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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露营协会（以下简称 ICF）是一个汇聚全球营地专业人士的组织，他们乐于分享自己的

热情、知识以及营会体验。 

它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可以通过“将全世界的户外体验汇集在一起”而有所作为。 

ICF 欢迎所有希望通过有组织的营会体验来促进国际间相互了解的人。 

 

ICF 的目标 

  

 协调不同国家的个人、营地、户外体验和组织之间新闻与信息的交换。 

 鼓励并促进双边与多边交流。 

 通过有组织的营会和户外体验激发更多的努力，以实现预期的国际间了解、全球生活、

领导力以及生态行动。 

 鼓励地区和国家营地协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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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举行的第十届国际营地大会是 ICF 的年度核心事件。这是 Gözet 兄弟、

“未来之星”团队、大会委员会和许多其他 ICF 志愿者多年工作的结晶。无论是否参加了此次大会，

我们都从中获益——当然我们接受了同样的挑战。与 ICF 的工作一样，国际营地大会汇集了世

界上广泛的营会体验，帮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找到共同点，发现共同的目标并实现共赢。因此，

我们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课程计划，并且运用新的知识、技能来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 

 

过去的一年是 ICF 发展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在阿曼德·鲍尔（Armand Ball）、理查德·张伯

伦（Richard Chamberlain）和琳达·普利亚姆（Linda Pulliam）细致、娴熟的编辑下，我们的第

一个 25 年的历史已经付诸印刷。感谢《一只蝴蝶的故事：夏令营与国际露营协会的全球发展史》

的创作。该出版物出版后，随着全球营地行业的发展，我们加深了对 ICF 角色的理解，并对过

往 25 年世界营地行业领袖所作出的重要工作表示赞扬。本年度末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就是瓦莱

里·柯斯汀（Valery Kostin）第二次当选为 ICF 主席。瓦莱里在 ICF 的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一些重

要举措。自从 2008 年加拿大举行了国际营地大会后，瓦莱里监管了一项重大修订项目，包括会

员制度、管理结构和业务的发展。在瓦莱里的监管之下，我们也有香港和土耳其两次记录在案

的优秀大会；基于 ICF 国际营地主任课程计划的创作和发展；在非洲、东亚及欧洲与新兴（快

速增长的）营会社区的合作；以及 ICF 成员延伸至 80 多个国家。 

 

作为一个真正的营会大使，瓦莱里将自己的性格展现在 ICF 主席的角色上。与他之前的三

个 ICF 总席（迪克·张伯伦、杰克·皮尔斯（Jack Pearse）、珍妮·鲍克（Jenny Bowker））一样，

瓦莱里对营会的信念、帮助他人的热情，以及鼓励我们为营会和青年发展创建最好未来的技巧

激励了所有人。 

所以我们接受挑战。瓦莱里现在在全世界有很多分享其愿景的朋友。今年以及未来的几年里，

我们将继续发展。我们的下一个 25 年已经开始，现在我们有更多双手，更多颗心、更多的头脑

能够发挥作用。正如人们最喜欢的一首夏令营歌曲所唱： 

  

我们能够有所作为——我和你 

 

我们能够有所作为——如果我们努力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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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身份 

  



 

2014 年 ICF 成员继续大幅增加，增幅为 76%，主要是由于在土耳其、委内瑞拉、澳大利亚

及马来西亚举办的国际营地大会和国际营地主任课程： 

  

 分支机构（免费） 3242    

 露营协会                  11            

 营地               354        

 个人               248       

 组织   27      

 2014 年成员与分支机构 3882  

  

分支机构：免费赠送的分支机构会员身份可以获得定期的电子通信。 

  

正式成员： 正式、付费的成员类别（个人、营地、组织、协会）有多种好处，包括大会费用折

扣、选举特权、竞选的资格以及成员证书。营地、组织和协会在 ICF 网站上的链接，在自己的

营销/促销活动中使用 ICF 的标识，以及从美国露营协会及亚洲-大洋洲露营协会中的附加益处。 

  

在线注册：新的 ICF 网站在加入、更新成员、请求分支机构成员身份等线上程序更加方便用户

使用。 

  

与美国露营协会的关系：在全球营会社区里营会与青年发展的领导人的努力过程中，ICF 董事会

继续直接与国家、地区组织一起建立人际网络。 

2013 年 2 月，与美国露营协会（ACA）的伙伴关系协议扩展成为公认的 ACA 教育联盟。

结果，ICF 现在是 ACA 的业务子公司，国际营地大会获得认可，为其提供继续教育学分。 

澳大利亚露营协会为其所有正式会员提供 ICF 的会员资格，该关系已发展至第三年。 

讨论内容继续帮助其他协会开发互利型成员伙伴关系的模型。露营协会领导人（MAPE-协

会主席及高管会议）聚集在国际营地大会上讨论相关问题并共享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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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F 成员国 

  

国际营地大会 

 



 

ICF 通过营会来鼓励国际间相互了解与和平，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每三年对国际

营地大会进行监督。每届 ICC 都以之前的大会为基础并详细论述之前大会。2014 年，第十届

ICC 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举行。在土耳其，来自 30 个国家的 472 人参加了大会。每届 ICC 都为

营会专业人士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见面、与人交流，并为发展做规划。这些机会包括营员和营地

从业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国际交流。 

  

此外，要将在 80 多个组织活跃的国家中被委任代表 ICF 的大使聚集起来，ICC 扮演着关键

角色；使来自国家露营协会的高管及资深员工会面并建立联系和关系（MAPE）；进一步与世界

各地正在研究营会的运营与价值的人们合作；允许 ICF 培训营会主管。国际营地大会已经成为

世界营会日历上的一个重大事件。2014 年 ICC 的主题是“让我们为和平而营”，展示了营会为国

际和平与国际间的相互了解所做的贡献。2014 年 ICC 的另一个重要的焦点就是展示将营地作为

高效企业来操作的价值，以便有足够的资源使用营地作为全世界的年轻人成长和发展的焦点。 

（见下页图片） 

  

2014 年 ICC 期间宣布下一届 ICC 将于 2017 年在俄罗斯由俄罗斯露营协会组织召开。关于

下一届国际营地大会的详情将于 2015 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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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 

大使是 ICF 管理策略的组成部分。他们连同 ICF 成员一起增加了 ICF 志愿者的参与和出席。

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机制提名、任命、选举大使。ICF 大使在相邻两届国际夏令营大会之间的

时间间隔期内（通常是三年）进行服务。大使在其任期内为免费 ICF 成员。 

大使在其任期内应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代表 ICF 董事会代理 ICF 在其国内的活动 

 鼓励其国内 ICF 成员的聚会并构建社区 

 在其国内补充额外 ICF 成员和分支机构 

 在国内外成员中发展联系，包括营员和从业人员的交流 

 定期提供其所在国家的营会新闻和信息 

 将国际营会及 ICF 项目与服务的信息分享给其国内的 ICF 成员 

 任下一届国际营地大会 ICF 全体大会的成员之一，包括信息共享和 ICF 董事会成员的选举 

 适当的时候保护其国内的区域协调员 

 协助 ICF 相关的其他方面的工作 

 (下面的照片) 



 

定期招募新大使。短短几年内，ICF 急速发展，在 81 个国家均有成员。ICF 的目标是，只

要有可能，在目前没有官方大使的国家寻找愿意支持 ICF 的营会的领导人作为大使。请联系

ICF 董事会成员/ ICF 大使协调员杰夫•布拉德肖（Jeff Bradshaw） 

(jbradshaw@campingfellowsh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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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营地主任课程 

 

ICDC 协调员康妮·考特里尔（Connie Coutellier）（美国）和 ICF 董事会安德鲁·迈克古柯

亚安（Andrew McGuckian）（澳大利亚）监督此项目。2014 年，ICDC 教练指导、课程，及幻

灯片演示都已更新，该指导包括由 ICF 董事会批准的新收费结构。基于以前课程的建议，会在

2015 年对课程做微小改动。目前，除了 9 个合格教员，还有 10 个国家的 30 个首席培训师和训

练师。2014 年，ICDC 协调员与培训师和主办单位一起工作，提供了以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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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在土耳其举行的 ICC 期间，研究委员会将其成员扩大至包括新西伯利亚国立师范大学的伊

丽娜·路罗奇纳（Irina Lurochkina）博士和 Abant Izzet Baysal 大学的姆贝拉·赛拉比（Muberra 

Celebi）博士。这些新委员会成员将帮助更新预计在俄罗斯和土耳其进行的研究。此外，大

卫·彭斯瑞克（David Petherick）（澳大利亚露营协会）和金山竜也（Tatsuya Kanayama）（日

本国家露营协会）已分别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加入到了促进进行中的以及新的研究项目工作中。 

  

全球公民项目：全球公民项目现已完成，但 ICF 营地仍然可以在他们的营季期间收集数据，或

者只是将全球公民工具箱活动纳入他们的计划。调查结果表明，全球各地的营员觉得他们获得

的技能可能有助于全球或世界公民的整体感。探索体验世界各地常见的全球公民工具箱活动的

不同方式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在 ICF 网站的研究页面上工具箱活动内容有英语、法语、

西班牙语和蒙古语版本。 

  

成员身份评估：切尔西·施瓦贝（Chelsea Schwabe）（美国）和格温·鲍威尔（Gwynn Powell）

博士（美国）向 ICF 董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对成员评估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总结。目前的主要

流程建议是先从会员收集信息，逐渐形成信息收集的系统循环。 

 研究列表服务：这种全球列表服务可以向所有对有关青年发展和营会体验的研究与评估感兴趣

mailto:jbradshaw@campingfellowship.org


 

的专业人员开放。最近列表已更新到包括感兴趣的 ICF 土耳其参与者。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德

布·柏莱思奇（Deb Bialeschki）（dbialeschki@acacamps.org）提出请求。 

 

委员会将参与今后有关即将到来的研究会议、潜在项目，以及万维网的研究与评估资源和

有益于营会职业的信息等的讨论。 

 

在 ICF 董事会的要求下，阿曼德·鲍尔、迪克·张伯伦和琳达·普利亚姆承担了从过去的会议、

简报、大会议程、信函和个人访谈等的记录中收集 ICF 历史的任务。这个项目已扩大到包括关

于世界各地有组织的营会发展的信息。其结果就是《一只蝴蝶的故事：夏令营与国际营地联谊

会的全球发展史》，1988 - 2013。该出版物可通过 ICF 网站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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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鲍克（Bill Bowker）奖学基金 

 

这是为纪念国际营会的老朋友而建立的基金，其目的是帮助世界各地没有正式的露营协会

资源和支持的潜在大会代表，从而鼓励发展有组织的营会体验并开发目前没有协会的地方。

2014 年的 ICC 提供了两个援助奖——一个来自罗马尼亚，一个来自利比里亚。 

  

特别计划与会议 
中国： 3 月份，ICF 总裁瓦莱里·柯斯汀和五名 ICF 董事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被邀请去中国秦皇

岛歌华营地参加中国国际营地教育研讨会。在 IDEAS 基金会的指导下，150 名教育工作者、营

会专家、中国教育部代表和国际客人参加了为期两天的演讲和讨论，目的就是在中国介绍“营地

教育”的概念。并签署了创建中国营地教育联盟和 IDEAS 学院的协议。  

 

美国：每年，在美国露营协会一年一度的全国会议之前，ICF 会组织国际营会从业人员参观当地

的营地和室外项目，展示青年团活动，并提供交流及与其他营会专家见面的机会。2014 年，琳

达·普利亚姆和格温·鲍威尔组织了 38 人的营地旅行参观，由奎斯特（Quest）的“营地雷鸟”主办。

这组人在佛罗里达地区参观了奥兰多的五个营地。吉姆·凯恩（Jim Cain）博士主持了一段开始

参观前热身的团队活动。 

 

奖项 



 

艾伯特芬恩德鲁兹巴奖（Abbott Fenn Druzhba Award）颁授给了日本的田中幸子

（Sachiko “Sako” Tanaka），为表彰她在过去的 26 年里为全球营会社区做出的许多贡献。该

奖项是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国际营地大会上颁发的。作为 ICF 的最高奖，它是特别表彰对国际

营地有着显著和持续贡献的个人、营地或组织。 

 

优异文字奖颁授给了阿曼德·鲍尔，迪克·张伯伦和琳达·普利亚姆，原因是他们汇集了 ICF

的历史并将其出版在《一只蝴蝶的故事》中；并且，因在会员调查有关方面所做的工作，此奖

项也颁授给了克莱姆森大学的格温·鲍威尔博士和切尔西·施瓦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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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释 1：大部分应收账款是 ICF 和 ICC 之间的资金转移，将在 2015 年 2 月完成。 

注释 2：捐款总额达到 3,718.83 美元；开支为 1,327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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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大洋洲露营协会 

亚洲-大洋洲露营协会（AOCF） 是 ICF 内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在亚洲成员国的 ICF 成员，

包括土耳其和俄罗斯，以及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海洋国家都视为成员。AOCF 成员也是

ICF 成员。2003 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亚洲参与者会议上成立了 AOCF，他们想把对亚洲

感兴趣的营会从业人员汇集起来并注重发展中亚洲地区的营会。 

AOCF 的主要活动就是鼓励每三年举行亚洲-大洋洲营地大会（AOCC）(在 ICC 的前一年举行)。

第五届 AOCC 于 2013 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200 多名海外参与者同相似数量的澳大利亚

参与者参加了位于奥林匹克中心的大会。 

第六届 AOCC 将于 2016 年 11 月在东京举行，地点是 1964 年的奥林匹克中心。此事正值

日本国家露营协会 50 周年 （NCAJ）。 

虽然 AOCC 发展为服务 AOCF 的目的和目标，它并不仅服务于 AOCF 成员。欢迎所有营

会专家和支持者，每个人都能通过文化与专业的交流有所收获。 

AOCF 还赞助一些其他的国际事件，2015 年，包括将于 5 月份在蒙古举办的国际夏令营游

戏节，届时将由 Nairamdal 国际儿童中心主办。 

关于 AOCF 及其活动的更多信息，请联系现任 AOCF 主席兼 ICF 董事会成员，比尔·奥克

利（澳大利亚）。 

（M.A.P.E）——协会主席及高管会议 



 

  

在每届的国际营地大会期间，都会举行一次会议作为国家或地区协会主席及高管们的信息

会议。2014 年 ICC 期间，MAPE 会议是由杰夫·布拉德肖主持的。约翰·乔根森（John 

Jorgenson）概述了 ICF 当前的工作并确定了已创建的组织之间日益宝贵的合作机会。并呈递

了今后举办大会的提议。 

  

ICF 董事会成员塔尔赛格·塔乌斯恩（Tulsheg Tuvshin）被确认为 MAPE 协调员。为了协

会成员和 ICF 总裁之间定期与周期性的交流，她帮助建立了当前联系人列表并进行了维护。

鼓励新的和现有协会会员通过 ICF 的网站与塔尔赛格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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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 ICF 活动的信息， 

请访问：www.campingfellowship.org 

要想成为一名更加积极的 ICF 工作志愿者， 

请联系我们：volunteer@campingfellowship.org 

 

 

 

 

 

 

 

 

 

 

mailto:volunteer@campingfellowshi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