置程序，協會明年度將有一個新
家。有位人士以無名氏名義捐款50萬元，將於新會所成
立圖書資料室。

(一)討論臺灣露營地手冊編列事宜
說明：請陳理事長盛雄說明
決議：本案俟與觀光局協調相關事宜後續辦。

(二)討論增加會訊發行量事宜
說明：請陳理事長盛雄說明

決議：每期會訊增加1000本發行。

(三)討論蘭州街新會所裝潢與成立圖書館
閱覽室命名事宜
說明：請陳理事長盛雄說明
決議：1.成立「山石文物圖書館」，並向世界各國
募集相關資料展出陳列。
2.蘭州街新會所於將本年度完成整修裝潢與
搬遷事宜，擬訂於94年1月1日啟用。

秘 書 處 報 告

秘書長 林逸昇（惡棍）

會員大會於12月5日三峽皇后鎮營地舉辦，徐主任委員守權、郭執行長冠雄已完成籌備作業。會所搬遷事宜即
將進行。

財 務 長 報 告
協會新會所已辦理過戶至協會的名義了，現在也

謝各位伙伴熱心捐款，會所才能如期完成。以下是近期

在裝潢中，將在年底前擇佳期遷入使用，屆時歡迎各位

捐款人員，也希望各位伙伴繼續捐助，因為還有貸款須

伙伴蒞臨新會所。(台北市大同區蘭州街30號4樓)也謝

償還。謝謝各位！！

理事賴溪（溪頭）
會員徐森堂(馬蓋先)

10,000
5,000

理事 王慶賢(杉林溪)
理事 孔信權(pony)

10,000
10,000

理事張英光(金仙)

10,000

名譽理事 江麗華(佳鑫)

18,000

名譽理事許著純(消防隊)

10,000

理事江達三(志明)

20,000

輔導理事長 林永雄(Kingmore) 60,000

常務理事 賈益堅(船老大) 30,000

活動副主委張清源(一元)

10,000

會員陳嘉拯(長頸鹿)

10,000

會員大久保國一(921)

30,000--2005年國際大會專款

善心人士捐助

500,000 會所特定裝潢款
5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十日

◎新會員簡介
編號

姓

名

台

號

推薦人

服 務 單 位 與 職 稱

861

章啟光

862

石嶺優

琉球

863

傅煌仁

小傅

864

林錦煌

中華

865

金孝裕

866

鄭博文

迦南

盧慧郎

迦南有限公司負責人

867

彭成鎮

萬能

林洵鴻

信達電器

868

葉日冠

老葉

馬國雄

永大機電

869

金寶

黃振容

高山青戶外用品公司設計師

備註

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主管
網路報名

依耐

晡悒鬫陪迨膝q負責人

正達國際光電課長
傅煌仁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學研究助理教授

網路報名

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劉大湖（大北）TEL：2303-6276

營 地 會 員 名 冊
吳厝楊家莊休閒農牧場

地址：楊梅鎮瑞原里12鄰91之4號

電話：03-4838510 傳真：03-4838792

電話：03-4758049 傳真：03-4755700

墾丁原始林露營區

金田農場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238-2號

地址：苗栗縣通霄鎮福興里4鄰33號

電話：08-885-1072

電話：037-782092 傳真：037-782234

福份山農園

鹹菜甕休閒農莊

地址：桃園縣大溪鎮光明里齌明街11鄰56-4號

地址：關西鎮牛欄河親水公園旁

電話：03-3908660 傳真：03-3801303

電話：035-171992

不遠山莊農場

台灣省農會休閒綜合農牧場

地址：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103號

地址：台中縣外埔鄉水美村山腳巷56號

電話：037-870889 傳真：037-876223

電話：04-26872724 傳真：04-26886131

好山好水

皇后鎮農場

地址：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4鄰53號

地址：台北縣三峽鎮竹崙路95巷2之3號

電話：037-824968 傳真：037-822747

電話：03-26682591 傳真：02-26681563

顏氏牧場

元音營地

地址：埔里鎮桃米生態村水上巷28號

地址：桃園縣觀音鄉新坡村17鄰38-12號

電話：049-2912041 傳真：049-2912041

電話：03-4984185 傳真：03-4984123

合歡營地

金溪營地

地址：台北縣坪林鄉水德村5-1號

地址：台北縣坪林鄉金瓜寮13-2號

電話：02-26656424 傳真：02-26658002

電話：02-26656088

嘉義農場生態渡假玩國
地址：嘉義縣大埔鄉西興村4鄰3號
電話：05-2522285 傳真：05-2521711
6

耀輝休閒農場

地址：桃園縣觀音鄉樹林村2鄰14-2號

露營車 《專題》

Morio

〈宣傳工作〉

〈大會期間宣傳〉

當承接了國際露營大會的主辦權之後，每個承辦國

藉由參加國

都必須面臨相同的問題，也就是三年後如何爭取到更多

際露營大會期

的參加者，尤

間，在營地醒目

其在亞洲地區

的地點設置宣傳

舉辦時，對於

海報，打響知名

歐洲人來講不

度。

像在歐陸那麼
方便，他們無

在比利時的大會場地上

〈設置宣傳攤位〉

法將露營車拉
來，更得要花
費一筆可觀的旅

協會的共同友人Mr. Frans

在營區場內
以及大會資訊處

費，雖然每個人都很想來，事實上都有困難，因為歐洲

設置宣傳攤位，

人每年要繳的所得稅高達40-60%，平時又注重生活品

大會期間每天由

質與休閒，所以很少人有儲蓄的習慣和能力。

團員輪值現場，

想要來參加的好友都得在三年前開始做準備，例如

隨時提供文宣資

協會的死忠好友──比利時的Mr. Frans 為了參加明年

訊、答覆各項問

的大會，忍痛放棄芬蘭與義大利的大會，將兩次旅遊經

題，並積極鼓勵

費結餘下來以便明年能夠再次與各位好友相聚。

其參加意願。

於大會資訊處設置宣傳攤位

〈舉辦酒會〉
〈宣傳摺頁〉

擴大舉辦「台灣之夜」酒會，邀請各國會議代表及

爭取到主辦

友人出席，請他們以組團的方式前來參加，這樣不但可

權之後的第一年

以降低成本，同時可以增加參與人數，是一項最為實際

宣傳工作就是印

的方式。

製宣傳摺頁，如

協會每年組

何將台灣的自

團參加國際露營大

然、人文景觀推

會，雖然外表看來

銷出去，第二年

像似旅遊團，其實

就要告訴各國露
營者如何從世界

每位團員到了國外
本會印製的宣傳摺頁No.1及No.2

每天幾乎從早忙到

各國到台灣、機場到營地、大會期間的活動行程、旅遊

晚，有時忙到連吃

活動、場地設施、氣候狀況、物價指數、營地週邊環境

飯的時間都沒有，

等相關資訊。

大家為了協會也期望台灣能夠走出去。

擴大舉辦「台灣之夜」酒會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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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定位系統終極探討
都是說廣告惹的禍，不然怎麼會繞著GPS的題目，
再度延申，也可再深入為大家介紹深入我們生活的
GPS。

用，基本上皆是由「定位」
功能的延伸。
一般來說接收器皆標榜可

全球定位系統（簡稱GPS）的研究始於60年代，當

同時接收12顆衛星，但基於地

美、蘇競相發射人造衛星，也發展出利用無波電波長與

形障礙最多只能收到10顆左

電波到達的時間，用三角定位法來計算位置，以前的無

右，其實我們只需要四顆訊號

線電基地台在地面，有什麼比高掛在天空的衛星有更好

強的衛星即可測得經緯度與高

的涵蓋面積。

度（俗稱三口），三顆只能求得

美國國防部從1978年開始發射衛星到1993年正式

經緯度，多接收的訊號有什麼用？多的訊號可以提高資

運轉，切期的開發是為了支持軍事，航空上的機能，但

料的準確度，另外由於衛星為非定位衛星，訊號的強度

到今天卻處處可見GPS的效能，待我細細說來。

會有變化，而接收器的功能在於計算較強的訊號以完成

GPS的系統可分為三部份：(一)為太空單元，(二)為地

定位資訊，不過因為導航衛星是用虛擬距離量測，所以

面控制站，(三)為使用者接收器。

誤差較大，只能參考。

（一）太空單元指的是太空中的GPS衛星，整套系統共

GPS的用途廣泛，只要是有關地面定位的皆可用

有二十八顆衛星（含正常運轉之二十四顆與備用

GPS來達成：

之四顆衛星）分佈在六個軌道面（見圖一），距離

用途，因為GPS仍有誤差，所以有關單位仍建議使用為

地球二萬公里之上

輔助系統，目前幾乎所有交通工具已將GPS列為基本配

空，以每12小時繞行

備，但我們仍需避免系統故障時的應變處理。

導航定位：運用於航空、車輛、航海等

地球一週，不斷的發

軍事用途：本是GPS最初發展的目的，目前更廣

射無線電波訊號其壽

泛的用於戰機、航鑑、戰車、軍事人員、飛彈等用途，

命大約8∼10年，由

一般來說軍用的接收器較精準定位，並有防干擾的裝

於衛星的相對於地球

置，1991第一次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只有20％是用

的位置不斷變動屬於

GPS導引的炸彈，而去年的第二次戰爭已有97％的炸彈

非定位衛星，衛星的

與飛彈是GPS來導引，精準的打擊軍事目標而非造成民

控制與訊號的修正也相對重要，則由地面控制站

眾的大量傷亡。

接手。

資源調查、大地測量、地圖製作：政府在各地建

（二）地面控制站其中包含一個主控站、三個地面天線

立GPS量測點，經量測點可比對座標變化，傳統的三角

及五個監視站，每個監視站均擁有GPS雙頻接收

測量，耗時且必須有明顯的地標，而GPS的量測完全超

器，原子鐘，感測器與資料處理機，24小時不停

越空間障礙，山區、森林的違法違規使用是無所遁形。

的追

籊C一顆衛星，每15分鐘算出平均數據送到

主控站來綜合名項數據，每八小時對導航衛星做

效，登山出遊最怕迷路，有了GPS

出軌道修正或是資料調整，衛星的訊號則由我們

隨時可以知道自己的位置，一遇到

使用者所持的接收器來使用。

困難要救助時，搜救人員可以準確

（三）接收器的種類繁多，大致可分為固定式與可攜
式，隨著近年來電子產業的發達，GPS接收器也
多樣發展更朝縮小化來進行，(見圖二，手表式的
接收器)，本文也將細細的說明GPS在生活上的運
8

登山定位與山海難救助，這一部份發揮很大的功

定位，目前接收器還把無線電與
GPS結合在一起，可以互傳座標
（見圖三）

（待續）

露營車 《會務》
主 委 張德源（多多）
副主委 溫財政（飛鴿）
副主委 莊豐富（豐力富）
多 多
露營時，無論是沈浸在山明水秀的美景裡，還是享
受和親朋好友共渡歡樂時光，這點點滴滴也隨著時間流
逝，如何補捉住美好的回憶，就只能依靠拍照把它留下
來，而怎樣的拍攝技巧才能完美的呈現一張賞心悅目的
好照片，就需要專人的指導及不斷的摸索練習。
現在的科技發達，照相機已經從傳統式進步到現在

主 委
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

熱門的數位式，不同的機
種有不同的功能及操作方
式，所以特別邀請攝影專
家吳嘉錕先生來為大家解
說各種攝影問題，及記憶
飛 鴿
豐力富 卡的使用方式。
研訓委員會所辦的各項研習課程，經常邀請各類專
家來幫大家上課，而且都是無條件免費來指導，我本人
非常感謝他們友情的贊助及無私的付出實感難得，請協
會同伴們，盡量把握這些難得的機會，並給予專家們熱
情的掌聲，
希望每次的研習都能圓滿成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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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年來及來年
本委員會接手一轉眼便過了一年，從一開始摸索，
請益到目前只是順手些，這一年也經過波折，不如意，
但也有各方的鼓勵和支持以及一直不斷的再調整，並徵
詢多方意見，為的是讓每個家庭能在週末營皆輕鬆愉
快，而要達全面滿意，不那般容易，但也是經各因素考
量如營地設施，收費，路程，氣候活動內容等整個委員
會皆戰戰兢兢的無不忽視，盡力達到夥伴們的理想。
在明年的規劃 ，除每月固定辦的慶生會及適時
地的北，中，南聯誼外，春節的中長程營，新春團拜，
母親節，端午節，中秋節，耶誕節時令節日及平日的蚊
子電影院，規劃出能全員參與，也需其它委員會支援，
使活動更活潑，大家庭的交誼更熱絡。另婦幼團亦是未

主 委 劉大湖（大北）
副主委 李文宗（鹿野）
副主委 朱浚源（小朱）
大 北

新進的露營家庭由（861）至（869）號
在這一年中，應該感謝所有會員對於協會的工作幹
部的配合度相當支持也希望明年配合更佳！

好 馬

眼 鏡

一 元

大肚魚

來的重頭戲，除上述既定活動的配合外，也在每月或不
定期為1 2及1 4在營地開闢日常生活小品，舉凡習
藝講座，親子同樂等，透過小小的節目，帶給每個家庭
在週末營有大大的生活樂趣，若再加上營地內外可運用
的資源，例如導覽，自行車道，古蹟文化，名產品嚐，
小型教學，這些外加上伙伴們挖掘功力，那用數學去算
便知，每個週末營參加就對了！
剛好這個週末營沒辦活動呢要做啥？告訴您再往下看！
每當在營地看到家庭成員，或開心笑合不攏嘴或悠
閒的無所事事或1 4功課不懂被修理，或忘了帶蔥或蒜
四處去找，或一到營地便兩夫妻吵嘴，本委員會看了是
一股強烈的成就感，滿足到微笑，〞這才是家庭 憛
種種的週末營，有熱鬧亦有閒靜，就如同古人
云：〞吃魚吃肉 撌R菜甲〞希望未來這一年，每週都能
有個充滿愉快的週末假日，這也是本委員會所努力與期
待的。
在這一年之中，也感謝老會員，
對協會引進新的會員，讓我們協會更
為茁壯！
真快！一年即將過去，在古早人
們傍晚相見時，都會互相問候一句：
鹿 野 “吃飯沒？”或“吃飽沒？”
聽起來多溫馨壓∼而在協會裡，
現在碰面，都會問一句：你年費繳了沒？沒繳快繳喔！
新的一年又即將來臨，你準備好了嗎？如何應應新的一
年，相信大家都過的很充實、很快樂。
（鹿野 執筆）
9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十日

台灣具備了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擁有最優美與最奇特

灣各露營地地址、電話及網址、GPS、營地照片、營區

的自然環境以及多樣化的人文景觀，並且在最短的時間

設備，並附有各營區之分佈圖，發行數量50000本，每

距離就可以到達。隨著週休二日制的實施以及休假日的

本訂價NT$100(含郵資)，本會提供線上訂購/傳真訂

固定，您可以隨心所欲地享受鄉間清新的空氣和體驗自

購，歡迎各位會友及早訂購，以免向隅。

然中許多有趣的事務。採用露營的方式，不論您走到哪

戶名：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裡，您能夠將露營地做為一個基地而從事鄰近地區的深

劃撥帳號：15433998

度旅遊。基於能讓各位會友了解台灣目前露營地現況，

地址：臺北市108漢口街二段90巷1號

由本協會理事長陳盛雄先生主編，資訊傳播主委蘇圳忠

網址：www.fccc.org.tw

編輯，彙整全台灣100多處露營地編著成┌台灣露營地

電話：(02)2389-5999

┘手冊，菊16開100頁精美全彩印刷，內容詳細介紹台

**劃撥後請傳真收據，詳列資料以加快處理速度**

2005年台灣露營地手冊即將於94年初出刊了，現在正密集進行中。
全書菊16開100頁採用特級銅版紙精美全彩印刷，
發行數量50000本，即日起至元月10日止接受廣告預約。 廣告收費一覽表
預約電話：
版面
尺寸
收費
備註
資訊傳播主委蘇圳忠(福豹)(02)2212-1284
封面內頁 19x13cm
30000元
全彩
出版事務主委吳國清(飛狼)0937-862-669
封底
19x13cm
30000元
全彩
封底內頁
內頁
1/2內頁

誠徵廣告

精
品無價
精品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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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彭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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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9x13cm
19x13cm
9.5x13cm

FCCC
協會縮寫

20000元
10000元
6000元

150
會籍號碼

全彩
全彩
全彩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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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營車 《藝文》
煤油燈下夜語

Trip to Finland
BY: Sandy Wu

2004/07/29

tea together with our friends. Uncle Chen and other

In the morning, we have our breakfast with the

members seem to know everybody here. One staff

boss of the hotel. We have eggs, bread with

comes from Finland his name is Veijo. He is popu-

cheese and ham, and a bowl of warm milk with oat-

lar, and every one in the FICC Camping Rally

meal. The boss here seems to have very bad

knows him. Suddenly, Uncle. 華山 yell at as “ I

English, but he just keeps kept talking. He is friend-

have a surprise for all of you!” Then, he brings us

ly. I like the decoration in their house. There is a big

into the Oulu Halli and into a small room. Guess

chess on the table, witch looks cool. The flowers

what? It is our packages! We are so happy

outside the garden look beautiful too. I like this

because we find our things. Thanks God.
I’m so sleepy, and I couldn’t wait to sleep. I

hotel really much. Even though it is a little small…
We leave that hotel and drive the car to Oulu.

look up to the sky, but it’s still bright. I didn’t

Finlander called Oulu the second capital of Finland.

know what time is it, so I think that it must be early. I

We see a hall which is called “Oulu Halli”. Oulu

almost doze off! Why the sky is still bright? I

Halli is a sport centre, and our caravan is in front of

couldn’t wait any more so I ask “dad what time is

the centre. That will make us very convenient,

it?”

because that is the only place that you can take

My dad answered “It’s 12’O clock at the

shower. That is the only place, which people do

night!” Is he kidding? 12O’clock at the night with

Performance there. Behind our campsite is the

bright sky, but any way I take a sip of water then tell

place, which you can get water from. I believe

my self to go to sleep. Finland is really a mysterious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place!

Living in a caravan car is not easy. You will

TO BE CONTINUED…

have to get the water your self. You will have to
cook yourself, because everything in Finland is

2004/07/30

expansive. One bottle of coke can cost you two

Today we have a great breakfast, which my

euros, and 2 euro two euros equals to 80N.T $! In

father had cooked – rice porridge. Rice porridge is

Taiwan, one bottle of coke only costs 15 N.T$! That

the Chinese food, so it’s impossible for you to find

is why we had instant noodle for dinner. Any way I

rice porridge in Finland. We haven’t tasted the

believe that it will be fun to live in a caravan car. It’

Chinese food for so many days. We can only find

s my first time to live in a caravan car!

potatoes in Finland, and we don’t like it. The rice

Uncle. Chen tells me that we will need to build

porridge taste (tasted) so good suddenly, in Taiwan

a tent outside of our caravan cars. I help them with

I will never like to eat this. I may (can) like potato

it. Uncle. Chen says that we need this tent because

better then rice porridge in Taiwan! Now, I find how

next year the FICC Rally will be in Taiwan. Some

bad potato taste. (…) I couldn’t stand to eat ham-

people might like to ha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burger and potatoes every day! That proves me a

Taiwan. That is why we need this tent. We have

real Taiwanese.

tables and chair under the tent, so we may drink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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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丁

∼團務報告∼
●本團“九三年技能研習營”由謝常明(亨利)副團長主
持，如期於9月17日在汐止山豬農場舉辦，共有學員
49位及服務員21位，共計70位伙伴參加；本營隊今
年特別邀請到才主持過台北市童軍會”專科考驗營”
及”高級考驗營”之任繼孔團長，來帶領本團12名高
級以上男女童軍，進行兩天兩夜野外特訓活動。
●恭喜林楷翔、許思涵、林曉微、黃圓婷及楊宜蒨等五位
伙伴於“技能研習營”通過考驗，晉升中級童子軍。
●恭喜服務員張思 (休閒)伙伴參加台北市第十七屆女
童軍服務員基本訓練(93.10.2~3、8~10)合格；並於
11月7日升任女童軍副團長。
●本團參加台北市童軍會主辦之“93年夏令專科考驗
營”，考取相關專科章名單如下：
露營－翁啟彭、吳懿恩、郭奕辰 ;游泳－郭奕辰 ;生
態保育－楊駿宗
●恭喜郭奕辰、吳懿恩及翁啟彭等三位伙伴於今年”世
界童軍第47屆空中大會”晉升「獅級童子軍」，本團
將於近期為其及家長各別頒章表揚。
●恭喜本團張伊婷、施靜宜、郭奕辰等3位伙伴，參加
中國童子總會主辦之“93年夏令園藝研習營”，如數
考取園藝、植物及地球科學專科章等相關專科章。
●為因應明年參加高中及大專學測之伙伴提前請長假準
備考試，本團幹部職務部份調整如下，並於11月7日
起生效：
行義聯隊長：吳懿恩 行義副聯隊：張伊婷、翁啟彭
童軍聯隊長：施靜宜
野狼隊－小隊長：廖健富 副隊長：江欣儀
飛龍隊－小隊長：王萍懿 副隊長：柯致丞
飛虎隊－小隊長：王冠懿 副隊長：謝 縉

【童軍小常識】高級考驗營：
一位中級童子軍經過六個月以上的高級訓練，經團
長認可，始可由榮譽義庭推薦參加縣市理事會舉辦之
“高級考驗營”。
以本團登記之台北市童軍會而言，在每年寒暑假均
會舉辦一至二梯次的“高級考驗營”；現行的考驗營為
期6天，8人一隊住宿帳篷炊煮自理，考核非常嚴謹，規
定參加伙伴必須通過個人考核表內全部共56項的考驗才
算合格；因此，在每梯次的營隊(約近200人)中，僅有
極為少數的伙伴能一次通過考驗。

∼歡迎大家加入359團童軍家族的行列∼
每一個不同年代的孩子，有他們自己的溝通語言與方
式。而無遠弗屆的網路世界已成為現代孩子們生活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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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環。359團童軍家族的成立，就是在童軍團孩子
們的簇擁下所成立的網路溝通平台。
我們也希望家長及關心359團的好友們，能共同加入
這個園地，看看孩子們在說些什麼!關心什麼! 團部也會
不定時的發送最新的訊息，讓夥伴們知道團集會應注意
的事項與童軍會的各項研習資訊。同時各位如果有任何
的意見，也可以藉著家族來向團部反應。

加入家族的方法，請依下列步驟辦理：
1 到雅虎奇摩的主網頁，申請一個網路信箱的帳號。
2 知道自己的帳號與密碼後，回到雅虎奇摩主網頁，在
『社群』的欄位中，點選『家族』項。
3 在家族的網頁中，畫面左邊有一個『會員專區』，如
果是第一次登入，請點選『我要註冊』
4 再填寫自己的帳號與密碼，先成為奇摩家族的一份子。
5 使用『家族查詢』鍵入『359』即可快速查詢出『休
閒車童軍 台北市第359團』
，請點選進入。
6 在畫面右上角，有一個『加入此家族』請點選後填寫
『加入的原因』及『自我介紹』(一定要填寫，否則會被
踢出家族!因為本團公約規定『不得匿名』)，後送出!!
7 恭喜你完成所有步驟，成為359團家族的一員!!!同時
也可以利用家族中的『酷連結』到團裡的『影像紀錄
社群』看看孩子們在童軍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在孩子的成長的過程中，童軍活動是大部分伙伴們在
煩悶的求學生活中，一個調劑身心並與四方好友交換
心得的機會。對我們家長而言，藉由童軍的集會與協
會的好友相聚，並增進親子間的互動，全家各取所
需，一舉數得。現在又多了網際網路的溝通管道，多
方面的了解孩子。多一些包容，試著用孩子的眼睛看
世界，你將會發現不一樣的收穫。

最後團部要請各位家長注意的事項有：
１當孩子說要上童軍家族網站的時候，一般而言『五分鐘』
應該足夠了解團裡的新資訊，超過這個時間您就得注
意，孩子可能又遨遊在漫無邊際的網路世界之中。
２在團集會以外的時間，所有以童軍為名的聚會，團部
均會以『正式文書』通知家長。
－亨利－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露營車 《活動》

阿
93/9/4至9/5
大人84人

生態之旅-紅樹林休閒農場
小孩43人

共127人

42輛 （RV5輛、拖車4輛）

淡水河邊，清風徐來，視野又寬廣，或在營地內渡個悠
閒的午後，或到臨近淡水老街半日遊兩相宜。
93/9/18至9/19
大人48人

校園之旅－平溪國中

小孩16人 共64人

25輛 （RV3輛、拖車2輛）

平淡的營地卻有豐富的人文景觀，只要踏出營地或到平
溪老街或到菁桐老車站，全家皆有不少收獲。
93/10/2至10/3
大人24人

果園景緻－金田農場

小孩10人 共34人

13輛(RV6輛、拖車0輛)

三合院後方的花園便是營地，瓜棚下暢談怎一個樂也！
93/10/2至10/3
大人21人

羊之旅－吳厝楊家莊

小孩8人 共29人

12輛(RV0輛、拖車1輛)

牧場邊的營地，各式的小動物就在營位旁，加上各式季
節性花卉點綴的熱鬧繽紛。

93/10/9至10/10
大人113人

發

山水之旅－大溪福德休閒農場

小孩66人 共179人

57輛（RV5輛、拖車2輛）

臨大漢溪加上夜間的崁津大橋夜景美麗之至，營地主人的私
釀及溪中的水產烹調真是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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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幽之旅－福份山休閒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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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輛 (RV10輛、拖車3輛)

這次週末營福份山（台號）為大伙辦了從未有的體驗〞
夜間導覽〞豐富的行程及美麗的夜景，留下了深刻印
象。福份山伙伴，我們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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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風光－九斗村休閒農場

小孩42人 共102人

29輛（RV4輛、拖車2輛）

大小朋友期待的營地，燒餅伙伴再次舉辦水火箭比賽及營地
的抓泥鰍，全家都樂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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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四年一、二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1/1~2
(六)(日)

動

名

稱 營

森林之旅

地 道

路

指

引 承辦單位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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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備用水，衛浴
前左迴轉經橋下過小橋右 （眼鏡）
轉直行即達

親子嘻遊記
1/8~9
(六)(日) （北中聯誼）

1/15~16
(六)(日)

尋幽之旅

1/22~23 自行車逍遙行
(六)(日) （1月份慶生）

1/22~23
(六)(日)

農場風情

大聖渡假遊樂世 北二高竹林交流道下往竹 活 動 推 廣
東方向接台2線再轉122縣 委員會(好馬)
界
道循指標前進即達
研習訓練
委員會
福份山休閒農場 大溪員樹林齋明寺左入

活 動 推 廣 走古道，訪大溪
委員會
（一元）

快樂農場

北 二 高 龍 潭 交 流 道 下 接 營 地 開 發 1.單車，兒童遊戲區
113縣道指標25K處右轉接 委員會
2.軟陶教學（自費）
桃66縣道0.9K處芃芃幼稚 （小熊）
3.垂釣
園旁

嘉義農場

台3線往大埔方向循指標前 南 部 聯 絡 1.蚊子電影院欣賞
往
處
2.山地歌舞表演

（昆蟲）
(需報名)
1/29~30
(六)(日)

地質景觀之旅

1.生態探索
2.機械式遊樂設施（自費）
3.動物表演秀
Y 9日童軍團集會

貴子坑營地

3.湖畔垂釣

北投中央北路過復興崗後 活 動 推 廣 1.地質景觀欣賞
右轉稻香路過公車總站左 委員會
2.插花教學
轉上山即達
（彭彭） （請向溫柔或黑珍珠報名）

3.婦幼團集會
2/5~6
(六)(日)
2/9~13
(三)(日)

家庭清潔日
新春營

鳳凰露營區

鳳林鎮中正路右轉大進街 活 動 推 廣 1.縱谷濱海深度之旅
直行接水源路即達
委員會
2.單車，健行

3.光復糖廠，馬太鞍，瑞穗
溫泉，自由行
2/19~20
(六)(日)

新春團拜

九斗村休閒農場 66號快速道路在頭洲交流 活 動 推 廣 1.新春團拜（請備紅包）
道下走慢車道遇涵洞左轉 委員會
2.有機蔬菜品嘗
過涵洞循指標前進
3.請各家庭自備晚餐集合吃
團圓飯
Y 20日童軍團集會

2/26~28 牧場悠閒之旅
顏氏牧場
(六)(一) （北中南聯誼）
（2月份慶生會）

中潭公路往日月潭方向過 活 動 推 廣 1.登山，健行
暨南大學右轉往桃米生態 委員會
2.咖啡品嘗
村上山即達
中聯會
3.桃米生態導覽文化介紹

南部聯絡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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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營

1.時間：2 9∼13 2005
2.地點：花蓮縣鳳林鎮鳳凰露營區
3.活動採報名制以利統計車輛及聯繫 即日起請向活動副主委眼鏡報名m
4.集合時間地點再上網公佈或自行前往
今年春節仍採定點營地再以放射性深度旅遊，此營地為花東縱管處新開發營區，依山傍水，風景秀麗，寧靜幽
雅，位處縱谷中心點，且距鳳林僅五分鐘車程，採購方
便，沿台九線北上或南下途中皆有觀光景點亦適合至車站
安排鐵路之旅，臨近特色小品也值得探索。
即使是營地週邊，單車，健行，造訪小鎮，也是春遊
不錯的選擇，總之只要帶著春日愉快的心情，相信此行必
將裝滿心靈行囊，共享天倫！
最後特別感謝花東縱管處在此年節之際提供協會此得
天獨厚的專屬營地。

活動推廣委員會（婦幼團）
活動預告
溫柔＆黑珍珠
（一）婦幼團將於1

30上午10：00於貴子坑營地

舉辦插花教學（盆景設計）並邀請這方面專
業的鈴噹老師實材教授指導，春節將至希望
藉由此活動1

2們可為家中增添些年節氣

氛。
因需事前準備材料請於即日起開始報名以利
於採購，活動只酌收工本費請各位1

2把握

機會提早報名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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