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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亞太露營大會感想
SOS(XO 1/2)
“這是我的第一次”在理事長張志鵬的邀約下，我

晚上三五成群的聚集，不是家家戶戶都開張的，點著瓦

們這群陣容龐大的台灣代表團就這麼成軍了，32人是所

斯燈、溫著清酒、輕聲細談著，這樣的情境好棒，第二

有東南亞國家代表團裡最多的，１１

夜睡的特別甜。

２在一陣手忙腳

亂中到達了名古屋機場，在期盼中來到了龍洋露營場，

一大早大夥集合蓄勢待發準備出遊，大久保就身著

在現實中感受到大久保的溫暖，好多好多的感動就在抵

協會那紅色的背心(圖一)來送我們出遊，好親切，一路

達的那一刻開啟了。

上參觀樂器博物館、花園…最值得回味的午餐，一行人

拖著疲憊的身軀拉著沈重的行李到達了第十屆亞太

就這麼自然的席地而坐(圖三)，不愧是露營同好，草皮

大露營的舉辦營地『日本靜岡磐田市龍洋露營地』找到

上、走

了棲身的木屋後，行李就這麼塞滿了屋內，開始感到屋

道旁、

子的擁擠時，幾名壯漢又搬了好多紙箱進來屋內，怎麼

樹

回事？打開看，有白米飯、粥、醬菜、飲料、啤酒，開

下，吃

始誇獎這大會真慷慨時，壯漢說是“大久保”(圖一)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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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享

高粱酒，攤販還沒開始販售就有人排隊等著，讓隔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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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的大久保穿著FCCC發的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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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地的攤販也好奇的探頭探腦看，到底我們賣什麼，

的粥、

人潮不斷，台灣來的廚師手藝高超，再加上ＫＩＮＧＭ

醬菜，用他準備的桌、椅、爐具，享受著陽光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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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在營地內一圈又一圈的觀察日本國人露營的方

為賣酒犧牲了不少色相、捷美利１

式：他們安靜、樸實、安然自得。大多以自走式的露營

(圖四)，看來大夥不在乎賣多少，而是玩在其中，叫賣

車為主，所佔比例約九成、拖車約佔一成，白天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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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為我們所提供的貼心服務

營結束

２所帶領的娘子君團叫賣功夫一流、大北也
２更收錢收的辛苦

國際之夜人氣最旺的台灣攤販

露營車 《要聞》
了，該是離開的時候了，檢查著東西落了沒，才想要跟

下眼淚會停不住，兩人目送著我們的車離開營地，結束

大久保告別時，他就開著車出現在我們行李前，堅持著

了亞太大露營，結束了這一幕令人動容的一刻。由名古

要為我們運行李到營地出口，這一刻大久保仍想為我們

屋一路遊玩到東京，１１

服務，細想這些天他默默的為我們準備食物、給我們有

當導遊邱先生至櫃台劃位後告訴我們看到大久保時，不

７由東京成田機場回台北，

桌椅有爐具、給我們佈置營位，大久保七十三歲了前陣
子才開過刀，太太單薄的身體，老母親九十幾，在我們
抵達前他到底做了多少準備，營位就在我們木屋旁，太
太也為我們忙進忙出，太多的付出讓人好喜歡這對老夫
妻，怎麼有這麼可愛的老人家，這麼無私、這麼用心、

大久保夫妻專程來為我們送機
由得毛骨悚然，他倆知道我們的班機，就搭公車來機場
在那等著，等著跟我們揮手、擁抱、告別(圖六)，這是

大久保夫妻依依不捨的送行

多令人動容的情感，這麼不求回報的付出，語言、文字
已沒法說出那股感動，那一切的美好只能讓閱讀中的你

這麼親切…。上車離開營地時，大久保的太太流著淚而

親自體會了。

大久保就插著腰故做堅強樣(圖五)，我想那眼睛再眨一

參加第十屆亞太露營大會感言
LC
11月2日協會一行32人搭乘國泰11點50分班機

與各國交流，雖語言上稍有隔閡，但藉著簡單幾句

於下午3點40分抵達名古屋機場，由於出發前

交談都能得到善意的回應，快樂的回報，這就是露

Camping理事長再三不斷地與大會接洽聯繫，使得

營的樂趣。特別值得一提是此次國際之夜，大會印

每位團員對大致情形都有所了解，抵達海洋公園，

製露營專用紙鈔，購買各國準備之餐點，我們設置

已是夜幕低垂時，幸有協會

攤位，出售台灣特有之紹興、

台號921大久保國一先生，

高梁酒，筆者帶去烏來自種之

大力協助幫忙運送行李，按

韭菜炒米粉、貢丸湯、泡芙、

照事先安排情形進入木屋一

滷味、米糕，受到各國人士之

切就緒，屋內設備齊全，碗

喜愛，攤前人擠人，盛況空

盤、炊具、瓦斯爐、浴室一

前，其熱鬧的情形，比之士林

樣不缺。

夜市有過之而無不及，會後再

第二天展開露營活動，

旅遊各地名勝，並提供購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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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之大好機會，最後一天整理行裝，專車送往成
田機場，再次感受大久保國一之熱忱，眼眶幾致
落淚之情形下送別機場，我們報以大力揮舉雙
手，久久不得放下，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一聲
莎喲娜拉，快快樂樂地飛回台北。
對於首次參加的團員，事先滿懷憧憬，事後
得到印證、咸認那是既有樂趣又有意義的活動，
甚至有人預定明年愛爾蘭之露營活動，LC鼓勵大
家如果各種條件許可下不妨一起來參加國際露
營。
在此特別感謝Camping理事長，由於你的用
心細心，成就了每個人快樂之心。

理事、監事會議報告

秘書處

※會議： 第八屆第六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討論提案：

〈四〉討論12月份關西快樂營地會員大會舉行方式及用

〈一〉請追認審核協會九十五年八月財務收支案
說明：請財務長沈采蓉〈沈白〉報告

說明：請秘書長張德源〈多多〉說明

決議：無異議通過

決議：待下次提出預算書再報請常務理監事會議

〈二〉討論童軍團週末營與團集會行程
說明：請秘書長張德源〈多多〉說明
決議：1. 外聘團長(可請Mirio代為物色人選),並將
初中高級的童子軍分開訓練.

決議. 會員大會時贈送國際大露營DVD一案
暫緩.

臨時動議：
1. 監事召集人蕭添福(青山)提議：協會有三線電話及一

2. 請童軍總會將公文直接發給協會.

支傳真,每線的基本費285元,是否取消1支外線電話,

3. 活動模式：1個月須有兩次團集會安排

另影印機的租賃費每月2000元,外加計張費每張0.5

在週末營營地,高級童子軍

元,是否考慮不要使用影印機,而改用其他影印方式?

可另行排定課程及活動(ex.

決議：通 過 取 消 2 5 5 3 - 8 7 7 9 的 電 話 線 路 , 保 留 傳

中正高中),請亨利配合.
〈三〉討論協會文物訂價與數量折扣
說明：請秘書長張德源〈多多〉說明
(製作)第70屆大露營DVD的音樂有版權問題,請勿
公開販售.
(Camping)2005台灣露營地手冊及圓盤帽已找戶
外用品店出貨及寄售.協會文物亦可於14屆全國大

真,ADSL專線及對外代表號.不用影印機改用
其他影印方式一案暫緩.
2. 第14屆大露營適逢中秋,可否於營地內生火烤肉?
決議：原則上勿裸地生火,以免破壞草皮,架高生火不
在此限.
3. 有關車頂架的合法性.
大人說明：目前車頂架有都樂原廠證明者可由監理處

露營及協會網站上販售.

認證,但車頂架僅限使用於綑綁物品而非

決議：第70屆大露營DVD光碟3片1盒訂價500元,

裝置固定物,所以車頂帳是不合法的.

會員價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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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時間等

露營車 《會務》
※會議：第八屆第七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討論提案：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一〉請追認審核協會九十五年九月財務收支案

臨時動議：
1. 附設童軍團組織章程修訂案

說明：請財務長沈采蓉〈沈白〉報告

請游祥鏗主委說明：第二章第五條更改為「本團設

決議：無異議通過

團務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委員

〈二〉討論12月份會員大會預算案

會成員以本會熱心幫助童軍運動之會員組成，委員

說明：請秘書長張德源〈多多〉報告
開會時間訂於12/24﹝日﹞AM9:00，當日午

會設委員七至十五人，本會理事長為兼任主任委

餐預計有120個家庭400人次，每桌2,500元

員，並委請委員一至二人為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

共10萬元，滿15年資深會員紀念品每人600

對外代表本團。」希望童軍改組後會更健全。

元17人共10,200元，滿10年資深會員紀念品

童軍團組織章程修訂會於下次理監事會議之前完成

預計每人300元13人約4,000元，滿5年會員

並提報。

贈品約5,000元。12/23﹝六﹞會員聚餐晚

理事長Camping：為感念游祥鏗主委多年為協會童

會，協會提供水果餅乾預計5,000元，大會

軍團的付出，女童軍主委由理事長聘任，敦請游主

工作人員便當費約2,500元，敘獎用框每只

委擔任。

120元40個計4,800元以及其他支出，總預算

決議：無異議通過。

約為15萬元左右。

財 務 長 報 告

財務長 沈 白

本期捐款名單如下：
謝文祥(天兵)

10,000元

徐守權(派普)

30,000元

蘇圳忠(福豹)

15,000元

劉博仁(博哥)

5,000元

第14屆全國汽車/家庭露營大會贊助統計名單

大人

贊助單位/人

贊助品

桃園縣政府

現金"100,000 "

贊助單位/人

贊助品

李永然律師事務所

現金"20,000 "

中信昌公司

現金"2,000 "

張志鵬

現金"20,000 "

翊達公司

現金"2,000 "

大久保國一

現金"20,000 "

瑞傑國際有限公司

工作人員衣服、帽子

活動推廣委員會

現金"15,000 "

環球露營車俱樂部

紀念傘廣告 "17,000"

日瀚螺絲工業有限公司

現金"10,000 "

陽光綠野有限公司

紀念傘廣告 "17,000"

林逸昇

現金"10,000 "

大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紀念傘廣告 "12,000"

陳嘉拯

現金"10,000 "

千賓香精原料有限公司

餅乾、糖果一大批

張德源

現金"10,000 "

李文宗

工作人員大會期間早餐

陳培阮

現金"5,000 "

葉偉明

烤全豬1隻

黃財發

現金"5,000 "

台灣露營車協會 吳卿輝

礦泉水20箱

吳有作

現金"3,000 "

許旭能

卡拉0K器材

林永興

現金"3,000 "
5

露營車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日

秘 書 處 報 告

秘書處 多 多

會員大會已開始籌備，開會通知單已陸續寄出，會

價格。這兩種模式將同時進行，但靜態競標將於23日晚

員們務必收到通知單後傳真參加回條至協會秘書處，或

上會員聯誼大會餐前結束，時間為6:00，6:30會員會餐

於週末營時繳交給活動組及秘書長，參加人數必須填寫

開始(每個家庭兩道菜)，8:00左右如有器材將會繼續拍

正確，以利秘書處方便統計作業。

賣到9:00止，請各位會員務必眼睛睜亮一點，隨時進場

來！來！來！看看看！有來有好康，沒來你後悔，

競標出價，好東西將會歸你所有。

研訓委員會將於12月23日晚上擴大舉辦跳蚤市場(露營

各位伙伴們，你有多久時間沒有整理露營裝備了，

相關器材販賣)及競標拍賣會，活動將會有兩種模式進

趁著年底這段時間整理一下，把你多餘不用但好用，堪

行。1.靜態競標：販賣者或捐贈者在器材上貼上售價，

用，不捨得用，沒用過的器材或與露營有相關的物品拿

競標者在標單上寫上價位及姓名，同時間好的器材會有

出來拍賣或在跳蚤市場上轉讓給好伙伴們，也可以同時

多人競標，以最高價者得標。且不得會員私底下做交

購買你所需要的各式器材。希望各位伙伴們能共襄盛

易，高於售價之金額由協會收取10%手續費，作為協會

舉，拋磚引玉帶動這次會員大會的會前會，必能熱鬧非

之業務推動費。2.動態競標：熱門商品或個人私藏精品

凡，使協會往後的各項活動更能精彩，更有意義，秘書

及會員捐贈器材部份由拍賣官於現場拍賣，器材太多時

處在此先祝各位會員新年快樂！事事如意，行車愉快。

將分時段拍賣，同時間拍賣的器材將會先做展示及標上

2007 新 春 營

活動副主委 觀音

時光飛逝，轉眼間一年已將過了。每天忙忙碌碌，僅

然後順道參訪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冬山河親

在週末營中難得小憩，享受短暫的休閒，總讓人有意猶未

水公園，逛宜蘭、羅東夜市再進營區過夜。

盡之憾。眾所期盼的春節假期馬上到來，而且今年因調整

2/19（初二），可往太平山森林遊樂區或棲

放假，春節假期從2/17－2/25將有長達9天的連假。

蘭山森林遊樂區回營區過夜。

依照往例，活動委員會今年規劃了宜蘭及花蓮長程

二.花蓮

新春營，讓您享有週末營的氛圍，又可享受長途旅遊的

時間：2007/2/20（初三）－2007/2/21（初四）
，

樂趣。當您盡情的玩樂一天，可以直接回到營區駐紮，

地點：鳳林遊憩區

不用為了住宿一位難求而煩惱。山水休閒農場－座落於

交通資訊：沿台九線南下過鳳林鎮，入口位於道路左側

太平山下，擁有廣大的鄉間庭園，讓您體驗田園農莊的

行程：2/20（初三）、2/21（初四），駐紮於鳳林遊憩

生活。鳳林遊憩區－區內設施規劃有露營區、越野車、

區。2/22早（初五）拔營，自行尋覓活動地點。

飛行傘、濕地生態等，是寓教育及休閒之多功能遊憩

活動建議：2/20（初三）由宜蘭拔營後，沿蘇花公路順

區。以下是活動行程介紹：

遊太魯閣、天祥、七星潭、花蓮市區、鯉魚

一.宜蘭

潭抵達營區過夜。

時間：2007/2/18（初一）－2007/2/19（初二）

2/21（初四），以營區為據點，暢遊花東縱

地點：宜蘭山水休閒農場

谷，新光兆豐休閒農場、光復糖廠、 瑞穗牧

交通資訊：國 5 宜 蘭 交 流 道 下 ， 接 台 7 往 員 山 方 向 至

場、 馬太鞍溼地生態園區、 林田山林業文

108K，中華電信機房隔壁，粗坑派出所斜
對面，路左側木造牌樓進入。
行程：2/18（初一）、2/19（初二），駐紮於山水休閒農
場。2/20早（初三）拔營，移往花蓮。
活動建議：2/18(初一)由台北出發，先到礁溪泡溫泉，
6

化園區、紅葉溫泉、瑞穗溫泉回營區過夜。
夥伴們，您有多久沒有與家人一起出去旅遊了？那就利
用春節假期，收拾裝備，帶著您的家人，一同參加長程
新春營吧！我們竭誠歡迎各位夥伴，能齊聚一堂，同享
熱鬧歡樂的農曆新年。

露營車 《藝文》

交通安全研習(二)
大人整理

（接上期）

貳、交通事故的處理
一個人在一生中駕駛車輛，很難避免不發生車
禍，由於車禍涉及的損傷日益趨高，了解現今社
會上處理車禍事故的程序，除了能保障自己獲得
公平公正的處理外，也將能降低自己及家人因為
車禍處理不當所衍生的二次傷害。
一、當事人處理程序
當涉及一件車禍時，第一要務為救傷並請託保

警處理。
(二)應找尋目擊者及設法提供肇事車號、車種、顏
色、特徵及逃逸方向等資料，以利警方偵辦。

如何報案？
(一)發生事故最簡單、快速的報案方法就是立即撥
「一一○」警察局報案專線報案。
(二)報案時應說明事故發生地點、時間、車號、車
種、傷亡情形及報案人姓名等資料。

持現場，同時打１１０報警專線通知警察單位

(三)報案後應在現場原地靜候處理人員抵達現場。

處理，然後駕駛人彼此交換車輛保險資料，確

(四)當事人親自報案，並接受警方處理，屬「自首」

立聯絡方式，謹慎檢驗警察所作記錄與肇事現
場、當事人口述、目擊證人證詞是否一致，待

行為，負刑事責任者可依法減刑。
二、警員處理程序

記錄澄清後與對方當事人同時簽字，並央求目

處理車禍的警員可能來自地方派出所，縣市

擊證人主持正義將來參與作證。

政府警察局交通隊，或是交通隊內專業的事

如果對方拿不出保險資料，則必須取得其他明

故處理小組，由於訓練不同，對於描述事故

確身份證明，否則有逃逸之虞。

現場、追蹤調查當事人、證人的能力有很大

如何處理輕微事故？
(一)凡遇車輛損毀輕微尚能行駛且無人受傷或死亡
的事故，應先將各車四個車角（或輪胎），機
車則倒地位置標繪地上後，迅速將車輛移置路
邊，不得妨礙交通，以免受罰。
(二)當事人當場自行和解者，得不報警處理，惟應
將和解條件書面載明，以免事後再生糾紛。
(三)當事人無法自行息事和解者，請立即報警處
理，不得逕自離開現場。

如何處理傷亡事故？
(一)應儘速救護傷患，將傷者迅速送醬急救。
(二)在肇事地點兩端適當距離處放置明顯標誌，保
護現場。
(三)應立即報警處理，不得逕自離開現場，以避免
對方檢舉肇事逃逸。

如何處理肇事逃逸事故？
(一)遇肇事逃逸事故，應保持現場跡證，並立即報

的差異，因此要協助較沒有經驗的員警將記
錄充份完成，尤其是事故現場的相關位置最
容易遺漏。

如何保障自身權益？
(一)警方處理人員到場前：
１、請心平氣和與對造當事人協商處理事宜，切勿
動氣爭執或動粗衍生事端，徒增困擾。
２、確認事故當事人，避免對造頂替冒充，逃避責
任。
３、送傷者就醫，如無他車可用，必須使用肇事車
輛時，應先標記車輛位置，再行移動。
４、盡可能以相機將現場概況、地面痕跡、散落
物、肇事車輛車損情形及傷亡者受傷情形攝影
存證。
５、設法找尋目擊證人，協助釐清案情。
(二)警方人員處理中：
１、配合處理程序，說明事故發生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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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現場重要跡證如煞車痕、刮地痕等，應請處理
人員注意蒐證及攝影存證。
３、現場草圖及筆錄簽章前應仔細閱讀，如有錯
誤、遺漏，可請處理人員補正。
４、注意本身言詞態度，切勿與對造當事人或處理
人員口角爭執。

誰屬做決定。由於近年來車禍爭議案件增多，
一件車禍案件由申請至裁定可能需要若干個
月，耗費時間成本頗巨；此外，案件鑑定在此
完全不考慮「情」的因素，而完全以對錯評
量；「受傷、死亡的一方不見得就是對的一

(三)警方人員處理完畢後：

方」，所以常被批評不合人情。若對地區鑑定

１、當事人可於事故發生後一個月，在辦公時間內

結果有異議者，可以向省、市覆議會申請重新

主動前往交通警察大隊聯合服務中心（臺北
市中正區北平東路一號一樓）查詢肇事原因。

鑑定。
六、法院處理程序

２、當事人或家屬可向交通警察大隊聯合服務中心

一件車禍的當事人，除了精神，肉體上承受的

申請開具「道路交通事故證明書」、「肇事原

傷害外，還可能面對刑事上（判刑、罰鍰…

因分析研判表」及申請現場圖影本等資料。

…），民事上（損壞賠償……），行政上（吊

三、當事人家屬處理程序

銷，吊扣駕照）的懲罰，公務員或軍人更可能

當事人家屬必須到事故現場進行了解，研判車

因判刑而失去公作；對於只有財務損失的車

禍的原因，向處理員警申請現場圖及肇事記錄

禍，一般由地方法院的交通法庭進行審理；如

資料，並請求專業人士支援進行事故分析，同

果涉及受傷，死亡，則屬於公訴罪，不再屬於

時與對方當事人聯絡處理後續事宜並申請保險

告訴乃論，會由檢察官主動調查，並將肇事資

理賠。

料送到鑑定會鑑定後經由司法進行判決。

四、地方調解委員會處理程序

如何處理刑事責任？

當車禍雙方對於車禍賠償有不同的意見時，一

(一)事故有人受傷，當事人無法和解，請於事故發

般由律師，地方人士所組成的地方調解委員會

生六個月內主動向肇事地點轄區分局刑事組

可以扮演協調的功能，讓兩方各退一步尋求和

或地方法院提出告訴，超過法定六個月告訴期

解代替對簿公堂，而調解的立場主要從情、理
的角度出發設想，而較不傾向純粹從事故原
因、法理及對錯的角度討論事務。
五、行車事故鑑定會處理程序
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均設有行車事故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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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安全規則，高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及路權

限，將喪失權益。
(二)事故有人死亡，因屬非告訴乃論案件，檢察官
將依法提起公訴，當事人應等候地方法院通知
處理。

如何處理民事責任？

委員會，冀求能客觀的從紛爭的車禍事故鑑定

(一)民事求償當事人應自行協調理賠，或委託保險

出雙方違反那些交通管制措施，及可能的事故

公司辦理，若無法達成和解，請逕向事故發生

原因：鑑定會的組成一般設置常任秘書一人，

地或對造當事人住居所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申請

組成委員則多半包括監理單位負責人，車輛檢

調解或向地方法院訴請審理。民事賠償請求時

驗股負責人，機械（車輛）專長專家，交通管

效自事故發生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

理專家，警政交通專家，及市政工務單位各一

年內不行使而消滅，應特別注意。

人，採和議制審理送審案件，並裁定事故行政

(二)民事賠償案件屬告訴乃論「不告不理」，警方

責任；案件的來源包括民眾或公私立團體自行

不會主動通知催辦，應自行依前項規定辦理，

申請審理者，保險公司及各級法院申請裁定作

另警方處理人員依規定不得主動參與民事和

為其理賠或後續審理之用者。鑑定會議裁決的

解，亦不得以扣留證照、車輛或任何不當手段

依據主要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

促使和解成立。

（待續）

露營車 《藝文》

十五週年會慶感想

製作

今年的中秋節適逢連續假期，讓100多台的露營車

軀，經過一番瘋狂創意的裝扮後，簡直就難以「面對自

有機會齊聚埔心牧場，共襄盛舉了第十四屆的全國大露

我」！於是在等待上台的時間，大家開始四處竄逃：有

營活動，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二夜，但整個活動安排卻

人躲在車內，死扣著門把，一付生人勿近的對峙氣氛；

是費盡心思，加上這次全國大露營期間，也恰巧是協會

有的人則是乾脆拿起毛毯裹住自己裝睡來假裝輕鬆；其

的十五週年會慶，對於一個非營利組織的社團來說，能

中，最讓我過意不去的，是看到whisky一個人縮在牆腳

夠持續十五週年的運作，不間斷安排每個週末營活動，

面壁，似乎非常不能接受自己這個模樣……當時我看在

服務過上千個會員家庭，可說是非常難能可貴。因此，

眼裡，心裡其實很難過：不知自己這次的玩笑是不是開

大家也希望能在這次的全國大露營中擴大慶祝。而擔任

大了？會不會因為這樣趕鴨子上架，不小心傷了別人的

活動晚會籌劃的我開始思考：應該安排怎樣的表演內

自尊，把人給逼急、逼瘋了？

容，才能有別一般的表演，又能展現協會的精神？最後

眼看表演時間已不容遲疑，在主持人的唱名下，首

我大膽提出了──「十五週年成果展」的概念，無論是

先上場的是肚皮舞，一出場就引來眾人的叫好，看著平

表演或遊戲，希望都能由會員們親自上台演出，一方面

時一派正經的大男人，此時努力抖著化妝的肚皮，只為

讓大家表現平日難得一見的才藝；一方面也能引起其他

博君一笑，台下的觀眾更是抱以熱烈歡呼！緊接著上場

會員的參與興趣。但是對於這群非職業的演出組合，我

的就是變裝秀，當全場燈光暗場，一群變了裝的大男人

的心裡也頗為擔心：屆時被挑選上台的人，是不是都能

陸續上台，正當台上台下都屏氣凝神的同時，舞台燈

欣然接受？而台下的觀眾會不會吝於捧場的掌聲？然而

光、音樂同時啟動，立刻引來台下眾人的尖叫，每個

礙於活動的經費有限，我們也只能期待會員們的誠意演

「紅頂美女」不但依照彩排的要求上前亮相，原先的扭

出，能獲得大家的認同。幾經討論，最後設計了肚皮

捏全部不見，還大方做出各種撩人姿態，看得全體會員

舞、變裝秀、帶動唱幾個想法，並分別交由婦幼團及活

爆笑不已，紛紛猜測這個皮膚白皙身材玲瓏的本尊是

動組去組隊、訓練。由於協會向來不會強制要求會員參

誰？那個上圍豐滿、搔首弄姿的又是誰？出乎意料的，

與任何活動，加上舉辦過的幾次小型競賽、研習，得到

原先最讓我擔心的whisky，因為出眾的窈窕身材，獲得

的回應也不夠熱烈，因此對於這次大型的合作演出，肯

熱烈的喝采，而他居然也一反表演前的靜默，使出渾身

定要苦了擔任號召的幹部、組員。幸好大露營前的幾次

解數、大展身手。終於這才讓我稍稍解除了原先的不

週末營，看到婦幼團已經在忙著練習手語帶動唱，希望

安，也讓我更加感動：雖然大家得面臨變裝這樣的為

到時的肚皮舞、反串秀也能如期演出。只是心中仍難免

難，一旦上場演出，每個人都是全力以赴，完全將自己

嘀咕：如此犧牲形象的表演，真的會有人要上台嗎？一

的羞怯拋諸在後，同心協力達成任務！結果讓原本3-5

切也只能靜待露營大會時揭曉結果了！

分鐘的演出欲罷不能，意外成了這次全國大露營最成功

終於等到活動的到來，第二天晚上就是會慶成果表

的演出。

演了，一整個上午，大夥兒還是悠閒的參與旅遊行程、

這樣的意外驚喜，令承辦過不少型態活動的我感觸

趣味競賽，雖然當時我還不是很確定晚上上台的人員，

良多！雖然只是一場同樂晚會的義務演出，這群平日各

但也只能抱著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情拭目以待。到了傍

有職場地位、社會身分的朋友，毫無保留地投入，大家

晚，慣例要進行活動彩排，活動組開始吆喝著演出人員

用歡笑讓彼此拉得更靠近，這不只象徵會員們的向心

集合，接著我問大家：「各位打算怎麼表演？」，大夥

力，也是現今社會少見的情誼。我相信，人性本來就是

一陣互望，直接回答「不知道」！當時的我也跟著傻

希望接近自然，每個週末，當我們卸下平日的拘謹，回

眼，但既已是箭在弦上，就只好硬著頭皮當起秀導，幫

歸大自然的懷抱，人也會變得輕鬆、純真，就像這一場

大家排演如何走台步、輪流亮相。心想，到時只要上台

無私的演出，台上的每位演出者別無奢求，只希望帶給

順利走個5分鐘，應該就算過關了吧？！很快地就到了

台下夥伴更多的歡樂。在協會這個非營利的社團機構

粉墨登場前的準備時刻，靠著女性會員們的協助，大方

裡，能有這樣的凝聚力量，相信我們協會一定能更加茁

提供各式化妝品，加上無限的誇張想像，一個個令人捧

壯！也期待未來我們會有更多的會員投入，讓我們有機

腹的另類「紅頂美女」逐一誕生。本來連表演者都還抱

會迎接二十、三十年……的會慶活動！

著新鮮、笑鬧的心情，但是當發現自己原本堂堂七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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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啟事

秘書處

上(91)期會訊中有關會員大會，其內文中第六點12月23日晚上協
會提供晚餐供會員大會餐。更正為－12月23日晚上每一家庭準備兩
道菜聯誼聚餐，協會備有水果及卡拉OK。
12月24日中午會員大會餐，限直系親屬參加，採事先報名，以利
桌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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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白

∼團務報告∼

∼活動翦影∼

● 恭喜楊宜蒨(小倩)及許昕涵(龐克) 晉升高級童軍。
恭喜陳思佑(右右) 晉升初級童軍。
歡迎吳麒峰(小麻雀)及陳思佐(左左)加入見習童軍。
● 恭喜陳品瑄(KiKi)伙伴參加台北市女童軍夏令秋菊營
時表現優異，獲頒獎狀。
● 恭喜吳均妮(小鳳凰)，陳品瑄(KiKi)兩位伙伴於95年
暑期分別獲得童軍知能研修章。
● 女童軍於95.9.16參加共同響應世界環境清潔日的活
動，在台北市三民路及延壽街進行社區環境清潔及
垃圾回收活動，每人均獲得環保專科章乙枚，當日
天氣並非很好，而且還下雨，能踴躍參加實屬難能
可貴。

鶯歌憶童年團集會

參加的女童軍有：楊宜錚(小白鼠)，楊宜蒨(小倩)，
陳文靚(小魔女)，劉品辰(小妖精)，陳怡儒(妞妞)，
吳均妮(小鳳凰)， 陳品瑄(KiKi)，陳怡靚(小豬)。
● 第14屆全國大露營本團在郭玟娟(小老鼠)的策劃帶領
下，圓滿完成大地遊戲活動，感謝沈白團長、郁華
團長、吳懿恩(512)、張家綺(不多)、郭怡君(粉紅
豹)、翁啟彭(暴龍)、林楷翔(鐵金剛)、楊駿宇(大
螺)、楊駿宸(中螺)、游士緯(眼鏡蛇)、游景甥(眼鏡
猴)、柯致丞(BOBO)、陳文靚(小魔女)、陳宗瑋(酷
企鵝)、吳懿真(米仔仔)的支援。
● 感謝童軍家長林裕美(柺柺嫂)捐款5000元整

婦幼團教學告示：

八里十三行團集會

婦幼團

婦幼團擬於平溪慈德宮活動時，舉辨「插花教學觀摩」，歡迎有興趣的夥伴
踴躍報名參加（請向 溫柔 報名0927-835-269），把您的家佈置得花枝招
展，好迎接新年！報名至2/4截止，花材&花器費用NT$1,000元，請事先繳
費，以方便採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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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音
95/9/2至9/3 溪谷野營－三五營區
大人40人 小孩12人 共52人
21輛（RV8輛、拖車1輛）

乾淨清澈的溪水是魚兒的最愛，清涼沁心的野溪泳池則是夏天裡
人們的最愛，成群的小孩一起戲水嬉戲，岸邊的大人納涼烤肉，
悠閒消暑。若有興趣爬山健行者，可造訪附近的雲森瀑布，沿途
享受芬多精的洗滌，臨瀑布又可享受負離子的洗禮，一舉數得。
95/9/9至9/10
山水風光之旅－好山好水
大人38人 小孩6人 共44人
20輛（RV1輛、拖車0輛）

95/10/6至10/8
全國汽車露營大會－埔心牧場
大人412人 小孩146人 共558人
171輛（RV25輛、拖車12輛）

一年一度的全國露營大會，活動兼具休閒、旅遊、趣味、娛
樂，帶給許多家庭歡樂的中秋團聚。在此，要感謝籌辦人員
們精心的擘畫，及所有參與表演的夥伴與1/2們。更感謝所有
參與盛會的家庭，因為有你們的參與使大會生輝。
95/10/14至10/15 廟宇巡禮－石碇雲台山
大人38人
小孩7人 共45人
21輛（RV8輛、拖車2輛）

好久未造訪的營地，在場主用心經營下花木扶疏、魚蝦生態豐富，又有清
涼的野溪SPA，讓你在享受大自然山野洗滌之餘，也能享受清涼山泉的洗
滌。在蓬萊溪畔的護魚步道，清澈見底的溪水，可以看見成群的苦花魚，
嬉戲追逐翻跳，在晨曦的照耀下，不時泛耀著片片銀光。
95/9/16至9/17
茶鄉香魚之旅－九芎根
大人42人
小孩6人 共48人
24輛（RV4輛、拖車0輛）

因為珊珊颱風來襲，各地都下雨山區更有豪大雨預報，還在猶豫是否要出
門，1/2說東西都準備好了就出門吧！漸行雨勢漸大，到了營區已有夥伴
早已到達，就是有一群熱衷的夥伴不畏風雨。晚上舉行慶生餐會，感謝常
務理事－螺絲，風雨中特地送來慶生蛋糕，還提供飲料與大家同樂！
95/9/23至9/24
蘭陽風光－山水農場
大人55人
小孩30人 共85人
30輛（RV9輛、拖車2輛）

夥伴們離開吵雜的都會，穿過雪山隧道來到風光明媚的蘭陽平原，聚集於太平山下的營區。
秋天的夜晚，晚風清徐舒爽涼快，大家都有聊不完的話題，彼此分享一週的趣事，那種遠離
塵囂的寧靜真好！適逢祥有阿伯生日，請大家吃豬腳麵線，印尼、CK提供茶葉蛋和蛋糕與
大家同歡，協會就是這麼溫馨。

雖然是調整上班日，仍抵擋不住夥伴們露營的熱衷，下了班收拾好
「家當」，就急著趕到營地報到，因為這裡有一群熟析的伙伴等著他
們！雲台山，群山環繞帶有些許神秘的氣份，週遭步道環繞，漫步其
間享受涼風徐面的舒爽，有如入仙境，感覺真正是 囋！
95/10/21至10/22
八里美景巡禮－十三行博物館
大人77人
小孩45人 共122人
39輛（RV9輛、拖車3輛）

本會參與台北縣友會的年度露營大會活動，會場就在十三行博物
館後方的陽光公園，緊鄰淡水河畔八里渡船頭左岸休憩園區。活
動具有套餐式的一日遊、考古、單車、生態、渡船及淡水小吃等
多元化。晚上的FCCC之夜酒會，悠揚的演奏浪漫的燭光，夥伴
們翩翩起舞，既玩得盡興也達到與友會交流的目的。
95/10/28至10/29
森林度假之旅－平湖森林遊樂區
大人75人
小孩25人 共100人
40輛（RV9輛、拖車2輛）

95/9/30至10/1
尋幽之旅－福份山
大人31人
小孩11人 共43人
20輛（RV6輛、拖車1輛）

緊鄰市區的營地，採買購物、餐飲都非常方便，但卻沒有市區的吵
雜，有如後街的小公園，夥伴們聚集在樹蔭下泡茶聊天，享受午後的
悠閒。為了要在全國露營大會的晚會活動，有亮麗的表現，一群辣媽
們勤練健康操，隨著音樂跳得起勁！
12

緊鄰台北郊區的寧靜基地，場地寬敞又幽靜。場區步道環繞，三五好
友邊走邊聊天或騎單車漫遊其間，沿途觀賞秋天景色。美中不足的是
沒有供電，好在有眼鏡主委的發電機「暗中送光明」，使得大家免於
摸黑方便許多。難得的是，潛沉已久的前活動主委阿發，也趕來跟大
家相聚，使得營區滿場歡笑。

露營車 《活動》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六年一、二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營

地 道

路

指

引 承辦單位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1/6~7
(六)(日)

水庫風光

石門國小
童軍營地

國3大溪交流道下，往石門水 秘書處
庫方向，接台3轉台3乙至8k
處左轉往石門水庫150公尺右
側處

1.登山健行（石門山）
2.石門水庫自由行
3.Y 7日童軍團集訓

1/13~14
(六)(日)

老街巡禮
2月份慶生會

湖口箕山

國1楊梅交流道下，往楊梅方 活 動 推 廣
向接台1至湖口老街，於58K 委員會
處左轉竹13-1縣道(湖新路)，
過高速公路涵洞左轉往金獅
寺方向，約2.4K右轉循指標
前進

1.元月份慶生
2.湖口老街逍遙遊
3.客家美食
4.步道健行

1/20~21
(六)(日)

茶鄉
香魚之旅

國5坪林交流道下，接台9線 秘書處
坪林
九芎根香魚休閒 往 新 店 方 向 於 3 5 . 5 k 處 左 轉
下，循指標前進即達
農場

1/27~28
(六)(日)

溫泉SPA之旅

水田園農莊

國3萬里交流道下，接台2往 活 動 推 廣 1.溫泉SPA
金山，至喜凱亞酒店旁巷子 委員會
2.田園風光
左轉（43k），約800公尺循指
標前進即達

2/3~4
(六)(日)

溪谷野營

三峽
三五野營區

台3線接7乙往三民方向，左 秘書處
轉過湊合橋經大板根直行，
過東峰橋往山中傳奇方向，
至小雜貨店三叉路，走左邊
往熊空方向約500公尺即達

1.垂釣
2.戲水
3.登山健行
4.Y 4日童軍團集訓

2/10~11
(六)(日)

廟宇巡禮
2月份慶生會

平溪慈德宮

國5石碇交流道下，接１０６ 婦幼團
縣道往平溪，於57.8K，見路
右慈德宮牌樓，右轉循此產
業道路往上至慈德宮廟埕

1.2月份慶生
2.插花教學觀摩（請向溫柔報名
0927-835-269 2/4截止）
3.廟宇參訪
4.有水無電,有衛無浴

1.香魚生態
2.茶園風光
3.健行、單車
4.Y 21日童軍團集訓

2/18~19 新春營
(日)(一)
初一 初二

宜蘭山水休閒農 國5宜蘭交流道下，接台7往 活 動 推 廣 蘭陽平原自由行
員山方向至108K，中華電信 委員會
場

新春營

花東縱谷鳳林遊 沿台九線南下過鳳林鎮，入 活 動 推 廣 花東縱谷自由行
口位於道路左側
憩區
委員會

2/20~21
(二)(三)
初三初四

2/24~2/25 世外桃源自由行
(六)(日)

機房隔壁，粗坑派出所斜對
面，路左側木造牌樓進入

自行尋覓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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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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