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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45期

文│

黃
純
湘

新的一年開始了!

翻開全新、空白的行事曆，眼前未知的挑戰與計畫讓心情充滿希望，躍躍

欲試！

然而，不論是學業或事業，甚至業餘學習或休閒旅遊等，總總的挑戰與計

劃都需要有健康的身心作為基礎，才得以向前邁進，向上提升。所以在規劃任

何遠大計畫之前，請別忘了提醒自己養成每日健走運動的好習慣。

今年基金會為了廣大的健走愛好者，特別規劃豐富多元的健走活動，除了

一年一度的元旦萬步健走之外；有單日或多日的下鄉健走，移動私塾；還有希

望環島計畫中所設計的長距離健走挑戰，預計以五至六年的時間，完成徒步環

島的夢想；當然還有一直很受歡迎的國際健走，行銷台灣海外健走活動，將從

四月開始，陸續帶領大家挑戰瑞典、盧森堡、美國及印尼等國際健走，體驗最

原汁原味的在地健走樂趣及深度旅遊的感動。

在即將揮別紅猴，迎向金雞之際，在此獻上聖嚴法師走路詩偈一則與大家

分享共勉之。

走路健康鍊身，更可修行鍊心。快走驅遣妄情，慢走發慧習定。

首先放鬆放空，處於無事狀中。快走不作思想，快走身心一致，

快走心在境中，快走心境雙忘。

慢走垂眉抱拳，慢走呼吸舒暢，

慢走意在腳步，不管沿途風光，

對境不作取捨，必能心境兩忘。

健走迎新年

03

編輯室

X
手記

▲聖嚴法師「走路」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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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服務於田徑協會是責任、回饋和飲水思

源。已邁入第15年的「健走」推廣，同仁們已有共

識，它是值得我們共同去勞心、勞力的「公益」和

「志業」。而這期間擔任20多年的台北市幼兒體育

委員會主委一職，則是讓我樂此不疲，揪心、感動

的快樂歲月。

「只要人對了，萬事就OK！」對於我之參與

幼兒體育而言，這是無庸置疑的真言。這位讓我幸

福、快樂滿溢的「對的人」是誰？她就是基金會的

董事之一，也是「希望之聲合唱團」的總幹事─李

美壽女士。

話說從前，在因緣際會下，我被邀請擔任北市

幼體的主委，時任總幹事的鄭虔真先生前往日本從

商成定案後，另覓總幹事人選是我的首要之務。有

幼教背景的美壽，曾經帶領幼稚園的園長們前往

日本，事師日本「幼兒體育之父」水谷英三，帶回

幼兒體育之理念，並全省風塵僕僕，不遺餘力的推

廣。因為親眼見到她的熱忱，直覺她是最適當的總

幹事人選。猶記得我邀請她，拜託她的那一幕，當

時她睜大眼睛說：「我從沒有做過總幹事的經驗

耶！」我回答說：「1977年我被田協王惕吾理事

長邀請回國擔任總幹事一職時，我也沒幹過總幹事

耶！不要怕，您一定會勝任。」

美壽何止是勝任而已，我自認自己在田協12年

的總幹事任內，是不負眾望所託，不僅盡責，且全

力以赴，如果自我評估，我敢大言不慚的說自己絕

對是一位稱職的總幹事；但美壽在我這位自視是稱

職的總幹事眼中，比起我而言是更勝一籌。

美壽敢在現今台北綜合運動場即當年「台北體

專」的附近以一個月七萬多元租了一間大房子做為

幼兒體育委員會的會址，並親自到台北體專廣召幼

體教練，親自指導他(她)們各種幼兒體育推動的技

巧、內容，如何選樂、配樂及組曲，在嚴謹的訓練

和慈母般不厭其煩的指導下，這群體專的學生們從

04

感動的快樂歲月

紀姐

X
隨筆

▲2012年美壽與唐翀大哥完成芬蘭國際健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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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45期

完全不知何謂幼兒體育到十八般武藝俱全且

能獨當一面執教時，美壽又出馬親自與幼稚

園園長們簽約，讓這些在當時所謂體專「畢

業即失業」的學生們能在幼稚園的幼兒體育

這個區域展翅飛翔；如今望眼在幼兒體育這

個區塊鴻圖大展的無論是團體或者是個人，

應該會贊同李美壽絕對是「幼兒體育之母」

的桂冠得主。

美壽的另一件偉大事

蹟就是幼兒足球的推動和

推廣。身兼立委、全國田

協總幹事和北市幼體委員

會主委之職的我，哪有時

間去扛幼體的會務；當

然，就是由李美壽總幹事

擔當所有會務與活動之策

畫與執行，我只需要認真

的出席所有的活動即可。

幼兒足球從無到誕生到普

及，到教育部體育司在電

視上看到全場轉播的熱烈競技，而決定要接

手舉辦全國幼兒足球賽，那已經是歷經好幾

個年頭之後的事了。

如今幼兒足球已經普及到被很多專業的

團體以職業化在經營，在樂觀其成之餘，我

不禁要問有多少幼稚園還記得李美壽總幹事

是台灣的「幼兒足球之母」？

今年12月7日在台北市福華國際文教會

館舉行105年體育運動精英獎的頒獎典禮，

欣見田徑界先進，素有三鐵皇后美譽的吳錦

雲老師獲頒終身成就獎，真是實至名歸。感

慨和遺憾的是如李美壽總幹事者，雖有如此

鉅大貢獻，只因所從事者非屬奧、亞運競技

項目，則無法獲此精英獎的殊榮；故謹以此

文向李美壽董事表達敬意，並分享美壽真、

善、美的高尚情操。

美壽，此生能有您為益友，是我的幸運

和福份。

05

希望基金會 董事長

【百萬聚樂步】發起人

▲千禧迎春親子同樂幼兒體能活動盛況空前。

▲美壽(右一)為幼兒足球頒獎，跆拳國手

        陳怡安(右二)也來助陣。

▲

在美壽的籌畫

  下希望之聲合

  唱團順利在日

  本鳥取交流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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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參加這次健走活動，三

年前香美熱情地邀約參加挪威國際健走，當時因為

擔任「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會長，除了會務繁

忙之外，加上脊椎滑脫走路有些許困難，當時沒

有前往參加覺得非常遺憾，目前卸下「總會長」職

務，脊椎也在很多貴人照顧下漸漸好轉，終於有機

會前往日本健走兼旅遊。行前怕耽誤團隊的行程，

所以從每天二公里/三公里/四公里到出發前，自我

完成了五公里地挑戰，過程中體會到紀姐提倡的

「每日一萬步，健康有保固」的神奇功能， 讓我

信心大增，跟著大夥們穿著國旗裝，集合在國際機

場，一起健走，一起行銷美麗台灣 。

 非常感謝平易近人的台灣健康代表：希望基

金會董事長─紀姐，溫柔體貼、才華洋溢的傳奇人

物：純湘，精力充沛、熱情洋溢的佩琪以及所有團

員，尤其是盈慧一路上對我的照顧，終於順利走完

7公里以及8.5公里，完成第一次健走的寶貴經驗，

真的是非常地開心。

06

▲日本─鳥取砂丘。

▲中野烏龍麵學校。 ▲平易近人的紀姐。 ▲溫柔體貼才華洋溢的傳奇人物-純湘。

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文│

陳
靜
儀

我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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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45期

            

健走行程的第一天， 大家穿著漂亮的國旗裝

到東伯綜合公園報到，活動會場有來自世界各國

300多位勇腳，當大會宣布活動開始時，紀姐帶領

著團員呼口號，在美麗的國旗裝襯托下，來自台灣

的我們是現場中最亮眼、氣勢最浩大的隊伍，成功

的以健走行銷美麗台灣，意義非凡，好感動！

第一天的路線可以充分地感受到海風的「琴之

浦路線」，沿途安排許多小吃攤，讓大家沿途有吃

又有喝，還有欣賞美麗風景，我們這一組還在海邊

涼亭跟當地的居民聊天，請他們品嘗台灣名產，並

贈送給他們台灣的紀念品，做做國民外交。鳥取琴

浦町是一個非常純樸的鄉村，很特別的是祖墳墓跟

住家為鄰，讓我們對生命有更深一層的體會，沿路

感受到村民濃濃的人情味，欣賞著

優美的風景，不知不覺走完了七公

里，一點都不覺得累。

健走的第二天，挑戰8.3公里，

我們走在昭和懷舊的老街，巧遇文

化祭典，現場除了當地名產及風味

餐點之外，還有展售著各式各樣的

文物及飾品，村內的孩子們表演熱

情的迎賓舞，帶動愉快氣氛。頭帶

安全帽，手持手電筒，走在舊國營

鐵倉吉線廢線遺址上，感受很特

別，如夢似幻的竹林間感受著日本

原始景色，讓人流連忘返，不禁感

嘆台灣經營特色觀光，還有很大的

努力空間。

午餐由鳥取縣中區區長宴請，

餐會中紀姐與區長互贈紀念品，再

次成功行銷台灣。健走活動以外，

挑戰山陰海岸國立公園特別保護

區、日本三大砂丘之一「鳥取砂丘」，原以為太陽

曝曬下砂很燙，在紀姐鼓勵下脫掉鞋襪，小心翼翼

踩進砂子裡，發現冰冰涼涼的細砂，踩在腳下好舒

服啊，是最棒的腳底按摩，雖然舉步維艱，但登上

高峰的大夥們，望著一望無際的藍藍大海，心胸開

闊，歡欣雀躍，直呼太值得了。

到中野烏龍麵學校體驗用手打兼腳踩烏龍麵的

活動，幽默風趣的師傅讓大家揉搓切完成自製的烏

龍麵，隨即放輕鬆的音樂，讓大家輪流用腳隨著節

奏腳踩麵團，愉快完成體驗還領取畢業證書，另類

的觀光行銷，又長知識了。

100年歷史佔地75萬平方公尺的栗林公園典型

的日式庭園裡桂花飄香，壯觀的松樹林讓人嘆為觀

止，我非常喜歡。當我們回台後，鳥取竟發生6.6大

地震，慶幸各位福星平安抵達台灣，讓我們一起祝

福鳥取人民個個都平安。

07

➊金刀比羅宮完步。

➋努力搓揉烏龍麵團。

➌開心地跑跳─耶!

➍療癒身心的浪潮聲。▲溫柔體貼才華洋溢的傳奇人物-純湘。

➊

➌

➍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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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文│

劉
緒
東
、
邱
慈
曉

這次有幸參加希望基金會的活動，首先要感謝兩位摰友

─秋玉及英雪。常聽她倆訴說旅程途中精彩的人、事、物，

如何逗著大家興緻高昂笑開懷；伴著一路上的大山大海、鄉

村小徑、流泉飛瀑，看不盡的自然景觀。今年在英雪好友的

鼓勵之下，爭取到最後二位名額，成為希望基金會的會員，

和大家一起踏上了健走嘉年華及四國之旅。

一路上的風景優美，不在話下。由群組中上傳了上千張

照片的記錄可見一般。如：曰本三大名園之一的岡山「後樂

園」、臨海沙漠般奇特景觀的「鳥取砂丘」、蒼蒼鬱鬱的關

金舊國營鐵「倉吉線廢線遺址」、盤崌高山一路拾階而上

的「金刀比羅宮」、壯闊河面危石磊磊的「大步危、小步

危」、360度轉身都是景的「栗林公園」…。

行程中的幾件事情：

〈1〉此行主要緣於基金會合唱團去年在鳥取比賽時，應

縣府之邀，出席2016年健走嘉年華。所以縣府特別招待，在

10/16中午宴請所有43位團員，席間官方人員及紀姐依例致詞

外，雙方交換禮物熱鬧登場。除了基金會準備的禮物，資深

團員─頭目，更是親手摺了許多許多紙天鵝，這就是最踏實

的國民外交了。

〈2〉健走途中，純湘遇見一位種菜的老婆婆，

彼此之間雖有言語上的隔閡，卻絲毫不影響情感的

交流；我們則是遇見一位老伯伯，他非常喜歡我

背包上的兩枚胸章，當下二話不說，立馬慨然相

贈並與他合影留念。

〈3〉在德島的阿波舞欣賞。結束前舞者、樂

手和觀眾們在舞台上，一起跳阿波舞。活動選出的

最佳舞者是團裡最年長的秀華姐姐，的確實至名歸。

一般人在這年紀，幾乎無法獨自出遊。秀華姐姐一路領

先，不曾落後。心嚮往之，列入未來努力的目標。

〈4〉每天早晨和晚上紀姐都會抽空步行，真正落實「每

日一萬步；健康有保固」。純湘則永遠走在最後，確保團員

的安全；晚上則化身為白衣天使，為大家緩解所有不適。佩

琪背著大相機，像小蜜蜂般四處捕捉精彩畫面。基金會有妳

▲作者賢伉儷。

世
界
健
走
嘉
年
華 

   

鳥
取+

四
國
之
旅

第45期季刊組頁.indd   8 2016/12/21   上午 09:18:07



百萬聚樂步 X 45期

            

們，真棒！

七天六夜的行程，在飛機降落的那一刻，完

美地劃下了句點。提領行李轉盤前，雖然大家的

眼睛一齊盯着，轉出淺綠色綁帶的旅行箱，但是

話匣子始終未曾停歇。離情依依，但還有那麼多

心裏的話，尚未訴說完 ……，讓我們期待每一次

的再相會吧！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09

➊行走在限定開放的廢線遺址隧道上。

➋慨然相贈胸章給日本老伯伯。

➌日本三大名園之一：岡山後樂園。

➍盤崌高山一路拾階而上的「金刀比羅宮」。

➎栗林公園出口處，設置了去除鞋子灰塵及小石子的撢子。

➊

➋ ➍

➌

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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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森林、童話、小紅帽，一直是我未曾遺忘的夢，直到參加希望基金會

的波羅的海三小國加芬蘭的無人島健走，才成真了我小紅帽的夢。

懷抱著美好的新鮮回憶，旋即再參加了基金會辦理的東松山國際健走

之旅。其中一段路在武藏野森林公園，也該是十足療癒的了。一開始，踩著

「男孩看見野玫瑰」的步履，邁開舒伯特的隨想，完成了不同於北歐的浪漫

吟唱，也隨之打開了眼界，日本族群是多麼熱愛健走，居然可達二萬多人。

之後的行走，每一步就都很有感覺，腳底幽幽訴說疼痛，膝蓋也點

滴應和。上坡之際，眼見著學長矯健的身影到我身邊，只說了聲:「加

油!」，超越了我，再來了一位，一個箭步超過，然又回首，用深邃而多

情的眼神望向微跛的我，輕輕眨眼，又輕快遠離，我傻傻望著陽光下的金

髮漸遠，閃閃樣態，迷人走遠。

跛著上坡，原來腰也會抗議，眼前一棵精神奕奕的戚樹，彷彿告訴我:

「你看，秋已逼冬，我欣喜迎冬。」受此激勵，於是一鼓作氣上到和平公園

的和平塔一樓，迎面兩片白牆，掛著日本戰後農業社會人民的生活照，照片

裡的小女孩，幾乎都頂著和我童年時相同的西瓜皮，笑容如此純真，孩子

▲途經東京電機大學，一路下坡，秋色淺薄，天空湛藍，心境澄透，凝望坡端小小人影，如詩

  如畫。

健
走
的
思
與
夢 文│

林
劍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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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國家的希望，再仔細一瞧，有些記錄著早期

輕工業的照片，影中人清一色是少年，甫經戰爭的

日本，國內的男性勞動力應該只能是少年吧。

一面想著日本的枯榮、興盛、衰退，是多麼複雜

艱辛與複雜的國際地位，目前這個國家負債比極高，

但藏富於民，海外投資深耕於地球村，一路走來所

見的行者，從五歲的可愛稚兒到九十二歲的可敬長

者，邁著生嫩的步履，或靜默駝背而行，我油然起

敬。無論如何，武士道精神仍存於這個沉穩之國。

前面傳來一陣銀鈴般的笑聲，途經東京電機

大學，一路下坡，秋色淺薄，天空湛藍，心境澄

透，凝望坡端小小人影，如詩如畫。一路追趕到了

會場，夥伴趕緊帶著我們去國際認證，方蓋上印，

卻吹來一陣旋風，吹走了我的認證卡，一位日本義

工，順勢瞬間攔下，我忍不住喊了一聲:「好球」，

一陣笑聲中，完成了我三天六十六公里的健走。

▲五歲的可愛稚兒，邁著生嫩的步履。武士道精神仍存於這個

  沉穩之國。

▲左一為本文作者。

▲和平公園的和平塔。

▲上坡之際，眼見著學長矯健的身影到我身

  邊，只說了聲「加油!」，超越了我。

▲精神奕奕的戚樹，彷彿告訴我「你看，秋已逼

  冬，我欣喜迎冬。」

▲泛黃的銀杏，告知世人現在已

  進入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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➊背包插上國旗加

  上國旗裝，走在

  田野格外顯眼。

➋出發時，同學們

  為走者擊掌鼓勵。

➌一群幼稚園小朋

  友由老師們帶隊

  大手牽小手的來

  參加活動。

去年十一月在台灣是我第一次參加

IML國際健走，在健走過程中，有遇到來

自其他國家的走者，因此心裡燃起到國外

參加國際健走的念頭。剛好希望基金會在

今年有參加日本東松山國際健走短天數的

行程，因此這個心願很快就實現了。

第一天飛抵日本後就直奔活動會場報

到，一到會場，看見會場的佈置很明顯可

感受到日本人做事情態度上的嚴謹。第二

天早上八點半開始起走，一出會場沒多久

就遇到一群幼稚園的小朋友由老師們帶隊

大手牽小手的來參加活動，此時真的萌

秋
之
頌 

旗
飄
揚

文│

許
倍
瑟

國際健走

X
行銷台灣

➊

➌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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➊國營武藏丘陵森林公園色彩非

  常繽紛。

➋脫掉鞋子坐在綠油油草地上一

  邊喝熱騰騰又美味的湯，真的

  是享受極了。

➌收到小禮物的人，臉上是充滿

  著驚喜與笑容。

➍圖中為本文作者。

翻了所有人的眼睛。日本東松山國際健走是連續走

三天，每天走20公里，而且路線都不同，沿途經過

神社、公園、農田、森林、竹林、楓紅…等等美麗

景觀，尤其在國營武藏丘陵森林公園一大片紅色、

黃色、橘色、綠色的葉子搭配湛藍天空交織出一幅

色彩繽紛的畫面令人印象深刻，加上晴空萬里的天

氣及涼爽的氣溫，一路上走起來相當舒服。沿路上

大會也提供免費食物供走者們享用及表演讓大家欣

賞，想休息吃東西隨時都可以，很隨興很自在，尤

其是第三天的中午在溫暖的陽光下，脫掉鞋子坐在

綠油油草地上一邊喝熱騰騰又美味的湯，一邊欣賞

表演，真的是享受極了。

每天早上大夥們身穿國旗風衣，背包插著國旗

及行字旗，神采奕奕的開始健走。健走過程中我發

現中華民國國旗真的是超漂亮，由於我是走在所有

團員的最後面，當走在一望無際的稻田中，看著前

方團員們穿著國旗裝及背包上的國旗隨風飄揚在健

走隊伍中顯得相當醒目，當一群夥伴們同時走在一

起，時而成行，時而成列，時而成三角隊型，時而

左右掩護交叉前進於健走的人群中，更是顯得氣宇

非凡，此刻心中真的是充滿著無比的驕傲及光榮！

這次的健走除了風景美之外，也可以看見人心

的美，有感恩，有鼓勵，有關懷，出發前基金會有

發一些小禮物給所有的團員，讓我們在健走的過程

中送給一起參與健走的同好，在三天的健走中我都

跟劉吉祥大哥一起走，達人級的劉大哥可說是「行

動小禮物製造機」，常常送給大朋友小朋友他的作

品。總是能看到收到小禮物的人，臉上是充滿著驚

喜與笑容。送小禮物雖然只是個小動作，卻是能產

生很大的正能量，把喜悅帶給大家，感受人生不期

而遇的溫暖。

健走不只是用腳走，也要用心走，處處留心，

就會發現處處是風景，不僅讓身體更健康而且心靈上

也有所提升，最後感謝紀姊，純湘，新華，益瑋及所

有夥伴在這次旅行中滿滿的照顧及大家無私無我的

分享，參加這次活動真的感到無比的快樂及幸福。

➊

➌ ➍

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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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3日台北還是酷暑的熱天，我們一行人到清

爽美麗的中部下鄉健走，一路上坐在遊覽車裡面大夥開心出

發的第一站聆聽大肚王國的故事。午餐後拜訪我們尊敬的孫

正春大哥夫婦，第一眼看到孫大哥夫婦笑臉迎人一雙赤腳的

歡迎我們，見到久未見面的好友們，看他們夫婦走路的好精

神，赤腳昂揚為我們做解說，我的心裡充滿激動。

中部美景清爽的風光，讓住在台北的我們，紓解掉繁

忙工作壓力。孫大哥精闢的解說各種的植物和地理環境，

沿路說明當地的地質面貌和人文氣息與自然生態的豐富，

這樣悠閒的旅程帶給我們一行人體驗身體與土地環境間

的連結和對話。來到自然叢林「三無居」觀察千奇百種的

藥草；大夥睜大眼睛努力的認識各種孫大哥栽種的藥用植

物，看得目瞪口呆的直叫哇哇哇﹗整個「三無居」的藥用

植物都有記載下來，孫大哥也親身的拿來自己食用，都印

證了是可食用有療效的藥材，我們一到「三無居」孫大嫂

給我們喝「山刺番荔枝」非常的好喝，每個人一杯接著一

杯都沒停過，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喝過這神奇果汁，孫大

嫂看著我們這群土包子，馬上從樹上採下一顆果子給我們

看…，真的沒看過啊…，讓人嘖嘖稱奇。「三無居」裡面

文│

戴
曼

▲蓮華池健走前大合照。

▲圖中為本文作者。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X

漫
步
蓮
華
池  

山
水
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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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種關刀豆、烏煉苺、四腳葡萄、閉俏薑…不勝

枚舉。孫大哥都有立小牌子說明，大家上了一堂藥

用植物學的課。路程上還有更多的植物有茅瓜、紫

色芭樂、山杏仁、八角、喜樹、火焰木、風藤、台

灣紅豆樹…等等；以「胡蘆痲竹」最珍貴，在台灣

只有兩處的地方有，而且只是一小叢而已；我們能

夠看到實在幸運。

第二天的行程一早大家出發往蓮華池健走，周

圍的環境都是竹林樹木充滿著芬多精供應我們浸潤

在其中，孫大哥帶著一家三代陪著大家一起走，一

路上他四歲的孫子也是步行前進，祖孫手牽手健走

的幸福畫面看了令人感動；透過孫大哥精闢講解認

識更多裡面的寶貴植物，走著走著…走進一處雜草

比人還高的地方，發現了「蓮華鎮池珠」超級大石

珠又叫「南山神珠」，當地人給我們看一些資料，

明白了它的由來及對蓮華池的保護神奇之處。靠近

中午時刻孫大哥帶我到埔里的一間廟，用餐的地方

是廟埕，享用了當天特色餐餚，也是當地居民的活

動中心，定期提供老人團膳和活動使用，我們也跟

他們認識交談著並且一起用餐，還有專人為大家說

明當地的人文歷史故事。

活動的壓軸我們來到「白滄沂銅雕博物館」，

白大師熱情的接待與說明，整個館藏開放供我們參

觀，看到大師的創意和設計的巧思，整個博物館設

計很有規劃性，非常可以代表台灣本土性的創作。

一行人依依不捨的離開埔里，往回家的車上大夥一

直跟益瑋反應要再加碼舉辦一次，因為意猶未盡還

想再遊玩下去。很期待能再走一回蓮華池，尤其是

孫大哥口中的救命之路。

15

▲祖孫手牽手健走的幸福畫面

看了令人感動。

▲「蓮華鎮池珠」又稱「南山神珠」。

▲ 大家為9月份生日的壽星慶生。

▲

三無居中種滿各種藥用植物。

▲三無居的主人，赤腳大仙孫

正春。

第45期季刊組頁.indd   15 2016/12/21   上午 09:19:00



16

希望30

X
感恩健走

文│

孫
介
美

4年前初次接觸基金會的活動，就

被紀姐的開朗、純湘的貼心及伙伴的親

切深深吸引，每次都好期待所能參加的

活動，感受大家的正面能量及融洽的歡

樂氣氛。

希望基金會30歲了，有幸能夠共襄

盛舉，掂掂自己的腳力還有待加強，於

是選擇了10公里的健走項目(另有30公

里的選項)，和好友秀玉、麗賢抱著愉

快的心情出發。

我們在淡水捷運站轉搭公車，前往

10公里的出發點──十八王公廟，一上

公車就看到好多同為前往參加健走的夥

伴，大夥們一路歡喜閒話家常，就在公

車經過石門的時候，我們看到了紀姐修

長的身影出現在往十八王公廟的路上，

原來紀姐走30公里！當下真是又佩服、

又自覺心虛！

抵達起走點，許多參加30公里的走

者已陸續到達，基金會貼心的準備了好

吃的粽子及水果，連還沒開走的我們，

也拿著食物開心的先吃了起來！

出發後沿著淡金公路前進，晴朗的

天氣把大海映照的更加美麗，三人也就

邊玩邊聊輕鬆的走著，我們的終點是法

鼓山，抵達法鼓山後由導覽志工帶著大

家，以放鬆的心情走在朝山步道上，志

工師姐要我邊走邊靜靜的聆聽，傾聽流

水聲、風聲、鳥鳴聲…，一切大自然的

聲音，不需任何的形容詞，只是安靜的

感受，這也是一種禪修。接著我們參觀

觀音道場，最後在大家一起享用法鼓山

提供的素齋藥石後，一行人搭乘遊覽車

回到台北，結束了一天的活動。

每次參加基金會的活動，身心上總

有滿滿的收穫，感恩有緣能成為基金會

的一員，也將繼續跟著紀姐推動健走的

步伐，日行萬步、健走行銷美麗台灣！

希
望
三
十
生
日
快
樂
！

▲起走前享受基金會準備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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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導覽。 ▲三太子一同參與感恩健走。

▲

祥獅獻瑞─祝賀30周年快樂。

▲好山好水好心情。

▲安靜的走在法鼓山朝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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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文│

連
錦
堅

去(2016)年7月，得知基金會成立30周年紀念

活動確定在11月19日舉辦時，立刻想到：11+19不

就是30，立刻連按3個讚！

7/27這天，純湘執行長跟我提及11/19的「希

望三十‧感恩健走」活動，規劃從淡水的聖約翰科

大(當年的新埔工專)出發，終點要走到金山的法鼓

山，看我能否以老校友身分，促成校方加入活動協

辦…當下非但一口答應，同時也下定決心：無論如

何，自己也要完成這次的30K健走！

11+19，30周年，30公里；從44年前讀的母校

出發，沿台灣頭頂由西到東，走到聖嚴法師一手創

建的法鼓山，如此殊

勝機緣，豈可錯過？！

8月31日，約訪聖

約翰科大新上任的艾

和昌校長(國內知名太

陽能車專家)，由於同

具校友身分，彼此互

動熱絡、相談甚歡。艾校長當面表示：只要是校方

或校友會做得到的，一定全力協助！

有了校長支持，9月26日的工作協調會進行相

當順利，校方也決定讓三個學生社團加入服務行

列，終於來到期盼

多日的11/19這個

星期六。

希望30

X
感恩健走

健康一路發

▲11/19晨曦。

▲

三芝石門路上。

▲單日步數新紀錄。

5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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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從住家露臺看到美麗晨曦，已預告今天

將是無比美好的一天。一抵母校大門，陽光普照、

人氣沸騰；紀姐第一任秘書──畢教授和她老公

──邱老師，雙雙拄柺杖也不願錯過「希望三十‧

感恩健走」的歷史性時刻。

8點15分，一百多位30公里挑戰組朋友步出聖

約翰科大，開始這趟感恩健走。由於三太子(黑小

銘)是我主動邀約，因此一路上就由我和國內知名

物理治療師──亞洲物理治療聯盟前理事長簡文

仁，全程輪流陪同。途經三芝補給站時，黑小銘特

從三太子身軀中出來和大家合影。文仁兄逮到機會

也客串起三太子，走了一大段路，為此行留下難忘

回憶。

在三芝往石門路上，意外捕捉到一幅如畫美

景，正好和一早晨曦前後輝映，預感可真靈啊！

11:30走過「台灣極北」富貴角燈塔時，特地停下留

影。因去(2016)年初的元宵節後，才和老婆先後走

訪此燈塔，以及「台灣極東」的三貂角燈塔。

下午1點，30公里挑戰組夥伴陸續走抵石門

十八王公，與早已等候在此的兩百位10公里休閒組

朋友會合。筆者邀熟識的永和登山會朋友，在十八

王公橋與三太子開心合影。之後，便和「與家母五

官個性七分像」的新娥姐，一路相伴往終點法鼓山

前進。下午3點50分，在慶祝

希望三十的這一天，如願完成

生平最長的30K健走。

自2007年7月11日發表鼓

勵國人登錄每天步行數的「健

康存摺」以來，至今已登錄

到第10本。11/19這一天回到

家，腰上「台灣行萬步機」顯

示的56988步創下個人單日步

數紀錄。衷心感謝基金會同仁

籌辦這次十分成功的活動，也感謝包括母校在內的

每一位協助、參與希望三十的朋友。

筆者按：希望基金會成立當年(1986)，正是台

灣首次開辦國際馬拉松的那一年。而筆者正是因為

該場賽事，於1985年和紀姐結緣。

19

▲從母校出發(左2為艾和昌校長)。

▲三太子由黑小銘(右4)為主 完成全程30公里健走。

▲永和登山會好夥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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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紀姐結緣至今超過30載，從幼兒體育、合

唱團到健走運動推廣的參與，一路相知相惜，豐

富人生，獲益匪淺。

我有著超過40年以上的糖尿病史，在2007、

2008連續兩年歷經大腸癌及心臟繞道兩大手術

後，為了恢復體力開始奉行基金會推廣的日行萬

步運動，每日健走運動復健，體能及肌力漸漸地

恢復，信心大增。2012年開始跟著紀姐的腳步，

加入國際健走，行銷台灣的行列。首站芬蘭的體

驗，有太多的收穫與感動。從當地台灣人Amy的

接待，漁船接駁至無人島健走，沿途享受純淨天

然的美景及摘採美味的野藍莓，認識無數外國朋

友，及大會特別為七十歲以上走者的表揚，還有

我們代表台灣沿街光榮地遊行進場及親睹外國人

看到我們原住民舞蹈表演驚豔的表情，讓我們深

感與有榮焉，從此愛上國際健走。

會員心得

X
分享

▲紀姐頒贈代表著「世界一家」的藝術作品。 ▲枕山農舍每年招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走者。

▲美麗的德國秋景。

我們是行銷台灣的快樂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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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芬蘭完成人生第一

  個國際健走。

▲ 台灣代表隊光榮地參與遊街。

第二站德國又是另一番風貌的體驗，時值秋

天，整個歐洲大陸楓紅葉黃，我們用健走的雙腳

親炙色彩繽紛的森林、鄉間小鎮、河濱湖畔，拜

訪行程中各個美麗壯觀的城堡，不同於以往的感

受與感動，不禁在心中許下願望，只要體力可以

負荷，今後的國際健走一定跟隨到底。這一站我

們引領四妹寶香進入國際健走殿堂，如今她已是

聞名國際的歐洲健走大師。

第三站紐西蘭、第四站挪威、第五站韓國，

一站又一站的體驗，一年又一年的挑戰，從國際

健走中認識的新朋友都成為一輩子的好朋友；過

程中也鼓勵幼教教授、園長們加入，在國外雖然

語言不通，但我們用表情、用微笑、用至誠的心

來表達，與世界各地的國際走者建立起永遠的友

誼。

2009年我們在礁溪買房子，開始半退休的鄉

間田園生活，為美化新家園，閒不下來的我們竟

因此激發出室內設計、景觀布置、庭院園藝創作

天份，自娛娛人也樂於分享眾親友。2012年我們

在枕山的農舍開放參觀，2013年更擴大分享於國

際，因每年11月是台灣的國際快樂健走，來自世

界各地的走者會來到台灣參加，基於行銷台灣的

心情及國際友誼的永續，我們敞開大門熱情接待

來自世界各地的走者，或住一宿或兩宿，讓國際

友人有機會體驗台灣家庭生活面貌，享受我們精

心設計與布置的房舍與環境，結果大受歡迎，紀

姐更稱讚我們的農舍是行銷台灣的國際招待所，

所以每年我們都期待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今年4月進台大開刀，體力大不如前，出院

之後為了激勵自己復健，就把參加11月日本東

松山國際健走設為目標，開始每日健走自我訓

練，枕山農舍附近的龍潭湖是我每日的訓練場

地，在一步一步的行進之間，心中最快樂最感恩

的是終於又可以走路了。我們夫妻倆互相陪伴，

彼此鼓勵，邊走邊訓練，大賺健康。最後，我們

要很驕傲地跟大家報告：「我們順利達標了!」

11月日本東松山國際健走，連續三天健走挑戰成

功!!(P.S我們今年已經80歲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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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元旦健走

 晚夏初秋，筆者循例陪同紀姐拜會中華電

信、中華郵政、台酒公司等三家「元旦健走」共

同贊助夥伴。此一年一度的拜會，除了感謝還是感

謝。(當然，同時會對下屆元旦健走大致說明) 此

三家元旦健走長年夥伴，至2017年元旦，參與贊

助的次數分別是：中華電信13次，中華郵政與台酒

公司則同樣是9次。

今年的答謝及邀約，三家公司高層異口同聲表

示：對元旦健走這樣有意義(以健康萬步走為新的

一年開啟序幕)的活動，他們當然繼續支持！而這

三家企業之前高層亦做過相同表示，而且還說會請

接任者繼續支持，真是叫人不感動也難。

2004年開辦的元旦健走，至2017年已邁入第

14屆。成功報名的樂活朋友，在拿到物超所值報名

紀念品時，也應該跟我們一樣謝謝這三家元旦健走

最佳夥伴──中華電信、中華郵政及台酒公司。

元旦健走
  最佳夥伴

▲中華郵政董事長翁文祺(右)。

▲中華電信總經理石木標(中)。

▲台酒公司總經理林讚峰(左)。(林總已於日前屆齡榮退)

▲台北內湖科技園區369健走社自成立以來，就不曾

  缺席元旦健走。。

▲筆者早年服務的汽車公司老同事們，同樣年年相

  約元旦健走會場，互道新年好！

▲每年元旦一早，圓山花博廣場人聲鼎沸，參加民眾以健康樂活來迎接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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