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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 RV 露營車休閒活動也是自然的守護者
----- 響應林務局 "無痕山林 "運動
台灣從事露營車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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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者已經蔓延到在近郊空地或是都市與公園地從

原先它是比較傾向因應登山戶外活動的倫理準則，

事露營活動，而且建立了營地. 台灣雖然因地制宜會有

但是近年來已經推展到"Frontcountry"， 根據許多的統

不同，但是未來影響也是大同小異。

計資料，他們認為必須要將"Frontcountry"無痕山林的

為了維護這些台灣RV露營活動(類似於美國

倫理準則納入推展教育範圍. 根據美國Outdoor Industry

"Frontcountry")超量使用的地區，Leave No Trace

Association的初步估計，2005年將會增加三倍的汽車

Center for Outdoor Ethic 機構已經延伸教育與努力擴

露營與五倍的露營健行人口，數量由4200萬增加到

展到這一塊相關的領域，希望將它包含進入.在美國

6200萬.各種商業趨勢分析也是瞄準在這些人.例如，到

"The Leave No Trace Frontcountry Program" (暫譯為

2020年到森林區露營的人數將會大幅超前，環境勢必

RV露營無痕山林計畫) 已經與許多的露營地經營者合

造成影響. 台灣也會如此.所以要事先規劃未來。

作，經過長年的努力已發展出許多有用的經驗，在幾個

以下簡介這七個準則與關係

著名的露營區已經遵行著與" Leave No Trace Center

1. Plan Ahead and Prepare 提前計畫和準備

for Outdoor Ethics" (暫譯為登山健行無痕山林倫理規

l 事先了解你將到達地區的規範與特殊相關事項。

範)幾乎一致的準則，去符合當地露營者而應地置宜推

l 為極端氣候、危險和緊急事件作準備。

展計畫。

l 妥當安排活動時間表以避免高度壓縮使用時間。

反觀台灣情形，為了未來現在將這一觀念由統一單
位推廣正是時候.不過什麼是"Leave No Trace"? 如何才
能"Leave No Trace" --- 無痕山林呢?
其實"Leave No Trace" -- 無痕山林的觀念在美國已
經發展數十年了，台灣早年由少數個人經由美國NOLS
登山學校的戶外登山教育課程而認識到，進一步的帶到

l 三五成群分散進入活動區。讓更大數量的人分成4-6
人的小組。
l 重新分裝食物，讓垃圾量減到最小。
l 使用地圖和指北針，以消除標示使用油漆、石碓堆
疊或者塑膠條。
2. Travel and Camp on Durable Surfaces在耐用的表

台灣，其實由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到一半。Leave No

面上行走以及露營

Trace就是"不要留下痕跡". 最好是進入任何的環境，離

l 耐用的表面包括已經建立的小徑和營地，岩石，礫

開時保持它的原貌. 只是往往不太容易。依照美國以往
經驗，現在發展出了七大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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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路面，乾燥的草地或是雪地。
l 露營在靠岸邊的保護地區至少離開湖或是溪60公

露營車 《要聞》
尺。

←攜帶帳
篷，儘可
能不改變
環境，緊
急搭建露
宿並不適
當.

l 好的露營地點是被發現出來的，不是另外製造。 改
變一個原始地區是不必要的。
l 在一般使用地區︰
o 對現有的小徑和露營地集中頻率使用。
o 在既有路徑行進集中中間一線，即使是潮濕或者
泥濘的路況。
o 保持露營地愈小愈好。儘可能集中在無植披的地

←使用餐
具，攜帶
輕量桌
椅，儘量
避免使用
免洗餐
具。

區活動。
l 在原始的地區︰
o 分散地點使用避免製造新的露營地和小徑。
o 避開影響剛剛開始的地方。
3. Dispose of Waste Properly正確地處理廢棄物
l 帶什麼來，就帶什麼走. 隨時檢查您停留營地的垃圾
與殘留的食物，帶走所有垃圾.剩餘食物與任何廢棄
物。

←營火台也可作為炊事使用

l 以挖貓洞的方式處理人類的排泄物. 深度18-20公
分，並且遠離水源.營地.行走路徑60公尺以上. 使用
完以後將它覆蓋並且儘可能恢復外表原狀。
l 帶走衛生紙和衛生用品。
l 清洗自己或餐具盤子，使用少量的生物可分解性肥
皂.洗碗水以分散潑灑的方式在地面上。
4. Leave What You Find 留下你所發現的任何東西
l 保存歷史︰檢視，但是不觸摸，具有文化或有歷史
意義建築和人工製品(例如古岩石壁畫)。
l 留下你所發現的岩石，植物和其他大自然的東西。

儘可能不要影響
到土地原貌，使
用營火台是不錯
的選擇。→
l 透過可靠小心地包存食物和廢棄物，以保護野生動
物和你的食物。

l 避免帶入或者運送非本地物種。

l 隨時隨地始終控制好寵物，或者把他們留在家裡。

l 不要隨意建造山屋，家具桌椅與挖掘溝渠。

l 在敏感的期間避開野生動物︰交配期，造巢，成長

5. Minimize Campfire Impacts 將營火影響減到最小
l 營火可能對戶外環境造成長期持續的影響。 使用一
種輕量烹飪的爐具和一個蠟燭燈可以別有情趣。
l 營火是被允許的，請儘量使用已經預設炊事的地
方，或是依規則建構小土營火堆。
l 保持小火. 只利用來自地面可以折斷的木材。
l 燃燒全部木頭和煤成灰燼，完全熄滅火源，然後將
剩餘冷卻灰燼分散在地面。
6. Respect Wildlife尊重野生動物
l 從遠處觀察野生動物。不跟蹤或者接近他們。

時期，或是冬季。
7. Be Considerate of Other Visitors尊重體諒其他夥伴
的心情與權益
l 尊重其他造訪夥伴並且維護他們的經驗品質。
l 保持謙虛的態度。在小徑上禮讓其他夥伴。
l 走在下坡路與背負重裝要上坡的人相偶遇應禮讓到
路徑旁邊。
l 休息和匝營離開小徑和其他造訪夥伴。
l 讓大自然的聲音優先。避免高聲和噪音。
其實以上只是原則，台灣應該也會發展出適合自己

l 決不餵食動物。 餵食野生動物會威脅他們的健康，

的無痕山林活動倫理規範，所以林務局推展無痕山林運

改變自然規律行為與把他們暴露在食肉動物和其他

動是值得大家努力的正確方向.也唯有大家共同的努力

危險中。

與實踐，環境才會有維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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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監事會議報告

秘書處

※會議： 第八屆第五次理事、監事聯席會 會 議 記 錄
討論提案：

秘書長(多多)：團務委員變更由理事長、常務理
事及重要幹部擔任，其他細節待

（一）追認第八屆第六、七次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各項決議案

委員會形成後，組織章程及施行

說明：請理事長張志鵬主持

細則與實際運作間有問題者會作

決議：無異議通過。

小部份修改，也將會在理監事會
及常務理監事會中提報討論。

（二）請追認協會九十五年八、九月財務收支案
說明：請財務長沈采蓉說明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三）請審核協會九十五年十月財務收支案

臨時動議：
1、理事卓國璋（喬治）：提議每週週末營有爐主主

說明：請財務長沈采蓉說明

辦活動，例如新會員介紹，與老會員互相認識，

決議：無異議通過。

以凝聚新舊會員的感情。

（四）請審核協會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秘書長張德源（多多）：有關週末營有爐主主辦

說明：請會員擴展郭冠雄主委說明

活動，可再加強活動內容，並將協會好的傳統延

決議：無異議通過。

續下去，會與活動組討論是否由常務理監事認養

（五）請審核協會附設童軍團組織章程變更案
說明：請童軍團主任委員游祥鏗報告
決議：組織章程第二條改為《露營車童軍團》，無
異議通過。
理事長為當然主任委員，無異議通過。

每週活動。
2、財源開發主委游祥鏗（阿不拉）：林晉章參選本
次中山及大同區市議員，他曾任本會第3屆副理
事長，對露營活動也很關心，懇請賜票，並祝順
利當選。

財 務 長 報 告
各位伙伴大家好!!
又是新的一年到來，祝大家新春愉快！
提醒您，96年度（96/01/01~96/12/31)年費(新臺幣貳仟伍佰元)
多數會員皆已繳納，謝謝大家的合作，年費乃本會非常倚重之財源收入，
為使會務能順暢運作，保持服務水平，期盼尚未繳納之伙伴儘速繳交，當不勝感
激。
如已繳交年費，而未收到新年度會員識別證及資料袋者，請與秘書處聯絡以便補
發。
本會帳戶如下:
合作金庫 長安分行 0888717116152
郵局劃撥 15433998
戶名: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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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訓委員會

跳蚤市場話拍賣

在本年度最後一次會員大會，趁著大夥會員回娘家集會時，順便來一次年終露營器材大清掃，清出一些露營器
材或一些可用卻擺著不用的家庭用品器具，以及小孩最愛的玩具。
在這次的二手拍賣跳蚤市場，有勞研訓副主委小朱，從拍賣開始至結束，全程安排拍賣事宜。大肚魚、一元、
婉君鼎力襄助，郁華家族帶領一些少年家幫忙拍賣，讓整個跳蚤市場熱鬧起來，拍賣過程進行的很順利。今日的拍
賣物品，有新品、舊品。從小至每件10元的童玩到千元起標的電腦週邊設備及露營器材，琳瑯滿目任君挑選。其性
質，有個人認捐，拍賣所得捐給協會，以及個人拍賣，拍賣所得歸個人所有，但協會抽取百分之十手續費。於此感
謝所有共襄盛舉的夥伴。以下為本次拍賣所得明細：
個人認捐 ：

手續費：

個人認捐 ：

手續費：

鹿野

300元

沈白

100元

印尼

400元

牛哥

20元

多多

250元

大頭目

55元

老馬

620元

多多

35元

KIWI

250元

七七

320元

禿驢

1125元

以上所得金額共3475元全數做為協會基金，雖然金額不多，但都代表個人心意，重要的是讓夥伴們各取所
需，物盡其用。

『來去 來去 大家來做伙 燒酒喝下去 喝乾啦......』 燒餅
用這首歌即可描述這次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的熱鬧寫照
很感謝這次參與大會的幕後英雄及熱情贊助廠商，
謹感謝：
Camping理事長
贊助熱心參與獎前三名獎品 荷蘭鍋3組及進口透氣雨衣1套
亞米茄理事
贊助會員大會晚會卡拉OK
製作捐贈糖果一批
禿驢贊助跳蚤市場商品及玩具4大箱
大頭目玩具一批
很高興我們能在如此寒冷天氣中堅持到最後，也因為有前輩長頸鹿阿伯、多多、沈白、婉君、溫柔、蓮花、製
作1/2、大田田1/2、銅線、五角、美人、印尼、一元、小朱、鹿野、大肚魚、眼鏡、大人、觀音、小紅帽、大頭目
及郁華一家五口等等的幫忙及教導參與，才能有如此大規模，舉辦此次大會才能順利進行。
會員大會，常常是久未露面的好伙伴們敘舊的好時光，希望經過這次的活動，能讓大家的感情在溫馨的氣氛下
更加濃厚，也能互相學習很多東西， 更別忘了，再忙，也要出來露營喔！
在這次會員大會頒獎中，看著入會滿15年的伙伴站在台上，彷彿看到15年前他們，帶著對露營生活的熱誠加
入協會，15年來始終如一，不離不棄，除了讓協會能順利一年一年承續下去，也不斷帶領我們這群後輩往前走，心
中對他們的敬佩，在此刻升到了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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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是 露 營 時
噹噹(小鯨魚之1/4)
打從第一次參與協會的活動起，我就深深的戀上了

自從這次之後，或許是它開始發揮功效了吧！？我

露營。到底是什麼魔力，如此神奇，可以讓我對露營著

的心，便常常很不受控制的會飛往別處，腦袋成天就只

迷不已呢！？各位看官們，別著急！現在就由我帶領你

想到露營，完全把課業拋諸腦後。彷彿沒有它，就沒有

們一同進入這奇妙的世界中，一同細細觀賞沿途的風景

我似的！一個禮拜的第一天才開始，就已經想到該如何

吧！

渡過周末的美好時光了！非常期待它的到來！
話說，在一個月色皎潔的夜晚，我獻出了我的第一

因為露營，大人們才有機會拋開所有的工作壓力，

次！(別想歪了)是誰能如此榮幸呢？沒錯，正是大家耳

換上那輕便的衣服，坐在那青青的草地上，享受那徐徐

熟能詳的"金溪營地"。當時我們一家人，人生地不熟

的微風，喝著那淡淡的花茶，談論那種種的趣事，給它

的，根本不好意思和大家一起參一腳，只能呆呆的站在

好好的舒解一番而無所顧忌！

一旁，左顧右盼，不知該如何是好？過了一會兒，終於

因為露營，小朋友們不僅可以得到更多的樂趣，也

盼到了一位爆熱心的會員！我們的救星出現囉！這時，

學到了該如何在野外求生，學到了團體生活的規矩，學

來穿插個小小的謎題好了！讓大家一起猜猜看這位神祕

到了許多待人處事的道理！而我，也因露營，結交了一

會員是誰吧！提示：大家對他一定一點也不陌生，他人

位超級好麻吉，我們因露營而培養出深深的友情，真可

雖小，志氣卻高的嚇人！好∼思考時間到。公佈答案：

謂是"日久生情"啊！

登登∼∼恭禧聰明的你們猜對了！他是→小朱叔叔，他

這一切的一切，讓我找到了最原始的熱情，最真實

漸漸朝我們走來，說要帶我們去認識其他會員！不久，

的自己！這就是它的魔力！也是我為什麼會愛上它的原

對彼此有初步的認識後，便很容易就和大夥打成一片。

因！

那時還小的弟弟及我耐不住性子，也到處亂玩去了！我
們玩得不亦樂乎！我真的覺得他們人都好友善哦！(不
過皆略遜我一籌)

交通部公路總局來函

秘書處

財政部函為已稅小客車及小客貨兩用車加裝固定式置物
架，公路監理機關於辦理上開車輛車身變更登記時，同
意免查驗其貨物稅完(免)稅證明乙案，請轉知所屬及代
驗廠知照，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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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研習(三)

大人整理

（接上期）

如何處理行政責任？
(一)當事人於事故現場如果證照被代保管，請於一個月
後持代保管物件臨時收據，逕洽處理單位（如台北
市肇事案件可向交通警察大隊聯合服務中心）
，若無
違規事實，可換回個人證照；若有違規事實，請持
違規通知單，逕向應到案處所接受裁罰。
(二)當事人在證照代保管期限三十日內，仍准持有人
憑代保管物件臨時收據行駛。

七、異議處理篇
如何申請肇事原因鑑定？
(一)對於交通警察大隊肇事原因研判分析持有異議，

4.插上新吹嘴，請駕駛人呼氣測定。
5.如測試失敗，向受測者詳細說明原因，並為取得
正確測定，請其重測。
6.儀器取樣完成。
(二)駕駛人拒測：告知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
測定之檢定，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
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處新台幣六萬元罰鍰，並吊
銷駕駛執照；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
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三)告知測試結果：測試濃度是否超過標準或違規
（法）（違規標準參看注意事項）：

因關係個人刑、民事責任問題，可在事故發生六

1.無飲酒或未超過標準：人、車放行。

個月內逕向管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申請鑑

2.酒精濃度過量違規(全程錄影)：

定；已進入司法程序案件，當事人或家屬應於訴

(1)駕駛人：填製舉發單、代保管駕照、禁止其駕

訟中請法院囑託鑑定。
(二)當事人對前項鑑定結果仍有異議時，得於收受鑑
定書翌日起十五日內敘明理由，向管轄區「汽車
肇事覆議鑑定委員會」申請覆議；由司法機關囑
託鑑定者，當事人應以訴狀向原審理之法院陳請
囑託覆議鑑定。
(三)當事人對前項覆議鑑定結果仍有異議時，應自行
舉證具狀陳明，請法院審理時參考。

如何進行違規申訴？
(一)對於警方所舉發違規事實如有不服，請於應到案
時間內向應到案處所申訴。
(二)當事人對裁決單位裁定處罰仍有不服時，得於收
到裁決書之翌日起二十日內，向管轄地方法院聲
明異議。
(三)當事人對前項法院裁定不服時，得為抗告。但對
抗告之裁定不得再抗告。

參、酒醉駕車執行取締
(一)測試酒精濃度：
1.告知受測人員依規定照相、錄影、錄音。
2.準備酒精測定器，並取出新吹嘴。
3.檢測前除告知受測者儀器測定之流程及注意事項
外，並告知如吹氣不足。儀器無法完成取樣，將
檢測失敗。則必須重新檢測。

駛、保護駕駛人安全(協助離去或保護管束)。
(2)車輛：代保管車輛（清車、貼封條、填具保管
單、拖吊進場）。
(四)駕駛人聲明異議：駕駛人質疑警方舉發不當，告
知循行政程序申訴或向地方法院聲明異議。
結果處置：
(一)移送法辦
1.移送法辦：查獲呼氣酒精濃度含量超過
每公升0.55（肇事案件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
濃度超過百分之0.11（肇事案件0.05）以上者，
應移送法辦；如果測定數值低於上述的標準值
時，如輔以其他客觀事實，可判斷「不能安全駕
駛」時，也應依規定移送法辦。
2.呼氣酒精濃度含量超過0.25毫克而肇事者：
(1)填製「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簡
稱通知單）
」。
(2)將駕駛人帶回分駐(派出)所。
(3)等到當事人清醒時製作筆錄（紀錄單需請駕駛
人簽名蓋章）
。
(4)將駕駛人連同筆錄、測定觀察紀錄表、舉發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酒精測定紀錄單
二份（影本）依刑案程序移送分局三組處理。
(二)交通違規未違法者，依法舉發，人、車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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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蓮 快 報

花蓮康

欣然重回"會"的懷抱，滿心歡愉。花蓮─台灣僅存

上無一絲污染的天上水灌溉，水田中每甲放養300隻白

唯一後山淨土由花蓮港(康)鎮守，萬無一失，本會拓點

鴨，鴨子與人合耕之吉野一號米(日本天皇指定的進貢

增設東部辦事處後，將成為新的拓展會務基地並提供同

米─米心有一白色圓心如日本國旗)三年來已種過三季

好遊憩露營的新處所；給我用半年期間，來整修農場內

銷售一空、已無存貨，年後第一期春耕種植方再有新米

露營場地俾供本會會員同好使用的度假型態營地專屬露

出售－可網路預購，向您報告：一公斤日本北海道的米

營地，請諸位專家先進不吝指教(常來花蓮現場指導)，

售價高達3,000元。本農場

咱們的"東部辦事處"將以

外送一公斤1,000元"會”

最美、最完善的設施服

的同好只售半價，當然來

務供諸先進使用。

農場用餐，好吃的康福楓

以下簡單介紹「花
蓮康」經營的永福休閒

香米，一碗只售20元。

貳、現有設施：
一、四甲以上25年樹

農場提供的服務暨設施
項目，請您務必把下次

齡的楓木已成林，樹蔭下滿是芬多精飄揚、走在1.5公

的行程排上一、兩天花蓮港─好山、好水、好風光的生

里樹葉間隙灑下的陽光、泥地及枕木步道上，使人不再

態之旅。"花蓮康"要您回家時滿載花蓮溫情暨滿心歡愉

為凡塵瑣事所苦，更可意而忘形。
二、場地部分：民宿房間共14間，開會場地200餘

回憶。您一定會期盼早日再重遊，花蓮可以說是樂不思
蜀的好地方。

坪，可同時提供150人大型會議使用，茶餐、咖啡以原

壹、生產服務內容簡介：

木（楓木、梧桐木）雅座（由本農場員工自由創作開發）

（一）、滿山放山土火雞、牧草放山雞。台灣「土火

賞楓、賞景可泡上一整

雞」為何稱土，為何大家都說土的好─它是台灣土生種

天；本農場特別介紹十年

─公的一隻十三、四斤，母的八、九斤。

以上重度發酵的老茶王"遠

必須養上一整年。肉質嫩、甜、香、脆。歐美「火

近馳名"。

雞節」─聖誕節用的是洋種，一隻二、三十斤，跟台灣

三、有檸檬香茅、肉
桂等好料加入可享泡澡之
樂兼賞花蓮最美的夜景，
自設土窯，可燒烤土火雞、土雞、鵪鶉、台灣鯛、
地瓜等等、享受古老風味、堪稱一絕，包君回味無窮。
當然，留點話題等您來農場再分享經驗，下列豐富
的生態農場內函：諸如螢火蟲、蝴蝶、樹蛙、水生植物

土火雞真的沒的比。歐、美人士嚐過康福土火雞後，讚

等已在計畫復育中。康福農場是本會「東部辦事處」

為人間美味(當然我們的料理手藝是一流的)。

(當然理事會通過才算數)的所在地。在此慎重向理監事

放山牧草有機雞亦是本農場招牌菜：狗尾草藥膳

諸先進要求─製作本會之長橫形布條，可掛在台九丙線

雞，土窯雞，白斬雞，燒酒雞等一應俱全。（以開放網

入口處，另一長豎條形布幔(均註明本會標誌)在康福農

路預訂-宅急便送到府，

場入口處由農委會製作的大原木招牌上，全台各地同好

銷售質量、一路順風）

來"東部辦事處"露營，就

（二）、山野自然有機

不再迷路。謹附數幅照片

無毒蔬果─明日葉、山

介紹農場現況。請各路英

藥、山蘇、綠竹筍、桂竹

雄先進不吝指導，銘感在

筍、山野各類野菜、自種

心。

各類綠蔬菜。柚子、紅
柿、香蕉、楊桃、李子等果樹(當令水果)。
（三）、康福楓香米(合鴨米)，引海拔八百公尺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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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特別-走馬瀨童軍
眼鏡猴
這次去走馬瀨的大露營，對我而言，是個很新鮮的

言，台灣的東

經驗。這次活動真的很有趣，有很多關卡讓我們闖，不

西真的是「俗

過最好玩的還是跟外國人、朋友在一起。問我哪個部分

又大碗」。

最好玩，我只能說：「和朋友在一起最好玩。」我覺得
只要有朋友在一起，不管哪個活動，都特別地有趣。
一到營地，正要開始營地建設，大會就說要暫時撤

在大會的
重頭戲~~~
「國際之夜」

離營區到國小避難，因為我們所住的營區很容易淹水，

上，我們看到

在我們到達前,很「幸運」的，剛好下了一場豪大雨，

了許多國家的

所以我們的團長說要幾個自願的人留守這裡。而在說的

特色，例如：日本的捕魚歌以及和服，新加坡表演代表

同時，還補上了一

世界大同的舞等等。而在國際之夜中，我也巧遇了一些

句：「糧食只發送

「故友」，就是以前參加其他童子軍活動的夥伴，有些是

到 國 小 營 區 那

高級考驗營的小隊輔、小隊長和隊員，也有遇到之前考

邊。」真是雪上加

急救專科章的朋友，原來世界那麼小呀！。

霜呀！不過還好，

在後來的幾天活動中，我還有遇到美國人唷！(他

那一天我們幾個留

們大約比我們大三十歲，我才終於了解到「一日童軍，

守的，靠著大家給

終身童軍」的意義)我也向他們換來了一個美國國旗帽

的乾糧，和鐵人團

徽。不過說真的，遇到了美國人，我都不敢說英文，因

長請客，才得以撐了下來。

為怕說的不夠標準

在這次活動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無非與外國人

而被笑______這時

溝通了。有一天，在我們的營區遇到了一群來自日本的

候才知道：書到用

女孩，本來我們跟她們是不同營區的，剛好她們上來我

時方恨少→英文要

們這邊練舞，才會有這個機

好好學！

緣。和她們相處之後，讓我瞭

如果以後我還

解了世界上共通的語言不是英

有機會，我想要再

文，而是肢體語言，和她們溝

去參加其他類似的活動，不一定是在台灣舉辦的。各位

通交流的秘訣：1.微笑代表善意

夥伴，如果有興趣的，也可以多多參加唷！我相信，下

2.說點簡單的英文3.change東

一次的活動，絕對不會輸給這次大露營的！

西是一定要的啦！

後記：

我還有去找新加坡人聊

我們參加每一次的活動都要去學習到一些東西，才

天，他們都會說一些些的中

不會浪費時間。我認為：積極參與各項活動，是一種學

文，聽一點點的閩南語，後來

習；與朋友間的互相切磋；跟不認識的夥伴交流，也都

我才知道：新加坡是個有多國

是一種另類的學習。走出教室，不代表不再學習。投入

語言的國家。而且我發現他們很有趣，因為他們那裡的

一些正當的休閒

物價比我們高很
多，所以他們來
台灣就是找販賣
部大肆採購，每
天晚上都提兩大
袋飲料回營地，
因為對他們而

活動，靠自己的
雙手去摸索、去
感覺。懷著「四
海皆兄弟」的心
情，走向大自然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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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附設359童軍團團務委員會名單
職 稱

台

主任委員

號

職 稱

台

Camping

委員

委員

犀牛

委員

號

職 稱

台

喬治

服務員

沈白

總顧問(教練)

Morio

服務員

小朱

Kingmore

顧問

長頸鹿

服務員

大肚魚

委員

阿不拉

總團長

園丁

服務員

大人

委員

老K

童軍團長

多多

服務員

賴皮

委員

水龍

女童軍團長

伍茲

服務員

郁華

委員

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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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伙伴:大家好！
協會成立十餘年以來，不但帶領我們充分享受了戶外休閒生活的樂趣；更在諸多先進苦心經營下，儼然成為國
內領導休閒活動的標竿社團。這確實是值得全會上下同慶之事，但在歡欣之餘，卻發現了我們的子弟（四分之一）
們：年紀小的，還好！到了營地隨便什麼都可以玩，也都好玩；年紀大點的，卻顯得無所事事，且有隨著年齡增長
而流失之現象。為何會這樣？是不是他們覺得跟我們出來露營不好玩呢？
童子軍運動，可說是世界上最適合青少年的活動（由目前全世界有兩億伍仟萬名童子軍，足以證明），在我國
更是盛行。由於它的訓練能讓我們的孩子學習怎樣靠自己力量去完成各種挑戰及享受雙手萬能所帶來的喜悅與成就
感。所以，以我們協會常年在郊外活動的特性，辦起童軍活動，更是生動活潑、充滿野趣，相信一定能留住我們的
大孩子，跟我們一起享受露營的樂趣。
童子軍團務委員會 敬上 2007/01/01

《報名資格》十歲至十五歲之本會會員子女
《活動時間》
童軍團活動日期及地點，原則上配合協會排定之活動，每兩週辦一次團集合），惟若配合課程場地需求，必要
時亦將另行選擇合適地點活動；
團集會時間定於星期日上午09:00~11:00。
※ 童軍活動採用小隊制度，加上協會露營時間又長，所以不必擔心孩子因一兩次無法參加活動而跟不上課
程，因為他一定會得到隊員們的幫助而迎頭趕上的。

《入團費》新進團圓壹仟元，舊團員免費。
請依團委會提供之購買參考表自行購買童軍制服。
購買團Ｔ恤、團帽、團領巾及配件、童軍徽便帽、童軍文物以及資料費等另計。

FCCC附設台北市第359童軍團入團報名表
姓名

台號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血型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就讀學校

班級

是否已(曾)參加童軍 是□ 否□(以下三項免填)

團

次

級別

童軍職務

家長姓名

台號

會籍號碼

公司電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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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音
95/11/4至11/5
吊橋文化藝術饗宴－福份山
大人36人 小孩16人 共52人
22輛（RV1輛、拖車1輛）
適逢大溪當地舉辦，韭香戲偶情活動及美利達盃石門水庫單車逍遙遊活動。週
六傍晚，場主充當導覽解說，帶引大家參觀。稍晚舉行慶生會，感謝老馬轉贈
朋友（周先生）提供的SNOOPY公仔分贈小朋友同樂。參加單車逍遙遊的夥
伴，於週日一早趕往石門水庫，參與盛會。就在我們進駐當天，場主收留了一
隻小流浪狗－小黃，長得健壯可愛，頓時成為大人小孩的臨時寵物。
95/11/11至11/12
蘭陽寧靜之旅－宜蘭南澳農場
大人57人 小孩21人 共78人
27輛（RV4輛、拖車2輛）

雖然路途有點遠，但是並不影響夥伴們的出席。因為沿途有許多景點可供遊
憩，又可享用美食海鮮等，除了露營外又增添了旅遊的樂趣。園區裡道路兩旁
的樹木成蔭，草地平坦如茵，園內栽有花果蔬菜，雞、鴨、羊，讓你置身農莊
體驗農業生活。夜晚可至觀星台或天穹帳，仰望天星觀察天文星象。
95/11/18至11/19
茶鄉之旅－坪林金溪營地
大人45人 小孩15人 共60人
25輛（RV8輛、拖車1輛）

時值冬季應該是寒風瑟瑟，但天氣卻還是非常暖和，下午更是下了一場又
急又大的雨，各個營位都水流成河。雖然有點不方便，但卻使得原本悶熱
的感覺變得涼爽舒適，也使得遠處山嵐飄渺，增添了不少景色。
95/11/25至11/26 湖光山色之旅－峨嵋湖雲雀營地
大人63人 小孩25人 共88人
31輛（RV6輛、拖車3輛）

座落於峨嵋湖畔的營地，擁有寧靜閒適的自然野趣，也兼具人氣景點的熱鬧。先到人氣鼎沸
的十二寮農業休閒區，爬登山步道、吃小吃，讓您感受人氣景點的熱鬧。傍晚時分，踩踏著
單車悠閒的走在環湖道路，觀賞岸邊樹上成群的白鷺鷥，飽覽霧氣繚繞的湖光山色，湖中的
小船悠閒的盪漾在寧靜的湖面，宛如山水畫中幽遠飄渺的情境。

95/12/09至12/10
霧鄉之旅－三義不遠山莊
大人37人 小孩6人 共43人
20輛（RV4輛、拖車0輛）

享有霧鄉之稱的三義地區，雖是交通的大殺手卻是休閒露營者的最
愛，每到秋冬清晨或傍晚時分，薄霧輕飄拂越山頭飄渺的情境讓人陶
醉。莊內涼亭水潭幽然相映，沿潭邊徐然漫步，享受週末的悠閒。園
區裡美麗的賞櫻步道、懷古的吊橋、媲美溪頭的孟宗竹林，風景麗緻
漫步其間彷彿置身世外桃源。當天也有不少露營同好造訪，莊內熱鬧
滾滾。到了夜晚氣溫遽降，大夥兒燒烤飲酒話家常，管他誰當市長。
95/12/16至12/17 親子快樂遊－大溪豆荳世界
大人41人 小孩5人 共46人
21輛（RV2輛、拖車1輛）

連續下了好幾天的雨使得天氣又濕又冷，但仍有夥伴不畏濕冷照常聚
集於營地，享受雨中露營的情趣。至傍晚時分雨仍不間歇，氣溫更是
「直直落」，個個雖然裹著厚厚的外衣還直打哆嗦！理事長帶來了一只
嶄新的戶外暖爐，燒材取暖溫暖了大家。晚上大家圍在暖爐旁泡茶、
燒烤飲酒聊天。
95/12/23至12/24
山野風光－關西快樂營地
大人167人 小孩84人 共251人
89輛（RV17輛、拖車8輛）

召開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許多平常無法參予活動的夥伴都藉此盛
會相聚。舉辦二手拍賣市場、家庭聚餐。適逢耶誕節，週六晚上，理
事長Camping及副理事長派普，扮耶誕老公公，挨家挨戶分送禮物
並給予祝福。大會後舉辦辦桌聚餐，藉此連絡夥伴情誼。
95/12/03至96/01/01
跨年之夜－東風休閒茶館
大人112人 小孩45人 共157人
57輛（RV15輛、拖車6輛）

95/12/02至12/03
牛欄河之旅－鹹菜甕
大人37人 小孩6人 共43人
22輛（RV5輛、拖車1輛）

久未造訪的營地，顯的有點荒蕪，緊鄰的牛欄河也因逢枯水期而缺乏
生氣。外在的環境並不影響夥伴的玩興，雖然風有點大，但帳篷裡的
熱情卻在燃燒著，燒烤把酒言歡笑聲不斷。到了夜晚風勢實在太大，
夥伴們紛紛收起邊帳，靜靜的接受強風的震撼洗禮。
12

為了找尋適當的營地讓夥伴們歡度跨年夜，活動主委早在半年前就親
臨勘查，並於一週前再度履勘安排。雖然有點難找，但每個到了營地
的夥伴都認為值得，因為環境實在很美，感謝活動主委的用心。跨年
之夜，舉辦12月慶生，阿姑準備炒米粉及魚丸湯讓大家暖身。隨後
倒數跨年，放天燈祈福。

露營車 《活動》
中華民國露營休閒車協會九十六年三、四月週末營活動內容
日

期 活

3/3~4
(六)(日)

動

名

鄉野風情

稱 營
鄉之旅

地 道

路

指

引 承辦單位

活 動 摘 要

研 訓 項 目

北二高大溪交流道下接台3線 活 動 推 廣 1.卡拉OK歡唱(自費)
經員樹林轉台三乙線4.5K處 委員會/喬 2.自行車之旅

治、螺絲
3/10~11
(六)(日)

新春團拜
3月份慶生會

福份山

國3大溪交流道下接台3線往 活 動 推 廣 1.96年新春團拜
石門水庫方向於員樹林前齋 委員會 童 2.3月份慶生會
明街左轉
軍團
3.Y 11日童軍團集訓

3/17~18
(六)(日)

快樂憶童年

鶯歌
憶童年

國3三鶯交流道下，往鶯歌方向過 研 習 訓 練 1.羽毛球比賽（請向研訓組報名）
三鶯大橋，沿文化路過鶯歌陶瓷博 委員會/多 2.免費坐牛車/餵食可愛動物
物館，於加油站旁左轉直行。
多、老K

3/17~18
(六)(日)

中、南聯誼會

尖山霸水庫
江南渡假村

台南縣柳營鄉旭山村60號
中聯會
06-6233888
南聯會
http://www.chiensan.com.tw/

3/24~25
(六)(日)

茄冬樹巡禮

南庄
佳拉窯

國 3 頭 份 交 流 道 下 ， 往 三 灣 方 童軍團/青 1.品茗、健行、單車逍遙行
向，左轉接124縣道接台3線，於 山、山豬
2.窯洞探幽
三灣左轉接124縣道往南庄，過
3.Y 25日童軍團集訓
南庄橋右轉於約30.5K左轉直行

3/31~4/1
(六)(日)

茶鄉之旅

坪林金溪

國5坪林交流道下，接台9線 活 動 推 廣 1.觀魚、厥類步道
往 新 店 方 向 於 3 5 . 5 k 處 左 轉 委員會/派 2.單車自由行
下，循指標前進即達
普、福豹 3.登山健行

水里
采荷莊

國3名間交流道下，接台１６ 活 動 推 廣 1.4月份慶生會
線往集集、水里方向，緊鄰 委員會/眼 2.賞蓮 3.焢窯(自費)
水里蛇窯
鏡、觀音 4.集集、水里探訪

集集之旅
4/6~8
(五)(六)(日) 4月份慶生會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湖岸邊，葉葉垂楊葉
葉楓；湖面上，葉葉扁舟葉葉 蓬！且
讓我們暫時揮去生活的庸碌與繁忙。

4/14~15
(六)(日)

羊之旅

吳厝楊家庄

國 2（ 機 場 支 線 ） 大 園 交 流 道 活 動 推 廣 1.賞蓮
下，往大園接台15西濱公路往觀 委員會/一 2.品嚐羊奶冰淇淋(自費)
音方向（勿右轉）南行至約38.5 元、好馬
公里處直行進入草漯市區於40.9k
處右轉循指標前進

4/21~22
(六)(日)

海洋洗禮

頭城
海水浴場

國5於頭城交流道下往頭城方 童軍團/祥 1.聽濤、弄潮戲浪
向，轉金盈路至頭城火車站 有、印尼
2.沙雕、垂釣
前-沙成路-海水浴場路可到達
3.Y 22日童軍團集訓

4/21~22
(六)(日)

中聯會
週末營

曾文青年活動中 台南縣楠西鄉密枝村70-1號
06-5753431
心
http://zenwen.myhotel.com.t
w/hotel.php

4/28~4/29 東北角巡禮
(六)(日)

龍門營地

中聯會

位於台南縣與嘉義縣交界處的
曾文風景特定區內，依山傍
水，群山環抱，是一處可以忘
卻塵俗慮的地方

台北縣貢寮鄉福隆村興隆街 研習訓練委 1.請預先向唐老鴨報名繳費→
100號(台二線102.6KＭ)
員 會 童 軍 0922-753-957 截止日:4/15

團 / 鹿 野 、 2.籃球比賽（請向研訓組報名）
大肚魚
3.單車海濱風光
4.Y 28日童軍團集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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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