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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48期

文│

黃
純
湘

今年的夏天很不一樣！

一場在台灣舉辦的世界大學運動會，凝聚了全民的心，激發了全國上下的熱情。

當開幕儀式中飛躍的羚羊紀姐護旗進場的那一刻，在電視機前看轉播的我眼眶

都紅了，心中的感動不可言喻。為了這個讓全世界看見台灣的國際賽事，多年來紀

姐與玟靜盡心盡力，勞心勞力，默默地在幕後付出與協助，看到世大運的成功圓

滿，我們的感受更深刻。

26金34銀30銅，打破歷屆紀錄的90面獎牌，這樣的成績令人驚艷，但比賽過程

中台灣年輕運動員的表現更是令人震撼與感動。基金會辦公室的牆上有一幅「運動

員精神」的書法，一直是紀姐勉勵同仁的座右銘，而今年夏天我們的運動員用行動

與實力，在國人面前將運動員精神展現的淋漓盡致，透過他們，我們看到感受到也

學習到不斷努力的態度與永不放棄的精神。

福邦證券前董事長丁桐源的忠言：「健康是一輩子最好的投資，養生之道是下

半輩子最好的財富。」對於健康與養生，我們應該要有不斷努力與永不放棄的運動

員精神，就像世大運讓我們深感驕傲的年輕運動員一樣，平常勤訓練，比賽時才有

機會大放異彩，所以大家平常要多運動勤鍛鍊，就不怕病來磨，還記得我們日行萬

步的口號嗎？「每日一萬步，健康有保固；身體機能要維護，不能少於五千步」，

各位親愛的朋友，知道要做到，為了身體健康一定要加油哦！

不一樣的夏天

03

編輯室

X
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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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助黃玟靜和我專注地投入2017臺北世界大學

運動會，經過一年多無怨無悔的參與，終於隨著8

月30日的閉幕而全神放鬆了，可以重返久違的例行

生活了。

首先，參加「希望環島健走」9月2日的第七站

和3日的第八站，兩站皆在花蓮縣，整團共有90位

勇腳。勇腳之一是曾任台東縣長濱鄉長八年的潘榮

宗先生，1950年次的他曾擁有「飛毛腿」之美譽，

他保持了100公尺10.4秒的全國紀錄長達11年之久，

後來這項紀錄是被他自己所訓練的選手鄭新福〈現

任基隆中學體育老師〉打破。

只要去過花東縱谷和太魯閣的海內外遊客無不

嘖嘖稱許、讚美。潘鄉長接待國內外貴賓無數，但都

是以車接待。此次以步代車倒是頭一遭。兩天總共40多

公里的距離，沿途像小孩般地東張西望，讚嘆及驚艷

之聲不絕於耳，他情不自禁地說：「兩天的健走比

妙禪的禪修要好上2000倍」。

玟靜特助說：「紀姐，8月10日我接到一通電

話，被告知妳當選第四屆智榮獎，頒獎典禮是9月22

日，主辦單位希望妳能親自參加受獎。」真是丈二金

剛摸不著頭緒，因為從未聽過「智榮獎」，忽然冒出

來，就請玟靜告知對方，世大運是我的優先，等閉

幕後再決定是否參加頒獎典禮。

世大運成功在此不贅述，一年多來的牽掛，如

釋重負，開心地決定參加「智榮獎」的邀請。此獎

項是由中華民國智慧榮耀再造協會主辦，第四屆評

審團的陣容，包含擔任主席的許士單理事長，總共

有11位，個個都具有非常卓越的學經歷背景，包

括財金文化事業的謝金河董事長，讓我有「有眼不

識泰山」的罪惡感。得獎者共8位，其中春池玻璃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吳春池董事長，以及敏盛醫療體

系的楊敏盛總裁都是久未見面的舊識。因「智榮獎」

的目的是「智慧傳承、榮耀再現、職涯再造」。「智

榮獎」的特色就是讓更多知識經驗傳承被看見！擴

散「對」的人力運用方式，提升中高齡勞動參與

率和企業競爭力，再創中高齡專業人才的人生第二

高峰；因此，得獎者皆為所謂「有年紀」者，故於

活動議程中有得獎者的分享，我很同意國際知名的

激勵演說家，亦是研究人類潛能的權威魏特利博士

（Dr. Denis Waitley）觀察到成功者與失敗者都具有

特質；成功者的特質：(1)自信(2)達成目標的野心

(3)堅忍的意志力。他們的故事讓我愧為得獎人。

9月23日在公務人員發展中心的卓越堂舉辦第

27屆醫療奉獻獎，11位得獎者之一，80歲的林媽利

醫師，被醫界推崇為「血液之母」，因與她熟識所

以就參加了「親友團」，親自恭賀她的貢獻。頒獎

典禮的節目流程中，有一個單元就是所有得獎者都

會接受主持人鄭凱云小姐的個別訪問，過程中親友

團也會被邀上台獻上捧花。這是我到目前為止參加

過所有的任何頒獎儀式，眼淚流得最多的一次，因

為每一位得獎者的故事都感人肺腑，例如其中一位

醫師，他的太太和兩位女兒皆參加；當主持人訪問

豐富九月 
  分享喜悅

紀姐

X
隨筆

▲右四白色衣服者為潘榮宗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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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小五的小女兒時，她說：「很感謝爸爸的得獎，我

才有機會到台北玩。」一切以病人為至上的醫師們，

哪有什麼時間陪伴家人，不僅要向得獎的醫師們致

敬，同樣地也要向醫師的家人們致上敬意和感謝。

9月26日在高雄展覽館由台灣卡羅歐巴尼協會

主辦的卡羅歐巴尼獎，由黃崧溪、黃怡嘉、翁鼎家

和邱翰憶分獲2016及2017年的獎，並由副總統陳建

仁親自頒獎表揚。陳副總統表示，真正的英雄不是

打仗打贏，而是犧牲自己去愛別人，卡羅歐巴尼醫

師是他的英雄，更是他的偶像。因為義大利籍的歐

巴尼醫師，在2003年SARS疫情爆發時，發現SARS病

毒，成功遏止疫情擴大蔓延，但自己也因染上SARS

而過世，四位年輕優秀得獎者有志投入傳染病研

究，也同樣是他的偶像，陳副總統期待未來他們能

讓台灣傳染病防疫更進步。

擁有很棒，分享更美，將豐盛的九月與大家分

享，博君一笑！

希望基金會 董事長

【百萬聚樂步】發起人

▲「2016及2017年卡羅歐巴尼獎共四位得獎者與副總統陳建仁合

　影」。

▲「第四屆國家智榮獎八位得獎者與理事長許士軍、前行政院長

　陳沖合影」。

▲參與「希望環島」健走的勇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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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過無數次回味無窮的國際健走，盧

森堡國際健走是最難以忘懷的行程。從第一

天挑戰20公里、基金會為楚方圓滿歐洲八國

心願、新華用心為歐洲健走大師秋蓉製作歐

洲八國紀念相冊、最後作客瑞士好友千年古

堡農莊，整個家族熱情如同家人的真誠接待

及精心規劃攀登阿爾卑斯山系--藍湖。對我

來說全程充滿了艱困的挑戰、驚喜、歡樂、

感動，更有一輩子的感恩和回憶。

6月10日是健走第一天，在出發的巴士

上宣佈原本報名走12公里的六位，只剩綉球

和我走12公里，為了我倆的安全，特別請領

隊岱緯陪走，當下我跟綉球商量為了圓滿岱

緯想走20公里減肥的心願，遂決定改走20公

里，雖然心裡忐忑不安，深恐帶給伙伴們負

擔牽累大家，但想想20公里和12公里差8公

里而已，而且伙伴們都會彼此照應，還有貼

心押尾愛相隨的新華，安啦！放心走吧！

經過前一天午後雷雨的洗刷，蒼翠的樹

木及清徹見底的湖珀，清風徐來走起來真是

心曠神怡，20公里好像一蹴可及。走過玉

06
▲徜徉在夢幻藍湖(Lac Bleu)的草原上。

▲本文作者。

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盧森堡國際健走 熊蓋讚文│

范
邱
全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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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田，哇！眼前是一望無際綠油油的

麥田，太壯觀了，大夥禁不住紛紛拍

照，忽然聽到吵雜的嘻笑聲，原來是

一群洋溢著青春歡樂的盧森堡大學生

嘻嘻哈哈地走過來，我們趕緊抓住行

銷台灣的機會，送他們台灣和盧森堡

的國旗別針，並介紹我們來自遙遠的

台灣，他們很興奮的一直說：「I Love 

Taiwan！」後各自繼續往前走。走了

一會兒，其中一個男生忽然跑回頭跟

我們秀他的耳朵和短褲，剎時我們驚

呆了，他把我們送的國旗別針當耳環穿在耳朵和

別在短褲上，還不停地說：「I Love Taiwan、I Love 

Taiwan…」，這真是健走行銷台灣！

穿過黃金般的麥田和濃蔭的樹林，抬頭一望，

天哪!環狀的徒坡，看著山頂上小小的人影，腿都

軟了！我怎麼走上去呀？「加油！加油！全英姊您

可以的」，伙伴們不停的加油聲，再看著身旁使勁

踩著三輪輔助車費力爬坡的外國女走者，我告訴自

己一定要加油！終於上氣不接下氣地走上平地，

倏然耳邊響起喧嘩和音樂聲，劍琴、岱緯和我隨著

音樂不由自主手舞足蹈跳到忘我，不知什麼時候，

後面已跟了一群芬蘭、德國的外國走者一起跳、一

起High起來，接著碰到一群荷蘭老友，大家異地重

逢，非常開心興奮，紛紛合照交換斗笠，美津換了

一頂超級可愛的綠色童話帽，我也換了一頂紅色廚

師帽，激情過後步伐輕鬆地走抵會場，完成了第一

天艱苦與歡樂夾雜的20公里挑戰。

感恩雖貴為名人卻為人謙虛親切，帶領我們遍

及世界行銷台灣的大家長──紀姊，還有文武兼備

才華洋溢又溫柔貼心的基金會靈魂人物──純湘，

感恩她2011年懷著思念之情戴著逝世週年父親的

帽子，以半年時間艱辛的走過18個歐亞國家，才有

今天的國際健走行銷台灣，以及每次健走都愛相隨

全程押尾，從不嫌棄我這「拖油瓶」的新華，幫我

搬行李的室友綉球，還有清楠美津賢伉儷一路的看

顧，牽著老佛爺下山的小珠珠(美珠)、小香香(寶

香)，伙伴們滿滿的愛，永銘於心！

有幸與基金會結緣而參加了國際健走，讓我養

成「走路」的好習慣，是這輩子老來最有價值的財

產。親愛可敬的伙伴們，雖然無法如願每次與您們

同行走20公里，但每個行程都是最美好的回憶，有

您們真好！無限的感恩與祝福……。

07

▲跟國際走者交換禮物。

▲一群洋溢著青春歡樂的盧森堡大學生。

▲出發前的歡呼，連外國人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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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健走，一走就上癮

▲左一為本文作者。

▲ Johnnie與walker帶大家踩街。

▲參與國際健走可以跟外國人交流。 ▲紀姐為每個人頒發完成證書，希望下次就是歐洲健走

  大師。

▲來到瑞士朋友家作客。

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我的第一個國際健走是2012年8月在芬蘭Vaasa，

當時親身體驗「國際健走，行銷台灣」的魅力與感

動，念念不忘。之後由於忙於事業及社團，無暇參與

活動。自從卸下社團職務後，馬上積極參加國際健

走，2016年從丹麥到日本；2017年從瑞典、冰島到盧

森堡，今年10月的美國國際健走也已經報名，幾乎要

領到年度全勤獎了!

6月在盧森堡狄基希小鎮舉辦的國際健走深具特

色，令我大開眼界。在此分享我兩天紮紮實實的走

路觀察，首先從報到、檢錄、補給站、路線指引…

等，清一色是身穿迷彩裝的阿兵哥站崗服務，訓練有

素服務一流。再來是健走全程以晶片感應檢錄，小小

的晶片檢錄卡繫在鞋帶上，從起走點、檢查站到終點

盧森堡國際健走
文│

廖
信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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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只要踩踏在感應墊上，即可清楚記錄整個健走

時間及距離，科技化又便捷有效率，忍不住要給他

按一個讚。最後是優質的健走路線，上上下下的丘

陵地形上遍佈麥田，此時正值初夏，麥田接近成熟

之際，自然呈現層次不一的綠與黃，豐富飽滿的顏

色，在視野寬廣的丘陵地上延綿，真的是視覺上的

一大享受，沿途走過溪流越過森林，空氣清新，景

色優美。

認識阿兜仔，激發創意

好友與我在台灣朋友圈裡有大小鐵牛之稱，這

兩年我倆熱衷國際健走，遇到外國走者介紹名字時

特別麻煩，LIAO, HSIN-FU對外國人來說實在太難記

住了，連自己都行銷不出去，如何行銷台灣？所以

我們這兩隻平常喜歡小酌一番的大小鐵牛，想出了

一個辦法，為自己取了人人耳熟能詳的英文名字：

Johnnie Walker。他是Johnnie，我是Walker不僅容易

記又令人印象深刻，從此輕鬆認識外國新朋友。

這次在盧森堡健走認識很多各國新朋友，最特

別的是一位打著赤膊健走的年輕人，我把基金會準

備的伴手禮國旗串珠別針送給他之後，他整個嗨到

最高點，別人收到這一份禮物不是別在衣服，就是

別在背包，而他竟然穿在耳洞裡，並且逢人就展示

並高喊TAIWAN！一路還追著我們走，最後戲劇性的

拜倒在我的運動褲管下高喊I LOVE TAIWAN！西方人

展現熱情的方式雖然無厘頭，但是他的行徑讓我不

得不對自己行銷台灣的功力豎起大拇指。

深度旅遊，感動在心中

完成健走挑戰之後的旅遊行程來到德國保時捷

博物館，對於愛車一族的我，能親臨跑車聖殿參

觀，真的不虛此行。一進入摩登且現代感十足的

博物館殿堂，馬上失去了時間及空間感，從古典跑

車、經典跑車、現代跑車、流線型跑車、賽車型跑

車…到最新型跑車，感覺就像小孩進入玩具反斗

城，每一部都愛不釋手，根本完全忘記時間這一回

事，最後還有勞領隊來帶出場。

旅程的最後來到瑞士好友家作客，熱情的瑞士

朋友除了全家總動員外，還特地呼朋引伴一起來接

待我們這一群遠道而來的台灣朋友，料理美食、設

計遊戲，使出渾身解數來款待我們，隔天還帶領著

大家完登阿爾卑斯山海拔兩千多公尺的秘境──美

麗的藍湖。最令人感動的是為了讓台灣朋友體驗在

山上湖邊野餐的樂趣，父子倆一早先把食物揹上山

後，再下山護送大家上山，既貼心又用心，珍貴的

友誼令人感動。

我的心願，望早日達成

一路走來已經完成四個歐洲國家健走，算一算

再挑戰四個歐洲國家，就可以領到歐洲健走大師大

獎了。走出去，既可以行銷台灣，又可以增廣見聞；

走出去，既可以健身，又可以領獎，唯有走出去才可

以認識更廣、學習更多，國際健走這一個領域，台灣

還有很多需要借鏡與學習。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也

希望我成為歐洲健走大師的心願早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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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在N年前，好友姐妹們安排兩天一夜，造

訪過被上帝遺忘的部落～司馬庫斯後，每年社群軟

體FB就會跳出年度回顧照片，而我們這群去過的好

姊妹們一直很想再找機會探訪，所以看到希望基金會

的這項活動時，立馬搶名額邀眾家姊妹們速速報名且

成功了，因此圓了我們放在心中已久的這趟旅行。

7月7日一早7:00集合出發，第一站先來到內灣

的「合興愛情車站」，等候另外的其他團員會合

後，五部九人座車的車隊一起出發前往尖石鄉， 

由於我們是第一部到合興車站的車，所以有超充裕

的時間拍攝這美麗的愛情車站，也聽了關於此車站

的浪漫愛情故事，待五部車人員集合完畢後火速趕

往司馬庫斯。我們到達司馬庫斯部落停車場時已接

近中午12:00，為了方便大夥欣賞神木群，所以嚮導

發完便當餐盒及解說往神木群的路程狀況後，大夥

就認真的各自找歇腳處賣力迅速的嗑完。

13:30整隊完準備出發前卻下起毛毛細雨，響導

一再提醒團員們最近山上常下午後雨，路面泥濘濕

滑，尤其樹根更滑，留意腳步，不要只顧拍照要注

▲在團員們相互協助下順利溯溪。

▲

本文作者。

探尋巨木國度~
司馬庫斯與鎮西堡神木群文│

歐
陽
瑞
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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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48期 11

意自身安全，並請大夥配合16:30要趕回來集合點。

大夥開始這趟神木群探尋之旅，穿越陣陣竹林後雨

越下越大，部分團員因沒穿登山鞋或雨鞋，而決定

原路折返，待下次天氣狀況好些時再來造訪，最後

僅剩我，亞月姐、淑卿姐，基金會執行長及蔡先生

和另一位團員，努力的走完司馬庫斯神木群，沿路

上，雨還是斷斷續續的下著，但是當我們開始繞著

O字型，老天爺也給了我們約30分鐘的好天氣不再

下雨，我們趕緊把握良機，拿出各自的手機狂拍猛

拍加互拍，再次親眼見識到這片隱身於深山裡的巨

大神木群時，尤其看見此區樹齡最大的(約3000年)

「老爺神木」時，精神超興奮又感動於大自然的神

奇魔力，我們幾人的驚嘆聲此起彼落，並留下難得

的美景分享給這次未走完路程的好姊妹們欣賞，雖

然要趕路回集合處，但眼光卻頻頻回眸於神木群，

深怕又要N年後才能再次造訪，因為來這兒的一趟

山路，真的很不容易啊！

隔天一早用完早餐，約7:30離開民宿前往鎮西

堡神木群登山口，沿途左右兩側種滿各式蔬果，又

有盛開的繡球花迎接我們，感覺好像要參加森林喜

宴喔！約8:30嚮導交代完路況路線及注意事項後，

昨天沒親眼目睹司馬庫斯神木群的眾人早已摩腳霍

霍，準備今天好好欣賞，這一片更原始壯觀生態更

豐富的森林，這一路走來真的映入眼簾的林相都非

常原始，且路況也不同於司馬庫斯的緩坡，這兒路

線上下起伏較大又費體力，約走了30分左右要下

切溪谷溯溪而行到對岸，在隊友們的幫忙大夥都順

利溯溪之後又不斷的陡上陡下，走了1.5小時後 真

的好累喔！只能一路上與夥伴們相互加油，藉由拍

照轉移腳下沈重的步伐，終於來到了神木群。因這

片原始森林太吸引我們的目光，我們這群姊妹們太

愛亂拍了而前進緩慢，最後只欣賞到亞當，夏娃神

木，而其他的數十棵神木，如五福及國王神木，就

期待下回再相見囉！

雖然連兩天走的累兮兮，但這趟也收穫滿滿，

尤其慢步在鎮西堡這區，台灣最大的原始森林裡，

身心靈都獲得滿滿能量，感謝大自然造物主的偉

大，最後讓愛這片土地的你我，走在山林裡與山共

舞時，我們都有責任好好的愛護這片大地，期待下

次再相逢於台灣這片美麗的土地上。

▲擁有美麗愛情故事的合興車站。

▲

眾家姊妹們一起在夏娃神木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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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旦，兒子約我一起參加「2017元旦健走」活動，當天活動現

場人滿為患，場面熱鬧，歡笑聲、驚呼聲此起彼落，在新年第一天相約聚

會的一場健走活動，獲得極大的迴響。尤其紀政小姐更是健談，當下覺得

「希望基金會」提倡的健走理念，真是讓人太熱血、太快樂了，立馬決定

加入了會員。

7月22日還記得那天是個晴朗的好天氣，相約在新店捷運站，跟著大夥

們一同前往烏來福山部落，經過了烏來大橋後，路就變狹窄了，彎彎曲曲

爬過一座又一座高山，終於來到了「德拉楠文化營」，它真是個風光明媚

的好地方。耆老祈福儀式後，酋長的親自導覽解說讓我們對於當地的民俗

與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與認識，融入民情跳起了豐年舞，但對於我這個手

腳不協調的人來說，像極了機器人漫步啊！

行程接著往更高處駛去，站在高崗上遠眺遠方，那飄動的白雲盪漾在

山的懷抱裡，美豔的陽光像躲貓貓似的隱身在山雲裡，低頭看山下蜿蜒的

溪水纏繞著山邊，這一幕幕的美景真是讓我陶醉不已、回味無窮呀～這仙

境實在是太美啦～

午餐後，走入山林探索原始捕獵山豬、松鼠的法子，老祖先的方法與

文│

劉
鴛
鴦

▲「下鄉健走‧移動私塾」了解原民的在地文化。

盤
存
在
心
中
的
那
份
悸
動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第48期季刊組頁.indd   12 2017/10/2   下午 02:19:22



百萬聚樂步 X 48期 13

技巧更是與山水共存，實在是太有智慧了。離開

前還準備了熱騰騰的小米麻糬具有獨特的小米

香，馬告茶更是清香解渴，感受到滿滿的純真。

這真是一趟難忘的旅程，這裡的一花一草一木一

石也都會深深的盤存在心中。

謝謝希望基金會及所有的工作同仁，讓這次

的活動這麼歡樂與精采。台灣因多元民族而美

麗，讓我們透過「下鄉健走‧移動私塾」更了解

原民的在地文化。

▲具有獨特香味小米麻糬。

▲體驗簡單慢活的生活。

▲部落耆老的祈福。

第48期季刊組頁.indd   13 2017/10/2   下午 02:19:28



14

文│

張
雅
菱

▲本文作者。

▲「六十石山」以滿山遍野的金針花海聞名。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愛旅遊及健走的我，在一次因緣際會下看到

了此次的活動行程，便搭上了這趟歡樂之旅！

「豐年祭」是此次行程亮點之一，阿美族

的傳統祭典很多，阿美族人為了歡慶小米豐收、

祭祀神靈祖先所舉行的祭典，並負有教育男子

成年、傳承薪火的慎重意義；也是我一直以來想

一探究竟的祭典，除了可以看到原住民著傳統服

裝，跳著具繁複與多樣的特色舞蹈外，更可以親

身感受到原住民的熱情。行程中有安排到花蓮馬

太鞍文史工作室-拉藍的家，當天是由一位阿美

族在地青年帶著我們「載歌載舞」，大家協調的

舞步搭配著優美的和弦，融入的瞬間，哇～好震

撼！好感動！

祭典之外，更透過在地青年的解說了解原住

民的文化，原來阿美族屬於母系社會跟我們傳統

的父系社會差異很大，在歡笑的介紹中也讓我們

大大的改觀了呀！「馬太鞍」擁有豐富的原始風

貌，我們還學會了阿美族的獨特的生態捕魚法-

巴拉告，這可是厲害到上了國小課本呢！老祖先

們太有智慧了！為了生活而兼顧好環境的保護。

另一個行程亮點「金針山花海」，以往都

只是看著別人的照片分享，這次終於能親身去

花
東
豐
年
祭

～

歡
樂
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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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48期 15

感受現場的壯闊！當地的導覽，向我們講解了我們

所看到的金針花並不是都可以採收的，因為有政府

補助，所以絕大部分是用來給遊客觀賞用。他也很

痛心的表示，雖然有政府的補助，但栽種這些金針

花並不簡單，每每看到有許多遊客為了拍照而隨意

的踐踏那些花時，真的很替花農叫屈。最後還請我

們喝金針花湯，並講解金針花的生長過程與採收時

機，真的是長知識了！

這三天二夜的行程，從知道、報名到出發，

其實盼望蠻久的，除了安排的行程景點都很喜歡之

外，最期待的當然是認識新旅伴，果然沒讓我失

望，從參加的團員到司機先生與導遊，大家都是很

隨和很好相處，在一起的時候總有說不完的話題，

講不完的笑話，雖然沒辦法在這三天認識到所有的

人，但我相信在下一次的行程我們會再相遇的！期

待再相逢囉～

▲捕捉熱情洋溢所散發的情感。

▲綠中帶著白點的瓠瓜，味道最是甜美。

▲阿美族在地青年，導覽解說原住民的文化。

▲傍晚時分，天色漸暗，蛙叫蟲鳴聲不絕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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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的小插曲

期待的金門之旅終於到來，一早就把行李打理好準備出門。我和老婆

決定坐計程車到萬芳醫院，再搭捷運文湖線到松山機場。在捷運上，我突然

發現行李箱沒有帶出來，真是個大烏龍。我心中很著急，趕回去拿時間不允

許；與老婆商議後，決定到當地見機行事，我這才淡定下來。人生不就是這

樣嗎？要能隨遇而安啊！

文│

曹
健
齡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中華華人講師聯盟第八屆理事長──曹健齡。

▲佇立「毋忘在莒」石下，放眼金門，海天遼闊，胸襟大開。

金
門
之
我
見
、
我
聞
、
我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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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之介紹

金門縣有三個鎮(金沙、金湖、金城)及三個鄉

(金寧、烈嶼、烏坵)，民國106年8月最新統計：全

島面積有151.6560平方公里、人口有13.6萬人。

先總統 蔣公於民國38年從中國大陸退守台灣

後，在金門島上發生無數大小戰役，其中最重要的

兩場戰役應該是古寧頭戰役(民國38年10月)及823

砲戰(民國47年8月)。而我們所熟悉的「單打、雙不

打」是從823砲戰結束後到中美斷交為止，共打了

二十年(民國47年到67年)之久。戰地政務管制從民

國45年開始到民國81年解除，前後長達36年。民國

84年金門國家公園對外開放後，金門地區老百姓的

生活就有大幅度的改善。

金門之我見、我聞、我思

這三天我們參觀了一些重要軍事基地：「獅山

砲陣地」看到了當時被共軍誤認為原子砲的八吋榴

砲；「馬山觀測站」看到了鄧麗君小姐的心戰喊話

室；施工五年的「翟山坑道」；施工九個月就完工

的「擎天廳」；小金門補給戰備的「四維坑道」。

我們也參觀了兩個戰史館(古寧頭戰史館、823砲

戰史館)及兩個紀念館(俞大維紀念館、蔣經國紀念

館)。此行收穫滿滿，感謝「希望基金會」的安排。

金門從「戰地」(民國38年)發展到「觀光」(民

國84年)，與我個人的成長背景有所相似。我是民國

38年12月出生，民國80年8月從軍中退役開始我人

生的第二春。幸好民國38年10月古寧頭戰役我方大

捷，否則我的人生就要整個改變了。

我認識的一位女性朋友，她是福建省福州市平

潭縣人。家住海邊，從小就收聽廣播及撿拾空飄氣

球，她不到二十歲就嫁到台灣(全心嚮往台灣)。這就

是馬山觀測站的成效啊！

823砲戰及單打、雙不打的彈頭取之不盡，造就了

金門鋼刀產業的興起。金門的天氣適合種植高粱及擁有

優良的水質，使得金門酒廠的高粱酒銷路特別好，也

讓金門老百姓的福利優於台灣島上其他地區。

金門要發展觀光一定要加快基礎建設(例如：聯

絡大小金門島的金門大橋於2011年1月9日動工，至今

還停擺在那裏)，要改變思維才會有美好的未來。

▲「特約茶室展示館」用來註記一段戰地歷史。

▲民國三十八年共軍夜襲金門的古寧頭大捷是國共之間的第一

場戰事。

▲本文作者賢伉儷於「馬山觀測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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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萬步，健走生活」從希望基金會接受

了「百萬步計步器」後，開始了我健走的日子。

希望基金會所舉辦「環島健走」，46站分

段式環島，每一站都挑戰著身體、內在心靈及

時間安排的困難。

在我帶小女兒因發燒去看醫師時，透過醫

師的講解，才了解到人體發燒是一件好事，它

是身體免疫系統在對抗病菌，免疫系統藉由提

升身體溫度來抵抗病毒。

從以上故事啟發，來談走路好處，

1、提高身體溫度：

在運動時，佔身體體重45%的肌肉器官，

會產生熱能，健走讓身體肌肉消耗熱量產生熱

能。能長時間使身體處在高溫的狀態，免疫系

統就能去抵抗病菌，而走路是產生熱能最好的

方法。

2、促進新陳代謝：

走路不僅加速呼吸系統運作，還能促進體

內五臟六腑各器官的活動，促進新陳代謝，更能

刺激胃腸蠕動（走路會有正常的排氣）。

18

▲右為本文作者。

▲走路就是讚！

文│

何
宗
穎

環島健走之我思

希望

X
環島健走

3、排出毒素：

走路會想要補充水分並且大量排汗，除有

利尿的作用外，還能透過排汗讓囤積在體內的

毒素能夠順利排出體外。

4、心情放鬆：

人如果整天工作，處於焦慮不安，緊張等

壓力，長時間高居不下，身體的免疫系統將無

法正常運作。走路可以讓人放「空」什麼都不

想，進而達到放「鬆」的境界，在身體放鬆這樣

的身心狀態，就能夠提升免疫系統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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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走出發前，暖身操是一定要做的。

▲已經走過5站的夥伴們，獲頒水壺一只。

▲

終於走到終點──花蓮車站了。

▲路過東西橫貫公路牌樓。

▲右為本文作者。

▲走路就是讚！

▲我們在峽谷旁用午餐。

今日「環島健走」更重要的目標，除了

要努力走完46站，還要拍下台灣最美的風景

發表在我的FB上，推廣走路，簡單運動能獲

取身心靈健康，引起周邊人的注意，讓他們

可以產生興趣，鼓勵大家「知易行易」加入

「日行萬步」走路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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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審計部林審計長的莫大激勵 
這一天，2月11日，星期六。(上方左圖，右方即是林審計長)

這天是元宵節，也是一年一度榮譽會員走春的日子。

這天春寒料峭，內心卻無比溫暖，當晚更是興奮到輾轉難眠……

這一天，林審計長跟紀姐說：去年9月跟隨帶路人(上方右圖)走讀大稻埕精采一條路之後，四個月來由他

們同仁自行客串導覽，前後又帶來了三十幾批的同事及親朋好友。

來自小學美術老師劉興欽的加油打氣 
今年初，邀知名漫畫家暨發明家劉興欽老師(上圖戴紅帽者。50年前永樂國小美術老師)和紀姐敘舊。

當天參與討論「大稻埕1869事件改變台灣歷史」議題者，還有中研院的劉益昌博士及林玉茹博士。

來自國家地理頻道的鼓舞 
其次，是這兩年來導覽必經的機車瀑布、時光廊道(上方左圖)、廟埕小吃(上方右圖)

被NATIONAL GEOGRAPHIC頻道看上入鏡，在全球37個國家播出，對帶路人來說真是莫大的鼓舞。

圖‧

文│

帶
路
人 

連
錦
堅

大稻埕精采一條路
第2年回顧

大稻埕精采一條路私房導覽，第1年的22

梯次留下「94歲高齡完走者」至今無人

能超越之紀錄。

然而，第2年卻有著更多讓帶路人振奮不

已的開心事，以下就跟大家一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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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能為2017台北世大運志工團盡一份心力 
5月6日，星期六。

這天，先在太平國小視聽教室，用1小時 從分享「大稻埕精采一條路」背景故事，談【世大運志工的價值

創造】；接著帶領這22位學生志工「走讀大稻埕、認識台北城」。(第37梯次導覽)

大稻埕新朋友VS畢業45年老同學 
第38梯次(上方左圖)是大稻埕希望學苑的街區夥伴，看他們表情就知道：真的很想再來一碗。

第45梯次(上方右圖)則是1972年畢業同班同學(民權國中第2屆)。6月17日這天，共有11位老同學相聚大稻

埕菊元，慶祝畢業45周年。

兩年50梯達成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8/11第47梯(上方左圖)是較特別的一梯。因成員當中有：

知名作家(也是編劇高手)──小野老師(坐著比讚者)；前馬拉松紀錄保持人盧瑞忠老師(右2)；科技人退休

考取街頭藝人的林三元老友(左1，中華電信基金會前任執行長)；阿祖在迪化街城隍廟旁賣紅豆湯發跡的

光泉集團第四代千金……

9/11第50梯(上方右圖) 成員中有帶路人永樂國小的學長---曾任台中縣副縣長，體委會副主委的陳雨鑫(左

3站立者)學長伉儷。大稻埕導覽滿兩周年的第50梯，因這位風趣幽默的學長加持，全程笑聲不斷……

《結語》台灣處處都有精采一條路，好讓國人天天開心走萬步。

是「大稻埕精采一條路」從醞釀到執行之初衷。初心不變，熱情不減；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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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醫院安康院區與陳儀君議員於8月5

日在院區14樓一起舉辦的「我愛爸爸，健步如

飛」父親節活動，內容有各類健康闖關活動

及骨科江紀明醫師健康講座與希望基金會紀

政董事長的演講，吸引了215位民眾參加，一

早8:30活動時間未到，醫院14樓就擠滿民眾攜

家帶眷來參加，院區周院長特地將門診延後看

診前來，一到會場就被民眾團團包圍，院區董

明先副院長一早就來視察會場，陳儀君議員

到場也同樣受到民眾的大力支持，醫院14樓人

潮跟外面天氣一樣熱情，但會場內沒聽到任何

抱怨聲，看到只是民眾的笑聲及聚精會神聽著

演講，誠如紀政女士分享「人生的兩個存摺～

有形的金錢，無形的健康，健康是富裕人生重

要《本金》，以健康成就＜財富＞，以健康守

護＜幸福＞」，愛爸爸就是「陪他每天走一萬

步，健康有保固」，守護爸爸的健康，就是最

好的父親節禮物，本活動圓滿成功，感謝大家

支持醫院活動，安康院區仍一本初衷，持續

帶給民眾各類健康促進的活動。

愛
就
是
陪
您
一
起
健
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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