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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41 期

文│

黃
純
湘

歲末之際，回首已近尾聲的2015，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活動滿檔。

冬天，有萬人歡聚圓山花博的元旦萬步走，新年好彩頭，有漫步花海盛宴

的鹿谷下鄉健走，有驚喜無限，感動無限的金山獅頭山走春。

春天，有東海岸花蓮純淨港口部落的心靈饗宴，有美麗綠島的環島健走挑

戰，有熱情禮納里部落Home Stay，有驚豔蘭嶼的完美之旅，還有改寫人生紀

錄的英國、瑞士國際健走挑戰。

夏天，有白河鄉間賞荷趣，有古色古香鹿港採蚵趣，有原汁原味台東豐年

祭，有人間仙境司馬庫斯森林健走，有雪見高地消暑遊，還有獨一無二的愛爾

蘭Rambling國際健走。

秋天，有藍天白雲好風光的馬祖南北竿，有無憂無慮原始純樸的蘭嶼再體

驗，有充滿悲歡離合的奧地利、捷克國際健走，還有希望之聲合唱團日本鳥取

音樂交流饗宴及微笑友善，豐富多樣的印尼國際健走挑戰。

冬至，12月最後兩個周末，還有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及雲林正心中學仁愛

健行兩場下鄉健走，移動私塾等著我們用雙腳去拜訪。

2015，我們的健走足跡，遍及台灣各地各角落，行及歐亞各國各路線。

年有四季，月有圓缺，日有黑白，人有聚散，緣起緣滅，花開花落，生生

不息。

身健康，心快樂，人生路更寬廣。

2016，請記得我們有約，萬人歡聚圓山花博一起元旦萬步走，新年好彩

頭！

歲末迎新向前行

03

編輯室

X
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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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擔任全國田徑協會總幹事的初期，

有感於無論協會行政人員、幹事部、教練和

選手們，如果要事半功倍，就必須在「觀

念」方面有所強化或改變。因此特邀美國教

練MR. TINKER HATFIELD來台擔任駐會教練，

他的夫人SHARON在運動防護方面也學有所

專，協會真是賺到，這不就是買一送一嗎？

有個不諳中文的美國教練，

加上不懂英文的選手和教練，這是個棘手

的大問題；幸好當時任全國體總秘書長的周

中勛教授得知我的苦楚，推薦了一個可能

人選，即是在文化大學任職助教的江界山老

師。經我親自造訪並懇談請求鼎力相助之內

容時，他二話不說就表示願傾全力為外籍教

練擔任翻譯工作。

就 在 滿 一 個 月 的 那 天 ， 當 江 老 師

(Jasson)完成當天的任務後，我拿著一個信

封，心虛地走到他面前說：「Jasson，感謝

您一個月來的協助，信封內是微薄的酬金，

但是您的付出和貢獻，絕對超過這數目好多

倍。」他並不知信封內的數字，但他馬上不

假思索地說：「紀姐，如果協會和我有任

何金錢交易的話，應該由我付錢給協會才

對！」我睜大眼睛，不敢相信耳朵所聽到

的。「Jasson，為什麼？」「紀姐，翻譯的

工作，讓我有機會聽英文、講英文；就因

為翻譯，我獲得了第一手的訓練技術和理

論，所以，我是受惠者，我應該付費才對。」

我走了72年的人生旅程，他是我所碰到的

「唯一」。

1 9 8 7 年

的某一天得知

Jasson在唸完

碩士、續讀博

士近完成階段

時，祖傳的禮

物─糖尿病顯

跡，還有在經

濟上也見拙。在得知此消息時，馬上決定匯台

幣20萬給他，助他渡過難關，藉以表達對他當

年「拒收」酬金高尚美德的敬意。

結果，沒有等到Jasson的銀行帳號，而

是收到他捎來的一封信，它是我已經珍藏28

年的信，只可惜季刊的篇幅有限，否則原版

登出更是感動。相信Jasson在天之靈會願意

讓我與大家分享。信的內容如下：

04

體育界的「良心」     

紀姐

X
隨筆

江界山老師 一路好走

▲希望基金會董事江界山(左)及董事蔡特龍(右)。
▲

江界山老師與美國教練Mr. Tinker  Hat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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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41 期

     

Jasson於1988年學成歸國，當時位

於林口的國立體育學院〈現國立體育大學〉馬上邀

請他擔任系主任，同時母校文化大學也積極網羅。在

面臨抉擇為難之時，他來找我尋求客觀的意見。其實

任何人在面對「國立」和「私立」的選擇時，挑「國

立」是很正常的行為。我的看法是「國立」要尋才

非常容易，而「私立」因條件有限，資源較缺，覓

才不易。「Jasson，您要仔細的考慮，是「國立」

需要您，或是您「私立」的母校需要您？」

Jasson的母校─文化大學，是何等幸運，這一

位運動界、體育學術界的瑰寶，在眾多親朋好友的

嘆息聲中選擇回母校耕耘做園丁，而且做得有聲有

色，做到健康亮起紅燈，他還是

鍥而不捨，鞠躬盡瘁。

Jasson在抗癌十年後，於104年12月15日壽終正

寢。基金會的同仁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董事們也

失去了一位好夥伴；體育界的「良心」要等待何時

再現？

Jasson，一路好走！敬請您繼續提著無形的燈

來引領我們。

05

希望基金會 董事長

【百萬聚樂步】發起人

紀姊收信安好：
猶記1983年8月22日的下午向您電話辭別，四年多的留學生涯已然飛逝。這四年多的折騰

不若趙寧所描繪的留學生活那麼燦爛而美麗，倒是有失敗的哀痛也有成功的喜悅，苦和樂譜成

了一首刻骨銘心的樂章，好難忘記。讀得這麼辛苦有幾個原因，第一，我自不量力，硬挑了「運動生理學」的領域，結果是撞

得頭破血流，精神險些崩潰。問題不在於我不夠認真，而是我的數學、化學和物理的基礎太

差，為了完成必修的系列課程，我必須從頭讀起；基礎化學、有機化學、生物化學，定量分

析，人類營養學、生化實驗、基礎藥學……每一科無不在心驚膽寒的清況下完成的。第二，經

濟問題，四年多的修練生活，不但使我積蓄耗盡，且舉債苦撐，為了貼補，只好在不影響課業

的情況下盡力打工。我的學業成績比大部份的外籍學生好，但外籍學生獎學金的名額大都被韓

國學生拿走了，畢竟1988年奧運的吸引力很大，韓國的學生頗受教授的厚愛。

好在上天憐我，賜給我一份難得的爬起來再跑的勇氣和毅力，安然渡過了99%的考驗。

現在正全心全力的做實驗寫論文，我歸心似箭，好想念台北。

那天在電話中得知協會允以資助的佳音，使我欣喜不已，環繞在心頭的溫暖足足三天三

夜，總之，這份興奮豈是筆墨所能形容的。但是，紀姊，我想向自己挑戰，我想辭謝協會的

資助。四年多來我已學會了獨立孤撐，且也熬過了最艱苦困境和歲月，您就讓我試試看我是否

能繼續完成這件在我生命中最具意義的事，好嗎？如果我真的支持不下去了，我會致函請求支援

的，我很感謝您的關愛，也感謝協會的雪中送炭，我想這股暖流已夠助我渡過今年的寒冬了。

如果我能順利完成學業，我仍舊是以前的我，協會如需任何協助我當盡力而為，傾力以赴。您

知道嗎？最令我懷念的事情之一是，我在冬夜裡騎著摩托車，冒雨趕往田徑場為Tinker Hatfield翻

譯的影像，那一年裡我學會了成長，我學到了今日獲益無窮的語文能力及爬起來再跑的精神，而這

些摸不著也看不見的技能，我卻已轟轟烈烈地用了好多年，憑著它，我想我應該可以畢業的。

明年三月之前您如有機會前來Oregon，這裡泉水甘美，景色瑰麗，彷如仙境。

如果風景看膩了，可以脫下鞋子，在冰涼的溪水中泡泡平日辛勞的雙足。如果手拎釣竿，說

不定一不小心，一條又大又肥的trout已經上鉤了，清蒸鱒魚有多棒，您知道嗎？
祝您  健康                                                                                                                                      Jasson 敬上

第41期季刊組頁.indd   5 2015/12/24   下午 09:53:39



我在「小姐時代」就愛登山，週末假日常跟同事一起登山。

2012年，我那愛「健走」的姊姊帶領我參加德國的國際健走，沒

想到走了這一趟我走出了心得，從此著迷了，成為我生活的一部份。

由於健走讓我認識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加上姊妹可以結伴出

遊，從此，「希望基金會」舉辦的國際健走我都沒有缺席，我走過

紐西蘭、韓國、以色列、西班牙、英國、瑞士、愛爾蘭、奧地利、捷

口
述│

梁
寶
香 

 

文│

陳
芸
英

奧
地
利
、
捷
克
之
後
…

   

完
成IM

L

歐
洲
八
國
挑
戰

06

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台灣加油！

▲出發囉！

▲出發前的合影。

▲台灣泡麵是最有家鄉味的補給。

▲非常受歡迎的台灣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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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印尼……單單今年就參加了六個國家的國際

健走。

今年我是第二度到奧地利和捷克，不過以前

是旅遊，這次是健走。奧地利是個非常美麗的國

家，沿路歷經社區、公園、山莊……空氣新鮮，

我一向走在最前面，拼命捕捉風景。一層一層的

落葉堆積，走起來舒軟，像走在地毯上。山頂風

景美極了，雲海在下面，宛若仙境，照片隨便拍

都美不勝收。

捷克比較像村姑。捷克的健走行程深入歐洲

大陸的中心，地形地物截然不同，空氣品質略受

影響。

走完奧地利和捷克，純湘在車上的心得分

享，說進了我的心坎裡。

她說，「奧地利像SUPER STAR，一個非常吸

睛的國際巨星，路線規劃在冬季奧運的運動森

林；從奧地利到捷克，好像是個洗淨鉛華的村

姑，但這個村姑風韻猶存，非常純樸，路很平

坦。」

的確如此。

奧地利是個高地國家，我們在奧地利等於是

高地健走，這路線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美景，

冬天覆蓋著白雪；但夏天是綠油油的一片，我們

又很幸運，天氣超好，景色如畫，遠望可看到德

國的山景，近處看得到冰川流水，當地人很重視

運動，健走路線規劃得非常好，我們走進森林、

又從森林走出來，穿梭森林時，陽光透過樹梢灑

進來，聞到的都是樹林的味道，觸目所及都是各

式各樣的小野花，在視野上是無限的享受。由於

距離很長，都是山路，沿路都有其他國家的走者

互相扶持，感覺十分溫馨。

捷克和奧地利比鄰而居，但健走路線的標示

方式卻截然不同。

在奧地利我們走二十公里，沿路只要看著綠

色箭頭走即可，在世界各地幾乎都是這樣；但捷

克完全不同，標示亂七八糟，不按牌理出牌，純

▲嗨到最高點。 ▲高地健走──奧地利。

▲與德國友人合影。▲開心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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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很傷腦筋，因為全團三十八人只有她一個人走

過捷克路線，她回到遊覽車看地圖，司機看她愁

眉苦臉，問她為什麼煩惱，她說：「明天路線很

亂，會迷路啊！」

司機說他有一個辦法，他拿出一瓶藥丸子，

帶她走，每走一段路就丟一個藥丸子，後面的人

只要跟著藥丸子就可以了，「這是最簡單最安全

的方法。」

這個點子給純湘帶來啟發，她把藥丸子改為

登山用的布條，便到文具店找緞帶，每走過的地

方就在樹梢綁緞帶，沒想到這方法不但救了我們

自己的團員，也救了其他國家的健行走者。

由於我走在最前面，一走進山區就進入迷

宮，標示掛在樹幹，紅的、白的、綠的，非常複

雜，還好有兩個德國小男生當嚮導，等於有專人

帶路。其他人則按緞帶走，全團沒有人迷路，走

得非常順利。

捷克有很多農夫，沿途有很多蘋果樹，我們

也會採蘋果吃，這兩個國家真的是很特別的健走

城市，展現獨特的風情。

國際健走有歐洲八國的認證，我知道之後把

這當作一個追求的目標。這種認證至少一天要走

二十公里，所以這次的奧捷之行，我每天都至少

走二十公里，走得很過癮。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2014年在西班牙國際

健走出現2015年挪威國際健走的宣傳海報，其

中有一位東方人，朋友一看，「咦，寶香這不是

你嗎？」我非常訝異。朋友逢人就說上這一段插

曲，我很不好意思。

去年我從區公所退休，現在的生活以健走為

主。在某一次的分享中，我聽其他人的健走心得

很感動，心裡湧出一股強烈的念頭，「只要基金

會舉辦的健走活動，我都會參加。」我辦到了，

這種健走讓我更愛運動，擁有健康快樂的人生。

08

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志同道合的朋友。

▲完成奧地利三天高地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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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走得快，一個人走；

如果您想要走得遠，一群人走。

一段旅程 能承載多少回憶

一首歌 能婉曲多少心情

我的IML 首部曲

承載著夢想 婉曲著心情 帶我來到美麗的國度

不為那輝煌的過去 不為那傲人的歷史

只為那 僅僅的 想接近妳

接近妳的肌膚 接近妳的呼吸 接近妳那馨香的氣息

走入妳的懷裡 走入妳的血脈 走入妳輸送生命的血

液裡

沒有太多的包袱 沒有太多的期待

僅想 聞一聞妳每天呼吸的空氣

曬一曬賜予妳活力的陽光

看一看孕育妳生命的母腹

嘗一嘗讓妳重新得力的芬多精

閱讀妳的心情 欣賞妳的風采 微醺著妳的呢喃

引我飛越千萬里 只為與妳同步

感受妳的脈搏

調頻妳的呼吸

淺嚐妳的養分

駐足妳的美麗

沒有多餘的奢望  只想與妳同行

我的IML 開啟我的視野

讓我有機會親近妳

讓我有機會近距離的看妳

讓我放慢腳步

讓我有機會再次愛我自己

謝謝 你  IML

IML(International Marching League)

文│

陳
薏
年

我的 IML 首部曲

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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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黃
台
蓮

參
加25

屆
台
灣
主
辦

   IM
L

國
際
快
樂
健
走

我真是何其幸運，一開始參加國際

健走就是到最美麗的奧地利，回到台灣

後還一直神遊著，計畫著自己何時可以

成為一名European Walker，更想再次跟

著希望基金會一起去健走！

當第25屆台灣國際快樂健行活動報

名開始，新華告訴我，他這次要帶三十

公里，問我要參加二十公里還是三十公

里？我確實有個想試試三十公里的念

頭，主要是因為我參加健走活動的啟蒙

老師就是新華，所以我總是非常依賴著

他的規劃及帶領，不過，我很快就恢復

清醒，回到現實，因為三十公里對我而

言還是尚未準備好的大挑戰，於是我告

訴自己，這次沒有新華帶領，可是二十

公里有歡樂的帶動者─純湘帶隊啊！為

了要參加11月台灣主辦的國際健走活

動，我每天都去大安森林公園走路，希

望不斷的練習可以跟得上大家的腳步，

當然，紀姐的健走口訣「抬頭挺胸縮

小腹，雙手微握放腰部，自然擺動肩放

鬆，邁開腳步向前走」，可真是陪伴著

我，隨時提醒著我修正姿勢，真是越走

越輕鬆。

懷抱著興奮又期待的心情，終於盼

到了11/7，那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依照前

輩的經驗分享準備蘋果、堅果、乾糧，與

湘瓊相約7:30am，在捷運復興崗站見面，

想到大家又可以再次相聚一起快樂的健

走，心中的愉悅真無法用言語形容！

到達桃源國中活動現場，就急著找

希望基金會的帳篷，好多的熟面孔，

也發現國際走者，包括我熟悉的Lo、

Hans，他們已不年輕卻似乎從不缺席各

國的IML健走活動，我想一定有甚麼魔

力在吸引著他們？

大合照後終於出發了，湘瓊、芝

芝、秋齡和我走在一起，原本以為前段

路程與五公里、十公里相同，應該是輕

鬆愉快，卻沒想到有不少的階梯，還有

走者拐到腳呢！接下來連續的爬坡，坡

度真有點陡，加上天氣炎熱，走來格外

▲20公里──出發前的合影。

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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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還好我在秋齡的大傘下得到庇蔭，躲去了一

些陽光，中途休息時才發現湘瓊已不敵一長段爬

坡，快走不動啦！還好有芝芝在旁細心陪伴，其實

當下我也已經走的氣喘吁吁，於是我們放慢速度，

累了就休息，在行進當中發現路旁的志工們在豔陽

高照下無一遮蔽之處服務著大家，真是辛苦這些勞

苦功高的志工們。 

在邊看路線圖一路說笑中終於走完全程，回到

會場看到新華帶著三十公里的健走者對著我們齊聲

歡呼，真是應驗了「最後回到終點者絕不孤獨」的

理論，我們好需要這充滿人情味的一刻。純湘真

是身兼多重角色，當天中途已化身國際走者的守護

者，協助他們溝通解決身體不適、疑難雜症，真是

最佳的溝通協調人。

第二天一大早在大安捷運站等捷運時，就看到

好多位國際走者也在等車，遠遠看著他們仍然穿著

大會發的長袖T恤，真是熱從中來。也不禁想到希

望基金會的好，讓我們到異地參加國際健走活動時

能安心、放心，行前仔細說明、一再叮嚀，就算臨

時有狀況，我們也有最佳的危機處理人─純湘，凡

事經她巧手，定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矣。

或許是已有第一天的震撼教育，或者第二天原

本就是規劃的健行路線，走來真的覺得輕鬆許多，

不過還是有最後一段漫長的、一無遮蔽的路程，不

知盡頭在何處？走起來甚是辛苦！直到現在還記憶

猶新。

濃濃情誼化不開

當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一路玩得很快樂，真

正達到「吃喝玩樂、全身放鬆」的最高境界，還與

許多國際走者互動，希望他們記得我們、記住台

灣。我愛這個無私的團體，謝謝紀姐、純湘、佩

琪、新華…好多好多人努力護衛著希望基金會，我

確信這輩子是不會離開這個溫馨和諧的團體啦！

▲喜愛健走的民眾陸續抵達會場。

▲中途休息。

▲耶！快要達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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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
偲
弘

近年台灣旅遊掀起一股部落熱，旅遊

形式不再單單只是尋找美景或美食，轉

而提升到深度旅遊的型態，走進部落社

區，了解部落文化，享受部落美食！

此次，參加希望基金會主辦的『下鄉

健走─司馬庫斯探索之旅』，原定於八

月中的行程，一度因颱風來攪局，造成

行程延宕，從夏天延到秋天，又從秋天

延到冬天，終於如願成行！

一行人從台北出發，經過長途跋涉

及數不盡的蜿蜒山路，首先來到「自然

生態保育家──林南忠老師」的生態宅，

林老師透過與自然共存共生之道，在大

片森林與綠地中蓋起獨一無二的綠建築

工作室，一切與大自然為伍，捨去現代

都市的水泥建築，採用大自然的素材，

讓房舍會呼吸，遇到原生的樹木，不移

植，不砍伐，與之共生。透過微生物菌

的培養，自製生態飲水過濾器，泉水之

甘甜人人稱羨，將現代人依賴的化工材

料降至最低，但卻能不失生活品味。

透過林老師的大自然教室導覽，以

及沐浴在芬多精下聽著老師精彩分享，

大家對於大自然有了不一樣的認識與體

會，大自然的資源不是取之不盡用之

不竭，人類也不是萬物的主宰，唯有共

生互利，取得生態維護與經濟發展的平

衡，才能永續發展避免大自然的反撲！

緊接著，本次行程的重頭戲，大家期

待已久，那位在台灣最深山，海拔1500

公尺的雪山山脈主稜的山腰上，曾經與

世隔絕，堪稱世外桃源，落實共產制

度，一個保留泰雅族傳統風貌的部落，

『司馬庫斯部落』！

「司馬庫斯」之名，乃是為了紀

念最初開發此部落的祖先「馬庫斯 

Mangus」，「司馬庫斯Smangus」則是

對祖先的尊稱。

司馬庫斯早期因位處深山，交通不

便，長期沒有電力供應，曾被稱為「黑

色部落」，近年因發現神木群，帶動地

方觀光熱潮，才終於有了對外的水泥聯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拜
訪
「
上
帝
的
部
落
」

▲在芬多精下聽著老師精彩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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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道路，但也因神木群帶來了可觀的觀光財，

部落擔心族人會因此四分五裂，於是成立了

「司馬庫斯部落勞動合作社」，由族人共同經

營，利益共享，土地共有，落實了共產制度。

解說員提到，以前司馬庫斯沒有學校，每

周一早上要先下山到塔克金溪溪谷，再爬山到

「新光部落」上學讀書，單程約3-4小時，週

六中午則在沿原路走回家！這對從小在都市長

大生活的我來說，高中每天搭車一小時從基隆

遠赴台北已經是極限了，更何況是只有11號公

車，而且不論春夏秋冬，烈日寒風，只是為了

念小學，這是我無法體會也無法想像的辛苦求

學路！

如今，部落有了經費，族人利用山區建

材，合力搭建了屬於泰雅族風格的小學，儘管

目前學生只有十幾位，還是屬於「新光國小司

馬庫斯實驗分班」階段，無法增聘太多師資，

他們仍非常珍惜這得來不易的資源。

夜裡的的司馬庫斯，沒有過多的燈光，沒

有城裡的喧囂，躺在草皮上，抬頭仰望星空，

細數繁星，搭配大自然的樂章，令人恍如來到

世外桃源，久久不想離開！但夜間約莫3-5度的

低溫，寒風吹來，讓我不得不躲回溫暖的被窩

裡，計畫著明年夏天帶著愛人重返仙境。

早晨，在純湘有活力的健康晨操帶領下，

個個精神抖擻，蓄勢待發，準備前往此行最重

要的健行之旅「司馬庫斯 巨木群步道」，步道

全程約12公里，高度落差約100公尺，從步道口

走到巨木群，約需2-2.5小時，沿途景觀迷人，

生態物種豐富，沿途經過綠色隧道─「桂竹

林步道」，族人打獵儲存獵物的小溪─「味道

溪」、驚險刺激─「司馬庫斯 大斷崖」、景色

迷人─「五星級生態景觀廁所」、等景點，終

於來到巨木群景區，巨木群區共有九棵神木，

其中最大的是7號神木，泰雅族人口中的「YaYa

巨木」，樹齡約莫2500年，需二十多人才能環

抱，由主枝幹分出的兩根大枝幹，向上直挺挺

地舉著，猶如泰雅族的勇士般守護著這片浩瀚

的森林。望著「YaYa巨木」我在心中默默地祈

禱，祈求巨木庇佑司馬庫斯族人，在未來的路

上，面對任何困難與誘惑，都能夠藉由泰雅族

人的精神與智慧化解，都能將這片人間淨土保

存良善與大家分享。

感謝希望基金會，佩琪對行程安排的用

心，純湘對團員無微不至的貼心守護，讓我們

能夠再次看到寶島‧台灣，謝謝！

▲傳統石版屋。

▲

湍急沁涼的溪水。

▲

7號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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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前的夏天，踏進了希望之聲合唱團。

那是一個溫暖的季節，只是擔任伴奏的我，感受

到希望之聲合唱團長輩們給予的包容與關懷，每星期

二的練唱是我最期待的日子。畢業那一年，因緣際會

接下指揮任務；當時的我，毫無畏懼、滿懷熱情地接

受並且學習。十多年來，在演唱中渡過了好多個聖誕

節，歲月從不影響大家對上課與演出的熱情。

今年五月團長紀政小姐宣布我們將受邀到日本演

出的消息，大家欣喜若狂，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

好的演出機會，於是希望之聲合唱團展開了如火如荼

的練習。

在紀政團長的帶領下，10月16日我們飛往日本，

在一片歡樂聲中似乎感受不到時間，一下子就到廣

島，踏出機場的那一刻，快樂的心情讓迎面吹過來的

風都躍動起來！

第二天旅程展開；早上參訪日本各大景點，似乎

文│

蔡
文
甄

希
望
之
聲

   

日
本
鳥
取
演
出
之
旅

▲希望之聲合唱團。

▲觀眾們感受到我們的熱情。

▲

本文作者〈左一〉。

▲

紀政團長致贈伴手禮給予渡邊會長。

希望之聲

X
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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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感受不到隔天要演出的氛圍，中餐過後，陸陸續

續有團員詢問何時開始練習？為把握演出前一天的

練習機會，大家因地制宜在遊覽車上進行練習。在

車上排練是一件非常挑戰的事情，遊覽車的空間是

長形的，加上聲部的位置無法集中，練習上聽不到

一定程度的共鳴，所以一開始挫折重重。之後我們

調整位置，盡量讓聲部集中，在這樣的環境下，我

們克難地完成練習，非常的不容易，但也看到了堅

決與希望。

終於到了演出的日子10月18日早上九點抵達有

著濃濃日式風格的會場，設計非常典雅舒適。彩排

前，團員們在一小時之內，除了完成化妝髮型以外

還換好了服裝，並且在舞台上準備彩排，有效率地

把握時間完全展現了台灣人的精神。彩排時非常順

利，因應場地我們做了聲部位置的調整，讓合唱團

的聲音可以更飽滿且平衡地表現出來。

當天演出時，內心非常感動；大家認真的表情

與歌聲的呈現，比彩排時更棒。尤其是台灣民謠，

非常優美動人；當我們演唱外婆的澎湖灣時，觀眾

們感受到我們的熱情，全場跟著節奏拍手，讓我

們更有信心，且獲得了滿堂彩。

感謝紀政團長、總幹事美壽阿姨與

執行長純湘姐這麼多年來的照顧與

提拔，讓我可以安心並無畏懼地

跟著希望之聲合唱團成長；期待希望之聲合唱團未

來有更不一樣的成長與呈現。

(本文作者為希望之聲合唱團指揮老師)

▲會場合影。

▲開心的團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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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傷後，微血管重新增生分佈致使血

液循環不佳，雙腳血流停滯不前，離心臟

太遠加上地心引力關係血液循環回流不上

來，形成深紫膚色，腫脹感侵襲環噬！

主治醫師說：「要去復建」

媽媽問：「怎麼做？」

醫生說：「就是走路運動，或是泡溫

泉，促進血液循環，讓新增生的微血管暢

通運行。」

燒傷者學習走路是重生的第一步，所

跨出的一小步，就如人類跨上月球的一大

步一樣有意義。學習走路表示從新開始，

如同嬰兒學步一樣踉蹌、艱辛、冒險，過

程既快不來，且不能跌倒受傷，否則會傷

的更重。燒傷治療一年四個月後，我開始

走路運動計畫，前後走了四年的時間，欲

罷不能，走路走出心得來。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我搬

到陽明山下紗帽橋附近租屋復健。這是一

處全然陌生的地方，有青山、綠水，左右

有紗帽山、中正山圍繞，視線好、景觀

佳，從室內就可眺望前方的北投、關渡、

淡水河、觀音山等景色。

走路，初來乍到，我不太願意面對陌

生人以及好奇的眼光，媽媽則三催四請要

我出門去運動復健。來到紗帽山下，我鼓

起勇氣，突破心理障礙，慢慢走向陽投公

路上示眾。首次出門試「走」，走不到

五十公尺，足足花了三十分鐘，渾身精疲

力竭，雙腳沉重，肌肉似針刺般痛麻，頓

時雙腳站立不住，趕緊衝向路旁的大石頭

上坐下來稍事休息。

走路，這裡氣候景象多變，山谷間溫

泉交流處有霧氣、水氣，有煙雨濛濛的山

嵐景致忽隱忽現，有山雨欲來的雨絲驅散

暑氣，有迎面的雲霧忽左忽右，瞬息萬

變。夏日常聞蟬聲清唱，夜晚聽蛙鳴鼓鼓

啼叫，一時山間野鳥唱和四起，真是青山

文│

陳
明
里

走
路
救
回
我
的
人
生
，

    

找
回
我
的
自
信
心

陳明里先生於六十三年底因工廠

機器的化學原料槽爆炸，掙扎

二十公尺逃離火場，遭重度灼傷

並毀容，驚心動魄。母親、家人

衷心接納並照顧他，使他終於勇

敢面對陽光，並以「走路」復健

重生。重返社會後參與陽光基金

會的創立，投身社會福利工作。

著有「阿里疤疤」一書，紀姐特

別邀請他提筆分享走路讓他重生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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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水好風光。我喜歡這樣的自然氣氛，我喜愛山林

間生態系的大鳴大放。

走路，路旁樹影搖曳生姿遮天蔽日，青苔斑

駁、枯藤攀枝圍繞老樹，山澗溪流相間，有人家，

有古樹，老藤，枝椏，更有松鼠飛躍，穿梭樹幹

間，觀其忽左忽右，縱上縱下，好不快活。有道是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

走路，大清早四點二刻即起，每日至少走六公

里路程，不停歇練習腳力。早上人車稀少，可避開

一些奇異的眼光，降低心中莫須有的壓力。一日泡

二次或三次溫泉，全日戴著手支架副木輔具，作拉

筋式放鬆運動，同時閱讀書籍，充實自己，午睡後

再出門走路，舒展筋骨散散心，夜晚則繼續閱讀喜

愛的古典文學小說，這是我的新生活「自然治療」

與「心靈治療」，交互運作奠下厚實的生命基石。

走路，泡溫泉逾半年後，直覺復健效果很好，

譬如說，上下車時，已不需他人從旁協助扶持，兩

腿發紫、刺麻現象也緩和舒解許多。受傷後，雙腳

完全無法靜止不動站立三秒鐘，落實走路計畫，一

周後，走五百公尺遠，二周後，走一公里以上，三

周後，欣喜走入陽明山後山公園，度過一個溫暖的

初夏半日遊，這是無比的精神鼓舞與信心激勵。

失去之後，到處找信心！走路，建立起自信

心，並且找回失落的心情。走路運動改變色

彩，疤痕色澤從最初的紫色、葡萄汁色，漸

漸轉變為淺豬肝色、慢慢轉色。

走路，一年後觀察體力、耐力及毅力漸入佳

境，從紗帽橋住處出發，率性隨意走到陽明山前山

公園，有如囊中取物輕而易舉，再遠走到後山公園

花鐘內，偶爾興之所至則任意繞路，尋訪六窟山徑

小路，漫走湖山路步道，健走頂湖山區村落，甚至

最遠走向陽金公路，前往金山方向馬槽溫泉區，連

續走上三、四個鐘頭，竟然不覺得累，忘了已走半

日時間，雙腳刺麻的感覺逐漸消逝。三年半間，有

如巡山員走遍陽明山周邊大小山徑，未曾迷路。

走路，體能狀態愈來愈好，心理及心情調適上

大有進展，亦漸漸地適應他人異樣的眼光，加上重

建手術成功，輔具復建看見成效，雙腳刺麻感已減

弱許多，一點一滴的小進步，建立起自信心。行到

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這就是人生。遇難心驚，大

難折磨，內心滋味五味雜陳，有如寒冬飲冰水，點

滴在心頭。

走路，漫長復建對家人而言，有著萬般的心疼

與不捨。看見，自己做到了，自己盡力了，就了無

遺憾與失落之心。有媽媽及家人一起同甘共苦，日

子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一晃眼，四年多歲月彈指

間溜走，這般復健搶救之路，何其漫長啊！

面對生命，有充滿期待與希望的力量，有人生

無奈與意志的堅持，有看見成果與自信的建立，

有噙滿淚水與忍痛的情緒，有獨嚐辛酸與痛苦的滋

味，有守住孤獨與寂寞的生活，有

憤世嫉俗與為何是我的迷惘對話。

走路，在紗帽山，找回再出發

的自信心，在陽明山，跨越人世的疏

離障礙，在媽媽的愛，打開心房溫暖

向前行。走路，我做到了，我終於找

回自己的人生。

▲ 20歲的陳明里。

▲ 1974年郊遊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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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錦
堅

精采

X
一條路

七年前，也就是2009年。

紀姐在第14期季刊提及聖嚴法師於1998年3

月，為她取法號「果行」之因緣聚合。

該文標題：是巧合？亦或冥冥中注定！

七年後的2016年。該文標題亦可用於本文所欲

分享之事。(季刊期數從14→41)

2009年，當年年度推廣主題「社區步道挖金尋

寶」所完成的「精采一條路圖文集」，書中推薦之

50條精采一條路，採北→中→南→東→離島依序編

排，大稻埕以古蹟及故事最多而編於首。

前(2014)年八月遠見雜誌封面，「81歲不老

導遊精采到最後」的故事，讓我決定報考導遊，去

(2015)年10月底也順利取得證照。一甲子前出生於

迪化街的我，在連續十個月日行萬步於大稻埕街道巷

弄中，才真正對大稻埕有完整的認識。加上準備考試

過程中，意外地從不同文獻資料、書籍，刊物中，確

認了大稻埕在台灣歷史發展，扮演著舉足輕重、甚至

關鍵性的角色。同時，在我手繪的大稻埕精采一條路

上，這165年來發生的諸多重大事件，印證了：

(1)物極必反(2)禍福相依(3)塞翁失馬焉知非

福 之太極哲理。包括有1853年的頂下郊拚、1860

年淡水開港、1909年太平町通闢通、1947年228事

件、1965城門整修時北門因…反而…等等)限於篇

幅，個人體悟且暫略不表。謹分享八次素人導覽，

日
行
萬
步

  

走
出
大
稻
埕
精
采
一
條
路

▲ 11月22日，成雙成對的陽光假日，除「跆拳之光」蘇麗文之外，當天還有4位路人臨時要求加入基金會同

仁的導覽行程。(在大稻埕公園內與正為望春風填詞的李臨秋合影)

▲

9月6日，第二度參加莊永明老師的導

覽 (上次是2009.8.2與基金會夥伴同行)

▲

10月24日，與南陽實業老同事…鼎峰會幹部們，一起走讀「大

稻埕精采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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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夥伴印象較深刻的三部分如下。

◎對大稻埕在台灣歷史演變的重要性有新的認

知，包括：

(1)沒有大稻埕，就應該不會有台北城。

(2)1869年烏龍(茶)事件，影響後來台灣政經

中心的南北翻轉。(當時外銷統稱Formosa Tea)

(3)台灣婦女的第一份「有薪水的工作」也

是出現在大稻埕。(同樣與茶葉出口有關)

◎一年多來在大稻埕日行萬步，所走出來絕妙的

精采一條路涵蓋了：

(1)14個台灣第一及7個台北第一

(2)台北市第001號市定古蹟(北門)及第100號

市定古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稻埕教會)

(3)稻江三大廟宇(霞海城隍廟、慈聖宮及法

主公廟)

◎在地素人導覽連某將其偏好之在地美食(特色

小吃)融入行程之中，分別是：

(1)慈聖宮廟埕小吃(原汁排骨湯、四神湯、

豬腳麵線…等)

(2)巷弄隱藏版美食(永樂雞捲、青草茶…等)

(3)與大「稻」埕意象連結的米食料理 (米苔

目、筒仔米糕、稻舍燉飯…等)

另外，阿瘦皮鞋創辦人羅水木總裁，從1955年

擦皮鞋→修皮鞋→1966巷口擺攤賣鞋，前後長達20

年的延平北路小巷口；茶葉大亨陳天來1923年所

建，大稻埕最壯觀宏偉的洋樓(今貴德街上)，最是

讓人駐足，久久不捨移步之對比場景。

七年前，紀姐以1998年聖嚴法師賜法號「果

行」，而2002年即因緣際會開始推廣日行萬步至

今，始有「是巧合？亦或冥冥中注定！」的季刊紀

姐隨筆。連錦堅，進入職場先是在汽「車」業服務

20年；接著從2002年跟隨紀姐推廣「走」路運動至

今；現在則在一甲子前的出生「土」地…大稻埕，

藉由精采一條路的導覽，為行銷「大稻埕」→「台

北城」→「台灣寶島」，盡一絲心力。「是巧合？

亦或冥冥中注定！」筆者奇妙感覺如同紀姐。

文末，謹以「大稻埕萬步走，健康來煩惱走」

及「大稻埕萬步走，心情好人勇健」(台語)，呼應

2014年「有行有益」的健走金句「有走有保庇，

健康呷百二」(台語)與「每日萬步走，煩惱都帶

走」。對我而言，日行萬步……走出大稻埕精采一

條路，真的是一份意外之喜！

謝謝遠見雜誌的封面故事，更謝謝來自「今年

已83歲的不老導遊」劉東洲大哥的當面激勵。

19

▲ 10月25日，大學同班同學偕同家人，完成「大稻埕萬步走」

之後，在終點綻堂留影。

▲ 9月7日，阿瘦皮鞋羅總裁，向筆者講述60年前在大稻埕這條

巷口擦皮鞋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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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張
錫
池

民國100年12月中旬突然接到一通電話，她

說她們是環島健走的團體，要由彰化縣二水火車

站走到花壇鄉，請我幫忙規劃一條較適合健走的

路線。聽到電話時心裡有點納悶，心想這是什麼

時代了，竟然以步行的方式來環島旅行？存疑歸

存疑還是依交通狀況規劃一條較安全的137縣道

等她們蒞臨。

12月17日凌晨6時依約到二水火車站前集

合，哇！各色人種都有！有白皮膚的外國人、有

膚色黝黑的在地台灣人、也有頭上包著原住民頭

巾的「假頭目」…。這群人的出現真引人注目

啊！在簡單的介紹後終於知道在台灣有個每日萬

步走的「希望基金會」！也就是從那刻起這「希

望基金會」的成立宗旨及活動深深吸引我，在陪

同健走一小段路程中，與團隊夥伴邊走邊聊，言

談中得知他們正以實際的行動一步一腳印來深愛

台灣這塊土地！這正與我文史工作室的宗旨不謀

而合，所以要相互道別時，心中真有股衝動想繼

續陪伴他們走下去！

就是與基金會如此契合，所以接下來與基金

會合作的行程就有彰化縣境的賞桐花及螺溪硯囒

DIY之旅、鹿港龍山寺老街及芳苑濕地海牛文化

生態之旅、車埕蒸汽火車及日月潭貓囒山賞景回

味之旅、鹿谷小半天賞櫻竹林健走之旅等。

我最喜歡基金會的主要原因，就是基金會的

夥伴們「太可愛了！」，即使行程中遇上大雨，

大家被淋得比落湯雞更像落湯雞(就連內褲都濕

了！)，大家還是笑容滿面連稱「好玩」！到山

上看到村姑蹲在山溝旁洗衣，就有人附和說：

「等一下男生裸泳，女生在一旁排排蹲洗褲子，

無故缺席者，罰跳山地舞」！結果當天只有「頭

目」一個人偷偷去裸泳！

一個社團優不優質，由社團成員即可看出，

一個活動辦的成不成功由參與活動夥伴身上的笑

容即可顯現！有一位親和力十足的紀姊為基金會

董事長；又有一位貌似柔弱卻韌性十足的純湘當

執行長，再加上基金會工作同仁，共同來帶領及

服務一群積極、樂觀、活力充沛的基金會會員，

身體力行的全力推動世界公認最完美的運動─

「健走」，為現今社會帶來健康、帶來希望！能

有此機會與這些積極、樂觀、充滿活力的人群為

伍，人生乎復何求！      

會員心得

X
分享

熱情活力的「希望基金會」夥伴

▲日月潭貓囒山賞景、紅茶博物館知性之旅。

▲芳苑濕地海牛文化生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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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蔡
明
川

7年5000萬步達陣
搭公車悠遊卡嗶！嗶！嗶！三聲無奈，司機大

哥看看我笑笑，進入捷運車廂優先座也只好等著比

我更年長者入席，雖然已拿到敬老卡的入場券，

但對我來講，却有一種受之有愧的奇妙感覺。

我今年滿67歲，2008年10月1日退休時是60

歲。本想用雙腳30天內環島一圈，但找不到勇

敢伙伴而作罷！從小在鄉下長大，走路是我的天

份。進入職埸，以車代步喪失很多走路的機會，

沉重的腳步，一步步邁入中老年，幸會紀姐的帶

動，連桑的熱心好意，重新燃起以足行天下的妄

想。2008年底，我啟動了一億步的狂想曲，那時

真不知100,000,000步有多遠？要多久才能走完？

估算一下一天一萬步，需要27年又146天才能完

成，天啊！那時我都已經87歲了。

於是，我下定決心要在80歲完成大志，每天

以2萬步行走，自許成為健走達人。7年下來風

雨無阻，全年無休，如今越過中途站50,000,000

步，並已超前原先計劃。開始時每小時走6000

步，現在已進步7500步／每小時，每天兩萬步

分2至3梯次完成，腳步變輕了步伐更快了。在社

團內、社區裡，不少人親眼看到我每天都精神奕

奕、健步如飛，而陸續加入健走行列，帶動大家

的健康，才是我們的快樂。正如紀姐名言：有錢

真好，有閒更好，有健康才是寶。

要完成1億步的長遠目標，要有相當的信念

與堅忍不拔的毅力，把它當成是「健康財富」的

累積，每天24小時除了吃飯睡覺，就得撥出2~3

小時行走，30分鐘能到就不要坐車，現賺3000

步。將走路變成生活一部分，成為飯前／飯後的

一種習慣就對了。不必考慮身份證上的年齡，健

康年齡才是我們的本能，「健康財富」不但專屬

您自己，父母的健康也能帶給子女們安心幸福，

期許自己在80歲前1億步順利達陣後，再設定另

一個1億步的「百歲人瑞日行萬步」宏遠目標。

會員心得

X
分享

▲

健走於日本熊本縣阿

蘇公園(2015.11.25)

▲與鼎峰會歷任會長及現任幹部於2015.10.24參加連桑規劃的「大稻埕精采一條路」萬步走讀活動。

  編按：蔡明川(左2)係南陽實業老同事組成「鼎峰會」之現任會長。

        現任副會長──江新芳(左3)則是【百萬聚樂步】編號第2號的榮譽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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