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十日

台灣的露營地手冊正式出刊
〈本會訊〉全體會員期待已久的「台灣的露營地」手冊
2005年版，花費一年多時間的整理與編輯，原訂於年初出
版，在二校的時候發現版面有些微的瑕玼，經過修改後送請觀
光局提供意見，蘇局長建議「若要供國外人士前來台灣從事露
營旅遊，就要有一份中英對照的正確地圖」，協會乃不惜成本
的加印地圖，雖然又延誤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但是全體義務工
作人員總是希望能夠將更正確、更完美的資料，提供給會員、
國際人士以及所有愛好露營活動的朋友。
「台灣的露營地」手冊已於上週開始郵寄給全體會員，短
期內若尚未收到的會員請來電秘書處，我們會儘快的補寄。會
員若想要購買贈送親友，協會特別提供優惠價，每冊(含台灣
地圖)NT100.00，數量不限，請洽協會祕書—彭彭。

封面說明：
陳理事長率領協會幹部於4月12日拜會陳總統報告第70屆國際露營大會在台灣舉辦籌備工作事宜，並恭
請 陳總統於開幕式時親臨大會致歡迎詞，茶敘後合影於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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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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
主席致詞：

求，編排上有關地址部分加註英文及加強交通路

1.會所搬遷進駐完成，後續加強辦理環境、文書資
料及倉庫的整理工作。

線敘述。
會議紀錄：

2.承辦2005年花蓮鯉魚潭FICC第70屆世界露營大
會，相關籌辦工作持續進行中。

1.審核協會94年1月財務收支案。
2.審核協會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3.本會出版發行「露營地手冊」內容，應觀光局要

※會議：第7屆第6次理事、監事聯席會
主席致詞：2004年度順利完成會所購置任務，協會有

德源籌組研議小組，進行擬定相關設立及管理辦

了安定的環境，會務工作也恢復常態，今年

法（草案），並送交常務理、監事會議討論，經

工作重點為辦理2005年世界大露營，相關

通過後施行。

辦理工作正持續進行。

4.討論本會MSM社群中副網站有關留言版及相簿網

會議紀錄：

頁編排，通過決議於該副網站增闢留言版及相簿

1.追認通過第7屆第8、9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
議各項決議案。

之網頁，分官方及會員部分，以區隔其功能及運
作型態。

2.追認審核協會94年1、2月財務收支案。
3.討論營隊及各聯絡處設立及管理辦法，通過決議
將本案交由盧副理事長慧郎協同研訓委員張主委

5.通過為配合會所每星期四晚間開放，請彭專任秘
書到會值班，並另每月支領相關值班費貳千元整
案。

秘 書 處 報 告

秘書長 林逸昇（惡棍）

1. 94年2月份

2. 94年3月份

※2005/02/24辦理召開第7屆第9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

※2005/3/20辦理召開第7屆第6次理事、監事聯席會。

會。

※會所循例於每星期四晚間開放，歡迎會員、會友到會

※會所完成搬遷作業。

所聯誼，請活動委員會及秘書處均能派員到場，也請

※會務常態運作。

各位理、監事能撥空前往。
※協同活動推廣委員會進行物資器材整理。

財 務 長 報 告

財務長 游祥鏗（阿不拉）

會所購置裝潢目前已告一段落了，當然捐款運動尚在持續中，希望各位會員，能再接再勵!後面的房貸，正在
等待著呢！近期捐款名單到3/31止有：林晉章－10,000元、王銓榮－5,000元、第二屆理事長－陳德明 50,000元

新 營 地 會 員 名 冊
丫丫旺溫泉渡假村

天山親水農場

興旺露營休閒農場

地址： 台東縣卑南鄉知本溫泉村龍泉路136號 地址：台北縣坪林鄉粗窟村金瓜寮24-2號 地址：台北縣坪林鄉石嘈村48-2號
電話： 089-515827

電話：02-26656199

電話：02-26656899

傳真： 089-516331

傳真：02-26658089

傳真：02-2665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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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簡介
編號

姓

名

台

號

推薦人

876

黃朝義

金雞

網路報名

877

張志泙

豪迪亞

小鯨魚

878

伍肇雄

879

黃文森

皮卡丘

網路報名

自營製造業 負責人

880

吳德勝

GEMINI

網路報名

捷美利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襄理

881

陳鈞凱

LUCKY

網路報名

富邦銀行大安分行 襄理

彭彭

服 務 單 位 與 職 稱

備註

豪迪亞國際有限公司 經理
法妮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會員擴展委員會主委：劉大湖（大北）TEL：2303-6276

中聯會活動花絮
聯絡處：此次的北中南新春大團拜於顏氏牧場圓滿
落幕，原本想說氣候不好，下雨也會影響活動的進行，
結果天公作美，沒下雨況且還為我們製造霧濛濛的效
果，真是美極了。
其實整個策劃在去年年底就已敲定，大熊也在去年
的會員大會中提出建言，向協會爭取移師中部的計劃，
理事長也做出明確的回應，並指示秘書處與中聯會著手
策劃，爾後整個年度的活動會與中聯會做出密切的配
合，進而提升中部的汽車露營風氣，也希望夥伴們能極
力配合共同來推動。
顏氏牧場：車輛約60/大人 120//小孩/43
參與夥伴：PC貓、阿標、內山、侯鳥、大熊、海
豚、探班組、冒險家、龍頭、James、那魯灣、寄居蟹
(二居)、高山青。
咚咚....咚咚...在阿標家族的祥獅獻瑞當中揭開了序
幕，理事長也親自向各位夥伴拜晚年，恭祝大家新年快
樂、雞年行大運。

舞獅當中不時的撒出糖果，眼見小朋友高興的搶成
一團，大人也跟進，希望能搏個好彩頭，中聯會也為各
位遠道而來的夥伴們準備了好吃的埔里米粉，貢丸湯，
在寒冬中無不溫暖每位夥伴們的心。
九點一到，便集合所有的小朋友，點上燈籠，由理
事長親自帶領夜遊顏氏牧場，並逐一向每個家庭拜年，
新年快樂,恭喜發財聲此起彼落，洋溢著新年的味道。
隔日的清晨8點一到，接駁車已等候多時8：30分
準時出發，展開埔里半日遊，每位夥伴臉上都充滿期待
又快樂的心情向廣興紙寮前進，導覽員詳細的介紹造紙
原料與過程，每個小朋友都充滿了好奇，原來紙張是這
樣子做成的，當場也都親自做張拓印帶回家作紀念。接
下往埔里酒廠出發，只見每個都大包小包的帶回家，台
一生態教育農園是小朋友的最愛，各式的花花世界，蝴
蝶生態，充滿了教育性，知性，與感性，此次活動真是
收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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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遠方來
世界露營大會國際處 新萬達
經過二年多的籌備，世界露營大會終於進入最後倒

請期待。

數階段，即將粉墨登場，大家想必已收到上期會訊，內

此次的營地共區分為三部份，(一)斜頂木屋營位，

附之大露營報名單，如內容有不清楚處，可電協會，當

(二)汽車露營營位，(三)旅館及民宿，由於參加者很多

可獲得詳細解說。

是由國外前來，受限於行李限制而未能攜帶裝備，為盡

十幾年前在龍門舉辦的世界大露營，我們無緣參
加，這一次是我們協會自己主辦的，那有不參加的道

地主之誼，斜頂木屋營位及旅館民宿先保留給國外參加
者，至活動報名截止前一個月再開放給所有參加者。

理，尤其這次的活動的地點在山水秀麗的花蓮縣舉辦。

目前訂定的方法如下：國內的參加者先勾選汽車露

FICC總會對於舉辦大會有相關的規章與規定：例

營營位，計算費用，完成報名手續，如要斜頂木屋營位

如10天一期的活動是常規，這次的日期我們選定在10

或旅館民宿者請在報名單上註明，大會有個預約後補名

月的連假中，扣掉假日，真正需要請假的日子只有四

單，依報名繳費的順序，於七月初開始排定。

天，每個人可要善用自己的特休假，來為自己安排一個
完善的假期。

為與國外參加人士交流，大會也特別劃定30處斜頂
木屋營位供工作人員與十天全程參與大會的人士進駐，

休閒活動是要有計劃的，因此在總會的規率下，報

能全程參加的伙伴可要提前登錄，理事長並透露，30個

名的截止日為活動前二個月，過了截止日還可報名嗎？

營位如有舉辦酒會與國外人士交流者，大會將會補助費

當然可以，只是必須加20％的報名附加費，非常合理，

用，這可是一舉數得(ps.雖然金額有限)

因為晚報名的人，增加多項工作的負擔。

十天的大會，每天晚上皆有安排精彩的活動，錯過

總會對各項費用的退費也詳細規定，因故不能參

實在可惜，對於未能全程參與的伙伴或因上學而須返家

加，只要在適當時間提出，皆可得到百分比的費用退回

的成員，大會也特別安排火車於10月10日下午返回台

﹙扣除部份行政費用﹚，活動的前一個星期是無法申請

北，在10月14日晚上，另有台鐵加掛車廂由台北至花

取消報名的。

蓮，雖然費用自理，但將車輛放置於營地，而不須再長

因為對時間的規範，而工作人員有充足的時間，尤
記得以前我們協會舉辦的各項活動，國內人士的習慣，

途的把車輛開回台北，不失為另一種選擇，暨能全程參
與(只有車輛啦)，又能兼顧工作與小孩的學業。

總是在最後一刻報名，除了工作緊迫外，對各項活動安

遠方的友人已陸續報名，雖然他們必須飛越半個地

排也造成困擾，也間接的出現失誤：例如已近參加日，

球，仍非常踴躍，因為這是一次創記錄的時刻，讓我們

而報到通知單卻未寄出，而造成參加者不知所措，在這

以愉快的心情來迎接遠方的朋友，語言並不是唯一溝通

次的活動中我們將遵循規章，必能大力提升我們的效

的管道，尤其這次參加的國家有很多是屬非英語系統，

能。

對大部份而言，英語都是第二語言，以輕鬆的心情對
這一次的大會標榜著最靠近南方所舉辦的露營大

會，同時也是最接近北回歸線的活動，在條件限制下，
營地的選定在早時也相當的困難，在決定於鯉魚潭營地
舉辦時，政府也相對的投入經費，整建營地，目前封閉
的鯉魚潭營地，將於七月初，以新面貌與大家見面，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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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你必能結交更多的國際友人。
最後再問一句，我報名了，你參加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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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o

〈給全體會員〉

建議二：把車子留在營地

時間過得真快，三年前在比利時根特市(Gent)舉行

假如因為有小孩必須上學，建議你先參加前四天的

的大會上，受全體會員及理監事之託，爭取到第70屆國

活動，雙十節那天協會安排專車接駁到花蓮車站，並有

際露營大會主辦權，轉眼間已經進入最後工作年。

加掛車廂返回台北，車子就留在營地由大會保全人員照

為辦好這次大會，本會成立籌備委員會，由徐守權

顧，14日(星期五)傍晚再座加掛火車到花蓮，亦有專車

(派普)擔任大會執行長，下設財務、行政、總務、國
際、營地、活動六個處，兩年多來陸續展開籌備工作，

不能錯過這次與國際人士交往的機會
籌委會每個月定期召開工作會議

接駁到營地，與國際友人同歡並參加閉幕式後才將車子
開回，也算有頭有尾。

先後與政府各相關單位召開三次協調會議，承蒙各單位
的鼎力支持與援助，籌備工作按照進度順利進行。
本月開始進入大會執行期，籌委會開始緊鑼密鼓的
展開作業，每週週三均假新會所的會議室舉行工作會
報，國外人士自三月開始已經陸續報名，國際處在卓國
璋(新萬達)處長的領導下幾乎每天都有信函要處理。

〈會員的參加建議〉

〈不能錯失機會〉
歷年本會均籌組代表團前往歐洲參加國際露營大
會，為的是要讓台灣走出去，更為維護國名與國旗的尊
嚴，此次能夠爭取到主辦權，是要讓各國友人走進來，
欣賞台灣的自然、人文景觀，體驗台灣人特有的人情
味，你我都是主人，台灣有句諺語「輸人不輸陣，輸陣
就歹看面」，大會的成功就等待你的參加。

國內人士的大會簡介及報名表，在上期會訊才刊
出，有不少會員打電話到協會詢問，為期十天實在太長
了一點，然而國際露營大會都是為期10-12天，這也就
是歐、美人士的休閒觀念，台灣已經步入高所得國家，
要擺脫被歐美人士譏為「經濟動物」、「富裕中的貧
窮」，就在這次大會，你我共同來展現，讓國際人士改
變過去的觀念。

建議一：請四天假享受十天國際村
此次大會適逢雙十節連休，不妨再請個有給休假日
四天(11-15)，當做到國外旅遊的心情，在台灣的後花
園與各國露營同好體驗歐美人士的休閒生活(每晚都有
國家級的表演節目)。

你我共同維護國旗與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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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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 to sleep with many hip- hop sound stock in
my head. When I go back I see one new person in
our ten chatting with Uncle. Chen happily. His name
is Peder. He is from Demark, and the other members seems (seemed) already know him for a long
time. His wife is a disable. She is kind to me. She
even made me a flag. Peder is drinking wine with
Uncle. Chen. I bet they are good friends. I got in
the caravan car and saw my dad asleep. I sit (sat)
on my bed and pray (prayed). Pray for the good
day that god has given to me today and everyday. I
close my eye and still heard the hip-hop sounds,
but I fell asleep quickly.
TO BE CONTINUED…

****
^_^ Part V ^_^
Trip to Finland BY: Sandy Wu
2004/07/31
Today is the open ceremony, and we will have
to parade around the downtown. People carry their
own countries’ flags, and dress up in their traditional custom. We carry the Taiwanese flags.
Whenever we see a little kid, we give one small flag
of our country to them. I carry a wooden board that
had written “Taiwan” on it. That bunch of girls
wear the Taiwanese traditional custom. The
Finlander dressed in blue T-shirt and white Pants.
Hollander wear wooden shoes. Every country

編輯組
shows their own culture. The Koreans play drums
while they are parading. That’s noisy! After that,
we go inside a sport centre beside our campsite.
President. Lars makes a great speech there. Some
people do Opera there! It is fun!
On our way ,back to our own campsite. We
meet two people in funny dresses. They are an old
English couple. They dress up like farmer. Their
names are June, and Lawry. They even brought a
little sheep doll with them! We have taken a picture
with them. They even give an invitation card to me!
The party is in 8/4. I can’t wait until that day!
Since I read the bulletin board every day so I
seem to know EVERYTHING. A great thing is that,
there is a secret place which only smart little kids
like me in my age will know about it. That place is in
a big hole behind the swimming pool. Which they
have a pancake party for lunch today. That place is
called the youth tent. Which only YOUTH will be
there. Except the staff who works there to take care
of the kids. The kids there play everything they like
there. Even boys there can make bracelet out of
strings! They play football and volleyball. Most of
the kids there are from Finland. In the tent, you may
do whatever you like to do! When it’s the time for
the pancake party. I didn’t eat the pancakes. To
tell the truth I’m a little shy, but I just tried to be
cool. Saying nothing to the people there and act as
if what they are doing is childish.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I attend a real party.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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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優惠方案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為國內成立最早的青年活動中
心，依山傍水、景色怡人，環境清幽，為北部極佳旅遊
活動場所，適合渡假、休閒露營、烤肉、溫泉SPA、海
灘活動、會議、研習、團體膳宿、親子旅遊的最佳去
處，週邊設備齊全，規劃完善，可同時容納1500人露
營、800人烤肉、700人膳宿會議等等。另外擁有一座
全東南亞最大的溫泉健身會館，分室內、外館，共有20
多項設備新穎的設施，極具有水療健身之功效，一樓並
有美食廣場，提供極富特色之餐飲，讓您泡湯之餘亦能
享受當地特色美食。

憑截

角可

購

溫泉 買
四
金
即日 山海 館15 張優
待券
起至 水浴 0元
94年 場50
12月 元
31日

○即日起至94年12月31日止，憑截角可至金山青年活
動中心溫泉館購買優待券150元，原價300元喔﹗
○至新金山海水浴場只要50元，原價150元﹗(開放期間
6月至10月)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黃文鍊 敬啟 94.4.18

露營車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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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索對於露營及登山者是必備的工具，而繩結
可以使露營設備更牢固，且讓我們享受一個安全又舒適的戶外
空間，也可在野外用於登山，溯溪、急救…等，甚至在遊戲中
佔一個重要角色，至於如何應用繩索及繩結，這就需要學習一
些基本概念，才能有效又安全的應用，使其功能發揮得淋漓盡
致，否則使用不當，也有可能變成致命的利器。
很榮幸的在金溪營地由本協會理事長陳盛雄先生，親自
教導伙伴們一些繩結的知識及應用，不論是紮營或是架設炊事
帳，需要使用的繩結功能皆不同，譬如紮營時可利用調整滑板
打單結固定另外再做個繩圈套在營釘或物體上，再行調整鬆

主 委
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

緊，或是營結繩亦有相同功
能，另外稱人結綁於物體上，
欲調整時移動物體即可。
架設炊事帳時，將繩索穿
過金屬環後，在前端打8字結的
回定法，如果固定外帳則用雙
飛 鴿
豐力富 半索，耐用又簡單。(沒有繩孔
的炊事帳，可使用小石頭來繫綁繩索)。
若是將營繩綁於營柱上，則是將營柱穿過金屬環，再以
單結圈、8字結圈或雙套結在營柱上固定繩索，再於地面用營
釘或物體固定繩索即可，下雨時記得將炊事帳一側傾斜，以利
引導水流向地面，若營繩欲綁在樹幹上，須將樹幹先以報紙包
住樹幹(為了不傷樹木)，再打繫木結或稱人結，營繩結均可。
繩結的種纇繁多，而如何應用，則須要多多練習，有興
趣的朋友，也可參考些書籍，或請教童軍朋友，還有我們的理
事長，希望這次的研習活動，能夠使大家獲益良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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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地用電：
營地的用電，相信在過去常有專欄刊出，這些是前輩
們的經驗累積頗為寶貴，隨著潮流，營地漸也大都會供應電，
也讓愛車減低了背負笨重的電池。
常有夥伴們問營地是否供電?(AC110V)其實有沒有供電，
都要自備足夠應付一次週末營，以標準營地每營位所設的插
座，應要足夠可以供應，但目前來說，營位有各自插座不多，
若有也不一定可以供應足夠的電，一有較大瓦數的電器使用，
便明顯壓降(過大的壓降會減少電器使用壽命或損壞)，但這種
使用於照明，冰箱，用電是一定足夠的。
另有營地供應多人多車，共用那寥寥無幾的插座，如此
延長線就如蜘蛛網般，延伸在營地上，這纇型的營地也最多，
如此的是一定不能使用電鍋，吹風機，電磁功能 ……大瓦數
電器，平時在營地發現此狀況，亦會勸阻。而有超載跳電大多
也是因用了此種電器而導致。再者是真的供電不足了，此時改
用自家備電池，也是自然之事。用電尖鋒期多在夜間，所以利
用白天離鋒期，對電池充電，夜間使用備電池，也是可預防供
電不足，若電瓶夠大/夠多再經AC110V--DC12V轉換器用自家
的電，用大瓦數電器也是可行，有時看到一些老會員，用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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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知道鄉下人與都市人最大的不同在那裡呢?鄉下

好 馬

眼 鏡

一 元

大肚魚

電鍋煮飯，吃起來頗有成就感，這就是小電流充電，大電流放
電，而不是直接使用營地供電來供應大瓦數電器。減少夜間形
成搶電，而跳電。小小的技巧便不會天一黑時有電時沒電破壞
了雅緻。這些種種，協會有不少專家，可在營地取經，學習一
些電的知識。
再者是延長線要用戶外型(有兩層包覆抗水抗老化及較高
耐熱係數)銅導體2.0mm以上。如前述延長線是佈在地上，拖/
拉/碾/壓/泡水/若為室內用只單層包覆材質萬一破皮漏電非常危
險。延長線選用導體較粗，減少因距離長所產生的壓降，及產
生高溫。，另一點也要注意是插座須防水隔離保護。
寫了一大篇零零總總，也沒深入探討，且有些電的知
識，也不是筆者所及，總之呼籲一下用電安全，能不用營地供
電就避免，如此便能少了些文明產物，多了露營的幽雅。畢竟
少了些方便，才有那味兒。但為時代潮流，本委員會及營開委
員會，卻又常為供電向業主反映，建議。甚至規劃……是有所
矛盾。
再囉唆一下，每場次週末營，於祕書處及本委員會之工
作人員，皆有營地須知及收費標準，可來電或週四晚到協會詢
問，因刊於會訊活動行程，會佔用太大空間。且業主有其收費
制度不便於公共刊物公告請大家見諒。

人有著濃濃的人情味，都市人有著淡
淡的人情味。如果參加協會活動，相
信大家都希望有鄉下人般的人情味。
不論老會員。新會員，大家來做個有
人情味的鄉下人。就定位後，先完成
自家營位的工作，再挨家挨戶串串門
鹿 野
子，寒喧問暖，認識新會員或老會
員。彼此越熟悉就越了解，越能體會幹部的辛苦，同時
幹部越能替會員著想。以會員的福祉為優先考量。
（小朱 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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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車 《活動》
園 丁

∼團務報告∼

∼童軍團感謝您的贊助∼
●感謝主任委員： 游祥鏗 先生 捐贈童軍團活動費1
萬元
●感謝副主任委員：曾華山 先生 捐贈童軍團活動費
２萬元
●感謝團務委員： 林永雄 先生 捐贈童軍團活動費５
仟元
●感謝團務委員： 郭海榕 先生 捐贈童軍團活動費３
仟元
●感謝童軍家長： 吳武雄 先生 捐贈團慶紀念品
(SC992型相機)-55台
●感謝童軍家長： 江達三 先生 提供天燈20餘盞為團
慶助興
●感謝所有童軍家長：提供豐盛的“童軍家族大會餐”
佳餚“一大攤(台語發音)”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
燃五
這週
把年
營團
月火慶
開的
日始慶
坪 祝
林 活
金 動
溪 就
營 從
地 點
19

……

12

∼貝登堡的足跡∼
●穿上童軍制服，你就是童子軍的一員了，無論在那裡
都一樣。人們對穿童軍制服的孩子們另眼看待，因為
他們不是普通孩子，而是聰明、主動、積極、遵守規
律、竭力助人、值得信賴的人。
●不論寒暑，我經常穿短褲，可是卻很少感冒。
貝登堡－童軍運動創始人．世界童軍總監

3

●1月22日本團伙伴參加”台北市女童軍會94年冬令專
科章考驗營”，考取相關專科章名單如下：野炊專科
章－楊宜錚、許思涵、黃圓婷；旅行專科章－黃圓婷
●1月31日完成94年度男、女童軍三項登記手續：全團
合計100名，詳列如下：
男童軍部份：服務員(含團務委員)21名；羅浮童軍1
名；行義童軍17名；童軍34名，計73名。
女童軍部份：服務員3名；資深女童軍1名；蘭姐女童
軍6名，女童軍17名，計27名。
●本團團領導人於今年童軍二二五思源聚會獲總會頒授
各類工作及績優獎章名單如下：
銀羊獎章－施建合(總團長)。
翠竹獎章－郭海榕(團務委員)、張德源(副團長)、楊
忠仁(副團長)。
青松獎章－陳坤煌(團務委員)、楊茗翔(團務委員)、
沈采蓉(副團長)。
●恭喜翁啟彭伙伴於今年三五童軍節獲頒「優秀童子軍
獎章」。
●恭喜張伊婷、施靜宜兩位伙伴於今年三五童軍節晉升
「長城級童子軍」。
●本團創團五週年“團慶”3月20日在坪林金溪營地舉
辦；慶祝活動除前一天晚上以“營火”邀請協會伙伴
同歡外，團慶當日於“儀典”後由童軍家長們開始展
現廚藝，中午在“童軍家族大會餐”的歡樂氣氛中畫
下句點。
●今年團慶中童軍伙伴們獲頒各類獎項名單如下：
童軍學習精神－金卡獎：林昆達、施靜宜、吳懿恩、
郭玟娟、廖健富
－銀 卡 獎 ： 王 苹 懿 、 閔 聖 文 、 楊 駿
宗、翁啟彭、柯致丞
學業成績優秀獎：張伊婷、施靜宜、江欣儀
團績優幹部：郭玟娟
優秀小隊輔：(從缺)
優秀小隊長：施靜宜
總榮譽小隊：飛龍小隊
●為感謝團務委員及服務員們長年的付出與辛勞，團部
特別於五週年團慶前訂定完成本團“貢獻獎座暨服務
獎座頒贈章程”，並於今年團慶儀典中首次頒授；獲
獎單如下：

二等貢獻獎座－陳盛雄、游祥鏗、曾華山、張志鵬、
林百鍊。
一等服務獎座－施建合。
二等服務獎座－王豐純、張緣岸、邵秀英。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 活動剪影 ∼

露營車 《活動》

阿
94/1/1至1/2
大人48人

森林之旅－平湖森林遊樂區
小孩24人

共72人

26輛 （RV7輛、拖車0輛）

廣大的平湖遊樂區，全新的2005年，大夥迎接新的一年。
94/1/8至1/9
大人85人

親子嘻遊記－大聖渡假遊樂世界
小孩50人 共135人

43輛 （RV6輛、拖車0輛）

站地寬廣的場地，大人，小孩都有歡樂的地方，看孔雀
表演，賽豬，紅鸚哥走鋼絲，真不愧是齊天大聖所在之
地。
94/1/15至1/16
大人36人

尋幽之旅－福份山休閒農場

小孩10人 共46人

18輛(RV4輛、拖車0輛)

寒冷的冬天有暖暖的太陽。一地的落葉，啊！真像某一
個廣告呢﹖巿區的少有鬧中取靜之地。
94/1/22至1/23
大人85人

自行車逍遙行－快樂農場

小孩54人 共139人

41輛(RV7輛、拖車0輛)

現代人很少有的體驗，又有休閒又可讓小孩有個廣大的
地方玩耍，可學習平常除了課業外的陶土教學，更要感
謝場主為夥伴們的自行車導覽。

94/1/29至1/30
大人89人

發

地質景觀之旅－貴子坑營地

小孩37人 共126人

47輛（RV9輛、拖車0輛）

過年前的貴子坑，感謝"鈴鐺"為協會1/2開了一堂插花課，為
大夥們暖了年。
94/2/9至2/13
大人166人

新春自由行－鳳凰露營區
小孩119人 共285人

74輛 (RV5輛、拖車0輛)

難得的新春年假，難得的花蓮鳳凰營地，更要謝謝，長
頸鹿夥伴為大夥們準備的熱水及電。
94/2/19至2/20
大人73人

新春團拜－九斗村休閒農場

小孩42人 共115人

34輛（RV11輛、拖車0輛）

風大、雨大、寒冷的九斗村，夥伴們卻有一顆溫暖的心。

94/2/26至2/28
大人127人

牧場悠閒之旅－顏氏牧場

小孩76人 共203人

61輛（RV7輛、拖車0輛）

雖然下著濛細雨，可是顏氏牧場的大草原卻可看見遠方的雲
海喔！夜晚的慶生會更是熱鬧非凡，有舞獅，還有蛋糕、炒
米粉、熱湯、還有1/4們最喜愛的燈籠、嗯、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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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四年五、六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營

地 道

路

指

引 承辦單位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5/7~8
(六)(日)

地質景觀認識
北投貴子坑營地 中央北路過復興崗後右轉 活 動 推 廣 1.康乃馨製作
5月份慶生會
稻香路過公車總站左轉上 委員會
2.週五PM:1700開放進場
＆母親節感恩會
山即達
3.8日婦幼團集會
(澎澎)

5/14~15
(六)(日)

茶鄉之旅

坪林金溪營地

台9線35.5k處右轉下

5/14~15
(六)(日)

油桐花之旅

鳴鳳國小

台3線113k處.轉苗22縣道 中聯會
或台13線轉苗22縣道即達

5/21~22
(六)(日)

自然景觀之旅

東眼山休閒農場 台7線17.8k處左轉往東眼 活 動 推 廣 1.健行,森林浴
山方向(桃119)前進9.5k標 委員會
2.觀景,賞鳥,賞螢火蟲
0.4k處
原住民特色餐(自費)
(一元)

5/28~29
(六)(日)

森林之旅

平湖森林遊樂區 106線67.8k處右轉往雙溪 活 動 推 廣 1.森林浴
方向約2公里於雙溪隧道前 委員會
2.賞營火蟲
左迴轉經橋下於橋下再經 (眼鏡)
3.自備用水,衛浴
過小橋右轉直行
4.28日晚上8點舉行跳蚤巿場
(請與飛鴿聯絡)
Y 29日童軍團團集會

活動推廣委 1.品茗,健行,單車
員會(好馬) 2.欣賞茶園風光
1.慶生會
2.登山.健行
3.賞油桐花

5/28~5/29 南洋闔家歡假期 松田崗創意休閒 二高下竹崎交流道,直走到 中.南部聯 1.南洋生態之旅
(六)(日) (中、南聯誼)
農莊
盡頭,左轉縣166往中正大 絡處
2.蘿絲瑪莉熱舞秀
(有限車子數量) 學方向,循松田崗指標前往
3.星空音樂會
6/4~5
(六)(日)

避暑休閒之旅

清水溪野營區

陽金公路往金山方向台2甲 活 動 推 廣 1.健行走古道
4k處轉入循榮豐鋼鐵廠指 委員會
2.戲水
標前進
(眼鏡)
3.金山鴨肉品嚐

Y 5日童軍團團集會
6/11~12
(六)(日)

自行車逍遙行
6月份慶生會
＆慶端午

快樂農場

北二高龍潭交流道下接 活動推廣
113縣道指標25k處右轉接 委員會
桃66縣道0.9k處芃芃幼稚 (婦幼團)
園旁

6/18~19
(六)(日)

夏日戲水
(北、中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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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不開放進場
72.5k處
(一元)

1.單車之旅
2.11日下午婦幼團舉辦包粽子
3.彩繪風箏
4.12日婦幼團集會

Y 19日童軍團團集會

6/25~26
(六)(日)

山林風光

老農夫休閒農場 106縣道接台2丙(北37)過 活 動 推 廣
1.健行
雙溪高中右轉泰平公路於 委員會
2.水中生態觀賞
4.5k處左下循指標前進

6/25~26
(六)(日)

托阿沃溪假期
(中、南聯誼)

南太武山莊

南二高南下至竹田下接88號快速道 中.南部聯 1.賞景
路,左轉直走接台1右轉,至415.8k左 絡處
2.溪邊戲水.捉蝦.釣魚
轉,接屏110,過來義橋左轉前進,注意
左邊一座整修橋再前進200公尺,指
標往大後佳興,左下轉,走臨時便
道，循溪邊道路往前到底,右轉過橋
後左轉直行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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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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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推廣委員會（婦幼團）活動預告
溫柔＆黑珍珠

(一)母親節胸花製作：
時間： 5月7日．下午4 ：00開始
地點： 貴子坑營地
活動內容：為慶祝母親節。擬舉辦胸花小品教學。
由鈴鐺老師帶領小朋友製作康乃馨胸
花。再親自為媽媽別再胸做為母親節的
溫馨獻禮。材料免費。但請事先報名。
以利份數統計採買。

(二)包粽子慶端午：
時間：6月11日．下午4：00開始
地點：快樂農場
活動內容：協會為讓小朋友有機會體驗傳統技藝。
商得農場主人協助。代為備料。蒸煮，
讓夥伴們得以動手包粽子。親子共享手
忙腳亂的歡樂時刻。
另協會在多位夥伴的熱心贊助下，為婦幼團的活動
所需。添購新行頭一大型天幕帳讓婦幼同伴們有遮風避
雨的戶外集會場所。在此特致感謝之意。
吳有作（祥有）－6,000

張志鵬（金瓶）－5,000

謝文祥（天兵）－5,000

林永興（ XO ）－5,000

賈益堅（船老大）－3,000

郭茂雄（ CK ）－2,000

李少華（印尼）－2,000

林逸昇（惡棍）－2,000

廖三寶（好馬）－2,000

總計：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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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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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十日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四年五、六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營

地 道

路

指

引 承辦單位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5/7~8
(六)(日)

地質景觀認識
北投貴子坑營地 中央北路過復興崗後右轉 活 動 推 廣 1.康乃馨製作
5月份慶生會
稻香路過公車總站左轉上 委員會
2.週五PM:1700開放進場
＆母親節感恩會
山即達
3.8日婦幼團集會
(澎澎)

5/14~15
(六)(日)

茶鄉之旅

坪林金溪營地

台9線35.5k處右轉下

5/14~15
(六)(日)

油桐花之旅

鳴鳳國小

台3線113k處.轉苗22縣道 中聯會
或台13線轉苗22縣道即達

5/21~22
(六)(日)

自然景觀之旅

東眼山休閒農場 台7線17.8k處左轉往東眼 活 動 推 廣 1.健行,森林浴
山方向(桃119)前進9.5k標 委員會
2.觀景,賞鳥,賞螢火蟲
0.4k處
原住民特色餐(自費)
(一元)

5/28~29
(六)(日)

森林之旅

平湖森林遊樂區 106線67.8k處右轉往雙溪 活 動 推 廣 1.森林浴
方向約2公里於雙溪隧道前 委員會
2.賞營火蟲
左迴轉經橋下於橋下再經 (眼鏡)
3.自備用水,衛浴
過小橋右轉直行
4.28日晚上8點舉行跳蚤巿場
(請與飛鴿聯絡)
Y 29日童軍團團集會

活動推廣委 1.品茗,健行,單車
員會(好馬) 2.欣賞茶園風光
1.慶生會
2.登山.健行
3.賞油桐花

5/28~5/29 南洋闔家歡假期 松田崗創意休閒 二高下竹崎交流道,直走到 中.南部聯 1.南洋生態之旅
(六)(日) (中、南聯誼)
農莊
盡頭,左轉縣166往中正大 絡處
2.蘿絲瑪莉熱舞秀
(有限車子數量) 學方向,循松田崗指標前往
3.星空音樂會
6/4~5
(六)(日)

避暑休閒之旅

清水溪野營區

陽金公路往金山方向台2甲 活 動 推 廣 1.健行走古道
4k處轉入循榮豐鋼鐵廠指 委員會
2.戲水
標前進
(眼鏡)
3.金山鴨肉品嚐

Y 5日童軍團團集會
6/11~12
(六)(日)

自行車逍遙行
6月份慶生會
＆慶端午

快樂農場

北二高龍潭交流道下接 活動推廣
113縣道指標25k處右轉接 委員會
桃66縣道0.9k處芃芃幼稚 (婦幼團)
園旁

6/18~19
(六)(日)

夏日戲水
(北、中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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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不開放進場
72.5k處
(一元)

1.單車之旅
2.11日下午婦幼團舉辦包粽子
3.彩繪風箏
4.12日婦幼團集會

Y 19日童軍團團集會

6/25~26
(六)(日)

山林風光

老農夫休閒農場 106縣道接台2丙(北37)過 活 動 推 廣
1.健行
雙溪高中右轉泰平公路於 委員會
2.水中生態觀賞
4.5k處左下循指標前進

6/25~26
(六)(日)

托阿沃溪假期
(中、南聯誼)

南太武山莊

南二高南下至竹田下接88號快速道 中.南部聯 1.賞景
路,左轉直走接台1右轉,至415.8k左 絡處
2.溪邊戲水.捉蝦.釣魚
轉,接屏110,過來義橋左轉前進,注意
左邊一座整修橋再前進200公尺,指
標往大後佳興,左下轉,走臨時便
道，循溪邊道路往前到底,右轉過橋
後左轉直行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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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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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