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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44 期

文│

黃
純
湘

2016，今年七月希望基金會滿30歲了!

1986年台灣運動家紀政以「感恩之心，點燃希望之光」的宏願成立希望基

金會回饋社會。當年心中成立一個「基金會」，慢慢地播種，耐心地灌溉，祈

禱有朝一日能收割的單純想法，如今在紀姐的領導與帶動之下，全民運動風氣

蓬勃發展，健走運動更深入台灣各地。

 希望基金會，從二十世紀末(1986~2001)多元的推廣，到二十一世紀的今

天(2002~2016)專注於健走的推動，這一路走來恩人、貴人、志工何其多，要

感恩的人、事、物更是無數無量。其中，在1998年3月15日紀政董事長生日當天

與聖嚴師父結緣，獲賜法號「果行」；2002年開始以「每日一萬步，健康有保

固」推廣健走運動；2006年聖嚴師父為推廣健走開示：「走路，即是環保；走

路，即有健康；走路，就是修行」。多少年過去了，希望基金會以「行」，走

遍全國各縣市宣導日行萬步；以「行」，參與國際健走行銷美麗台灣。紀政，

「果」然真「行」!

感恩這一段不可思議的因緣，感恩台灣這一塊土地，感恩支持、參與希望

基金會的所有朋友。誠摯地邀請大家以最樸實、最簡單的走路方式，慶祝希望

基金會30歲生日，我們也將藉此活動啟動「希望環島」徒步健走活動，讓珍惜

台灣，熱愛健康的你、我、他有機會一圓徒步環島台灣的夢想。

感恩的心迎接希望

03

編輯室

X
手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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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在充滿嘉年華的氣氛中圓

滿落幕。中華代表團在體育署以3金、2銀、1銅的

預期目標下，以1金、2銅的成績獻給國人。雖然

期待與結果是有落差，但所有得獎與參賽選手的努

力，我們不僅要給予掌聲肯定，更要不吝繼續支持

鼓勵，以期四年後，就在我們鄰國的2020東京奧

運，能有亮麗成績。

無論是禁藥醜聞、網球國手謝淑薇拒賽、羽球

戴姿穎因未穿贊助廠商提供

的球鞋而險遭協會懲處等等

風波，顯見「冰凍三尺，絕

非一日之寒」。每次奧、亞

運後轟轟烈烈的所謂「檢討

會」抑或「體育論壇」，

洋洋灑灑的結論，不都淪

為紙上談兵嗎？

小英政府信誓旦旦

要改革體育，林全院長

專設「體育發展委員

會」，並指派政務委員

張景森為召集人，我

也名列民間十二位委

員之一。此職若僅是

成為新政府的橡皮圖

章，則有違我應邀

出任之初衷本意，

暮年的時間和生命

彌足珍貴，豈容浪

費。

九月訪美期間閱讀了由記者張家豪撰文於「新

新聞」的一篇專訪「張景森談英全政府體育改革方

向」之文章，文中標示：「張景森改革單項運動協

會重點方向」如下：組織開放化、營運專業化、財

務透明化、績效考核客觀化、企業抵稅政策等五大

方向，閱後欣喜，但真正的喜悅將取決於執行的落

實與否。

執筆至此，心中浮起了我曾為東方出版社70週

年慶撰文勉勵青年朋友之事，僅摘錄部分：

04

二○一五年四月五日，是清明節，當天下午兩點，就讀高一年僅十六歲的謝

念興，在母親和哥哥的陪同下準時到寒舍。念興在國中二年級時竟然決定要專注

在自由車的訓練，甚至許下大願：「將來一定要當國手，為國爭光。」

一向尊重孩子自主權的父母，以及疼愛弟弟的兄長，對於心志已定的念興給

予百分之百的支持，我不禁羨慕且由衷地說：「你是全臺灣最幸運、幸福的自由

車手，一定要珍惜，要努力不懈，要銘記著『放棄者永不會得勝；勝利者永不會

放棄』這句話。」
當天聚會的目的是我這位紀阿姨，要以體育界「長輩」以及「過來人」的經

驗，分析念興到境外去取經的利弊，說「掰掰」前，這位身高一百八十七公分，

全身黝黑如非洲人的大男孩靦覥地說：「紀阿姨，我能請教您一個問題嗎？」他

問：「能不能告訴我當年是什麼動力讓您追求奧運奪牌的目標？」

我不厭其煩地細述一九六三年二月的某一天，我帶著國人和政府的期許從

當時唯一的松山國際機場繞道日本東京，前往美國洛杉磯接受專業的田徑訓練，

以及進入當地大學就讀。在出境大廳與送行的親友道別時，父親遞給我一面小國

旗。

一九七七年，返國擔任田協總幹事一職，兩只皮箱裝滿的是一歲多大女兒精

敏的紙尿布和罐裝的嬰兒食物，還有珍藏已久那面十四年前父親送我的小國旗。

我告訴他：「我將這面小國旗黏貼在我臥室的門上，每天睡前我一定可以看

見它，每天起床也一樣，它天天提醒著我一定要為國爭光的重責大任，它就是我

堅定不移、邁向目標的『動力』。」年少靦覥的他，顯得稚嫩的臉龐，炯炯的目光直視著那面國旗，我知道他在

想什麼。

讓我們一起來「抓寶」吧！

紀姐

X
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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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念興於今年一月28日代表台灣參加日

本靜岡的亞洲自由車錦標賽，以1分04秒370

獲第三名，且打破由巫帛宏保持13年之久的

全國紀錄，更於八月在瑞士舉辦的世界青年

錦標賽中，再次以1分03秒778突破他自己

於亞錦賽所創的全國紀錄，雖名列全世界第

八，但成績已讓國際自由車總會另眼相待，

特邀於九月初前往瑞

士接受為期三個月的

高階菁英訓練。這位

深獲全家人支持和關

愛的男孩，其實是被

自由車界稱為「媽

寶」，身高187公分

被指為太高、練習時

流汗量少竟被責為不

認真…等等。憶起年

少的我在國內參賽

時，家父和大姐是我

最忠實的啦啦隊，而

我從未見到隊友的家

人現身吶喊加油。我當年最引為傲的精神支

柱，竟是念興被嘲的包袱。回憶當年隻身在

美國，為我歡呼鼓掌的不都是在場選手的親

朋好友嗎？想到這裡，真是感恩！

百般無奈的念興並沒有因此失志洩氣，

世青錦標選拔賽無教練可依靠的他，親自去

參加技術會議，並有禮地讓座給曾經代表美

國參加奧運的自由車高手──台灣女婿David 

McCook〈或稱大衛教練〉。結緣後，他竟

願意挺身而出擔任念興的教練，從此孤鳥不

再獨飛，這位視他為「寶」的先進長輩不厭

其煩地協助他充實、成長，幫他繼續「追

夢」。

里約奧運已結束，2020東京奧運緊跟在

後，有感而發，但小小的台灣類似念興者，

絕非唯一，就讓我們一起來「抓寶」吧！

05

希望基金會 董事長

【百萬聚樂步】發起人

▲念興（中）在出國當天特別前往向紀姐道別，紀姐贈予「行」的國旗夾克鼓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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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2日懷著興奮的心情，由桃園國際機場出發，搭乘泰航

經曼谷轉機，飛行時間約15小時後，終於抵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

(Copenhagen)。這是我們夫婦第三次參加希望基金會國際健行，前兩

次分別為西班牙、奧地利與捷克，北歐則是第一次。丹麥天氣非常舒

適，陽光充足，我們首先參訪國會大廈、皇宮廣場等歷史性建物。並

於安徒生童話故事聞名的美人魚雕像前拍照，卡菲茵噴泉除了非常漂

亮外，也有一個動人的故事，其旁英國式教堂，亦值得一遊。丹麥晚

上十點多，天還是亮著，對來自台灣的我覺得十分地新奇。

06

▲作者賢伉儷。

▲健走舉辦地──威堡(Viborg)。

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文│

王
益
瑞

丹
麥
健
行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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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離開哥本哈根後前往健走舉辦地──威堡

(Viborg)，我們拜訪了健走的愛好者─彼得及桑雅

夫婦，我們受到熱情接待並且參觀他們住家及畫

作，彼得把歷次無數地健走徽章、獎牌掛滿牆上，

各種健走資料或照片收集成冊並保存完好，真令人

感到敬佩。

隔天上午，夥伴們頭戴斗笠、身穿國旗裝，背

包插著國旗及行字旗，神采奕奕，開始了十分有趣

的健行，說有趣是因為活動就像是舉辦嘉年華遊

行，有人扮醫生及護士，也有牛魔王或穿囚犯衣

服，亦有扮夏威夷草裙女郎。他們都推著啤酒沿路

愉悅地唱歌或打招呼，我們也熱情回應，我還將斗

笠送給他們而獲贈一罐啤酒。途中遇到日本隊伍，

平均年齡看起來比我稍長，但精神抖擻，步伐穩健

向前行，心中油然生起「人家可以，我亦能」的念

頭，就這樣說說笑笑，不知不覺走完20公里。

第二天雖然沒有嘉年華變裝的「陣頭」，但行

走時沿著優美的湖邊穿過森林，鬱鬱蔥蔥的樹蔭，

走起來十分涼爽與舒服。中途我們獲邀前往丹麥友

人家做客，看到了當地人對住家環境的重視，因為

她們總會把後花園的草坪修剪平整和種一些漂亮花

朵觀賞。

前次奧、捷健走，德國軍隊皆參與，這次亦不

例外，在經過林間小徑或快到終點前，德國軍隊從

後面以整齊步伐超越我們，領隊「阿航」、隊友連

榮盛及廖信夫等人都跟在後面唱歌、答數一起走，

不知是「不亦樂乎」或「不亦累乎」？或二者都

有。值得一提，本次健走，趙季雄及劉小蘋兩位勇

腳接受表揚，所以大家「奉命」必須準時於下午二

點鐘前抵達會場參加閉幕頒獎典禮，頒獎貴賓是威

堡市長，我們還獲邀上台與市長及二位得獎者合照

真是與有榮焉。

所謂強國須強身，強身則要運動，而運動最方

便、最容易的方式便是健走，健走除了可以鍛鍊體

魄外，還可以使人平心靜氣，做出正確判斷，外在

與內在調理得當，自然免去病痛之苦，所謂「日行

一萬步‧健康有保固」，即是這個道理。

▲丹麥友人家做客。

▲陽光充足的丹麥。

▲精神抖擻的大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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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文│

黃
台
蓮

去年底便開始規劃了2016國際健走計畫，立陶宛、芬蘭

之旅作為我邁向歐洲的第二戰。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能一路追隨著，完登喜馬拉雅山腳力

的芝芝和健走經驗豐富、永遠走在前面的大魏，途中遇到下

雨，因為穿著雨衣，想從背包中拿取食物非常不方便，但芝

芝卻像個小魔術師似的，隨時可以變出好多好吃的食物，讓

我們可以邊走邊吃，在雨天行走還真別有一番境界呢。芝芝

的裝備是最齊全的，記得在立陶宛健走途中我們要在大樹下

享用午餐，芝芝還拿出餐巾布鋪在地上，讓大家可以舒服的

用餐和休息，真是感謝細心的美女！在芬蘭最後一天健走路

程中，下雨又有些冷，為了想喝杯咖啡、上個廁所，我們走

進一間有賣咖啡的超市，但發現有廁所的pizza店尚未開門，

於是我們買了咖啡在中庭廣場休息，等待著店門開張，最後

David還不好意思買個pizza請大家吃，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去借

廁所啦！我覺得那塊pizza是我這趟旅程中除無人島的鮭魚湯

外，最香最好吃的食物，溫馨又可口。

回台後在8/27的聯合報上看到一則新聞，提到一位87歲

的老先生穿著國旗裝遊歷了123國，文章中提到他在拉脫維

亞里加遇到街頭藝人知道他來自

台灣立刻吹奏中華民國國歌，我

想那應該就是我們遇到的，回想

當時二位街頭藝人除吹奏中華民

國國歌、國旗歌外，我們還在簡

大哥的帶領下，唱跳了一段高山

青歌舞呢！這就是我們這個團體

的特色，隨時隨地都有歡樂。就

像簡大哥說的他們應該會吹奏很

多國家的國歌，畢竟這就是他們

謀生的利器啊！不過提到穿國旗

裝，我認為我們揹著國旗，頭戴

斗笠行銷台灣的愛國裝扮應比他

的國旗裝更勝一籌吧！謝謝紀
▲本文作者於立陶宛尤爾巴爾卡斯健走會場前拍照。

立
陶
宛
、
芬
蘭
健
走 

   

我
的
歐
洲
第
二
戰

第44期季刊組頁.indd   8 2016/10/7   上午 10:42:21



百萬聚樂步 X 44 期

            

姐、純湘及希望基金會精心策畫整個行程的

每一位，讓我們吃好住好、快樂感受一般

旅行團難有的旅遊體驗。

常言道：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我認為

凡相聚過就會留下無數回憶，紀姐的親切，純湘

說故事的功力，有笑有淚、生動寫實，而且她多

角色的能力隨時可以從容變身，我真的好喜歡這

個無私無我的團體。記得在年初希望基金會元旦

健走抽獎活動中，我得到大獎，當下我就發願要

當希望基金會永遠的志工，在這次旅遊中我了解

到甚麼是「榮譽會員」，我想要

成為基金會的榮譽會員，為一個

優秀的組織、一群有理想抱負的人

們略盡棉薄之力。

相信能一同出遊自是緣分，我

要特別謝謝許教授的收留、芝芝、

大魏一路陪伴同走，旅途中我真的是

享受著滿滿的照顧，度過快樂的每一

天！可說是幸福到了極點！盼望著我的歐洲第三

戰，至於去哪裡，就要看芝芝選在哪兒領取她的

Europen walker獎項囉～

09

▲經驗豐富的隊

友們。

▲ 歐洲第

二戰──

出發囉。

▲耶！

▲

拉脫維亞里加的街

頭藝人。

▲喜愛健走的夥伴們，互相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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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如果要寫波羅的海三小國與芬蘭的出國遊記，坊間的書店、網站都可

以找到相關的資料，所以我想記錄的是跟著紀姐希望基金會出國健行，是

多麼地不一樣的旅行。

出發前大家不是忙於裝扮與採購，而是『行前訓練』，在台北37˚C的高

溫下，基金會帶著我們在陽明山及坪林金瓜寮溪畔走路訓練。為茁壯自己

的體力，團員們也紛紛晨跑與晚上健走；樂慈也拖著愛犬，在台北市的公

園及學校校園練腿力，大家心裡都有數：此行是要走一百多公里喲！。

出門前，基金會的志工們利用午休時間，為團員製作好幾百個『串珠

國旗別針』伴手禮，她們辛苦地利用串珠與別針，串出芬蘭、立陶宛與中

華民國的國旗，精緻又漂亮，在語言不通的異鄉，不論大人或小孩，只要

秀出他們熟稔的國旗圖案，無不發出會心的微笑（他們知道：我們是有備

而來），在送出國旗別針的同時，我們也附贈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別

針，如此，他們就曉得這是來自台灣人所留下的溫暖的情意。

在健行的行進中，我們都是戴斗笠，穿著團服，很容易就被識別出來

了。尤其是有寬闊帽沿的斗笠，健行中遇到下雨，非常實用。途中曾遇到

老外對我喊：「Nice Hat!」。在立陶宛健行的終點休息站，一位爸爸當場脫
▲(上圖)乘快艇，逛無人島。

不
一
樣
的
海
外
行

文│

張
樂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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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他的T恤交換我們的斗笠，而他害羞的兒子好幾

度在我們身邊徘徊，最後帶著歐元來，想要購買

團員的斗笠（當然我們二話不說，奉贈啦！），

每位團員的兩頂斗笠（立陶宛與芬蘭各一頂），

都會有一段被留在異鄉的故事哦！

「宮堡基廳」是歐洲團必去的景點，走多了

皇宮、城堡、教堂與市政廳，回國後看著上千張

的照片，分不清是那裡的廣場？那個教堂？而健

走團是走進他們的鄉間，走在芬蘭的無人島，連

帶隊多年的行健領隊岱緯都未曾到過的小城鎮。

在立陶宛的Jurbarkas的鄉下，一位農婦拿著大袋

子叫我們自己摘她果園裡的蘋果與酪梨，我們被

邀請至她的家，端出她所做的果汁、起士，因為

語言完全不通，七嘴八舌之下，她攤開地圖，終

於曉得這群陌生客是來自遙遠的台灣；另外一組

團員也被邀請至一農家，為一位老農夫歡唱生

日快樂歌（國台語

版），還有團員被贈

與農夫親手種植的黃

瓜及水果。在芬蘭事前經Helena會長與純湘

的安排，團圓分成四組參訪當地的芬蘭家庭，我

們享受她們熱情的款待：吃點心，喝咖啡，甚至

吹笛子、彈鋼琴、採藍莓…，我也見識了祖傳多

代細緻美麗的茶杯。分別來自東西兩個半球，相

距二萬多公里的人，能夠在此刻近距離溫馨的分

享與熱情的擁抱，深深相信她們的夢中有我們，

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她們。

無人島上滿地的藍莓與紅莓，芬蘭在地鮮美

的魚湯、印歐民族修長的身材、波羅的海三小國

為爭取獨立的堅持與忍耐…，太多太多的感動無

法用拙筆道盡，這麼不一樣的海外旅遊，難怪紀

姐的國際健走團常常會都爆滿。

▲整齊的團服跟斗笠，歐美人人愛。

▲ 立陶宛串珠國旗別

針。

▲

芬蘭串珠國旗別針。

▲本文作者在船

屋前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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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陳
明
涵

第一天早上先來到台南市安南區海東

國小。這個行程非常有意思，我們跟隨

台南當地的社區大學一同上課瞭解本淵

寮排水生態系統！主講沈老師是從台大

森林系畢業，授課內容很豐富，除了本

淵寮外，沿途看到的植物都會詳細的介

紹。在沈老師仔細講授下讓我們對於許

多植物、台南的排水系統、生態環境等

課題能有更深入的了解與省思。

吃完午餐後我們先參觀四草大眾廟接

著搭膠筏遊台江國家公園！一艘膠筏可

以坐30~40人，船上有棚子可以遮陽。船

上的解說員對於台江國家公園的歷史、

生態、動植物等都講解得非常仔細。一

個半小時的台江之旅，讓我們對於台江

國家公園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學習到很

多新知識。

第一天最後一個行程是位於台南市

東豐街的千畦種子館，這裡可以說是台

南都市裡的秘密花園。一進門印入眼簾

的是天花板到處掛著的種子，園區內的

每個角落都很有特色。我們通常只注意

到盛開的美麗花朵或是茂密的大樹，卻

往往忽略了他們其實都是從不起眼的種

子而來。來到這裡，我們才知道原來種

子有各種大小、形狀、顏色，原來種子

真的很奇妙！千畦種子館是個很棒的地

方，在這裡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主人家對

台灣這片土地的愛。

第二天早上一早就用步行的方式跟著

總統級的解說員遊府城。經由解說員詳

細的講解每個古蹟的歷史典故與特色，

以前在歷史課本中念到的荷蘭人據台、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 孔廟門口有

塊以漢文與滿

文所寫的文武

官員軍民人等

至此下馬，以

示尊崇孔子之

道。。

▲

大南門又稱寧南門是目前台南僅存少數城門中保留的最

好、最完整的城門，同時也是台灣唯一僅存的甕城。

▲

台灣文學館原本是日治時代所建立的台南州廳，建築本

身看起來很像總統府。現在展示許多珍貴的台灣文學史

料、作家的手稿等文物。。

悠
遊
台
南  

二
日
漫
漫
行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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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治台等遺跡就在眼前，就像是重新上了一

堂歷史課，收穫滿滿！

希望基金會請到的解說員很厲害，是曾經

為六位總統導覽過的李清山老師。李老師的經

歷很傳奇，從鄭成功文物館裡的水電工變成

台南最有名的解說員。剛看到李老師時，覺得

老師憨厚老實，但開始解說後馬上神采飛揚，

說起歷史故事口若懸河，非常吸引人。此外，

雖然李老師不是文史科系出身，但對於台南的

歷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與了解，讓我們深深感

受到李老師對於台南與台灣這片土地的愛與熱

情，讓人敬佩。

這趟旅行，從中所獲得的收穫遠遠超過當

初所預期！在這趟旅行中，我們所到的每個景

點、遇到的每位解說老師都讓人難忘。不論

是自然生態或是人文歷史，都讓我重新認識台

南，了解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的過去以及重新

思考該怎麼讓它更美好。經由這趟旅行，我感

受到希望基金會的活動與一般的國內旅遊團的

差異，希望基金會是結合健走運動與知性，讓

人除了健康外，亦學習到許多新知，讓身心靈

都能滿足，有所成長。

▲看開船的大哥帥氣的灑網捕魚。

▲

解說員從河上拉起一個好長的漁網啊! 

原來是要讓我們看看能在這裡抓到什麼河

中動物。

▲

曾經為六位總統導覽過的李清

山老師看起來憨厚老實，但開始

解說後馬上神采飛揚，說起歷史

故事口若懸河。

▲

今天是由老闆親自幫我們解說，在將近

一個小時的導覽中，讓我們對於種子有更

深入的了解。。

▲

沈老師是從台大森林系畢業，授課內容

很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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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圓山捷運站，此起彼落的早安與不斷的笑聲，

沒錯！這就是希望基金會的團員們，永遠充滿活力。不論

是新團員或是長期會員，大家在這樣熱絡的招呼聲中拉近

彼此的距離。現在就讓我們出發去觀霧囉！

沿路上看了彌勒佛，逛了北埔老街，下午就出發前往

觀霧山莊，抵達後就先來個園區導覽，從五葉松、二葉

松、奇異果……園區裡面好多好多的植物，緊接著是果醋

DIY，大家排排坐好專心聽著指令操作，彷彿又回到學生

時代參加自強活動的感覺，重返了17~18歲的模樣，每個

人專心聆聽所呈現的表情都好可愛。

晚上觀星，大家抬著頭跟著小老師的投影筆……在無

穎浩瀚的夜空想像著每一顆星星的傳奇，好浪漫的夜晚，

我還看到兩顆流星劃過喔！

文│

武
韻
玲

▲作者賢伉儷。

▲認真地聆聽導覽。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觀
霧
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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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天還未亮，晨霧朦朧環繞著山林，特

地起早去走走步道，靜靜的森林小徑，處處都有驚

喜，有看起來像人頭的樹根，像屏風的樹幹，遠山

層層疊疊的就像是山水畫般地深遠意境，太陽出來

了，金色的光芒瞬間灑滿整個山頭走著走著……妳

看！那是我們住的山莊耶！我們已經兜了一圈走到

另一座山了！真的是太神奇了。

吃過早餐就是這次的主要活動～山徑導覽，小

老師帶我們認識一種又一種的植物～柳杉，檜木，

最神奇的就是二葉松，又叫夫妻樹，因為它的葉子

是兩兩成對，不管是生是枯總是相連在一起，不像

五葉松～長大之後就會各自離家到外頭去奮鬥……

很浪漫吧！聽完這些故事，大家自行漫步在林道

間，盡情地享受這森林之美。輕鬆地行走在林間步

道，聽著蟲鳴鳥叫，呼吸著山林間特有的清新空

氣，人生就是要這樣輕鬆的呼吸感受幸福，山林裡

大家輕聲細語的交談著，偶爾迸出一些歡笑聲～這

種感覺讓人好幸福。

真的很喜歡跟希望基金會出來走走～除了每次

的行程安排讓人很期待以外，還有很多貼心的小細

節，例如：幫每個人做好名牌，名牌的背景是這次

出遊的風景圖樣，印上名字、桌次、房號，這樣在

用餐以及入住的時候，就可以輕鬆找到自己的桌次

與房間，在每次的自我介紹中，簡單的幾句拉近了

彼此的距離。

猶記得去鹿港的行程吧！因為司機不熟悉路

線，錯過約定上車的地點，大夥們就在有些許涼意

的傍晚在路邊等候，紀姐臨機一動，帶著我們唱

歌，一遍又一遍的唱著，還有呼口號，讓大家忘記

了寒冷，忘記等候的不耐。這就是希望基金會永遠

都帶給大家希望！永遠都不讓大家放棄及失望。

所以！妳／你還猶豫甚麼呢？下次跟我們一起

來吧！ 

▲認真的解說人員。

▲ 空氣涼爽清新。

▲

藍梅醋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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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梯帶路人特地邀國民健康署上路，因精采一條路源自於日行萬步。

● 第5梯是33年前汽車公司同事，第6梯則是36年前同學。

● 第8梯是基金會工作夥伴。有趣的是，當天有4位路人臨時加入。

● 第12梯的教授團，給予帶路人莫大鼓勵，特別針對1869烏龍(茶)事件。

● 第14梯王品創辦人戴勝益，連還在手推車的孫子都推來聽大稻埕故事。

壹.1年22梯次集錦
帶
路
人│

連
錦
堅

大稻埕精采一條路 1年回顧

1

8

10 11 13

12

14

9

15 16

19 21

20 22

17

18

2 4 6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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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歲最長：第19梯，平均年齡71歲

● 均歲最少：第13梯，平均年齡32歲

● 人數最多：第7梯，中正扶輪社33位

● 年紀最大：第19梯，94歲的周伯伯

● 成員最嗨：第22梯，台大附幼園老師

回顧過去一年〈大稻埕精采一條路〉的素人私房導覽：故事寫真妙趣橫生、巷弄小吃非在地人

無從得知……教授團的加持、周伯伯的勉勵、戴園長的肯定。尤其，站在老友阿瘦皮鞋創辦

人羅水木先生62年前幫人擦皮鞋的小巷口，述說他從路邊擦鞋、到修鞋賣鞋、接著租店面開公

司、一直到公司股票上市的精采過程，台灣阿瘦成了最受歡迎的人物故事之一。因此，大稻埕

的這條精采路，就繼續走下去囉～

17

● A 警廣前副總臺長鍾國成專程前來錄製上傳YouTube。

● B 資深媒體人吳清和對媽祖宮廟埕小吃情有獨鍾。

● C 第26次來到貴德街陳天來故居終於見到早年的老同事。

● D 林(志玲)爸爸對郭雪湖這幅「南街殷賑」極有興趣。

● E 春節期間帶路人每天步行至北門見證其重見天日。

● F 阿瘦皮鞋創辦人羅水木伉儷及女兒女婿在迪化街十連棟。

貳.22梯次之外

參.22梯次之最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A B C

E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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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鄭
瑋
宜

參加『花蓮豐年祭之旅』至今，已經三個星期

了。回想起這段旅程，嘴角不禁上揚了起來……

記得當時阿姨邀約我帶小孩參加這個活動時，

我心中出現的想法是：深度健走？走兩天？總共15

公里！有沒有搞錯呀？我自己都走不動了，還要帶

小孩，行嗎？但是阿姨跟我討論，兒子要上小學一

年級了，在這個暑假的尾聲，這是一個難得親近大

自然的機會，而且是原路來回，所以如果走不動，

可以留在原地等大家回來。哈，就是這一點，讓我

覺得好像可以試試看。當我把這消息告知先生時，

他覺得，既然要去，女兒也要一起去，雖然她還

小，但是，相信這會是一個難忘的體驗。於是乎，

我們一家浩浩蕩蕩地報名了這次的活動。

第一天遇到了參加活動的夥伴，大家來自各行

各業，各種的年齡層，在遊覽車上介紹時歡樂的笑

聲，讓人印象深刻。因為我們帶了兩個小孩，大

▲全團會員於慕谷慕魚合照。

▲哥哥最愛調皮的扮鬼臉。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花
蓮  

豐
年
祭
之
旅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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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很熱情的關心、招呼我們，讓我有非常溫暖的感

覺。在砂卡噹步道，1.5歲的女兒，堅持自己走，讓

我看到了她的韌性與堅持，沿路我們唱著歌，女兒

伴舞，徜徉山林之間，真是太妙了。第二天的慕谷

慕魚，因路程較遠，我們推了嬰兒車，所以不大需

要擔心女兒的問題，但還是很怕我6歲的兒子無法

走完全程。但這一路，同行的夥伴陪著他撿葉子、

玩遊戲、呼口號，讓他能在遊玩中走完全程，真的

讓我覺得非常特別與窩心。晚上問小孩，健走好不

好玩，兩個寶貝異口同聲的回答：「好玩」。

此外我們還參觀了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馬太

鞍濕地生態捕魚方法，以及感受阿美族豐年祭的熱

情奔放。在濕地導覽時，導遊嘹亮溫暖的歌聲，伴

著夕陽餘暉，大家一起應和著，讓人很感動。這

次旅程不單只有體能活動，還多了體驗原民生活及

飲食文化等人文元素，確實是一場有深度內涵的旅

程。

在每日緊湊的工作壓力下，能空出一段時間，

放下所有的事，親近大自然，是件很幸福的事。這

次的旅遊，對我們全家來說，是個難得的體驗，在

花蓮美麗的山水中，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健

走，感覺真的很棒。以往總認為小孩不能走太遠，

但因為這個活動，我發現我家兩個寶貝真是潛力無

窮呀！且對我們全家來說，是個美好的開始，非常

感謝阿姨的邀約、智雄的規劃與安排、感謝一路上

陪我們一起歡笑的每一個夥伴，期待下次再相逢～

19

▲妹妹認真聽導覽、做暖身運動。

▲清水斷崖全家福合

照。

▲ 哥哥最愛坐在爸爸

肩上看風景。

▲ 全家福照─

慕谷慕魚。

▲ 哥哥在林田

山林業園區與

恐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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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簡
秀
華

我是一個快樂人，

每日看人笑瞇瞇，

大家一起笑瞇瞇，

自然社會就健全，

短暫人生需把握，

每日一萬步尚好，最少五千步也好，

每人要有感恩心，

不自誇要謙虛心，

不欺騙要誠信心，

展開腳步向前走，

日日快樂真正好!

大家好！我是簡秀華，今年83歲，託希望基

金會之福，我每天健走並且時時刻刻保持快樂的

心情過日子，二十多年來我的退休生活既充實又

快樂，讓我忍不住提起拙筆寫下小詩一首，表達

我的感想與心情寫照，好跟大家分享，我將這首

小詩命名為「快樂人生」。

1996年，我有幸加入希望基金會的希望之

聲合唱團，從此與紀姐結緣至今。合唱團充實我

的人生，打開我的視野，從加入當年即代表台灣

去以色列演唱、921大地震時到災區演唱、教師

節到南投、馬祖演唱、甚至到台東、花蓮等地老

人院或教會演唱，去年還前往日本交流演出。紀

姐、美壽姐的愛心使我感動，所以我希望能夠和

會員心得

X
分享

▲時時刻刻保持快樂心情的我。

▲ 2012年參加大連國際健走。

我的快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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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一樣，走出來愛社會，奉獻自己。

2002年，希望基金會和行政院衛生署國民

健康局一起推廣「每日一萬步，健康有保固」活

動，我何其榮幸加入全國走透透健走宣傳志工行

列，跟著宣傳小巴，走遍各縣市，遠至金門、馬

祖。這一年堪稱我人生的轉捩點，從協助宣傳健

走進而實踐健走運動，我受惠良多。宣傳志工的

身分讓我有機會跟著走遍全國，建立我擔任志工

的自信心；而每日萬步習慣的養成，讓我擁有

好體能與健康身體，能自在地活耀於各社區、社

團、學校、海科館等單位，不僅參與志工行列，

也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豐富我的退休人生。因

為我的改變，家人及周遭的朋友也跟著改變而受

惠，所以非常感恩紀姐與希望基金會。

2012年，我開始跟著希望基金會參加國際

健走，一起行銷台灣，從中國大連、德國、紐西

蘭、挪威，還有今年10月即將前往的日本鳥取，

國際健走讓我愈走愈快樂，愈走心胸愈寬闊。同

學都說我是世界第一好命，我有今天豐富快樂的

人生，第一個要感謝我的先生，幫忙看顧家裡，

讓我能貢獻社會，把握人生。

▲退休生活既充實又快樂。

▲ 頭戴國旗斗笠，推廣美麗台灣。

▲與一群喜歡健走的友人合照。 ▲前往日本鳥取縣交流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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