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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所請你來坐
一年來經過大家的努力，終於有個屬於我們自己的
「溫馨小家」，他座落在台北市蘭州街30號4樓，從元月

空的時候回家休息一下，它就在台北橋下加油站的後
面。

18日起協會就喬遷到新居為會員做更好的服務。新會所

山石紀念圖書館的硬體已經完成，軟體的部分現在

的四樓規劃為會客室、辦公室、山石圖書館、茶水間，

開始建立，歡迎會員踴躍提供，諸如休閒、旅遊、露

五摟為會議室、倉庫、休閒陽台，協會是大家的，會所

營、登山、童軍等戶外活動的書籍、影帶、DVD，皆所

也是大家共同出錢出力買來的，每位會員都是主人，有

歡迎。

會所簡圖

山石紀念圖書館

溫馨小家－台北市蘭州街30號4樓 TEL：(02)2553-2009 FAX：(02)255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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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車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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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理事、監事會議報告
秘書長 林逸昇（惡棍）

※會議：第7屆第7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
時間：93年10月12日(星期2)

3.本（13）屆全國大露營成果報告。

地點：本（協）會會議室

4.討論第7屆第2次會員大會籌備事宜。

主席：陳理事長盛雄

5.通過本會359團童子軍團改隸研習訓練委員會。

出席：常務理事(11位)－實到：7位

請假：4位

常務監事( 3位)－實到：1位

請假：2位

會議紀錄：

6.通過本會為購置臺北市蘭州街會所，向上海商業
銀行敦化分行貸款新台幣參佰壹拾萬圓整。
7.通過蘭州街新會所整修工程委由會員郭加福先生

1.審核協會93年9月財務收支案。

承包。

2.審核協會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會議：第7屆第8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
時間：94年1月18日(星期2)

本會與會期間將舉行接旗儀式，應擴大辦理，希

地點：本（協）會會議室

望各理、監事及會員踴躍參加，增加團隊陣容。

主席：陳理事長盛雄

另推舉團長為陳理事長盛雄，領隊為劉主委恆

出席：常務理事(11位)－實到：10位
常務監事( 3位)－實到： 1位

請假：1位
請假：2位

會議紀錄：
1.審核協會93年12月財務收支案。
2.審核協會4名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昌，並為國際組會議代表。
4.協會會訊加頁增量發行，調整廣告刊登收費辦
法。
5.本會新會所於（94）年1月23日辦理落成啟用酒
會，預算壹萬元額度，採外包方式。

3.參加本（2005）年第69屆國際露營大會組團，因

秘 書 處 報 告

秘書長 林逸昇（惡棍）

1. 93年10月份

2. 94年1月份

※ 2004/10/12召開第7屆第7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

※2005/1/18召開第7屆第8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

會。
※本（協）會新製會帽男、女式各乙批，交貨完成，將
於會員大會對會員發放。
※即將召開會員大會，請各委員會準備提交下年度預定
工作計畫。
※辦理搬遷新會所作業準備進行，為便於作業及有效利
用新會所空間，搬遷時會內器材將分二處存放。（預
定2005年國際大露營相關器材裝備將存放盧副理事
長慧郎於三重之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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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於本（94）年1月14日進行搬遷，相關作業交由
廠商外包處理，議定全程卡車2輛，費用37,000元。
※新會所需要補充傢俱設備，籲請各界贊助。
※協會電話更新3個門號。週4晚間值班，請秘書處、活
動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幹部安排輪值事宜。
※會所搬遷事務繁雜，彭秘書萬錦著力甚多，後續仍有
許多事務待處理，請各位夥伴予以協助。

露營車 《會務》

財 務 長 報 告
財務長 阿不拉
我們已經於元月18日搬遷到蘭州街30號4樓新會所了。也在元月23日（星期日）下午舉行慶祝酒會，會員出席
相當踴躍，可以想像大家對協會之認同參與，真是讓人感動！希望各位會員有空時常來協會走走，圖書館近日內也
會陸續增添一些相關書報，供大家閱覽，歡迎您們的到來。當然；捐款之動作我們也還持續在做，希望大家再接再
厲“出錢出力”。近期捐款名單如下：（元

常務理事
第二任秘書長
理事
名譽理事
會員
會員
會員擴展主委

版面
封底全版
封底1/2版
封面內頁全版
封面內頁1/2版
封底內頁全版
封面內頁1/2版
內頁全版
內頁1/2版
內頁1/3版

許聰樟(內山)
吳卿輝
徐守權(普派)
葉彥秀(兩百)
林洵鴻(七七)
黃金標(阿標)
劉大北(大北)

25日止）

30,000
10,000
30,000
10,000
5,000
5,000
10,000

尺寸(公分)
24.5x17.5
12x17.5
24.5x17.5
12x17.5
24.5x17.5
12x17.5
24.5x17.5
12x17.5
8x17.5

印刷
全彩
全彩
全彩
全彩
全彩
全彩
全彩
全彩
全彩

會員
王明倫(阿米哥) 10,000
名譽理事
吳進賢(喜悅)
5,000
名譽理事
張立坤 (小野狼)
2,000
吳亭瑩
（CP之女兒）
10,000
副秘書長
柯錦城(Space Gear) 5,000
另外大久保國一(921)再捐會務
30,000
活動推廣副主委
廖三寶(好馬)
10,000

刊登費用
$15,000
$8,000
$12,000
$6,500
$12,000
$6,500
$9,000
$5,000
$4,000

備
註
連登三期9折優待
連登三期9折優待
連登三期9折優待
連登三期9折優待
連登三期9折優待
連登三期9折優待
連登三期9折優待
連登三期9折優待
連登三期9折優待

出版事務聯絡電話:0937-862-669 吳國清(飛狼)
收費辦法：
1.每連刊三期可享九折優待。
2.於第三期出版時，寄收費清單給廣告商，並於一周內以現金或即期支票付款。
3.若未按時付款之廣告，本會應於下期起停刊。
4.對於只刊一期或二期之廣告商，應於當期刊出後，於一周內以現金或即期支票付款。
5.以上收費辦法經94.01.18.第7屆第8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在案，將於第82期起採用新收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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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簡介
編號

姓

名

台

號

推薦人

870

陳玉霖

871

董國俊

董A

中江

872

林敏生

麵條

彭建忠

良澔科技 業務

873

吳素芬

小芬

網路報名

國金企業 助理

875

陳建源

吉米(Jimny)

鹿野

網路報名

服 務 單 位 與 職 稱

備註

九太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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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觀音鄉樹林村2鄰1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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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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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輝休閒農場

老農夫生態休閒農莊

地址：嘉義縣大埔鄉西興村4鄰3號

地址：台北縣雙溪鄉魚行村丁子蘭坑50號

電話：05-2522285 傳真：05-2521711

電話：02-24930266 02-24930275

露營車 《專題》
親愛的露營朋友
我們以非常榮耀的心情，來迎接第70屆國際露營大會，選擇在台灣花蓮鯉魚潭營地舉行。
台灣位處於亞洲大陸東南隅的太平洋上，面積雖然不大，但因為北回歸線通過此地，溫暖的海洋
氣候孕育出最豐富的自然景觀，從海岸、平原、丘陵、峽谷到高山，呈現各種不同的生態系，是北方
寒帶生態的南限，南方熱帶生態的北限，在18,400餘種野生動物中將近20%是台灣特有種。
在人文景觀上展現多元化，人口包含漢人、榮民和原住民，其中以原住民文化最具原始特色，另
外縱谷的田園景觀四季盎然，各種產業交互輝映。
在此竭誠地歡迎你來參加大會，也期望能夠有個愉快的停留，更希望你能夠留下美好的回憶。
誠懇地祝福妳

交通部觀光局局長

蘇成田

親愛的露營朋友
花蓮縣全體縣民都感到非常榮耀，第70屆國際露營大會將於2005年10月7日至16日，假本縣鯉
魚潭營地舉行，本人至感榮幸能以縣長的身份有機會邀請你來參加大會。
花蓮縣有全國最美麗而自然的景觀、有原始性的森林、有永續性的生態環境、有多樣性的生物
棲息地、有豐富的原住民文化、有富饒的田園景觀以及最適合於露營活動的亞熱帶氣候和露營地。
大會期間我們將展現最具代表花蓮縣的地方文化特色活動與地方產業，尤其是熱情豪邁的原住
民族，正展開雙手歡迎你的光臨。
花蓮縣再次的歡迎你，並期望你有個美好的假期和留下甜蜜的回憶。

花蓮縣縣長 謝深山
歡迎參加第七十屆世界露營大會
尤記得1991年世界露營大會第一次在台灣東北角福隆舉辦，這個秋天我們將有幸與台灣的露營
朋友再次相聚，此次大會是由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邀請在台灣東部距台北250公里遠之花蓮鯉
魚潭營地舉辦之第七十屆世界露營大會。
此次也將在露營大會的歷史中留下里程碑。 它將是歷屆大會最靠近南方的地點，離北回歸線極
近的距離。 吸引我們的不僅是破記錄最靠南的大會地點，同時沿太平洋的最奇妙的岩岸風景、位於
中部山區最接近台灣豐富原住民文化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各項的驚奇等待你的欣賞、發覺、感受同時也讓第七十屆
世界露營大會成為令人難忘的事件。
我要特別感謝交通部觀光局、花蓮縣政府與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他們誠摯的邀請世界各國露營愛好者在花
蓮相聚，同時也要感謝無數的義工為前置作業而忙碌以確保我們在台灣時有一個安全又舒適的假期。
僅代表世界露營總會，誠摯的邀請每個人來參加這一個非常特別的國際露營大會。
我確信每一參加者在其他露營人士的陪伴下將有個值得紀念的假期。
希望2005年你有一個安全的旅遊到台灣！

世界露營總會會長 Lars Dahlberg
親愛的露營朋友
以最熱忱的心歡迎各位參加今年10月7日至16日，假花蓮縣鯉魚潭營地舉行之第70屆國際露營
大會，大會地點距離北回歸線不到50公里，此次大會將是F.I.C.C.史上最南端的國際露營大會。
營地是個充滿自然的環境，每天各種不同的蝴蝶和小鳥將伴隨在你的身旁，營地的後方為池南
森林遊樂區和泰雅族的村落，你可以散步鯉魚潭畔、健行於森林遊樂區或造訪泰雅、阿美村落，隨
心所欲的享受休閒生活。
大會期間共安排四個全日、兩個半日旅遊行程，露營者能夠縱情於太魯閣峽谷之峻、花東田園之美、太平洋岸之
偉、秀姑巒溪之險、慶修院之靜、海洋世界之樂。每個晚上有不同原住民的歌舞、台灣民俗技藝和現代樂舞表演。
總之2005的大會將是個「感動在北回歸線上的國際露營大會」，真摯地歡迎你！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理事長 陳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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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 0屆FF ICC世界露營大會報名表
70th FICC Rally 花 蓮鯉魚潭營地
參加編號

時 間： Oct. 7 - Oct. 16, 2005

姓名

會員編號

CCI 號碼

郵遞區號
地址
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

行動電話

1.

斜頂木屋營位（供四人）

2.

NT$4,000提供兩套睡袋用品，掛勾帳
棚使用，每增一人加 NT$1200
（用品離營地繳回）

3.

汽車露營營位營地費

金額： NT$:

旅館∕民宿

單/雙人房：NT$14,400 (10天）

新臺幣$2,000

姓名

參加費

隸屬協會

三人房：NT$20,800
關係

出生年月日

四人房：NT$23,040

身份證字號

大人新臺幣壹仟五百元
青少年 12-17 歲
新臺幣七百五十元
12歲以下免費
（依足歲至活動前一天）

每個營位以一部車六人為限,超過六人請另分營地
Aug. 10, 2005以後報名需加20%附加費用

總金額（營地費＋報名費＋附加費）

注意事項：

大會開始前28天(9/9)取消報名,費用退還90%，（退費時間以郵戳/傳真記錄為準）
大會開始前8天至前27天(9/10~9/29)取消報名，費用退還50%。
大會開始前7天(9/30~10/6)取消報名，不退費用。
參加者需具備有效之2005年國際露營卡(camping card international）
各項費用請經由所屬協會∕俱樂部轉交至主辦單位。
旅
編號

遊

行

程

日期

人數.

$(大人/小孩)

A.

10/11

10/12

10/13

10/14

NT$980

B.

10/11

10/12

10/13

10/14

NT$980

C.

10/11

10/12

10/13

10/14

NT$1,200

1.

10/11

10/12

10/13

10/14

NT$1,200

2.

10/11

10/12

10/13

10/14

NT$1,200

3.

10/11

10/12

10/13

10/14

NT$1,200

4.

10/11

10/12

10/13

10/14

NT$1,200

5.

10/16~10/20 (5 days 5 nights)

金額

（限大人）

NT$20,800

****5天5夜會後旅遊價錢是根據雙人房，如不願與他人分享房間需另加 NT$9,600
總計：（總金額＋旅遊費用）
本人與家族成員將遵從大會規則。本人下署名者自動放棄對舉辦大會協會追索因意外,疾病，失竊
及不可預期的天然災害所衍生責任。
簽名：
日期：
8

金額

露營車 《專題》
旅遊行程
行程編號 A: 阿美麻薯體驗半日遊 (上午8:00 集合）
花蓮鯉魚潭露營場地接ㄜ搭乘巴士前往阿美麻薯-宗泰食品-大理石工廠-七星潭踏浪撿石
-七星柴魚博物館（午餐）-送回花蓮鯉魚潭露營場地。
行程編號 B: 花蓮古蹟文化巡禮半日遊 (上午8:00 集合）
花蓮鯉魚潭露營場地接-搭乘巴士前往慶修院-花蓮縣立文化中心-大理石工廠- 松園別館
（午餐）-送回花蓮鯉魚潭露營場地。
行程編號 C: 花蓮海洋世界一日遊 (費用不含午餐) (上午8:00 集合）
花蓮鯉魚潭露營場地接-搭乘巴士前往海洋世界-午餐（自費）--送回花蓮鯉魚潭露營場地。
行程編號 1: 花蓮峽谷.太魯閣觀光一日遊 (上午8:00 集合）
花蓮鯉魚潭露營場地接-搭乘巴士抵達:太魯閣峽谷觀光-長春祠-燕子口-九曲洞-大理石橋-天祥（午餐）-大理石工廠-七星潭-石雕公園,送回花蓮鯉魚潭露營場地。
行程編號 2: 東海岸國家公園1日遊 (上午8:00 集合）
花蓮鯉魚潭露營場地接-搭乘巴士前往東海岸國家公園觀光-芭崎展望台-磯崎（午餐）石梯坪-八仙洞-石雨傘-三仙臺-瑞穗-花東縱谷-送回花蓮露營場地。
行程編號 3: 花蓮清流泛舟1日遊 (上午8:00 集合）
花蓮鯉魚潭露營場地接-搭乘巴士前往瑞穗泛舟遊客中心-瑞穗大橋開始-奇美休息（午餐）
-大港口長虹橋-上岸-更衣-送回花蓮鯉魚潭露營場地。
行程編號 4: 花東縱谷一日遊 (上午8:00 集合）
花蓮鯉魚潭露營場地接-搭乘巴士前往花東縱谷-林田山文史工作室懷舊之旅-瑞穗牧場瑞穗溫泉浴(自費)-午餐-舞鶴茶園-光復糖廠自費品嚐冰品/鳳林剝皮辣椒-賦歸送回花蓮露營場地。
行程編號 5: 會後五日旅遊 (五天五夜環島旅行)
花蓮鯉魚潭露營場地接往台東方向，繞行南臺灣至終點臺北，沿途享受臺灣美麗風景。
報名須知：
１：斜頂木屋營位與旅館以國外參加者為優先考量，國內參加者以汽車露營營位為優先考量，報名
完成手續及繳費者依順序優先安排營位。
２：費用以全程十天計算，提前離開無法退費，請利用年假與特休假，來享受露營旅遊。
３：斜頂木屋營位如有空位，不需睡袋與營帳，費用以NT$2000計（同汽車營位）。
４：旅遊行程請提前報名以利車輛調度，如有空位才接受現場報名。
５：10/10 下午 ５:００（時間待確認）有安排臺鐵加掛車廂，由花蓮返回台北，如有需要請預約
（費用自理NT$600，包含巴士至花蓮火車站）。
６：10/14 晚上 ７:００（時間待確認）有安排臺鐵加掛車廂，台北至花蓮請預約（費用自理NT$600
包含巴士至鯉魚潭營地）。
７：10/16 中午 １２:００ 有安排臺鐵加掛車廂，花蓮返回台北，如有需要請預約（費用自理NT$60
包含巴士至花蓮火車站）。
８：報名請詳填各項資料，以利聯絡與保險作業。
９：報到通知單將於九月中旬寄出如九月底未收到請聯絡協會補寄，活動內容請參考協會網站
www.fccc.org.tw 。
１０：如遇不可抗拒之外力（如颱風，傳染病...等），以政府建議為準，大會有停辦之權利，如遇
上列因素至活動停辦者將扣除10%行政費用後，餘額全數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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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活動時間表
請參考大會手冊節目表內之時間及地點自由選擇參加活動項目
日期

星期

時間

１０月６日

四

１２：００

營地開放，開始報到

１０月７日

五

０９：００

營地活動﹣營地走透透

１６：００

各國領隊會議

１９：００

迎賓之夜﹣歡迎晚會

０９：００

營地活動﹣趣味競賽

１５：００

大會開幕式

１９：００

台灣之夜晚會

１０：００

大會主題會議『露營與環境』

１４：００

水果大餐及酒會﹣台灣本土水果

１９：００

原住民之夜晚會

０９：００

營地活動﹣益智遊戲

１９：００

台灣民俗表演晚會

０８：００

露營旅遊行程一日遊與半日遊

１９：００

花蓮洄瀾之夜晚會

０８：００

露營旅遊行程一日遊與半日遊

１９：００

爵士音樂晚會

０８：００

露營旅遊行程一日遊與半日遊

１９：００

藝術表演晚會

０８：００

露營旅遊行程一日遊與半日遊

１９：００

國際之夜晚會

０９：００

營地活動﹣趣味競賽益智遊戲

１６：００

大會閉幕式

１９：００

惜別晚會

０９：００

大會會後旅遊活動﹣環島五日遊開始

１２：００

營地關閉

１０月８日

１０月９日

１０月１０日

１０月１１日

１０月１２日

１０月１３日

１０月１４日

１０月１５日

１０月１６日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活動項目

珍重再見

大會觀光巴士
時間：１０月７日至１５日 整天
為方便大會露營與會者到花蓮市區遊覽，於大會期間安排免費接駁公車，每天從上午
九點開始至晚上九點止，從鯉魚潭營地到花蓮市區，往返每小時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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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C第69屆義大利博羅尼亞
(Bologna)露營大會組團辨法
國際事務主委 海鷗
● Italian Camping and Caravanning Federation

● 旅遊活動：大會期間以中，北義威尼斯，米蘭，翡

主辦之第69屆FICC世界露營大會，時程、住宿、費用

冷翠，托斯卡納為主，會後B團再赴羅馬

及交通等之中文簡介如後。詳細內容請見大會官方網

及周邊如卡布里島進行3-5日旅遊。待篩

站：http://www.rallyficc2005.it/

選旅行社提案後，近期通知有意參加
者。

● 大會營地位於義大利中北部的中古名城博羅尼
亞，其右上方為威尼斯， 左上方為米蘭，下方為翡冷

● 預約報名：請 有 意 參 加 者 於 2 0 0 5 年 3 月 1 5 日 前 洽

翠。 Bologna位居此三個旅遊名城構成三角形的中心

FCCC秘書處 澎澎, 預約參加人數及A團

點。人文景觀等中文詳細介紹請見義大利旅遊局官方網

或B團。( T E L ： ( 0 2 ) 2 5 5 3 - 2 0 9 9．

站http://www.enit.it/default.asp 右上方點選中國大陸

e-mail:fccc@fccc.org.tw)。3月31日前確

五星旗可進入簡體中文說明。 Bologna 介紹在第15

認參加, 4月25日前繳交機票、報名費用

頁。

及住宿費用。

● 行程概估： 7月28日至8月7日, 由臺北出發飛羅馬轉

● 總費用概估：大會報名費大人120歐元，17歲以下12

Bologna，大會結束後，部份團員逕經

歲以上100歐元，12歲以下免費。其餘

羅馬返臺 (A團，約10 -12日)：部份團員

費用待篩選旅行社報價後，另行通知

回羅馬3-5日旅遊 (B團, 約15∼ 17日)。

有意參加者。

<意者請儘速回覆此回條>

To: 協會秘書處 (FAX: 02-2553-2099, e-mail: fccc@fccc.org.tw)
Subject: 第69屆義大利博羅尼亞露營大會參加意願書

本人

(會員編號

FICC第69屆義大利博羅尼亞露營大會(請

)及家人共
忽

大

小，有意參加

________ A團, 約10 -12日； ________ B團，約

15- 17日。本人確知此項預約報名須於3月31日確認且願配合協會後續繳費規定。

（簽 名）
2

0

0

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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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毛利歐

（接上續）

運一樣」，但是要爭取主辦露營大會就要早點作宣傳的

韓國積極拉攏中國入會
酒會中，我問張會長「中國北京露營車協會不是說

工作，因為歐洲人通常都會在2年前做規劃與準備，也
就是要有更多的思考時間。

要來觀摩，怎麼到現在都還未到」，張會長稱「因為簽

就明年在台灣舉辦的第70屆國際露營大會，報告所

證手續延誤而取消此次行程」。韓國一直想拉攏中共入

有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並且將新建一棟管理中心及更足

會，兩年半前，韓國舉辦第64屆國際露營大會時就配合

量的浴廁，同時在大會期間將進行一場以此次大會主題
「露營與環境」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各國學者、專

北京當局要
求不升我國

家專題演講與討論，共同關心地球的環境議題。

國旗，當時

台灣之夜
31日傍晚租用渡假中心的室外酒吧舉辦「台灣之夜」

我以嚴厲的
引用總會章

酒會，此次採用韓國式的烤肉方式，配上台灣帶去的高

程反駁，並

粱酒，酒性一發，地主還把樂團請來助興，達到賓主盡

得到總會會

歡。

長的支持而
大會場面顯得有些冷清

未能得逞，

結語
國際性露營大會是一項純民間社團的戶外休閒活

因此未來一定還會捲土重來。

動，總會的章程第三條第四款 明白規定：In this con-

亞太委員會議

text, the Federation precludes itself from any involve-

31日上午九時召開亞太委員會議，會議一開始張會
長就責怪台、日兩國的參加人數太少，對於自己提供資

ment in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or social matters.
我們參與國際活動多年來一直秉持著這樣的精神，

訊不足與太遲沒有一點歉意。
接著又開始提議要爭取主辦2008年國際露營大

然而有朝一日若被政治人物扯上了，特別是當他的政治

會，會期可能選在北京奧運會之前或後，並且期望中國

生涯走下坡的時候，他就會想盡辦法利用這個團體的關

北京能夠早日成為會員，有關於北京與台灣之間的問題

係來抬高其

可以由他來

在國內的身

安排第三地

價。

點 坐 下 來

雖然協

談，我立即

會未來要走

答稱「台灣

的路是艱辛

隨時歡迎他

的，要讓台

們來談，我

灣站在國際

也可以隨時

舞台上，我

過去談，除

亞太委員會議假渡假中心會議室舉行

非他們有政
治考量」。
Dahlberg會長說「其實就像南、北韓分別參加奧
12

台灣之夜酒會

們更要走出去，結交更多的歐洲朋友，國際社會正義之
士還是有的。

露營車 《專題》

Morio

(大會閉幕式)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為期10-12天的大會，總有
落幕的時刻，閉幕式一般都會安排在前一天(星期六)的

頒發各種最高榮譽獎牌
最後齊唱「離別」歌，在依依不捨的情況下互道明
排在晚上舉行的閉幕式

年彼此能夠平安的再相見。

傍晚或晚上舉行，有時也會排在最後一天的上午，方式
就沒有像開幕式的遊行， 不過許多國家還是會穿著傳
統服裝出場。
閉幕式也會邀請觀光機構、地方首長等人士參加，
大會會長致詞後邀請全體大會工作人員上台接受全體與
會人士的表揚，重要人士致詞，頒發各種獎盃、感謝
狀。
最後由總會會長致詞宣布結束大會，降下各國國旗
會旗移交下屆主辦國
儀式結束後，大都會安排音樂演奏或歌唱\節目，
讓賓主盡歡為大會畫下美好回憶的句點。

全體大會工作人員接受表揚
後再降下總會會旗，移交給總會會長，會長將會旗移交
下屆主辦國。有些主辦國也會設計一些不同的方式，西
班牙那年就安排一個寶物箱，將會旗慎重地裝入後再移
交。

齊唱「離別」歌互道平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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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定位系統終極探討

新萬達

（接上期）

間，其中最知名的廠牌是Garmin，Garmin可

大眾運輸、消防、貨運、警政：無線電配合

是台灣之光（MIT產品），在國外初買到其產

GPS，可以將車輛所在地的位置傳回派車中心，以方便

品，也為品質感到光榮，其大部份的產品皆

調度，（副作用可是再也不能摸魚了）。

具防水功能，好一點的防水等級七，可是丟

準確定時：每個衛星皆配有原子鐘，因為GPS的

在水中會浮在水面上，30分鐘不進水，另外

定位需要準確的時間，接收器所接收到的時間可是比報

防震也是一大特色，戶外活動常有碰撞，不

時台所提供的還要準確。

能小心，不過Garmin的產品幾乎是單一功
能。(最近也有新複合產品)

防盜、防竊：目前大多裝置在車輛上，車輛失竊
後會自動以GPRS或GSM傳送訊號，在國外連運送貨幣

(三)電子產品(PDA)外加導航功能:這一部份在一萬

時也使用，把GPS接收器夾在貨幣中，萬一有什麼狀

伍仟元內可購得，好處是可運用本身的電子產

況，也可以隨時定位。

品如PDA數位助理加購導航軟體與接收器即

目前全世界共有二套GPS系統，一套屬於美國，另

可，壞處是產品不耐震不防水，由於多功能，

一套屬於蘇聯，第三套則是由歐洲開發中，目前全世界

電子產品當機的機會也加大，如果想要大一點

幾乎是接收美國系統的衛星訊號，訊號是無償使用，每

的螢幕就把手提電腦搬上車，也可導航，不過

個衛星造價不便宜，以最近發射的第三代系統，每顆是

固定電腦倒是一種挑戰，價錢不含電腦可在伍

四千伍佰萬美元，無償使用的背後，當然是系統控制，

仟元內達成。

美國有權更改訊號使某些重要據點在必要時經緯度數據

拉拉雜雜的寫了許多，不知大家對GPS有無初步的
認識，隨著電子產品的發展，手機內建GPS功能，老人

會位移。
目前第三代的系統從2003年開始運用，提供更強

小孩防護警示器（含GPS），琳瑯滿目的附加功能，讓

訊號，再加上P碼（精準碼）的開放，好一點的測量設

我們的錢包大為縮水，最後總要問一句，「你GPS了

備已達一公尺內的誤差，而軍用的更可達釐米內，我們

嗎？」

民間的接收器較不精細，誤差值在25∼50公尺間，對
我們而言已足夠了，已在目視的距離了。
GPS的接收器種類繁多，哪一種才是符合每個人的
需求？有興趣的人不妨上上下列網站尋找一些答案
www．mobile01.com，我也介紹一些種類：
（一）隨車內建的衛星導航：價格在五萬至八萬不

各位伙伴大家平安！
94年度常年費已於會員大會時開始繳

等，目前各車系皆以GPS為標準配備，好處

交了。至今尚有部份會員，可能忙碌於工

在於車內螢幕大（與車內音響影音相結合），

作或忘記而沒有繳納。在此提醒您！不要

圖資也大，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電子陀螺

讓您的權益喪失了，請於本年3月15日前

儀，當收不到訊號時，陀螺儀會依目前行進

繳納完畢。不然依照章程就收不到第82

的方向、速度來推估位置，內建的防盜系統

期以後會訊了，協會也會暫停您的會員資

會將不斷的將位置傳回服務中心（這一部份
可要付費的），如失竊時車主可透過警方尋獲
車輛。
（二）戶外手持式的接收器：價格在一萬五∼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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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您的權益睡著了！

格，等待您繳完年會後，才恢復為有效會
員。

財務長 阿不拉

露營車 《專題》
煤油燈下夜語

Trip to Finland
BY: Sandy Wu

作者介紹
本文作者Sandy Wu 為本會會員No.547 吳松明的女兒吳敬羚，現就讀於國中一年級，去年隨同老爸參加於
芬蘭歐陸(Oulu)舉行之第68屆國際露營大會，為期15天的露營，老爸煮飯她負責洗碗，白天與其他團員輪值照
顧營地，接待外國來訪客人，認真又盡責，因此結交不少同年齡層的外國朋友，離別的前一晚彼此還掉下珍貴
的小淚珠，並期望明年、後年........能夠再相見。
(接上期)
Today three Taiwanese has (have) come:
Uncle. 劉, Ant. 王, and Paul. They are in a family.
Ant. 王 is Uncle 劉's wife. She is very kind. Uncle 劉
is a language king. He seems to know how to
speak every language! Paul is a little boy. He is so
optimistic and active. He seems can't just be quite
of one second! Any way he is a cute boy. They
have come earlier then us to Finland, and they have
helped us to rent the caravan cars also. They have
help (helped) to rent seven caravan cars! Uncle.
Chen and Uncle Wang live in the same caravan
car. Uncle. 華山, Uncle 阿偉, and Uncle. 甘草 live in
one car. Ant. Chen lives in one car by herself. and
the 劉Family live together in one caravan car, but
Uncle. 華山 is always the person who cook (cooks)
meals for Ant. Chen, Uncle Chen, Uncle Wang,
Uncle 甘草, and his son. He is a great cooker!
Suddenly, Veijo yelled at us “ Morio! Many
Taiwanese come (came)!” there is a bunch of
Taiwanese from the “Camping Culb of the ROC”.
Their uniform is almost the same with ours just their
uniforms are in green. They come to our campsit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lived the caravan car with
us (there are still two caravan cars left) There are
also a bunch of girls. They are all older then me. I
like them! Moreover, I'm thinking to be their friends!
While I'm resting under the tent we have built
outside. I suddenly see a crowed of people surrounding an old man. I take a closer look then I find
out it is an old man who have (has) a music cart.
The old man can push the music cart wherever he
wants. It produces great sounds while the old man

編輯組
turns the stick handle beside the music (musical)
cart. The old man is wearing a special suit. The suit
looks like the suit of a boy scout! The suit is in blue
and white like a strip, and he is wearing a captain’
s cap! Moreover, a red scarf around his neck with a
green pants. On his music (musical) cart, it writes
“Guss in Berlin” I bet he is from Germany!
After see the funny old man with the music
cart, Ant. Chen, Uncle. 華山, Uncle 阿偉, Uncle
Chen, Uncle 甘草, and Uncle James bring my dad
and me to the market. That market is combined by
three markets. In addition, the name of this big market is called KKK (KKK's) market. The market is big,
but everything in there is expansive. My dad and I
buy two Apples, three bananas, one strawberry
yogurt, one chocolate yogurt, and two vegetables.
Uncle. 華山buy so many things because he is the
cooker!
At the night I suddenly heard “don, don, don,
don” in a hip-hop beat. I looked at the bulletin
board and found out that every day have disco at
the night! I feel excited, and I believe they might
dance in a cool way. I go and take a shower then
go to the second floor of “Oulu Halli”. People are
all crowed there and seems to be playing some
kind of game. In the room is colourful. The room is
spread with smoke witch is produced by dry ice.
The music is cool too! I can't really see what are
they doing there, but I'm sure they are playing
some kind of game. I don't dare to go inside to the
centre of the room to see what are they doing, so I
just sit down quietly and see what are they doing
alone…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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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生活芝麻事

露營活動中的安全(三)
野外活動中安全的認知
前面兩期所提到的均為國外案例，其實在國內的

二、 非自然性的危險

露營、野外活動中的

人類的智慧是其他動物所無法相比，藉由智慧而

意外事故，每年也都

創造人類的生活文化，自從燧人氏發明鑽木取火，啟

發生幾十件，導致傷

開人類的用火取暖、炊煮食物，所伴隨而來的燒傷、

亡的人數超過上百，

燙傷，甚至於用火不慎，引起的火災、氣爆也接踵而

其中以溺水、雷殛、

至。

蜂螯、使用器材不當

早在石器時代先人就發明了石刀、石斧，進入鐵

所佔比率最多。歸納

器時代以後更打造出鋒利的刀、斧等生活器具，方便

野外活動的意外事故可分為(1).自然性的危險、(2).非

人類的切、割、削、砍作業，但也是外傷的起因，更

自然性的危險、(3).社會性產生的危險。

進而發明車、船等交通工具，以至於新潮的滑翔翼、

一、 自然性的危險

飛行傘、快艇等遊樂器材，這種長足的發展的確為我

這是人類出生就伴隨而來的危險，人是利用後肢

們的生活增加不少樂趣，也豐富了人類的休閒生活，

直立行走，不同於其他動物，因此從呀呀學語、學走

相對的在過去

路開始，就要遇到「跌倒」、「滑交」、「碰撞」、

自然的社會裡

「扭傷」等意外，然後才從中學習，體會出迴避的方

所未曾發生的

法。

新型危險與傷
這種自然性的應變能力，對於習慣生活在都市中

害事故也隨之

的兒童、青少年，要比生活在自然環境中的鄉間兒

而至。

童、青少年來得遲鈍，由於他們習慣於走在平坦的人
行道或柏油路面，對於突出地面的樹根、石塊、蔓藤

三、 社會
性的危險

欠缺機敏的反應神經，因而經常被絆倒或滑交，其實

人類社會

這就是人類對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一種退化現象。

用火不慎引發森林大火

自古就是以群

特別在露營活動，其環境與都市生活完全不同，

居的生活方式，進入農業社會漸漸形成聚落生活，而

風、雲、雨、露、霜、雪等天候的突變，日夜寒暖的

後隨著工業的發展，人口都市集中化，人與人之間衍

溫差，山崩、落石、閃電、河水暴漲等天然災害，還

生出所謂的「人際關係」，在這種人與人的交往過程

有自然環境中有

中也就自然的產生危險。例如運動比賽、團體遊戲等

毒動物、植物的

產生人為性的競爭意識，或者在野外生活由於過度的

接觸。當人類置

放鬆心情，或太過於熱衷活動，這些都是意外事故的

身其中就顯得渺

肇因 。

小而薄弱，因而

另一方面，在團體的組成中，由於年齡的差距、

人類就要更進一

男女的差別，甚至於參與團體時間的早晚而產生經驗

步去了解事故與

的差異，也可能產生危險的意外事故。再則團體的成

傷病的相關性，

員中，由於每個人的出生背景不同，生活環境迥異，

也就是要經常進

除了受到先天的遺傳因素也會受到後天外在因素的影

行與大自然的接

大自然有其柔美的一面也有嚴酷的一面

觸活動。對於兒
童、青少年的露營安全認知，除了知識上的指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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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o

更要加強其親身體驗學習。

響，因此團體中有所謂的「好動兒」、「孤僻兒」、
「衝動兒」、甚至於「事故意外傾向兒」等。(待續)

露營車 《藝文》
中聯會活動花絮
聯絡處：首先感謝各位夥伴的熱
烈參與，由於您們的熱誠與活力深深
的感動每一位夥伴的心，雖然今年的
規模不如前年的歡樂聖誕晚會，不過
場面卻備感溫馨，每位夥伴都展現十
足的向心力與認同感，讓聯絡處無不
加緊腳步服務各位夥伴，才不至於辜
負大家對協會的期望，雖然目前的會員有限，所做的會
務會因為人員的不足而感到無力感，不過我相信，不會
因為這樣而阻礙協會繼續推動汽車(家庭)露營所帶來的
樂趣，您說是嗎？
你喜歡為夥伴服務嗎？你因服務別人而得到快樂，
協會就是要你，趕快跟我們連絡吧！
花絮：17日晚上已有夥伴進駐太魯灣(龍頭)，他與
冒險家是營主“布達”先生的常客，由於他們平時與布
達先生的友情與一般遊客不同，場地的整理與石板烤肉
區幫我們打理的很周全，甚至安全圍籬也幫我們設置，
以防小朋友跌倒，感謝您們！
18日下午4：30夥伴陸續抵達營地,營位的排放相當整
齊劃一，早到的夥伴早已替大夥生起火爐，就差香嫩甜美

的醃肉，香腸...，不一會兒烤肉的香
味早已瀰漫整個太魯灣營區，小朋友
更是高興，嘴在動，手裡還拿著土司
夾香腸，真是好玩，這時候1/2也沒閒
著，手搓著湯圓閒話家常。平常各忙
各的，很少有機會聚在一起，只有週
末營的時候才有聚會，所以都非常珍
惜此刻的時光。
晚上9：00慶生會開始了，大夥
圍個大圈圈，多麼溫馨與感性，有位會友的小孩也是本
月壽星，也同樣感受協會的可愛與融合，我們期待他的
加入。
會務報告：＠2005年台灣露營地手冊即將出爐，
每本100元，數量有限，餽贈親友，自用兩相宜，歡迎
各位會友及早訂購（詳情請上網或來電）
＠94年會費已開始徵收，為順利推展會務，請各位
夥伴抽空至郵局劃撥：15433998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
協會，協會將會寄上非常帥氣的帽子（1/2也有一頂圓
形休閒帽）大熊試戴之後非常滿意喔！
P.S.代書v.s PC貓活動當天馬上繳交會費，謝謝
你，有機會讓我們為您服務，有您的加入中聯會會更茁
壯的。

新春花蓮自由行
令人期待的長程營天天逼近，老
會員們身經百鍊未決定行程前便前來
本委員會關心，去哪？那時仍一籌末
展，因有品質，收費、空間，設施…
的考量，若沒安排好一大批人馬到了
…可就慘了？正值此時，理事長出面
了…到花蓮。我去打招呼，這一道曙
光劃過天際，便展開行程。
日期仍天天逼近，但此時大夥正
準備行囊也前來本組詢問報名，還有
些夥伴懷疑怎有如此棒呢，而且過年ㄝ!!哈!!早不是說
“得天獨厚”了嗎？這趟真是值回票價了。
大年除夕小紅帽及長頸鹿伯伯，已先抵達為大夥接
洽管理員及架設營地的熱水及打理生活必需的設施，準
備接待陸續前來的夥伴，開始為期五天的新春自由行，
也謝謝當天到達的夥伴熱心的服務。
自由行便是自己要先做功課的行程，全家人去研究
討論行程，甚或爭吵一下，反正在過年期間不能生氣，
開開心心的，與1/2又可增進感情，1/4也多了不同的學
習機會。
年初一已有不少夥伴抵達營地，或許天未亮便到或
一路全家哼著年歌，悠哉的“塞車”，牛步前來，總之
就是心情愉快，因營地有大夥在。車一到便你一聲我一
聲，恭禧！恭禧！新年快樂，“塞車辛苦、甘甜”一路

活動主委 阿發

長程行車便全拋腦後，雖然營地不是
那般容易找到，指示也不是那麼清
楚，但“不經一番寒澈骨，焉得梅花
噗鼻香”。不是嗎？
花蓮若是台灣的後山，而營地便
是後山中的別墅庭園，隔日便有好多
夥伴相約出遊，各大景點皆距營地不
遠，裝備放在營地非常方便，晚上回
營地，便相互交流一天的心得，更是
有趣，但…不要忘了是有人在營地留
守∼一些懶人，那也不去，看守營地不說，有夥伴曬被
子下雨也要幫忙收，垃圾車來了亦去倒，不過跑了兩百
多公里，能有家居生活，也是樂趣…哈！錯了，營地內
一整天氣象萬千，美景好的不得了，週邊走一趟，更是
了不得，健行回來的S.G.，祥有，土雞，沈白直呼棒，
讚美漂亮，一群人邊說邊喘氣的…。
亦有騎自行車到鎮上補給的，體驗小鎮之美，車站
前的名產店，民生街上的鹹酥花生專賣店，中正路公園
旁小吃店的炒螺肉，生魚片…是不是都沒發現呢？
相信這趙新春營，大夥各自裝滿了心靈行囊，滿載
而歸，夜車的頭燈漸離花蓮，有著一股不捨，但也期待
10月世界大露營，再度造訪後山之美，介紹給國際友
人，讓他們也同我們般，豎起大拇指，各位夥伴將是最
好的導遊，想起此除了期待，就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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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機會應常辦跳
蚤市場，因為這是非常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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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在九斗村第一次舉辦跳蚤市場，由於採取活潑
生動的方式，而且拍賣物品不限種類，也較多元化，所
以引起熱烈的回響，再次應大家的要求，於是在大溪福
德農場又再次舉辦，現場鼓聲配合著叫賣聲此起彼落，
也帶動了買氣，活像是在逛夜市、非常熱鬧、當天小傅
還請吃薑母鴨，感覺很溫馨喔！

主 委
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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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地的水及衛浴：
協會舉辦週末營定會考慮民生設備，已顯少舉辦沒
水，電，衛浴營地，即使不是皆有提供或非常完善但至
少以優先順序評估
今先與夥伴們交流水及衛浴設備：
水，廁所，首要具備，沒此的不方便相信皆知，有
些營地規劃不良或不便但這會具備，當然在使用上夥伴
們要多注意些如：若水龍頭不足，車上備個水桶，裝水
到營位使用，避免排隊，萬一遇停水，水龍頭得記得關
上，水一來才不會浪費。菜渣清理乾淨，再洗鍋碗，能
給下一位伙伴有個舒爽的洗滌環境，這是應有的美德，
廁所亦是。
再述的是，衛生紙是容易分化於水中，面紙則不
易，女性生理棉更是不會，以目前污水處理設備，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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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家庭會員編號（870)至(875)號
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一年的開始都
在春天裡，美麗的花朵，全都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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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而且有意義的活動，但
是希望有興趣拍賣的同
伴，能夠先與我聯絡，因
飛 鴿
豐力富 為必須先有計劃的將用不
到的物品收集起來，等到時機成熟，匯集夠多的攤位，
結合大家，同一時間拍賣，如此才能辦一個成功的跳蚤
市場，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與配合，謝謝！
這次承蒙金錢豹同伴拿出一批物品，交由研訓組來
代為拍賣，全數所得貳仟元捐給協會作為購屋基金，再
次感謝他的慷慨解囊，也希望大家共襄盛舉。
（飛鴿 執筆）

好 馬

眼 鏡

一 元

大肚魚

丟入垃圾桶內，便不會導致堵塞。
浴室：不一定會有的設施，但在安排營地時亦為大
家考量，畢竟設施關係到營地費，今所提浴室是提供熱
水，有熱水不代表可以如家中舒舒服服的洗熱水澡，水
溫不穩，忽冷忽熱，甚有洗到一半沒水了…。這些窘
況，屢見不鮮，大人還可以應變一下，小朋友便要小
心，備個小水桶均溫，再用小水瓢或小毛巾克難一下，
至少保險。
這些除了發揮公德心，及安全考量之外，營地設施
有所不便，亦要夥伴們反應，及提供意見，本委員會，
會向業主討論及改善之道，為了是再為下次參訪時能有
更好的環境設施；亦提升業主經營素質，這也是身為全
國指標性社團，應有的責任與心胸，營地業主不一定此
道”行家”但可能因我們，業主增加了收入，我們也有
更完善的營地，是互惠，亦成為我們共同的朋友。下期
再述營地用電。
所有的枯葉都變成了新的綠色幼
苗，讓整個生態系變的既有色彩又有
活力。
新購買會所，已成立更應該感謝
所有（捐錢，出力）的會員以及發起
鹿 野
人（理事長），讓我們像棵大樹一樣永
遠在此紮根永固不需要再受到搬家之苦。
希望有些會員少一點口水多一些汗水或許就能夠更
和平相處了。
各讓一步，海 琱悛聾ㄛO很好嗎？
（鹿野 執行）

露營車 《活動》
園 丁

∼團務報告∼

一轉眼，童軍團在先進們的呵護下，已經在協會中
自由自在的活動五年了；對團內童子軍們，我們一直都
●恭喜今年暑期參加”女童軍夏令秋菊營”的9位伙
是原汁原味的照表（童軍總會頒佈的童子軍訓練標準）
伴，全員通過最後考核，於11月21日獲頒”童軍知
操課，不敢忽怠；因此，個人每次一到營地定位後就馬
能”研修章，名單如后：劉品辰、楊芳怡、陳佁儒、
上“撩落去”的開始處理童軍團所有大小事，故而忽略
楊宜蒨、王冠懿、古詩樂、陳文靚、王萍懿及江欣
了招呼會員伙伴們，加上又沒有建立什麼溝通平台，久
儀。
而久之，讓童軍團給協會的伙伴（尤其是新會員）有了
●恭喜本團張伊婷、施靜宜、郭奕辰及翁啟彭等4位伙
“神秘”的感覺，實在很抱歉！
伴，參加中國童子總會主辦之“93年夏令電工研習
前些日子，有位會員伙伴問我們：“童子軍”是在
營”，如期考取電工專科章。
做什麼的？這個問題本來應該很慎重地條列說明，不過
●本團女童軍參加“台北市女童軍會93年下半年假日專
那實在是八股又佔篇幅！因此，乾脆直接了當的說：
科章考驗”活動，考取相關專科章名單如下：
“童軍訓練能給孩子們目前教育制度（升生學主義掛帥
美工－許思涵、王冠懿、王苹懿、林曉微、陳文靚、
的制度）所無法給的東西”。譬如：責任感、榮譽心及
劉品辰、江欣儀；
團隊精神的培養；觀察力、判斷力及生活技能的訓練…
歌唱－古詩樂、林曉微、陳文靚、江欣儀；鄉土－王
等，您所能想到的一切；還有，當下年青人最缺乏的
冠懿、江欣儀、黃圓婷；
“抗壓性”也能由童軍活動中來增強！總之，童軍訓練
表演－楊宜錚、楊宜蒨；接待－陳文靚；運動－劉品
的最終目標是培育出一個“健全的公民”。或許您會覺
辰；收集－陳怡儒；
得本團訓練出來的童子軍似乎沒有那麼的優秀？的確，
紙工－王冠懿；環保－王冠懿。
但那正是我們所有服務員要更努力的地方。
●恭喜服務員楊岳崑(土雞)伙伴，參加”第五十一期童
童軍團的活動地點，原則上是安排在協會排定的營
子軍木章基本訓練”(93.11.25~28)合格；並於12月
地中；只有在課程需求、營地太小或參加童軍會活動
19日升任童子軍副團長。
時，才會另行選擇活動營地；此外，因為本團的成員年
●恭喜童子軍副團長謝常明(亨利)及沈采蓉(沈白)二位
齡較大(最小的小學五年級)，大部份早就難逃補習的厄
伙伴，參加”第一二二期童子軍木章訓練”
運了，是故很多伙伴要星期六晚上才能到（有些還是星
(93.11.29~12.4)合格；並於12月19日分別升任童子
期天早上才趕來的），故需要選擇較近的營地來活動；
軍團長及童軍團教務長。
又為了避免訓練時打擾到協會伙伴，活動的場地才儘量
●恭喜陳泓志、游景甥、劉樂凡、溫八霆、許昕涵及唐
選擇在營地較偏僻的角落，絕非故弄玄虛哦！
翌鈞等6位伙伴於12月19日晉升中級童子軍；同時在
難得的展現機會，原本是想寫些文情並茂真情流露
6位新科中級童子軍的引領下，完成郭奕辰、吳懿恩
的感言，卻不自覺的變成了童軍團的“說明稿”，真是
及翁啟彭等三位「獅級童子軍」及其家長之頒章表揚
不好意思！不過，一想到這才是關心童軍又不瞭解童軍
儀式。
的好朋友們最想知道的事，就沒什麼不妥了…….哇~五
●93年下半年女童軍獲頒各項研修章名單如下：
週年慶到底要辦在哪兒???
生活倫理－王苹懿、江欣儀；人際關係－王苹懿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成團五週年慶前的感言∼
當別的童軍團早在幾個月前就緊鑼密鼓的籌備他們
的年度團慶活動時，五週年團慶在即的３５９，不要說
是尚未安排任何的慶祝活動，就連最基本的日期及場
地，都還無法敲定；不單是今年如此，其實我們是年年
如此，這就是休閒車童軍團的特徵之一，“遊牧民族”
嘛！不講排場。幾年來，我們是滿習慣的，倒是苦了游
主任委員，害他每年邀請函都不知怎麼發。

●
假參
12 日 加
月 專台
12 科 北
日 章市
北 考女
市 驗童
忠 合軍
孝 影會
國 。 93
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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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93/11/6至11/7
大人87人

牧場風光-耀輝牧場

小孩50人

93/12/11至12/12

共137人

大人103人

47輛 （RV6輛、拖車2輛）

發

地質景觀認識-貴子坑營地

小孩50人 共153人

53輛（RV11輛、拖車2輛）

柔軟舒適的“綠地毯”來辦團康活動最合宜了。
93/11/13至11/14
大人98人

湖濱渡假之旅-慈湖農場

小孩59人 共157人

45輛 （RV8輛、拖車3輛）

冬日暖暖的陽光，徐徐的風，都會區中，不可多得的瑰寶
93/12/18至12/19
大人79人

山林風光-老農夫休閒農場

小孩60人 共139人

37輛 (RV8輛、拖車0輛)

理事長的童玩教學，大、小朋友皆玩的不亦樂乎，也謝
謝竹山夥伴贊助的糖果，小朋友們過了一個開心的午
後。
93/11/20至11/21
大人130人

茶鄉之旅-金溪營地

小孩71人 共201人

62輛(RV9輛、拖車5輛)

副理事長青山換裝備，辦搓湯圓，大夥前來道賀。
93/12/25至12/26
“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對！就如同回家般，
若再走一趙金溪社區...濃濃的人情味。
93/11/27至11/28
大人68人

大人204人

聖誕夜未眠-鄉之旅渡假村

小孩139人 共343人

91輛（RV12輛、拖車11輛）

河濱之旅-鹹菜甕農場

小孩28人 共96人

33輛(RV11輛、拖車3輛)

秘書彭彭晚上請大夥品嚐道地的客家菜，薑絲大腸及鹹
菜鴨，真令人懷念，謝謝彭彭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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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非凡的夜晚，加上大姐為大夥獻唱聖歌溫馨又滿足，開
心延續幾週。

露營車 《活動》

※好個「耶誕夜未眠」
活動委員會 婦幼團
曾幾何時，耶誕節這個屬於西方的節日，總在歲末寒冬時節不斷地撩撥東方人的靈魂，伺機解放人們心
底潛藏的情緒。就在協會所屬幹部們的推波助瀾下，一項項配合耶誕氣氛的節目紛紛展開。
首先登場的是「家庭營位佈置」，一到傍晚，只見參選家庭全家總動員，大夥上上下下，用盡心思與花
招的拿出各樣新奇飾品，及手工精製作品，裝點屬於自己的小天地，豐富地表達耶誕風情，隨著作品一一的
呈現，處處令人驚奇，並擄獲眾人讚賞的目光，整個營區由於大家熱烈的參與，更呈現輝煌迷人氣氛。而後
伴隨著晚會的「家庭成員變裝賽」，參與變裝的老老小小，無不費盡心思的將自己裝扮與眾不同，將晚會的
歡樂情緒推至最高潮，其中多位夥伴盡情展現的頑童性格和即興演出，再加上活動主委阿發不計形象的反串
主持，更讓整場晚會笑聲連連，趣味十足。除了歡樂逗趣的節目，末了更有理事長和007大哥伉儷帶領全體
與會夥伴，共同祈福獻唱，悠揚的平安夜樂音，在隆冬暗夜中，平靜又祥和，似乎真能洗滌心靈般，讓每個
人臉上呈現出聖潔光芒，分外溫馨感人。於是天幕之外寒風陣陣，但天幕內卻人人發熱發光，若非親身體
會，難以深刻感受。最後就在工作人員們的感恩獻唱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此回活動的精采呈現，活動委員會及所屬婦幼團成員均著力甚多，籌辦時一次次的會議討論，從節目大
綱策畫底定，乃細節衍繹至執行，各個都全心投入，其中雖偶有突發之狀況，但仍是瑕不掩瑜，順利完成任
務。尤其協會幹部們，均屬義務職，卻能如此無私無我地奉獻自己，怎不令人感動。更另有一批隱身幕後的
夥伴，從活動策劃、場地佈置、節目執行，總能適時地傾聽並回應協會的需求，默默地支援贊助活動所需的
經費和禮品及相關勞務，讓活動更加豐富圓滿。
協會正是因為大家盡心盡力無私的奉獻，而凝聚向心力，使得成員間情感更形緊密，協會發展更加蓬勃
壯大。經由協會的推廣與運作，讓人們有更多的機會，藉由親近大自然，尋求更加健全的自我及和諧的家
庭。在此夥伴均以身為協會的一份子為榮，也希望我們都能榮耀她。
補記，此次晚會的圓滿落幕，除了感謝全體夥伴熱心參與，更要再次感謝多位幕前幕後人員的出錢出
力，現特將贊助名單詳列於下：

林永雄（Kingmore）－行軍床、棒球手套及球
謝文祥（天兵）－橡皮艇乙具
沈彩蓉（沈白）－兒童禮物乙批
盧慧郎（犀牛）－洋酒乙箱及糖果乙批
張志鵬（Camping）－荷蘭鍋乙套
楊茗翔（螺絲）－雞尾酒及氣球拱門
鈴噹－所有的禮物包裝
熱心人士－烤肉木炭乙大袋
熱心人士－禮物乙批
感謝你們對協會的一份心意，並再致上深深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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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四年三、四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營

地 道

路

指

引 承辦單位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3/5~6
(六)(日)

部落風光

格努斯休閒農場 龍潭交流道下接台3線再轉 活 動 推 廣 1.部落探訪
118縣道(羅馬公路)36.1k 委員會
2.垂釣
處
(一元)
Y 6日童軍團集會

3/12~13
(六)(日)

鄉村體驗

元音農場

西濱台15南下進草漯市區 營 地 開 發 1.枸杞養生餐(自費)
(舊台15)第二紅綠燈左轉 委員會
2.單車，健行
新生路前進約2公里過紅綠 (小熊)
燈右轉循指標前進

3/12~13
(六)(日)

台灣紐西蘭
景觀之旅

青青草原
(宿霧)營地

過霧社往清境經青青草原 中聯會
第一迴頭彎右下切入循宿
霧營區即達

3/19~20
(六)(日)

茶鄉之旅

坪林金溪
營地

台9線35.5k處
右轉下

3/26~27
(六)(日)

河濱之旅
(3月份慶生)

鹹菜甕休閒農場 龍潭交流道下接台3線往關 活 動 推 廣 1.單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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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澎)
3.古早味特色餐(自費)

活動推廣
委員會
(好馬)
研訓委員
會

1.觀賞羊毛秀,健行
2.慶生會(月例會)
3.營位有限，請及早報名
1.健行，單車
2.研訓活動:各式營地實用結
繩研習(理事長指導)
Y 20日童軍五週年團慶

入即達

3/26~27
(六)(日)

太魯灣溫泉之旅 春陽-太魯灣營地 霧社往盧山於84.5k處右轉 中聯會

3/26~27
(六)(日)

渡假溫泉行

4/2~3
(六)(日)

尋幽之旅

福份山休閒農場 大溪員樹林齋明寺左入

4/9~10
(六)(日)

果園景緻
(北中聯誼)

金田農場

通霄外環道左轉（過隧道 活 動 推 廣 1.登山觀景
口）133公里左轉縣道121 委員會
2.採果(自費)
號8.4k處轉苗48循指標前 (中聯會)
進

4/16~17
(六)(日)

鄉野風情

鄉之旅渡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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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入過橋循指標即達

1.泡溫泉
2.登山健行

寶來青山溫泉渡 台20線至荖濃，轉台27線 南 部 聯 絡 1.泡溫泉
過新發大橋後，左轉循指 處
假山莊
標前往

活動推廣委 走古道探訪大溪
員會(一元)

(一元)

Y 17日童軍團集會

4/23~24
(六)(日)

山野風光
(4月份慶生會)

快樂營地

龍潭交流道下接台3線南下 營 地 開 發 1.環山導覽
再 轉 1 1 8 縣 道 ( 羅 馬 公 委員會
2.垂釣
路)28.8k處右下
(小熊)
3.客家風光

4/23~24
(六)(日)

溪頭之旅

溪頭停車場

自行前往

4/23~24
(六)(日)

歡樂泰雅假期

泰雅渡假村

草屯走台14線經柑林隧道 南 部 聯 絡 1.賞景
左轉133線道至台21線右 處
2.歌舞表演
轉循指標進入
3.溫泉

中聯會

1.登山健行

4.遊樂設施

4/30~5/1
(六)(日)

老街巡禮

箕山親水露營區 湖口交流道下往湖口方向 活 動 推 廣 1.遊湖口老街
接台1號省道至老湖口轉竹 委員會
2.客家美食
13-1縣道(湖新路)往金獅 (一元)
3.金獅古道
寺方向尋指標前進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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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3-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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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
職業（義工）感想
鹿野

活動推廣委員會（婦幼團）活動預告
溫柔＆黑珍珠
婦幼團將於4月23日，下午3：00∼4：00於快樂營

在這裡向大家恭喜，恭喜新年快樂，事事如意，

地舉辦烹飪教學、委由CK嫂（阿姑）現場教授家常美

時間過的真快，又是一年過去了，

食－紅糟肉料理，即日起至4月20日止接受報名。肉

不知您們去年過得充實嗎？

品、材料統一採購，酌收材料費一佰元。

或者是做了許多善事之類……不管去年做的好與壞
都沒關係，今年新的開始就該去計劃如何充實運用，讓

少許花費，即可為當晚加菜一道，全家共享親手製
作的古早味鄉土美食。機會難得，敬請把握！

您的人生活的更光彩。進入協會，至今近五年，歷經了
四屆，長碑湖、台農、石門山、石門山水庫...四次大露
營,每年的會員大會，當然這就是(歡喜做甘願受)，也沒
得怨言的(義工)工作人員，讓我更加深深感受到人與人
之間的情誼……
有需要去瓜分誰當理事長或誰當大露營主委的分別
嗎？
難道理事長，大露營主委都不是為協會做事嗎？
誰不想把協會工作做好，問題是要做好需靠誰？讓
各位會員自己想想，有時身為職業（義工）工作人員，
看在眼裡，有點過不去，做起事也會手軟。協會就像一
位母親一樣，小孩多了，也長大了或是嫁人了一樣，樹
大也需要分支，平常無閒參加週末營，大家因工作關
係，“忙”當然也不能勉強，當然也是以家庭為重，但
是像會員大會或大露營的大型活動就是協會（母親娘家）
的生日，和過新年一樣，一年只有一次，過了就沒有
了，希望大家能夠為協會的會員著想也給這些小卒的工
作人員一些鼓勵，希望協會的會員永遠團結在一起，期
待世界大露營在花蓮看到各位
祝會員

永遠歡笑

百事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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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四年三、四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營

地 道

路

指

引 承辦單位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3/5~6
(六)(日)

部落風光

格努斯休閒農場 龍潭交流道下接台3線再轉 活 動 推 廣 1.部落探訪
118縣道(羅馬公路)36.1k 委員會
2.垂釣
處
(一元)
Y 6日童軍團集會

3/12~13
(六)(日)

鄉村體驗

元音農場

西濱台15南下進草漯市區 營 地 開 發 1.枸杞養生餐(自費)
(舊台15)第二紅綠燈左轉 委員會
2.單車，健行
新生路前進約2公里過紅綠 (小熊)
燈右轉循指標前進

3/12~13
(六)(日)

台灣紐西蘭
景觀之旅

青青草原
(宿霧)營地

過霧社往清境經青青草原 中聯會
第一迴頭彎右下切入循宿
霧營區即達

3/19~20
(六)(日)

茶鄉之旅

坪林金溪
營地

台9線35.5k處
右轉下

3/26~27
(六)(日)

河濱之旅
(3月份慶生)

鹹菜甕休閒農場 龍潭交流道下接台3線往關 活 動 推 廣 1.單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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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澎)
3.古早味特色餐(自費)

活動推廣
委員會
(好馬)
研訓委員
會

1.觀賞羊毛秀,健行
2.慶生會(月例會)
3.營位有限，請及早報名
1.健行，單車
2.研訓活動:各式營地實用結
繩研習(理事長指導)
Y 20日童軍五週年團慶

入即達

3/26~27
(六)(日)

太魯灣溫泉之旅 春陽-太魯灣營地 霧社往盧山於84.5k處右轉 中聯會

3/26~27
(六)(日)

渡假溫泉行

4/2~3
(六)(日)

尋幽之旅

福份山休閒農場 大溪員樹林齋明寺左入

4/9~10
(六)(日)

果園景緻
(北中聯誼)

金田農場

通霄外環道左轉（過隧道 活 動 推 廣 1.登山觀景
口）133公里左轉縣道121 委員會
2.採果(自費)
號8.4k處轉苗48循指標前 (中聯會)
進

4/16~17
(六)(日)

鄉野風情

鄉之旅渡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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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入過橋循指標即達

1.泡溫泉
2.登山健行

寶來青山溫泉渡 台20線至荖濃，轉台27線 南 部 聯 絡 1.泡溫泉
過新發大橋後，左轉循指 處
假山莊
標前往

活動推廣委 走古道探訪大溪
員會(一元)

(一元)

Y 17日童軍團集會

4/23~24
(六)(日)

山野風光
(4月份慶生會)

快樂營地

龍潭交流道下接台3線南下 營 地 開 發 1.環山導覽
再 轉 1 1 8 縣 道 ( 羅 馬 公 委員會
2.垂釣
路)28.8k處右下
(小熊)
3.客家風光

4/23~24
(六)(日)

溪頭之旅

溪頭停車場

自行前往

4/23~24
(六)(日)

歡樂泰雅假期

泰雅渡假村

草屯走台14線經柑林隧道 南 部 聯 絡 1.賞景
左轉133線道至台21線右 處
2.歌舞表演
轉循指標進入
3.溫泉

中聯會

1.登山健行

4.遊樂設施

4/30~5/1
(六)(日)

老街巡禮

箕山親水露營區 湖口交流道下往湖口方向 活 動 推 廣 1.遊湖口老街
接台1號省道至老湖口轉竹 委員會
2.客家美食
13-1縣道(湖新路)往金獅 (一元)
3.金獅古道
寺方向尋指標前進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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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3-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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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