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營車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日

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假新竹關西鎮快樂營地盛大舉行
( 懇請大家共襄盛舉 )

秘書處

謹定於民國95年12月24日早上9:30假新竹關西鎮快樂營地舉行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大會前一天12月23日
早上10:30會員即可先行報到，依工作人員指示營位做營地建設及認識環境。
隨後即可參加各項活動，活動內容有1. 屋式帳篷搭架與拆帳教學。 2.露營常用繩結教學。3.露營車改裝參觀與
研習DIY。4.卡拉OK歡唱。5.露營器材裝備拍賣會(跳蚤市場)，請各位會員將不用的器材分享給會員們，讓物盡其
用。6.12月23日晚上協會提供晚餐供會員大會餐，請會員記得報名與回傳用餐人數。7.協會文物用品販售，衣服，
帽子，車隊旗…等。
12月24日早上9:30會員報到領取紀念品與大會手冊等用品，本次會員大會將特別表揚嘉獎會務推廣，會員擴
展、熱心贊助、熱心服務、活動參與，優良事蹟等有功人員，頒發獎狀以資肯定與鼓勵，並審核1.95年度財務收支
決算案2.96年度財務收支預算案3.96年度工作計劃案等…及各項提案，懇請全體會員屆時準時參加為荷。切記！為
準備12月23日晚餐與工作，請會員一定要寄回參加回條或傳真報名，以利工作人員安排營位桌次及晚餐人數。

12月22日晚上工作人員報到
12月23日早上10點工作人員就位。
10:30：參加人員報到及認識環境。
11:00~15:00：4人一組屋式搭帳教學。
11:00~15:00：露營常用繩結教學。
14:00~22:00：卡拉ok歡唱。
12:00~18:00：露營器材設備拍賣會(跳蚤市場)
18:30~20:00：會員每一家庭準備2道菜聯誼聚餐，協會備有卡拉OK。
22:00~：會員聯誼茶敘。
12月24日早上8:30工作人員就位。
9:00~9:30：會員報到
9:30~10:20：主席致詞、長官與來賓致詞。
10:20~11:00：工作報告、討論提案。
11:00~11:30：頒獎
12:00~：會員大會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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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車 《會務》

理事、監事會議報告

秘書處

※會議：第八屆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討論提案：

決議：「第10屆亞太露營大會」目前小木屋

（一）請審核第八屆第四、五次常務理事、監事聯

及拖車的名額已滿，如欲參加者可列

席會議各項決議案

入候補名單，或報名帳篷營位。

說明：請理事長張志鵬主持

（五）報告本會會所已納入大同區都市更新計劃案

決議：無異議通過。

說明：請副秘書長郭冠雄報告

（二）請審核協會九十五年五、六、七月財務收支

台北市大同區都市更新計劃案由民權東路、

案

承德路至重慶北路，寧夏路至民生西路一帶

說明：請財務長沈采蓉說明

已納入大同區都市更新計劃案中，台北市政

決議：無異議通過。

府已通過並送交內政部都委會審核中。

（三）請審核協會新會員No.942.943.946入會申請

臨時動議：

案

1、決議第四次常務理監事會臨時動議第70屆大

說明：請會員擴展郭冠雄主委說明

露營光碟片製成4片裝DVD盒追加款48,000元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一案。

（四）討論組團參加「第10屆亞太露營大會」有關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事宜案
說明：請理事長張志鵬報告

財 務 長 報 告

財務長 沈 白

本期8至9月份贊助名單如下：
資訊傳播主委 蘇圳忠(福豹) 贊助視訊設備 壹套

5,000元

公共關係主委 葉偉明(製作) 贊助第70屆世界露營大會DVD光碟

7,000元

更正啟事
更正第90期會訊財務長報告：
捐款人
林銘鋒 (天馬) 更正為名譽理事
補 列
吳卿輝 (顧問)
陳松林 (名譽副理事長)
林永雄 (名譽理事長)
蘇圳忠 (資訊傳播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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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研習
大人整理
壹、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重點整理

公尺前，應樹立明顯標示告知駕駛人。
3.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三項「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

一、 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於94年12月28日經
總統公布，本次計修正70條1、增訂4條、刪除1
條，共計修訂75條，幅度為歷年之最。正式施行
日期暫訂於95年7月1日。

資料，得委託民間辦理」之規定。
4. 修正逕行舉發案件之舉發、通知及處罰程序規
定。
（二）健全牌照、駕照管理，加重違規處罰 (條文：
12、14；21、21-1、22、28)

二、 本次修法概述如下：
（一）文字修改部分共計47條，其中：
1. 「如左」、「左列」修正為「如下」、「下列」
計40條。
2. 刪除「者」字計34條。
3. 「車輛」修正為「汽車」計8條。

1. 牌照：
2. 增列未經審驗合格之汽車(多為大型重型機車)
行駛道路，除處罰鍰外，並予沒入銷毀。
A. 加重號牌遺失不報請公路主管機關補發，
經舉發後仍不辦理而行駛者之處罰。
3. 駕照：

4. 「營業小客車」修正為「計程車」計4條，

A. 修正小型車(含機器腳踏車）與大型車無照

「持」改為「領有」計2條，「檢察處」改「檢

駕駛與越級駕駛之處罰規定，解決法條適

察署」1條，「行為人」改「受處罰人」1條，
餘為文句修改。
（二）罰鍰額度修改計11條，另罰鍰由「銀元」計
算方式修正為「新臺幣」計18條。
（三）餘為各項條款內容規定修改、增刪，計48條
(不含新增第31條之2、第32條之1、第67條
之1、第90條之3等4條，及刪除第28條)。

用競合問題。
B. 增列汽車所有人未善盡車輛管理責任之處
罰。另刪除第一項扣留其車輛牌照之規
定，不因駕駛人之行為，影響汽車所有人
對車輛之使用權。
C. 增列無駕駛執照違規，應受吊扣駕照處分
者，其於重領或新領駕照後，需依本條例
所訂期間先執行吊扣駕照；違反應受吊銷

三、 法令修正重點如下：
（一）嚴格限制逕行舉發之科學儀器採證方式 (條
文：7-2，85，85-1)
1. 明定除「危險駕車」等11項違規行為可以移動
式科學儀器採證舉發外，其他違規行為應使用
固定式，並定期於網站公布設置地點。
2. 以科學儀器採證取締超速，一般道路須至少於
100公尺前，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須至少於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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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照條文規定者，需經限制考領期滿，始
得再考領駕照。
（三）加重任意變更車輛重要設備之處罰 (條文：
16、18)
1. 將汽車電系改列為重要設備，以遏止擅自改裝
頭燈之行為。
2. 加重汽車車身、引擎、底盤、電系等重要設備
未依規定變更

而行駛之處罰規定。(罰鍰由

露營車 《專題》
銀元600元-1,200元(新臺幣1,800元-3,600元)
修正為新臺幣2,400元-9,600元)
3. 加重累犯之處罰：
汽車所有人在1年內違反前述規定2次以上者，
並吊扣牌照3個月；3年內經吊扣牌照2次，再違

C. 優先適用本條例較重之處罰規定：危險駕
車、超速60公里以上者，處6,000元-24,000
元罰鍰，吊扣該汽車牌照3個，駕駛人記違
規點數3點。
4. 增列處罰行人或其他車輛、動力機械違規行

反規定者，吊銷牌照。將有助於遏止任意套（改）

駛、進入高速公路、快速道路或設站管制道

裝車輛之行為，防杜機車銷贓管道及飆車歪風。

路。

（四）增列載重車逃避過磅處罰規定 (條文：7-2、
29-2)

（七）修正取締「酒後駕車」處罰及程序規定 (條
文：35、67)

1. 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１公里內路

1. 加重營業大客車駕駛人酒後駕車之處罰，將原

段，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

應受「吊扣駕照」處分修正為「吊銷駕照」。

勤務警察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
10,000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
2. 增列未依規定停車過磅而逃逸者，得逕行舉發
之規定。
（五）增列動力機械及其他動力載具(運動器材)違
規行駛之處罰 (條文：32、32-1)
1. 動力機械：
A.駕駛動力機械行駛道路，應依分級規定領有
駕駛執照。（現行只要領有小型車駕照即可）

（限制4年不得再考領）
2. 增列處罰汽車所有人明知汽車駕駛人有酒後駕
車之情形，而仍不禁止其駕駛。
3. 配合行政罰法修正：
A. 已移送法辦案件，移置保管汽車之領回，
不受第85條之2第2項，應同時檢附繳納罰
鍰收據之限制。
B. 修正刑事罰與本條例競合時，一行為不二
罰之原則，惟酒後駕車之刑罰罰金，倘低

B. 增列動力機械行駛違反汽車行駛規定條文

於本條例規定應處之罰鍰時，得就差額部

者，依各該條規定處罰。（現行條文無處

分再行裁決處罰。（解決移送法辦案件車

罰規定）

輛移置保管之爭議）

2. 增列非屬汽車及動力機械範圍之動力載具、動
力運動休閒器材或其他相類之動力器具，於道
路上行駛或使用者之處罰規定。（解決現行引
用未領牌照或拼裝車條文處罰之爭議）
（六）加強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及設站管制道路管
理及違規分級處罰 (條文：33)
1. 因應「快速公路」陸續通車管理，授權比照
「高速公路」訂定管制規則。
2. 明定內(側)車道為超車道，增進行車順暢，違
規占用者，處6,000元-12,000元罰鍰。
3. 在高、快速公路違規，依其違害交通之嚴重性
分三級處罰：

（八）加強計程車駕駛人管理 (條文：16、36、37)
1. 配合公路法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法規用語，
將「營業小客車」名詞修正為「計程車」。
2. 廢止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及扣留執業登記證
之處分改由警察機關（各市、縣警察局）辦
理，統一管理及處罰事權。
3. 增列計程車駕駛人執業前及在職講習費用收取
規定，俾規劃辦理分區講習與在職講習作業，
提升計程車駕駛人素質與服務品質。
（九）加重嚴重違規超速處罰及修正相關規定 (條
文：40、43、63)
1. 加重嚴重違規超速（60公里以上）處罰，罰

A. 600元-1,200元

鍰由新臺幣600元至1,200元修正為6,000元至

B. 3,000元-6,000元（明定16項嚴重違規行為）

24,000元並吊扣所駕汽車牌照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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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刪除裝用測速雷達感應器之處罰規定。
（十）明確區分路權，增設警告設施減少執法爭議
(條文：44、45、47、48、49、50)
1. 彎道、陡坡等應減速慢行路段需設置標誌、標
線或號誌指示。

83)
1. 增列汽車所有人在道路上停放待售車輛之處罰
及移置保管規定。
2. 將現行「在公告禁止設攤之處擺設攤位者」之

2. 建立「行人?對優先通行」之制度，加重未依

處罰修正為「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並

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之處罰。（罰鍰由新臺幣

統一在道路違規擺設攤之罰鍰及沒入攤棚、攤

600元-1,800元修正為1,200-3,600元）
3. 明定支道車應讓幹道車先行、「少線道車應讓
多線道車先行」及左方車應讓與右方車先行，
清楚區分路權。
4. 建立直行車「?對優先路權」之制度，解決多
年來直行車與轉彎車路權爭議。
5. 除設有標誌、標線或號誌管制指示外，行駛在
設有分快、慢車道分隔島之路段，「快車道車
輛禁止右轉彎」。
6. 彎道、陡坡、狹橋、隧道或交岔路口，禁止超
車、迴車或倒車時，需設有標誌指示。
（十一）分級處罰闖紅燈違規行為 (條文：53)
闖紅燈右轉行為，罰鍰由1,800元-5,400元
修正為600元-1,800元，增列第53條第2項
予以明定，俾利管理統計，減少執法偏
差。
（十二）解 決 交 通 事 故 處 理 法 規 面 問 題 (條 文 ：
61、62、92)
1. 明確授權訂定肇事人現場處置作為，增列違反
處置作為義務之處罰。
2. 增列無人傷、亡(A3類)肇事逃逸案件之處罰，
並分級處罰肇事逃逸者。
3. 增列肇事逃逸案件汽車所有人有到場說明之義
務。
4. 增列違反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道路
之管制規則，因而肇事致人死、傷，應受吊扣
（銷）駕照處分或違規記點之規定。
5. 慢車、行人及道路障礙行為人肇事案件納入道
路交通事故處理，俾分析肇事原因，改善工程
設施與執法作為，保障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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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修正道路障礙相關處罰規定 (條文：82、

架之處罰規定。
3. 增列在車道或交通島上散發廣告物、宣傳單或
其相類物之處罰規定。
（十四）其他修正重點：
1. 增列交通違規罰鍰應提撥一定比例專款專用於
改善道路交通，並明確授權訂定分配、提撥比
例及運用等事項之辦法。
2. 加重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安置幼童及將兒童單
獨留置車內之罰則，並增訂幼童之定義。
3. 廢除罰鍰得易處吊扣駕駛執照或牌照之制度，
避免處罰漏洞；另修正罰鍰不繳納者，直接依
法移送強制執行。
4. 對限制終身不得考領駕照者，增訂重新考照年
限及條件等相關規定。
5. 刪除慢車駕駛人及行人違規得施以道安講習之
規定。
6. 增列交通助理人員得執行違規停車車輛之移置
保管作業。
7. 駕駛人受吊扣駕照處分時，汽車與機車駕照分
開吊扣。
8. 增列人行道規劃設置機、慢車之停車位及腳踏
車道之法律依據，解決歷年來在人行道規劃停
放機車、腳踏車之爭議。
9. 增列受處分人得分期繳納罰鍰之規定。
10. 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等10項法規命令，更
明確規定授權之內容及範圍。
11. 輕微交通違規得以勸導替代舉發。
12. 將違反本條例之罰鍰單位統一修正為新臺幣。

露營車 《藝文》

讓你的露營生活更豐富
老K
協會中很多人都跟我一樣，從小就參加童子軍、救
國團 等校園的露營活動，長大後更是將露營與休閒劃
上了等號，不但如此，更將全家大小、左鄰右舍、親友

一種，其特殊的胎生苗繁衍方式，讓他在這嚴苛的爛泥
堆中能夠順利的子孫滿堂。

【濱刺麥】

五十都帶入了這個大家庭，所以你常常可以在我們的週

當你在挖仔尾看到

末營中，看到三五好友一大票、三叔公四嬸婆一大堆的

一隻隻大海膽在沙灘上

可愛場面，當然在大露營時，更有四代同堂、五代同堂

奔跑時，你一定會大聲

歡聚ㄧ堂的難得鏡頭出現，真是讓人羨慕又欽佩。

尖叫，怎麼會這樣？這

然而露營除了可以當作認識新朋友、連絡舊朋友、

就是被稱為沙馬仔刺、

增進親子關係、熱絡親朋感情的平台之外，你還可以讓

貓鼠刺的濱刺麥。他就

露營生活更知性、更深度、更環保、更健康 ，這也是

是利用那渾圓的刺球在沙灘上隨風到處跑來散播它「愛

我們活動推廣組與研習訓練組絞盡腦汁、想盡辦法為大

的結晶—種子」。他也是海邊沙地上最著名的先驅植

家每個月舉辦一些活動的目的。

物，定沙植物之ㄧ喔。

就拿十月份我們協會排定的周末營：八里的十三行

【招潮蟹】

博物館營地，大家都知道十三行博物館以考古為主題，

可說是這一區中動物的主角，雄招潮蟹有一大一小

八里以渡船頭、水岸自行車道、左岸咖啡、小吃為主，

不相稱的螯。大螯常用力揮動，好像向者潮水招喚似

除了這些人工建築成的景點及鄉土人文之外，其實十三

的，所以稱其為【招潮蟹】。

行營地旁的【挖仔尾自然保留區】才是這裡的精華，也
是最值得一遊的景點。
「挖仔尾」名稱的由來：因為淡水河幾百年來，緩
緩的向西流入臺灣海峽，因為河水由上游夾帶了大量的
泥沙，逐漸在八里的北方海岸堆積了下來，形成一個突
出的沙嘴地形，這種河道彎曲的地形稱為「挖仔」（台
語音）；又因為這裡是淡水河最尾巴的一個轉彎處，於
是「挖仔尾」地名便因之而來。
在這種海水淡水混合的交界區，鹽份極高、潮汐影響
的乾濕交替，加上淡水河一路帶下的的爛泥淤積於此，造
成極度缺氧等嚴苛的生存環境，絕對不適合大多數的動植
物生長，但也孕育出這裡許多特殊的自然生態。
現在簡單的介紹幾種當地代表性的動植物給大家認
識：

【水筆仔】
你看過媽媽抱著孩子長大的
植物嗎？他就是其中之ㄧ，也是
這一區中最主要的植物，現在已
列為國寶了。因其幼苗像是一枝
枝懸掛的筆又生長在水裡，故得
其名。它是屬於紅樹林植物中的

在這裡常見的招潮蟹有：

【弧邊招潮蟹】
當你在泥灘地上看到一座座小火山口狀的小土堤
時，那八成就是他的傑
作，其背甲邊緣呈圓弧狀
故叫他湖邊招潮蟹，又因
背甲上有美麗的紫黑色網
紋，也有人稱他為網紋招
潮蟹。他們喜歡住在泥灘
地上，會在其洞口築一圈小土堤，看起來像個小火山
口，十分有趣。

【清白招潮蟹】
體型較小，大約只有一個拇指指節大。雄蟹有雪白
的大螯，像一把白色的扇
子向著海潮招喚，故又名
白扇招潮蟹。背甲的顏色，
有時灰白有時灰黑，會隨者
潮水而變。退潮時成群出來
活動。在洞口附近，有散布
成放射狀的【擬糞】
，是辨識時的重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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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呼喚招潮蟹】
屬於比較大一點的招潮蟹，其背甲及步足成灰至褐
色調，雄蟹最明顯的特

起來就像蚯蚓在泥地上留下的痕跡。

【彈塗魚】
體長大概6-7公分，常見她在爛泥裡一跳一跳的活

徵，就是他的大螯，像一

像個過動兒，故又稱花

把黃色或黃紅色的老虎鉗

跳、石跳仔、跳跳魚、

一樣上下揮動者，非常鮮

泥猴。眼睛突出於頭部

艷好認，所以又叫作「黃

像兩個潛水艇的潛望

螯」招潮蟹。

鏡。它是少數能在泥地

【和尚蟹】

裡行走的魚類，因為它

因其圓球狀藍紫色的背甲如和尚的光頭，因此叫他

的胸鰭像腳一樣能在泥

為「和尚蟹」，常常一大群的出來覓食，就像千軍萬馬

地裡爬行，腹鰭呈吸盤狀，能吸附在岩石或樹幹上。喜

行走在沙灘上，非常壯

群居，善挖洞穴，可離水40分鐘以上靠皮膚呼吸而不

觀，故又有兵蟹之稱。另

死，以小昆蟲、小動物為食。

外也有人叫它海和尚、海

以上簡單的介紹【挖仔尾】最容易看到的一些動植

珍珠、蜘蛛蟹等。他與一

物，希望您能到現場仔細的觀察，相信您會發現更多有

般的螃蟹最大的不同就是

趣的東西出來。更希望您在認識這些比我們更早到這裡

向前直行而不是橫者走

的生命體後，能像愛護我們的家人或認識的朋友一樣的

路。棲息在沙質與泥質灘

愛護他們、保護他們！

地，會在沙灘底下挖掘一道道鬆軟的覓食地道，表面看

8

露營車 《藝文》

日本童子軍大會
眼鏡蛇

離開了快樂的日本...
回到了以前的生活...
啊~~~~~~~~~~~~!!!
不習慣...

睜著大眼睛看著你,一臉很期

~~~~~~~~~~~~~~~~~~~~~~~~~~~~~~~~~

亮,在往後相處的這幾天,我們

待的樣子.home爸是一個很
厲害的書法老師,所以他學的
漢字還蠻多的,字也寫得很漂

到了日本機場,

就是靠著這些跟他們溝通的.他們問了很多問題:像是基

馬上就看到一群日本

本的名字呀,喜歡吃什麼呀,喜歡的藝人……等等.(home

人拿著用英文翻譯的

媽很喜歡F4唷0.0~!)我們也都一一靠著我們所學的簡單

中文名字,大家就開

日語回答他們的問題,說真的,很有趣唷!

始找著自己未來幾天
的爸爸媽媽嚕~~
過不了不久,大家果然都被領養走了>"<~(感覺有點
像是你被賣掉了ˊˇˋ~)我的寄宿家庭爸爸(就是home
爸)開著一輛會
自動關門的高
級休旅車來接
我唷0.0~帥呀!
home爸的

~~~~~~~~~~~~~~~~~~~~~~~~~~~~~~~~~

家裡是做海苔

有一天,home爸開著那部會自動關門的車帶著他們

的0.0所以一進

全家跟我們一起到"妻籠宿"玩.那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老街,

門馬上就聞到濃濃的海苔味.
第一天晚上home爸home媽和他們兩個可愛的小孩
~弟弟-達史,妹妹-早織,陪我們聊天聊到了大約凌晨1點
多吧?他們拿出了幾本"如何學習中文"的書,和一台NDS,

沿路上都有著濃濃的日本味,在那裡吃了很棒的蕎麥麵,
份量看起來少少的,可是吃完已經撐到不行哩!
可愛的home媽在我們剛吃飽後就帶我們去吃冰淇
淋了,整個就是"喔一係ㄋㄟ~~"

還有一本空白筆

晚上我們

記簿,就開始我們

去了家裡附近

的談話哩~~!

的小學的體育

其實要跟日

館 打 球 , home

本人溝通真的不

媽是社區排球

難,只要你想跟他

隊的唷!我們和

說什麼,他一定是

妹妹就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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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的要睡啦,只是當天晚

玩著籃球,好累的說,不過很開心唷~
今天晚上吃的是兩大盤的沙西米唷~~~!!!!享受

上我們大概說了20多次的
"喔呀蘇咪"(晚安的意思...)

~~>\\\\<~
~~~~~~~~~~~~~~~~~~~~~~~~~~~~~~~~~

為什麼呢= = ..因為可愛

隔天早上到了名古屋港的遊樂園去,那裡有個動物

的妹妹捨不得我們啦!哈

園,裡面的動物竟然都是~~~~~~狗!害我整個有點傻眼,

哈!!!她自己準備了卡片給

不過那裡的狗狗都很可愛啦!

我們,純手工的唷!上面的字她還一個字一個字的翻字典

後來我們為了打電話回台灣跟爸媽報平安,花了一
個下午的時間找電話打,home媽還特地開車帶我們到處
找電話亭,結果最後是回到寄宿家裡打的ˊˇˋ,我和小

查給我們看,我們也才懂她的意思,過程很有趣的ㄋㄟ
^^~
我們整理完行李後,就一頭趴在舒服的枕頭上睡著

艾兩個人一打通..講的話都是:"爸爸!嗯,這裡電話不好找,
電話費很貴,掰掰!
嘟..嘟..嘟.."結束=
= .home媽整個就
超傻眼:"蘇勾已
~~"(好厲害的意思)
因為我們實在是講
太快了,兩個人加起
來的時間不到15秒= =
晚上媽媽很早就準備好了晚餐,今天吃的是大阪燒.
光看外表就份量十足唷!因為媽媽覺得我們很會吃~~,給
我一個人吃的份量比我臉還大好多,不過真的很好吃就
是哩!

哩~~喔~呀~蘇~咪~!! Zzz.....
~~~~~~~~~~~~~~~~~~~~~~~~~~~~~~~~~
最後一天早上,行李收好就馬上出發到熱田神宮(我
們集合搭遊覽車的地方),離開時心裡其實很不捨的說...

吃過飯後就

ˊˇˋ~我們也在這天拍

開車到了爸爸的

了全家福唷^^~同樣的,

書法教室,裡面有

我們說8181也說了好幾

著他的學生,(都是

十次~因為真的不捨呀ˊ

正妹唷~>\\_\\<)

ˇˋ~

爸爸規定我們一定都要交出一張作品,所以我就很努力
靠著我國小所學的書法.,努力寫出了我幾百年沒碰的書
法哩~~!其實還不錯看0.0~
晚上到家後,大家都知
道明天就要離開了,(準備前
往世界大露營會場)所以相
機拿出來猛拍,最可愛的是
妹妹,一直希望我們早點睡,明天才不會遲到,我當然也很
10

~~~~~~~~~~~~~~~~~~~~~~~~~~~~~~~~~
出發前往露營會場嚕~~~(路程接近7個小時－．
－+)~~
期待露營篇~~~咕掰~

露營車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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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白

∼團務報告∼

∼活動翦影∼

● 世界童軍百週年全國大露營7月27日於台南走馬瀨
農場舉行，8月2日圓滿落幕，活動主題為同心許
諾、世界大同 (One World One Promise)，約一萬
五千多人前來參與盛會，包括日本、美國、英國、
泰國、新加坡、韓國、菲律賓、香港、聖荷西、多
倫多、東莞、迦納、澳門等共有十六個國家的童軍
參與。
本團由伍茲、鐵人及沈白團長帶領名男女童軍伙伴
共22名參加，雖然南部豔陽高照，熱氣逼人，但大
夥兒興緻不減，參加大會所舉辦各式各樣的闖關活
動，從活動中學習到各種技能。亨利團長、服務員
家長們紛紛來為伙伴們加油打氣，還提供冰涼的飲

走馬瀨童軍合影

料為大家提神消暑。晚上則與別團及國外的童子軍
互相交流，交換小禮物，也趁機觀摩學習，留下難
忘的美好回憶。
● 本團派出8位伙伴於7月31日至8月15日參加日本石川
縣第14屆日本童軍全國大露營，此行除了參加大露
營的活動，還寄宿於日本團員家中，融入 他們的生
活中，親身體驗異國的民俗風情，大夥也是滿載而
歸，並且作了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
● 休閒車童軍台北市第359團奇摩家族網站自9月1日起
移版至協會論壇。
● 恭喜蔡季軒(Uni)晉升初級童子軍。
* 感謝童軍家長捐款2000元整。

日本團童軍合影

樹 葉 拓 印．相 招 到 陣
婦幼團

婦幼團擬於宜蘭東風茶館—跨年之夜活動時，舉辨「樹葉拓印」
免費教學，歡迎有興趣的媽媽、小姐、小朋友及大男生們「相
招到陣」來參加。免費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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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音
95/7/1至7/2 親近大自然－我家花園
大人68人 小孩24人 共92人
36輛（RV8輛、拖車1輛）

在繁華吵雜悶熱的台北市郊區，難得有這塊營地能讓我們露營避
暑，營區內的戲水池是小朋友們的最愛，園主還提供氣墊，讓小
朋友徜徉水池嬉戲，是入夏來最涼快的休閒活動。晚間，暑氣全
消，酒店、燒烤店紛紛營業，三五好友把酒論天下事。
95/7/8至7/9
歐洲風情之旅－西湖渡假村
大人47人 小孩19人 共66人
24輛（RV7輛、拖車1輛）

95/8/5至8/6
地質景觀認識－北投貴子坑
大人69人 小孩23人 共92人
38輛（RV8輛、拖車2輛）

週六下午，太陽的威力稍一減弱，研訓夥伴就忙著佈置槌球
比賽場地，參賽的選手陸續下場較勁，直到傍晚路燈初亮時
分。晚上接著舉辦八月份慶生會，除了慶生蛋糕外，活動組
準備了冰涼的仙草粉圓讓大家消暑，溪尾夥伴提供鮮魚湯讓
大家品嚐。
95/8/12至8/13 生態啟蒙之旅－三富花園休閒農場
大人54人
小孩20人 共74人
27輛（RV9輛、拖車2輛）

適逢友會台灣露營車協會辦全國大露營，邀請本會共襄
盛舉。藉機聯絡協會間情感、互相交流觀摩學習，並體
驗園區歐式庭園景觀。受艾維尼颱風外圍環流影響，下
起傾盆大雨使得活動受影響，但大家仍玩得很盡興。
95/7/15至7/16
老街巡禮－湖口箕山
大人35人
小孩10人 共45人
22輛（RV1輛、拖車0輛）

碧利斯颱風的裙擺還在搖曳著，夥伴們就等不及的趕著
出門，不過這選擇是對的，因為到了營區風和日麗。晚
間活動組舉辦辦桌慶生晚會，大家菜足飯飽，讓夥伴們
體驗不同的慶生方式，感謝活動主委用心安排。
95/7/22至7/23
健康休閒之旅－金山清水溪
大人39人 小孩11人 共50人
32輛（RV6輛、拖車3輛）

炎炎夏日來到台北後山的營區，徜徉在陰涼的樹蔭下聽蟬
鳴，午後小睡片刻再騎著鐵馬兜風享受難得的悠閒！小孩在
清涼的淺溪中戲水，個個玩得清涼有勁！

難得的噶瑪蘭之旅，週五晚許多伙伴就到羅東逛夜市，
再夜宿冬山河畔，週六早上車隊集結進場聲勢浩大。農
場內生態豐富，景觀優雅又有森林咖啡座，可悠閒的品
嚐咖啡。週遭有瀑布、步道等景點可供遊賞健行。
95/8/19至8/20
健康快樂憶童年－憶童年休閒農園
大人92人
小孩16人 共108人
41輛（RV12輛、拖車2輛）

老K副理事長推薦的新營地，童味十足，內容橫跨老、中、輕三
代，緊鄰鶯歌陶瓷博物館及陶瓷老街。可以讓小朋友體驗牧牛、
乘坐牛車、滾鐵圈……等童趣。也也感謝老K副理事長及夫人
Ace特地送來米苔目冰品及小朋友戲水池……等讓大家消暑，感
恩喔！
95/8/26至8/27
清涼消暑之旅－可多摩休閒農莊
大人40人
小孩20人 共60人
20輛（RV3輛、拖車2輛）

95/7/29至7/30
清涼消暑之旅－可多摩休閒農莊
大人38人
小孩8人 共46人
20輛（RV1輛、拖車0輛）

悠遊在天然山泉游泳池，洗滌渾身的熱氣，再到陰涼的樹
下，吃ㄧ碗仙草冰，真是「透心涼」─讚！兒童戲水池，清
涼又安全是小朋友的最愛。在樹蔭下的躺椅小憩，聽青翠蒼
鬱的山林蟬鳴唏唏，享受涼風拂面的舒爽。

雖然是本季第二次安排本營地，但仍然有很多向隅者，該營地具
有夏天最受歡迎的天然山泉游泳池及兒童戲水池真正是清涼又舒
適。為了讓更多人參與，有多人讓出名額，活動主委趁機親赴宜
蘭勘查其他營地真是辛苦！感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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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五年十一、十二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11/4~5
(六)(日)

動

名

稱 營

吊橋文化藝術饗
宴
福份山
11月份慶生會

11/11~12 蘭陽寧靜之旅
(六)(日)

宜蘭南澳農場

地 道

路

指

引 承辦單位

宴」，周六晚6點集合，由場主
帶隊前往參觀
國5蘇澳交流道下接台9線，經南澳車 活 動 推 廣 1.太平洋海岸景觀
站過澳尾橋左轉，循指標直行即達。 委員會
2.單車自由行

3.農業生態體驗

南庄方向 http://home.kimo.com.t
w/chen_gel/

11/18~19 茶鄉之旅
(六)(日)

坪林金溪營地

11/25~26 湖光山色之旅
(六)(日)

峨嵋湖雲雀營地 國3竹林交流道下接120往竹東→右轉123(竹 秘書處

3.單車自由行
林大橋)往竹東，在橋上左轉外環道直走，接
台3線右轉南下直行往峨眉→在90.6K東方美
人茶往富興庄處左轉往峨眉湖→沿竹43直行
到峨眉湖牌樓左轉竹81，沿湖邊走到底，左
轉經過十二寮大橋約500公尺右轉，沿指標
即達。

1.單車環湖自由行
2.賞白鷺鷥
3.賞湖光山色
4.Y 26日童軍考驗營集訓

國3龍潭交流道下，接台3線往關西方 活 動 推 廣 1.牛欄河風光
向，於57.7k處轉中豐路往關西市區， 委員會
2.客家美食
於北二高架橋下左入即達

牛欄河之旅

鹹菜甕

12/2~3
(六)(日)

鄉野風情之旅

車店子休閒農園 國3竹山交流道下，接台3往竹山，左轉竹山 中聯會

12/9~10
(六)(日)

霧鄉之旅

大智路(路口有一全家便利超商)，左轉台149
線(鯉南路)往草嶺風景區方向，前進約三公
里依招牌指示左轉進入，再前行約300公尺
即達車店子休閒農園http://village.mmmtravel.com.tw

12/30~311/1 跨年之夜
(六)(日)(一) 12月份慶生會

1.欣賞大自然
2.聽松濤水流合奏曲
3.桂竹饗宴

國5坪林交流道下，接台9線往新店方 活 動 推 廣 1.品茗、健行
向於35.5k處左轉下，循指標前進即達 委員會
2.茶園風光

12/2~3
(六)(日)

12/23~24 山野風光
(六) (日) 會員大會

研 訓 項 目

國3大溪交流道下，往石門水庫方向接 活 動 推 廣 1.慶生
台3線，於員樹林前左方齋明寺牌樓， 委員會
2.大漢溪風光
左轉齋明街循指標前進
3.「週末夜觀光吊橋文化藝術饗

11/11~12 大自然休閒之旅 大自然休閒農場 國1苗栗交流道下，往公館方向接台3 中聯會
線，於獅潭接縣124經仙山靈洞宮往
(六)(日)

12/16~12/17 親子快樂遊
(六)(日)

活 動 摘 要

1.庄腳
自由行
2.古早農村體驗
3.品嚐山林野宴

三義不遠山莊

國1三義交流道下→接苗栗(台13線) → 活 動 推 廣 1.登山,健行
2.小溪頭綠色隧道
雕刻街 → 中油加油站 → 陸橋 → 紅 委員會
3.木雕藝品參觀
綠燈 → 三義眼鏡行右轉 → 高速公路
橋下 → 昌發飯店前右轉 → 見籃球場
右轉 → 就是不遠山莊入口，直行即達

大溪豆荳世界

國3大溪交流道下往大溪方向接台3 活 動 推 廣 1.垂釣
2.單車休閒遊
線，過大溪牌樓於35公里處閃黃燈左 委員會
3.生態體驗
轉，過社區直行到底即達

關西快樂營地

國3關西交流道下，往關西方向接118 秘書處
縣道(羅馬公路)28.8k處右下

1.會員大會
2.Y 24日童軍團集訓

宜蘭東風茶館

國5羅東交流道下接7丙往羅東市→ 光 婦幼團
榮路左轉→ 義成路(宜34)左轉走到
底，看咖啡色指標T字路右轉直走往中
山休閒農業區→ 進入中山村後經中山
橋直行→ 東風茶館

1.慶生
2.跨年活動
3.婦幼團「樹葉拓印」免費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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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