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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40 期

文│

黃
純
湘時序更迭，大地運行，溽暑夏季，已似沙漏，悄悄流逝。

今夏時光一去永不回，但跟隨著基金會「下鄉健走，移動私塾」及「國際

健走，行銷台灣」的健走夥伴們，卻為自己留下精彩、豐富、美好且值得回味

的難忘回憶。非常佩服大家紮紮實實地用雙腳走台灣，遊世界，充實自己的人

生，拓展自己的視野，挑戰自己的極限，走出自己的健康。

七月初我們挑戰了愛爾蘭國際健走，在這個雲霧飄渺，充滿神秘氣息的綠

色國度，那層次不一的綠，那壯麗純樸的美，那熱情天性的人，在在讓我們開

了眼界，長了見識。七月中下鄉健走我們走訪台東長濱豐年祭、布農部落及鸞

山部落，豐富多元的原民文化及東岸縱谷的美麗景致，令人流連忘返；八月初

的司馬庫斯下鄉健走及八月中的雪見下鄉健走，則為炎夏帶來清涼美好的健走

體驗；緊接著九月初的蘭嶼及馬祖下鄉健走，一樣精彩無比，歡樂有加。本期

季刊不論是下鄉健走或國際健走，都有來自參與夥伴們最真切的分享，希望大

家能細細品味，一起遨遊其境。

至於九月中的壓軸好戲──奧地利、捷克國際健走，就留待下一期季刊來

與大家分享，敬請期待!在此要特別邀請各位熱愛健走的好朋友，2016元旦健

走即將開放網路報名，歡迎大家呼朋引伴，把握機會踴躍報名！

精彩、豐富、美好的夏季健走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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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愛爾蘭四天健走於10日返台，一直沈浸

在非筆墨能形容的RAMBLING夢幻情境中，可是終

究還是要收拾起那奇異心情返回到辦公室，每星

期一早上的例會。之後，打開久違的電腦，幾百

則E-mail在微笑打招呼，當然有的只能蜻蜓點水，

有的則聚精會神。

有一封信打中我心，我隻字不漏地細讀品

味，那是國立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於學校舉行畢

業典禮時的致詞。閱畢，迫不及待地撥手機給賀

陳校長，無法接通，但隔不久收到校長寄來的簡

訊曰：我人在國外開會，不便接聽。

猶記得某一年，我被邀參加清大畢業典禮，

並以貴賓身份致詞30分鐘，我即以「運動家的精

神」為題與畢業同學們互勉之。但賀陳校長的內

容是更有深度，更有內涵。謹以致詞全文與所有

的健走夥伴們分享之。

因為我堅信：生命就該用在美好的事物上，

當我們遇見美好的事物時所要做的事，就是把它

分享給我們四周的人；這樣，美好事物才能在這

個世界上自由自在地散播開來，我相信賀陳校長

也會不吝讓我行「善」傳播。全部內容如下，敬

請欣賞笑納，也請散播。

希望基金會 董事長

【百萬聚樂步】發起人

分享清大校長
       之畢業典禮致詞

04

紀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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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姐與清大校長合影。（右二為賀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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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大學同學邀約參加愛爾蘭國際健走時，毫不考慮就拒絕。原

因是不耐長程飛行，還有不就是走路嘛！台灣都沒走完哪須走到國外

去？但是老同學就是老同學好東西一定要分享，耐心地與我分享健走

不同於一般的旅行，建議我至少要走一回體驗一下，家人也說趁還不

太老應該走遠一點的行程，於是意志不堅的我心存懷疑的參加了愛爾

蘭的國際健走。

文│

王
梅
英

和
我
想
像
不
一
樣
的

   

愛
爾
蘭
國
際
健
走

06

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➊

➋

第40期季刊組頁.indd   6 2015/10/6   上午 11:13:02



百萬聚樂步 X 40 期 07

5月英瑞國際健走才結束，所以7月愛爾蘭國

際健走團有些迷你。人數不多但士氣高昂，除了

我，還有陳民大哥和其看起來嬌弱的妻子麗玉是

第一次參加健走活動之外，其他人都是經驗豐富

的走者。出發前樂慈、純湘和一些會員編製了精

美的中國結和別針；芝芝印了國旗貼紙；沒有參

加的頭目也摺紙做了近百隻天鵝，還有用打包帶

編織的螞蟻、螳螂，都是要在活動中分贈各國走

者，加深他們對台灣的印象。團員們的互助與熱

情，為了行銷台灣的努力與付出，確實達到行銷

台灣的目的。我們的行T和貼著國旗的斗笠，對一

些經常參加健走的國際友人一點都不陌生，一路

上親切的招呼與問候就是證明。

健走第一天全英姐、綉球姐和樂慈三人選擇

10K，其他人走20K；第二天在純湘的鼓勵和誘騙

之下20K的人都挑戰了rambling。雖累但飽覽美麗

風光也深感值得。小插曲是弘德的Honey小小的

拐到腳，西班牙帥哥用情歌為她打氣，還有一位

30年前也是帥哥的友人為了擔心她徹夜難眠；第

四天大魏用飲料鼓勵大家，全團一起走完20K。圓

滿地完成四天的國際健走，更值得一提的是純湘

的肌內效，前一天疲憊的身軀在純湘的照料下，

第二天又生龍活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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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沒健走過，

當我決定要參加後，開始自我行前練習，練習

時，背誦口訣檢視自己的動作，幾周下來背變得

挺直，小腹也結實多了，真正體會到健走是最好

的運動，並會持續地走下去。就像老同學說的，

非親身經歷是無法體會到健走的好處和成就感。

不遠千里而來，除了健走，少不得要欣賞當地

的風光與體會當地的風俗民情。到達都柏林我們參

觀了三一學院，看到世界上最古老古書之一「凱爾

書」其中發生一事，令我印象深刻。當放置凱爾書

的展室到一定人數時，警衛會管制進入人數。當天

剛好有身分特殊的人也來參觀（他們身上掛有識

➊本文作者。

➋綠草如茵的健走環境。

➌走在原野的rambling路程。

➍戴著斗笠健走去。

➌

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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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證，並有攝影師陪同，一般參觀者是不能拍照

的）我要出展覽室時，他們正好擋住出口，警衛

過去請他們讓出通道，原來我們也是重要人士。

紀政小姐在阿布達比等待轉機時，突然想起

多年前的一位愛爾蘭籍老友Al Guy。到都柏林時，

請當地嚮導代為打聽與聯絡，沒想到當地嚮導真的

使命必達。Mr. Guy在我們回台灣前一天特地來到我

們用餐的餐廳，邀請紀政小姐和一些團員去他家

用餐與敘舊，事隔幾十年的友誼一樣被珍惜。

我們有一位超強的領隊林玉珮陪我們走全

程，很敬業地講著愛爾蘭的歷史和地理。一位看

起來有些些年紀的司機，卻非常有想法，第一天

的車上有WIFI大家忙著上網分享照片忙著與台灣

的朋友LINE。第二天換車時他堅稱不知車上WIFI的

密碼，請他打電話回公司問，也沒有下文。總之

後來的日子我們就在沒有網路的車上，專心地欣

賞兩旁的風光，成群的牛、羊、馬幸福地徜徉在

這綠色天堂；和聆聽玉珮的故事，也同時聽著純

湘充滿淚水與汗水的健走傳奇。

愛爾蘭的面積約為台灣的兩倍，人口數是台灣

的五分之一，最高的山只有一千多公尺，從這些數

據大家不難想像它是多麼舒適的居住環境。氣溫更

令台灣人羨慕夏天也是十幾度上下。房舍皆坐落在

大片綠色的庭院中，就像是我們夢想的家園。他們

的建築物都不高大但裝飾得很自然優美，屋前都

吊著美麗的盆花，不論是住家、商店、餐廳家家

如此。應該是很認真地過著悠閒生活。

這趟行程，自然的美景、豐富的人，在在都

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下是有關愛爾蘭的小故事與

大家分享。

愛爾蘭大饑荒

俗稱馬鈴薯飢荒，是一場發生於1845年至

1852年間的饑荒。在這7年的時間內，英國統治下

的愛爾蘭人口銳減了將近四分之一；這個數目除

了餓死，病死者，也包括了約一百萬因飢荒而移

居海外的愛爾蘭人。

愛爾蘭咖啡

這是都柏林機場的酒保為了一位美麗的空姐

所調製的。 

酒保在都柏林機場邂逅了這位女孩，可能是

一見鍾情吧!酒保非常喜歡空姐。他覺得她就像

愛爾蘭威士忌一樣，濃香而醇美。可是她每次來

08

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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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40 期

到吧檯，總是隨著心情點著不同的咖啡，從未點

過雞尾酒。這位酒保擅長的是調雞尾酒呀!他很希

望她能喝一杯他親手為她調製的雞尾酒。後來他

終於想到了辦法，把他覺得像愛爾蘭威士忌的女

孩與咖啡結合，成為一種新的飲料。然後把它取

名為愛爾蘭咖啡，加入Menu裡，希望女孩能夠發

現。只可惜這位女孩，她並不是細心謹慎的人，

所以一直沒有發現愛爾蘭咖啡。酒保也從未提醒

她，只是在吧檯內做他份內的工作，然後期待女

孩每隔一段時間的光臨。後來她終於發現了愛爾

蘭咖啡，並且點了它。酒保花了整整一年心血創

造愛爾蘭咖啡當他第一次替她煮愛爾蘭咖啡時，

因為激動而流下眼淚。為了怕被她看到，他用手

指將眼淚擦去，然後偷偷用眼淚在愛爾蘭咖啡杯

口畫了一圈。所以第一口愛爾蘭咖啡的味道，帶

著思念被壓抑許久後所發酵的味道。空姐回舊金

山後，方知此咖啡是酒保專為她調製的，後來在

舊金山開了咖啡廳賣愛爾蘭咖啡，不同於愛爾蘭

是在酒吧賣愛爾蘭咖啡。 

巧言石

Blarney stone布拉尼之石。石頭的由來相傳

是1314年英格蘭與蘇格蘭的班諾克本之戰，蘇格

蘭王的斯昆石Stone of Scone，而這塊石頭相傳是

聖經裡所提的《雅各之石》，傳說只要吻了它，

就能得到口才便給、滔滔不絕的雄辯能力。所以

又稱它為巧言石。要輕吻這塊石頭必須排很長的

隊，登上一道迴旋梯到城堡的頂端，然後躺在平

台上身體後仰親吻此石。此石已被稱為世界最髒

景點之一。全團無人有意親吻此石。司機逗趣的

說親吻親吻過此石的人也具相同的功效，他是我

們這團唯一親吻過的人，歡迎我們親吻他。

聖派翠克節(St. Patrick's Day)

愛爾蘭因為雨水豐沛，整個島四處都是綠草

如茵，因此被稱為「翡翠島」，綠色也成為愛爾蘭

民族的代表顏色，他們的詩人說有40種綠色(forty 

shade of green)連國際連鎖的麥當勞黃色M到了愛

爾蘭也變成綠色的。每年的3月17日聖派翠克節(St. 

Patrick's Day)愛爾蘭最重要的節日之一。當天大家都

穿戴綠色甚至將飲料和河水都染成綠色呢！

09

➊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➋今天我們要從台灣飛出去。

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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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陳
伶
絮

10

第一次參加希望基金會下鄉健走活

動，第一次坐普悠瑪到花蓮，第一次跟紀

姐擁抱，第一次參加原住民豐年祭，第一

次與陌生人同住，第一次親眼看見銀河，

第一次聽布農族八部合音，有太多第一次

了～很感動！難得有機會放空，遠離都市

塵囂與汽機車吵雜聲音。在這裡享受風光

明媚的海濱，山上的蟲鳴鳥叫及滿天星斗

的夜晚。

布農部落休閒農場真是個好山好水的好

地方。有白牧師的堅持與守護，才有現在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➊清涼有勁。

➋左二為本文作者。

➌八部合音。

➍真柄部落─豐年祭。

長
濱
豐
年
祭 

 

永
絮
之
旅

X

➊

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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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40 期 11

➎咱們的大家長。

➏非常幽默的解說員。

➐表情到位的阿力曼老師。

➑鸞山部落─會走路的樹。

這裡的景致，我們要一起保護這一片美好家

園，共同創造未來。原住民的天生好歌喉及

舞蹈還有幽默感，好吃無毒的風味餐、好喝

的小米酒，再次參觀紅葉少棒紀念館回憶起

那風光的年代，我們還光顧了原住民自己種

的有機鳳梨田。

拜訪鸞山部落會走路的樹真是太壯觀

了，彷彿來到阿凡達一般。探索阿力曼森林

博物館才知道大自然的生命力超乎我們一般

人的想像。穿過狹窄一線天、攀爬磐根於巨

石的白榕樹，品嚐就地取材的原住民餐，都

是很特別的體驗，森林博物館帶來震憾教育

不虛此行！雖然鐵腿3天，卻很值得。

鸞山部落座落於海岸山脈的後段，能俯

看花東縱谷平原及遠眺雄偉的中央山脈，還是

個人情味滿滿的原住民部落，在體驗森林博

物館結束前我們一起種樹還幫小樹祈福，過

程中還學到八部和音的單音和音。最後結束了

這三天二夜部落健走之旅，期待再相會。

➍

➎

➐

➌

➏

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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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宿」已經多年不在我的日常生活選項中，不

是因為家有門禁，而是不知不覺中就莫名的認床，只

要換床，就會翻來覆去整夜無法入眠。同學們常邀約

一起出國旅行，我一概是：謝謝，不用聯絡！這次之

所以會參加「司馬庫斯下鄉健走」也跌破了我自己

的眼鏡，其實除了是跟遊遍世界多國的馮同學作個伴

（因為其他同學都沒空），當然自己忽然對「司馬庫

斯」產生好奇。

到了司馬庫斯才領略到，它的靜與美惟有身歷其

境才能欣賞與體會。

求學時，書本上的「人間仙境」、「世外桃源」

這種形容對我而言，都得靠自己小小腦袋瓜的理解力

去想像、意會，可是偏偏我沒有那種天賦。這次在司

馬庫斯遠眺對面的層層山巒及山谷時，忽然有了原來

這就是「人間仙境、世外桃源」的靈感。

文│

鄭
芳
茹

12

➊

司馬庫斯
     我來了！

➋

➍

➌

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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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中入夜後只有蟲鳴，可惜沒有機會聽到野獸吼

叫。此外，除了建築物透出的燈光和少數路燈外，外面

世界一片漆黑，哪兒都去不了，也不敢走遠。在夜晚的

廣場上，有人說山上無光害，剛好可以欣賞滿天星，

大家抬頭一望卻是寥寥無幾的星星。可能真的是「月

明星稀」吧。當晚剛好是blue moon，也就是當月的第

二個滿月。雖沒有滿天星，藍月亮也有其特色。

第二天大家都起了個大早，上午七點就陸續出

發，深入探訪幽靜巨木群。沿途的景色幾乎耗光了我

手機電池，除了覺得不虛此行外，更感念當地原民維

護司馬庫斯森林與環境的辛苦和努力。

行程第一天下午，為了等候入山，大家在入山口

前下車自由活動，無意中聞到惡臭，趨近一看，竟是

被丟棄在一處斜坡的大量垃圾所散發出的。走訪一趟

司馬庫斯，我不知道我能為這片山林做些什麼，但是

至少我可以把垃圾帶回家。我也想呼籲前往任何山林

的遊客記得把垃圾帶回家，留給大地一個健康的環

境，這樣我們才能到深山中享受呼吸芬多精，而不是

垃圾所帶來的惡臭。

為了協助居民繼續維護當地山林與道路，政府除

了管控入山人數，基於使用者付費，可以對入山人員

與車輛酌收費用，以供道路養護。最後，感謝基金會

的佩琪和純湘，讓我不僅平平安安出門，快快樂樂回

家，還裝了滿滿的回憶。

➏

➐

➑

➊享受深山中的芬多精。

➋內灣─野薑花粽。

➌現烤山豬肉。

➍傳說中五星級的廁所。

➎司馬庫斯教會。

➏合影於世外桃源的司馬庫斯。

➐專注地聆聽解說。

➑層層山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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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酷熱夏日裡，來趟消暑之旅，

跟著紀政的腳步，走進中海拔的司馬限

林道，探索豐富生態與多樣貌景觀，我

們在地圖上最美的地名─雪見！」哇～

可以跟紀姐一起下鄉健走耶！我相信許

多人都跟我一樣，期待著這樣的一趟旅

程，但雪見是哪裡呀？管它的直接報名

參加就是，於是就此展開了我們與希望

基金會的第一場下鄉之旅。

由於出發前一周蘇迪勒颱風來攪

局，主辦單位在出發前一天還貼心地來

電告知確定出團，並提醒路況及天候等

等，讓我們忐忑不安的心有了些許的平

靜。上了車純湘便邀請大家開始自我介

紹及分享參與基金會的健走經驗，健走

真的是保持年輕的最佳方式，從紀姐及

其他大哥、大姊開朗的笑聲足以驗證。

很快的就來到第一站「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苗栗園區」，園區內是展示著傳統客

家文物及民俗工藝，透過解說讓我們對

於客家傳統文化多了一份的了解，我們

在四周逛逛及拍拍照後隨即離開。第二

站到達「花露休閒農場」以種植花卉香

草聞名，用數百種香藥植物搭配造景，

置身其中猶如投向大自然懷抱，也是我

們的午餐地點，在用過餐後跟著解說員

參觀園區及全國第一家精油博物館，聽

取精油萃取方式及其功效，在精油體驗

後每個人都帶著滿身的香氣離開園區。

緊接著第三站「薑麻園休閒農村」，顧

名思義就是以「種薑」聞名還是十大經

典農村，喝薑茶、吃薑糖及購買當地自

產自銷的農產品一定不可缺少，除此之

外我們還循著關刀山往出關古道步行，

出關古道也是一條桐花步道，步道中

有座瞭望台，有5層樓高走到最上層，

可360度鳥瞰四周風景，東可見大壩尖

山、大雪山，西邊是台灣海峽及台中

港，南能見東勢、卓蘭、中興嶺，北邊

則是苗栗、公館景色，下午的時光很快

地在這熱情純樸的小農村中渡過了。告

別美景後往大湖前進，來到「鄉村客

文│

潘
淑
芳
、
劉
彩
美

14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➊八月份壽星開心慶生。

➋吃飽飯來張合照。

➌作者與紀姐合照。

➍壯闊的的大安溪谷。

雪
見
消
暑
遊

➊

➌

➍

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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➎我們在丸田砲台。

➏我們走在雲霧繚繞柳杉林中。

➐啾咪。

棧」用餐，餐後主辦單位還貼心的為8

月份的壽星準備蛋糕及禮物，大夥高聲

歡唱生日快樂歌，讓今日的行程達到最

高潮。緊接著就要進民宿休息，今晚入

住的是「麗舍溫泉渡假民宿」，由於重

新裝潢重新開幕，我們是第一批入住的

旅客，因此很多設施都尚未完備，期待

的熱熱溫泉就落空了，也是美中不足的

地方。

隔天一大早就被雨聲吵醒，但不減

我們前往雪見的熱情，換上了小車往雪

見遊憩區出發，車子經過一段山路後首

先到達「中興檢查哨」辦理入山證，緊

接著沿司馬限林道前進，沿途司機大哥

介紹著關於雪見的風景及故事，我們也

一路欣賞著大安溪河谷美景，很快的就

來到「丸田砲台」步道口，車停妥後我

們走進步道，途中有座文史紀念館展示

蒐集日治時代的老照片，而砲台遺址則

是沿著林道一路緩下坡走，由於忽雨忽

晴因此山林中起了霧氣，我們穿梭在雲

霧繚繞的林間彷彿置身在仙境一般，我

想此時的感動只有置身其中才能深刻體

會。離開步道後山區開始下起大雨，我

們無法繼續前行，只能在步道口的小

店稍作停留用餐，聽著雨天特有的交響

樂搭配著現烤的馬告香腸及熱騰騰的便

當和司機大哥特別準備的紅肉李，也是

另一種不同的體驗。我們仍舊期待著雨

停，因此先到遊客中心看影片介紹、喝

咖啡等待，可惜雨越下越大似乎不願意

就此停止，雪見林間步道健行就只好取

消下山去。到了山下天氣非常晴朗，民

宿老闆也為了表達前一晚沒有溫泉的歉

意，特別準備葡萄要送大家，因此我們來

到取貨地點永安囍餅店停車場，也順便讓

大夥品嚐純手工製作的中式喜餅，老闆很

大方準備滿滿的兩層試吃品，讓所有來

此的遊客都能帶著滿足笑容回家，這時

夕陽也悄悄的出現，我們趕在夕陽餘暉

下留下此趟旅程最美的倩影，接著在紅

棗食府用過晚餐後就一路回台北。

這趟的兩天一夜下鄉之旅，可說是

一路吃吃喝喝，一路欣賞著美景，也見

證著台灣的人文及好山好水。還有一路

聽著純湘和紀姐分享國際健行發生的種

種趣事，我們何其有幸生活在此，在我

們親自走過品嘗過台灣的美好，當然也

要分享給國際間的友人，作為台灣最佳

的推銷員。

➏ ➐

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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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

下鄉健走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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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久聞蘭嶼的純樸人文及秀麗風景，

這次得知希望基金會舉辦蘭嶼健走之

旅，我豪不猶豫立刻報名。

9月4日早上五點半就前往台北火車

站集合出發，首先搭乘火車到台東之

後，再轉搭船前往蘭嶼，經過漫長的旅

程時間，終於投入蘭嶼的懷抱，一踩踏

到蘭嶼土地後，馬上就感受到蘭嶼的熱

情，並以熾熱的陽光迎接我們。湛藍的

天空，有著些許的白雲點綴，美得像一

幅圖畫。晚餐後散步在海邊步道上，抬

頭一望，星星佈滿天空。遠方的山巒及

滿天的星空織成一幅美麗卻寧靜的畫

面。一望無際的海洋，徐徐的海風，不

得不對天地產生敬畏。

第二天在領隊帶領下，我們前往大

天池步道進行健走。大天池步道前段

木頭階梯損壞處極多，步步驚心加上烈

日高照，才走不到四分之一，我便全身

汗流浹背。之後走進林蔭後，相對於前

面的步道走起來充滿樂趣。路途不僅上

上下下，有些路段更需要用繩索攀爬，

考驗著手的肌力及身體協調性。但這種

具有挑戰性的步道，反而讓我忘記了炎

熱的夏天，全心全意地享受著眼前的挑

戰，就像古人常說：先苦後甘。經過嚴

格的挑戰後，終於抵達目的地──大天

池，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大天池是台

灣少見的高山湖泊之一，位在一片樹林

中間。池中有幾棵枯樹襯托，看到池裡

充
滿
驚
豔
的
小
島  
蘭
嶼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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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賢伉儷。

的倒影，頓時覺得天地是合一的。一群

大學生一看到天池，便迫不及待地褪去

衣物，跳入天池體會它的涼快與舒適。

看他們這種玩法加上無憂無慮的笑聲，

感覺這裡是世外桃源，能夠洗滌塵世的

煩惱。下山時我踏著輕鬆的步伐，再次

體驗這段樂趣橫生的健走之旅，之後回

到民宿稍作梳洗，準備下午的環島行

程。

下午環島行程走了蘭嶼著名的景

點。其中最讓我回味的是青青草原。綿

延的步道配上遼闊的草原。左邊是海

洋，右邊是山巒，前方是落日，光是走

在步道上就是一種享受。徐風陣陣更是

絕佳的點綴，吹散了充斥的暑氣，令人

流連忘返。最後回民宿的途中，我們非

常幸運地看到了落日。看著太陽沉下海

平線，晚霞絢爛的顏色，是一個完美的

句點。

蘭嶼之行，除了健走，也讓我看到

台灣另一群人的生活，另一個小島的風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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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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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源  

馬
祖

X

➊八八坑道。➋北海坑道裡，解說著開挖坑道的辛苦。➌香醇的老酒麵線。

➊ 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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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重地、媽祖、海鮮」是我最早對

於馬祖的印象，最近幾年，因為報章雜誌的

關係，對於馬祖的印象又多了「藍眼淚和星

沙」。對於一個從沒踩踏過馬祖土地的我來

說，只能靠著報章雜誌和媒體的報導、圖片，

自行在腦海裏拼湊出所有的景色畫面。

第一天，帶著興奮的心情飛到北竿，跟隨

著導遊的腳步，在戰爭和平紀念公園，了解了

當時戰爭的時空背景。在馬祖的第一高峰「碧

山」，眺望著北竿機場和後澳村。漫步在「馬

祖地中海」芹壁村中，欣賞著閩東式建築的

美，品嚐老酒麵線的醇，聽著導遊述說著龜島

和海盜屋的故事，以及鐵甲將軍的傳說。晚上

跟著導覽員，觀賞到了馬祖新名產「藍眼淚及

星沙」也看到了滿天星斗及銀河。

隔天，坐上交通船，告別了北竿，前往南

竿。抵達南竿的福澳港，經由導遊介紹，才

了解福澳港是馬祖前往各地航線的總港口。接

著跟著導遊的腳步，先來到了媽祖巨神像，高

28.8公尺，是目前世界最高的石雕像。來到了馬

祖天后宮，才知道原來媽祖的靈穴在這邊，也

了解了「登山怪傑」李小石先生和媽祖廟的淵

源。北海坑道裡，刻畫著開挖坑道的辛苦，大

漢據點及鐵堡，述說著當年戰爭的緊張氣氛。

在八八坑道裡，聞著坑道裡滿滿的酒香

味！在馬祖酒廠裡，品嚐著美酒的香醇。漫步

在牛角村，聽著導遊解說廟宇結構的不同。在

枕戈待旦紀念公園，眺望整個福澳港。在民

俗文物館，了解馬祖當地的風土民情。當參觀

完民俗文物館的同時，也代表著三天的馬祖健

走，即將告一段落。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來

到了南竿機場。

在飛機上，望著這三天踏過的地方，期許

自己還有機會，再一次踏上馬祖的土地。參加

了這次的下鄉健走馬祖行程，不只讓自己多認

識了一個鄉鎮，了解當地的人文歷史，也讓自

己的足跡在台灣的地圖又多了一個地方，也期

待以後有機會踏上馬祖的另外兩個島「莒光、

東引」，讓馬祖地圖完整的收錄在自己的足跡

地圖裡。

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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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
訓
峰
、
劉
吉
祥

104年5月30日準備了行李、作品，一車裝滿

了考試的東西，早上8:30離開台中，車子開往高

速公路。一路上天氣非常晴朗，心情特別好，心

裡想台北市是一個繁華熱鬧的地方，聽說台北市

街頭藝人是最難考的，要通過不容易；心裡起了

好多個念頭，街頭藝人考試有這麼難嗎？萬一選

上了台北市街頭藝人會到台北活動嗎？

不一會兒車子就到了台北。先與光宇、新華

兩位大哥作了聯繫，停好車到餐廳吃中餐，飯

後再由光宇兄載往竹子湖遊玩，晚上由希望基金

會紀政董事長款宴。許久沒有來台北，碰到許多

好朋友們聚在一起，溫馨感人，好像回到家的感

覺，感謝希望基金會的大哥大姊們。

5月31日上午到了國父紀念館，這一次考

試我們是第五梯次，報到及準備時間是08:40-

09:00，就定位排好作品等待考試，希望基金會

的大哥大姊們陸陸續續來到會場幫我們加油，特

別是紀政董事長一直在現場支持鼓勵，聲勢浩大

是其他考試者無可比擬

的，審議委員還未到場

審核之前，我們就做了

一堆作品供現場觀眾索

取。當天早上有好多大

陸客在國父紀念館廣場

聚集，對於我們現場徒

手編製的作品愛不釋手，爭相拍照。

到了10點30分才輪到我們的審核，當時我

們的攤位整個暴滿，審核委員一共有4位。在審

核委員照相存證並稍作詢問後，突然下起一陣大

雨，老天有眼剛好審核完畢。二天的行程下來感

覺非常熱情愉快，帶著輕鬆的心情回到台中，等

候消息。

6月底台北市文化局通知領證，正式成為台

北市街頭藝人。這都要感謝希望基金會的大哥大

姊們到場加油鼓勵，更感謝光宇、新華兄二天的

全程陪伴，台北再見！

會員心得

X
分享

進京考試 台北市街頭藝人甄選

▲作品深受大人小孩喜愛。

▲連外國人都愛的打包帶蚱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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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廖
修
郭

從不便裡找便利；
由不變裡找變化

「吃」是一個人生活中數一數二重要的事，

從路邊攤傳統小吃到五星級高級料理，總有讓人

難忘的好味道。雖然話說：吃好吃醜無計較，但

如果遇到不好的用餐環境，不僅壞了氣氛，也壞

了用餐心情，這樣你能接受嗎？

我從事電子業，主要生產車用數位產品，另

外有一個更重要的副業，是在家裡開了間「五金

行」，就有人問了：是家庭五金還是機械五金？

猜錯了都不是，是家中有四個千金女兒及女兒的

媽萬金，加起來共「五金」。

在五、六年前千金們陸續出嫁了，做爸爸的

我總是希望能將女兒的婚禮辦得盡善盡美，還特

意選擇了較有規模、具有多顆星星的婚宴場地。

就在和賓客一同祝福女兒時，看到了賓客們的用餐

狀況：有人小心翼翼地轉著菜餚，那是因為轉盤歪

斜了，深怕一不小心就讓湯給撒了出來；還發現

有些桌面居然需要2個人才能轉動，雖然場地是

高檔的，卻只感覺到凌亂，無法優雅地用餐。

我愛吃的龍蝦在對面，鮑魚明明就往這轉來

了，偏又讓人轉了過去，有空檔才想把它轉回

來，又有另一隻手同時按住桌邊，只好惋惜地說

「你先請」，這樣的用餐經驗想必大家都經歷

過。心感惋惜的我，頓時湧起一陣熱血，心想如

何能從不便裡找便利；由不變裡找變化。若能將

轉桌讓他平順的自動旋轉；旋轉中又能輕易地以

手動方式左、右、快、慢轉動或暫停，如此一

來，大家都可以優雅的坐好聊天，等珍饈佳餚自

動送到面前享用，那會是多麼美好的一餐饗宴。

經過三年的研究與開發，全機MIT的自動轉盤

問世了，也陸續取得台灣、日本、中國專利；更

在2014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中獲得金牌

獎殊榮，盼望藉此能提升整個飲食用餐的文化。

後序：吃，很重要！但如果光吃不動這可就

不行了，我與內人是基金會的終身老會員，多年

來參加無數的健走活動，讓我增加了很多家產

「固身體就是固家伙」。祝福大家一起吃得開

心；行得健康。      (本文作者為連成事業負責人)

會員心得

X
分享

用餐圖片。

特點圖片。

▲連外國人都愛的打包帶蚱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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