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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38 期

文│

黃
純
湘

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本期季刊封面不同於以往的風格，甚至「百萬聚樂

步」這五個字也變的行雲流水，活靈活現。是的，農曆年後基金會特別邀請李貞

吉大師為我們的季刊，揮毫題字，有別於電腦字體，大師功力為百萬聚樂步增添

生命力。大師特別把「步」字拉長，期許大家走的更多、更長、更遠！

英國《泰晤士報》曾出了一個謎題，公開徵求答案，題目是：「從倫敦到羅

馬，最短的道路是什麼？」

很多人拿著地圖研究，試著從地理位置上找答案，結果都落選了，只有一個

答案獲獎，那就是：「一個好朋友」。

是的，一路上有好友相伴，沿途說說笑笑，很快就可以到達目的地。有一句

話說得真好：「一個人走，走得快，但是一群人走，走得遠。」

希望基金會推廣健走運動多年，除了每年大型的元旦健走活動，近年推出國

內下鄉健走，移動私塾及國外國際健走，行銷臺灣系列活動。希望健走不僅是鍛

鍊強身的好運動，還可以是關懷鄉土，開拓視野，敞開心扉，認識更多國內外志

同道合好朋友的最佳媒介。今年從一月開始，每個月規畫一場下鄉健走，移動私

塾之旅，期望透過深入鄉間健走，更深度地認識臺灣各地人文風貌與美麗景致。

本期季刊從舉辦了五分之一甲子的元旦健走開始，與大家分享一連串豐富知

性的健走活動。一月桃花紅、李花白的鹿谷山間花海盛宴下鄉健走；二月遠眺燭

臺雙嶼的金山獅頭山榮譽會員走春；三月美麗原始的石梯坪港口部落下鄉體驗健

走等。內容圖文並茂，精彩動人，歡迎享讀！

一群人走，走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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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星期一是辦公室的例行會議，當循

例輪到我的「分享」時刻，我特別提到：「3月21

日，星期六，在松山區的觀山河濱公園，有一場

名為【愛就是陪唐寶寶多走一哩路】的321健走；

顧名思義就是鼓勵唐氏症的孩子們為維護健康而

健走；另一重要的目的就是籌募家園建置的經

費。唐寶寶們是我接觸過最快樂、無憂無慮的特

殊族群，絕對值得同仁們去接近和認識他們，讓

我們相約星期六去陪走吧！」我之會如此篤定唐

寶寶的特質是因為在美國大學主修體育，其中有

一科必修的「ADAPTIVE P.E.」〈適應性體育〉是針

對身心障礙者而設立的特殊課程。我是在實習課

時有機會接觸不同類別的身心障礙者，因而認識

各類別的特質。

3月21日當天健走距離約4公里，一向不知

如何慢走的我與幾位同行的夥伴很早就折返回舞

臺區，我們不約而同被美麗而感動的畫面給吸引

住了，因為有二位大唐寶寶隨著音樂正忘我地跳

著街舞，偶爾另一位小唐寶寶也模仿動作跟著搖

擺，可愛至極。他們毫不矯飾、害臊，不知害羞

為何物地隨樂起舞，讓我們不禁鼓掌叫好，他們

也欲罷不能地盡情享受在舞臺上秀舞之樂。可惜

的是有緣目睹此景的只有區區的少數，我們幾位

真是有福份。

3月22日，星期日，又是一個健走的好天氣，

屬於北醫大醫療體系的萬芳醫院在政大的操場舉辦

「2015萬人健康齊步走」的活動，身為代言人的我

是理所當然的出席者。步上司令臺，主持人迎面而

來問了一句：「紀姐，還記得我嗎？」一愣，尚未

回神，聲音已達耳際：「我是蔡培林，擔任文山區

區長已五年多了！」「您不是在公訓中心擔任主任

嗎？我以為您已退休了，因為好多年不見了。」

健走於我是健康、是感動、是幸福！

那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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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38 期

萬芳醫院位於文山區，故司令臺上的座上賓

「里長伯」占了大多數。「預防勝於治療」是北

醫醫療體系在社區服務項目的推廣重點。每年的

健走活動是所屬三家醫院：北醫附醫、萬芳及雙

和大肆宣傳，快樂舉行的大事，尤其是以所在地

居民為主要對象，所以「里長伯」們當然是率先

以身作則、身體力行。

看著蔡區長嫻熟老練的持麥，一絲不苟，朗

朗介紹所有與會嘉賓，對於他的親和力、細膩和

超人氣，確實是讓我與有榮焉之感。在有感之

餘，我的思緒被帶回2003年申辦聽障奧運會的

那一幕。蔡區長，當時是北市教育局體育科的科

長，中華民國聽障者運動協會在歷經多次國內內

部作業程序上的挫折後，已經筋疲力竭地表示放

棄申辦的努力，要不是當年有遠見的蔡科長不離

不棄的指導與鼓勵，那會有2009年馬總統、郝市

長以及臺灣全國同胞的風光和榮耀。

星期日的健走是從政大運動場出發，目的地

是指南宮。第一次的指南宮之行是初中的畢業旅

行，這一次是我第二次登階而上；但與指南宮的

淵源並不淺，高忠信董事長與我是多年的立法院

同事；管理委員會的副總幹事─王櫻花女士，是

我三次的立委選舉中，文山區輔選大將。三千多

名健走者到達終點除了摸彩樂之外，還飽嚐指南

宮窩心地為大家準備的炒米粉、肉燥飯和魚丸

湯。對我而言，能享受「古早味」是一樁快樂

事；但真正的快樂是與多年不見的高董事長和櫻

花姐在指南宮的重逢，還有蔡區長一階一腳印的

相陪。

健走於我是健康、是感動、是幸福！那您呢？

希望基金會 董事長

【百萬聚樂步】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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➌

➍➋

➎

➊2015萬人健康齊步走第三場次從北醫附醫熱身起走。

➋在指南宮喜遇多年的立法院老同事高忠信董事長。

➌與多年不見的蔡培林科長(右)，現任文山區區長相見歡， 

　左為萬芳醫院副院長謝瀛華。

➍北醫附醫同仁開心地與健走活動代言人紀姐合影。

➎2015萬人健康齊步走第二場次健走文山區指南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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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有12個月、有12個星座，中國有12生肖、

有12時辰，而臺灣有個健走已經連續舉辦12年，它

就是元旦健走。元旦健走自2004年與劉俠之友會在

中正紀念堂開辦迄今已邁入第12年，也是連續第3

年在花博公園舉辦。

2015元旦健走可以順利舉辦，要由衷感謝三

家主要贊助：中華郵政、臺灣菸酒與中華電信三大

企業的支持，以及各機關首長們如臺北市新科市長

柯文哲、立法院王金平院長、體育署何卓飛署長…

等，為推廣健走成為全民運動而不遺餘力。柯市長

前一晚還必須參加臺北市政府舉辦的跨年晚會，隔

天一大早便現身於活動會場，如此身體力行的參與

健走活動，更是全民的楷模。還有恒暉、富聲、東

培及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等單位協助，使得新年第

一天就有個熱鬧的開始，也博得新年好采頭。

從2013年起，只要連續報名參加2013、2014

兩年元旦健走，就有資格參加「紀念幣章現金特別

摸彩」活動，而這活動之獎項二萬元現金也在今年

2015元旦健走的最後尾聲中抽出，沒有抽中的朋友

請別氣餒，只要2015、2016連續兩年參加元旦健

走，2017元旦健走還是有機會可抽中現金二萬元。

自2013年開始連續報名參加12年者，甚至有機會可

獲得現金12萬元！

有別於以往，今年元旦健走活動，除了元旦當

天舉辦健走外，還新增一個特別活動──「拍照X

按讚X獎一萬」。藉由Facebook社群網站，讓所有

參與者都能上傳自己參加元旦健走的喜悅照片到希

望基金會粉絲專頁中，並邀請親友為自己分享的照

片按讚。將自己獲得之喜悅散播給周遭親朋好友，

讓參與元旦健走的快樂心情及為自己及腳下所踩踏

的這片土地祈福的精神持續傳遞下去。

此次元旦健走還有一個小亮點，就是有一位參與

活動的民眾當天特別安排向女友求婚。在籌辦2015元

旦健走期間，這位民眾致電基金會，提到他想藉由元

旦健走活動當天向交往多年的女友求婚，希望主辦單

位協助幫忙請工作人員安排在路上假裝路人獻花。喜

事一樁，基金會當然樂見其成。活動當天，特別安

排紀姐扮做路人親自獻上氣球給女主角，讓女主角

非常驚訝，最後再由男主角送上一束花與戒子向女

主角求婚。最後女主角答應求婚，基金會也順利完成

此次任務，讓2015元旦健走活動會場喜氣洋洋。

文│

郭
益
瑋

2015元旦健走喜氣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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➊大夥準備熱鬧出發！

➋紀姐與十萬元得主合照。

➌大家都搶著跟方向指引舉牌拍照。

➍四位環島的荷蘭勇士。

➎長廊廣場下，滿滿的參與元旦健走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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➊爭奇鬥艷的美麗花朵。

➋古蹟「萬年亨衢」。

➌如詩如畫的山村景色。

➍現烤傳香的竹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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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聚樂步 X 38 期

104年1月31日希望基金會下鄉健走的勇腳準

備出發了！大夥兒在老地方圓山捷運站2號出口集

合，從新竹、西湖又接了四個朋友，在車上大家相

見歡，每個人都興奮不已，有很多熟識多年的會員

互相寒暄，對新加入的朋友，大家伸出溫暖的手竭

誠歡迎新朋友加入勇腳的行列。

希望基金會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組織，當我們抵

達鹿谷深坑聽濤園時，滿山遍野的櫻花展開笑靨夾

道迎接我們，能遠離都市的塵囂拋開俗務，我們敞

開心胸投入山林的懷抱，太幸福了！一個個邁開輕

鬆的步伐，大口深深吸收森林之氣，漫步天鵝湖竹

林步道，沿途山路兩旁片片花海，櫻花、梅花、李

花、桃花…繽紛，紅白各種顏色夾雜著，在藍天白

雲下爭奇鬥艷。

步入竹林時，又是另一種意境，走在空谷幽靜

小路，綠竹上鳥兒跳躍，伴隨清脆的鳥鳴聲，農婦

在竹林裡採收竹筍，潺潺溪水流入山腳下，金黃的

油菜花田，山村景色就像美麗的風景圖畫，我們就

置身在圖畫中，緩下坡走了約5公里，中午到達山

谷中的和雅谷餐廳，在此享用鱒魚大餐。

午後，百忙中剛回國的紀姐，特地從機場飛奔

趕來會合，真是我們敬愛的精神領袖，先到茶花園

參觀，大大小小紅紅白白茶花滿園盛開，每種品種

的花都配有浪漫的花名，黑貝拉、情人節…，我最

記得的花就是「情人節」，在情人節時展現最美的

姿態呈現給情人，紀姐、光宇兄還有全英姐、銀雙

姐等愛花者，在第二天都買了茶花盆栽帶回觀賞，

也促進南投的經濟發展。

繼續漫步於櫻花道與竹林中，並做了古蹟巡

禮，解說老師精闢講解古戰場、小半天的文史由

來，最後來到「石馬公園」，眾人拍手歡呼，一場

櫻花盛宴正在此擺設，我們徜徉徘徊櫻花林下，獵

取最佳鏡頭，讚嘆人比花嬌！

晚上住宿的來來民宿，純樸的主人熱忱招待，

帶我們參觀農場，晚餐就是當地風味竹筒大餐。聽

到餐具還可帶回家作紀念，這下可忙壞了紀姐，大

家紛紛拿著竹碗請紀姐在上面簽名。

第二天早上，我們去拜訪附近的民家，三合院

的古厝在921地震之後能保存下來，真是難得！再

來一趟竹林尋幽之後，就是今日重頭戲，走進八通

關古道探訪「萬年亨衢」古蹟，可惜古道已封閉，

只能在入口緬懷古人當時交通險阻的辛勞。

最後的行程是繞行「麒麟潭」一圈，解說老師

是英勇消防小隊長，他估計繞「麒麟潭」需一小

時，沒想到我們不到半個鐘頭就完成壯舉，包含繞

湖一圈、上廁所、喝咖啡、攝影，不辜負勇腳的虛

名！南投鹿谷勇腳之行，在此畫下圓滿的句點。期

待下次再相會！

文│

鍾
惠
璧

漫步花海盛宴

南投鹿谷下鄉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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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鄉健走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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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許
志
雄 樂活健走 為健康喝彩

南投鹿谷下鄉健走

10

一直生活在車水馬龍的繁華都市裡，對於南投

鹿谷當地文化了解甚少，能跟隨希望基金會造訪別

具特色的鄉村景致，了解在地文化、古蹟、古宅建

築，是一件難能可貴的心靈饗宴。

從臺北大家就帶著期待又興奮的心情，前往嚮

往的南投鹿谷下鄉健走知性學習之旅。我們的解說

老師張錫池理事長在竹山交流道上車加入團隊，一

上車就迫不及待地說：「你們真有福氣，今天健走

的路線上，沿途櫻花、桃花、李花正盛開！」張理

事長還特別提醒大家，桃花紅、李花白，不要桃花

李花傻傻分不清楚哦！

第一天抵達目的地南投鹿谷，大家跟隨解說欣

賞美麗綻放的櫻花、桃花、李花，健走的鄉村路

上，一面欣賞大自然的美麗風景陶冶心情，一面觀

賞一落落繽紛的花朵，真是美不勝收，讓人心情無

比舒暢。路上還看到花農栽種的各種爭奇鬥艷的美

麗山茶花盆景，品種之多、之奇特，無不讓大家大

開眼界、嘖嘖稱奇，尤其花名情人節的山茶花，開

出嬌豔欲滴的漂亮花朵，更讓大家爭著買回家栽種

觀賞。

健走在鄉間路上巧遇動人故事，一群小朋友為

自己的心願走路募款，發起一個擁抱，十塊錢，小

朋友的精神和毅力，感動人心，希望基金會紀政董

事長熱情擁抱小朋友和小朋友合影留念，並且捐錢

為小朋友加油打氣。最後大家健走來到石馬公園，

這裡的河津櫻剛好盛開，形成一片迷人的花海，大

家搶著跟美麗的河津櫻合影留念，人與櫻花相映

紅，當然人比花更嬌。河津櫻是921地震之後，日

本贈予當時地震災區鹿谷鄉的友誼櫻花，藉以撫慰

災民傷痛的心，如今河津櫻已經茂盛成林，景色迷

人。

晚上，希望基金會特別為一月和二月的壽星慶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➊ 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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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準備蛋糕和禮物，大家一起為壽星們唱生日快

樂歌，壽星切蛋糕與大家分享慶生的喜悅。另外，

當晚還特別安排二水彈唱來與大家一起歌唱同樂，

大家都玩得非常盡興，也度過了一個歡樂的夜晚。

第二天下鄉健走來到八通關古道，張理事長

說，這古道是清同治十三年，總兵吳光亮為開發山

地，開鑿由鹿谷到花蓮玉里的古道；竣工後，特在

起點的巨石上題「萬年亨衢」四字，意喻此路得以

永久暢通順行，後人多以「八通關古道」稱此越嶺

道路。因古道不通無法行走，最後大家在題有「萬

年亨衢」四字的巨石前合影留念。

最後，張理事長帶領大家來到麒麟潭，麒麟潭

原名為大水窟，位於凍頂和麒麟兩座山之間，為一

處人工湖泊，因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下鄉訪視此地，

覺得此地環境優美，狀似麒麟，因此取名麒麟潭，

麒麟潭設有環湖步道，可以很愜意的漫步湖畔，欣

賞麒麟潭的迷人景致，潭水景色相當幽美。張理事

長給大家一小時環湖步行，結果大家只花半小時就

走完一圈，被嚇到的張理事長，直呼大家都是勇

腳，非常佩服！所以要成為勇腳，就要常常參加基

金會下鄉健走活動就對啦！

由衷地感謝希望基金會的純湘和佩琪兩位小

姐，有妳們真好！精心規劃這麼有意義的南投鹿谷

下鄉健走之旅。讓大家暫時遠離城市的喧囂，放下

沉重的都市生活束縛，來一趟下鄉健走，整個人都

輕鬆自在起來。在這裡，有你想要的鄉村寧靜；在

這裡，有你要呼吸的大自然芬多精；在這裡，有你

看不盡的山川美景；在這裡，有你想要觀賞的美麗

花草，這就是下鄉健走的魅力，也是讓都市人洗滌

心靈的好地方，好一趟難忘的心靈饗宴。

11

➌ ➎

➍ ➏

➍精力充沛的勇腳們。

➎驚喜的慶生會。

➏我的名字叫情人節。

➊石馬公園─人與花爭豔。

➋「萬年亨衢」巨石前合影。

➌紀姐熱情的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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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今年的榮譽會員走春，來到了金山獅頭山公

園，昨日氣象報告還是偶有小雨，大家都帶著雨

具，準時到達集合地點金山兄弟食堂，在紀姐簡單

致詞，大家互相恭喜，簡文仁老師帶領作操後，懷

著愉快的心情出發，似乎每次會員走春，有紀姐帶

領，都會天公作美，果然這次走春，沒有下雨、沒

有太陽，吹著微微的春風，真是心怡氣爽，健走起

來，格外輕鬆愉快。

金山的獅頭山位於突出海岸的金山岬上，原來這

是軍事基地，由海防及警備部隊駐守，在管制期間，

一般民眾是無法進入的，隨著時代變遷，臺灣陸續

的推動觀光，這個神秘的軍事基地終於得以開放，

原來的金山中正公園，也改為現在的北海岸獅頭山

公園，由於以往未遭到人為的汙染和破壞，這個公

園保有原始自然的風貌，寧靜清幽，風景秀美，早

已成為金山最讓人喜愛的休閒勝地。

由公園的人行步道，很寫意地漫步其間，聽著

美妙的風聲，踏著輕快的步伐，不知不覺就到了金

山岬的最北端，在高處俯瞰海景。你是澎湃奔騰的

臺灣海峽，望著巧奪天工的奇石海岸，頓然有種洗

盡塵埃的安寧，站在高處，視野遼闊，今天由於海

面上霧氣頗重，野柳半島，磺港漁港，和中角山隱

約可見，更增添了一份矇矓之美，不過極負盛名的燭

臺雙嶼，倒是清晰可見，每次到此，都能感受到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天地萬物真是神奇無比，嘆為觀止。

由於時間很寬裕，大多數人都從容地循階梯走

下海岸，從不同的角度，欣賞這片美麗無比的海

景，再輕鬆地走回山頂，循步道來到磺港漁港。

文│

劉
小
蘋 驚喜無限 感動無限 

2015會員走春

金山榮譽會員走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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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北磺溪出口的磺港漁港，現已規劃為漁港

公園，漫步經過這個小小的漁港，居民商店甚少，

沒有車水馬龍的喧鬧，只有純樸清幽的氣象，惟有

在此的漁民，才能享有這種得天獨厚的環境。

步出漁港，不知不覺就回到早上的集合地點兄

弟食堂，享受一頓豐富味美的午餐，菜色多到吃不

玩，無論帝王蟹、鰻魚飯、新鮮的魚蝦、爽口的雞

湯，每一道都讓人驚豔，填飽肚子，還可領取一袋

豐富的禮品，懷著愉悅的心情，完成了2015年第一

次的會員活動，這次走春，真是驚喜無限，感動無

限，令人回味無窮。

本文作者劉小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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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之間就是這麼奇妙的結合，簡單就是幸

福！因元旦健走幫團體報名而認識了希望基金會，

在二月接到一份下鄉健走E-Mail，心動的我便邀了

好友玉燕一同報名參加，只知道是花蓮原鄉部落之

旅。3/7一大早我們5:25到達臺北火車站不認識任

何人，沒多久甜美的純湘出現在我們面前，陸陸續

續基金會的夥伴出現，第一次與紀姐這麼近距離接

觸，她是如此親切又溫柔完全看不出來已經72歲

了，一路上益瑋及純湘熱情的招呼也為我們解說此

次的行程。

一踏上東部海岸的土地迎接我們的Lafay解說阿

美族文化及地理位置，開始展開驚喜的港口部落之

旅，原來在我們身邊就有隨手可得的食物，中午吃

著鎮妹種的有機生菜沙拉、野菜湯、紅糯米飯、鹹

豬肉、鹽烤魚，每一口都安心及健康，吃飽了想睡

文│

侯
宣
伶
、
陳
玉
燕

純淨部落的心靈饗宴
花蓮港口部落下鄉健走

14

下鄉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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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當然不行！走到菜園去採有機的曙光番茄，還

要幫小苗固定在網架上，再到海邊去尋寶撿晚上燒

洗澡水用的木頭。黃昏了準備吃晚餐，嘿嘿…再走

一段路去石梯坪吃原住民風味餐；吃飽回到港口部

落營火已經升起在迎接我們，一連串的歌曲及巫師

樂舞表演深受感動及震撼，最後所有人圍成一圈載

歌載舞歡笑不斷直到夜深；睡覺又是新體驗，四十

個成員分散在四個藝術家的背包客民宿；寧靜的夜

晚伴隨著海浪聲及蟲鳴陪我們入睡。

3/8清新的空氣；溫暖的陽光呼喚我們起床，

梳洗之後發現長虹橋就在旁邊不遠處，趕緊去看看

秀姑巒溪的出海口也就是當初阿美族祖先登陸的

地方。回到部落，手工饅頭夾上紅蘿蔔絲、大黃瓜

絲、炒蛋配上甜菜根精力湯及無糖豆漿，又是一餐

健康又無負擔的早餐，吃飽了開始不一樣的健走行

程；隨著海邊的礁石起起落落宛如爬山還好我們有

爬山的底子，但盡收眼底的是一望無際的大海及拍

打在礁石上的浪花，還有潮間帶無數的海藻生物，

美不勝收。難怪Lafay說高山是倉庫，大海是天然的

冰箱，中午來一餐野外的環保歐式自助餐~用樹葉

當盤子裝上鎮妹用愛烹煮出來的美食，一掃而光。

最後的行程~項鍊工作室，下午茶時間喝咖啡

不聊是非，看著大自然美景，吹著舒服的海風，真

的捨不得說再見。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給這群為

這片土地努力的朋友們深深的擁抱，兩天的活動讓

我們更珍惜所擁有的一切，感謝上天所賜予我們陽

光、空氣、水、風、土地，感謝這份緣讓我們認識

紀姐及這群熱愛生命的大哥大姊們，真的是值得回

味的深度之旅。

玉燕說一般的旅遊兩天肚子的肥油會跑出來，

這趟行程不但沒肥油，褲子還鬆鬆的，讚！

她把心愛的鞋穿出來，這次攀岩走壁脫膠了，

用橡皮筋束起來，回去要買新鞋，值得！

人家說傻猴背石頭，我們不但背石頭還扛木

頭，傻的可愛！期待下次的活動，不要忘了我們兩

個陽光女孩喔！

15

➍ ➎ ➏

➌

➊完成困難臨海步道，大家都笑開懷。

➋番茄現採尚青。

➌我們是陽光男女孩。

➍這些草我都知道！

➎➏玉燕及宣伶正在幫小苗固定在網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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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
繼
康 夢幻中的心海

花蓮港口部落下鄉健走

16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飛越汪洋

翻越叢叢原始山巒

為求一憩息小港

在風的呢喃中

讓一小小歷經滄桑的木筏停駐

旅人來了

背負著重重的行囊

在蒼翠的大山下

驚異地發現了那片遼人的蔚藍

那是旅人夢幻中的心海

海濤伴隨着心之悸動

沖走了背負的重囊

一如秀姑巒溪沖下的浮木

輕輕 在純淨的沙灘上  白貝旁

印上一個個心跡不帶一絲城市的喧囂

心海是我夢幻的小港

生命中停駐的風塘

短暫的驚艷  擁抱

卻仍然 需無奈地離去

只因你我 皆是生命的過客

旅人眸中遂燃起了濛濛夕暉

像巫師般 哼起

那恆古不知名的祝歌 

在夢幻中的心海旁 離去的足跡

印下的是我由衷再來的希冀

你不曾來過 如果你未發現我

夢幻中的心海  如是着

──桑繼康 筆於石梯坪3/8/2015

 

碧海白珠照古道

珊瑚礁岩天然成

牽手過石猶難攀

都市人兒步步驚

  ──孫清相題 2015-03-10

➊

➋ ➌ ➍

➊當我們同在海祭場。➋我們不是刻意爬上去，是它在路中間。

➌這是我們環保午餐。➍Lafay認真解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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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來到東海岸，烏雲堆滿天。這一

天，我走入原住民的世界裡。

若不是已經知道這一次下鄉健走是到原住

民部落，不然會以為港口部落只是座落於石梯

坪海邊的一個漢人村莊。在這裡看不到原住民傳

統房舍或紋飾。但兩天下來與部落原住民相處，

感受到即使部落外在環境已沒有原住民氣息，但

他們內心有著濃濃原住民味。我戲稱港口部落：

「沒有原住民的殼；卻有原住民的魂。」

以前總是聽到：大海是原住民的冰箱、山

林是原住民的倉庫。認為他們想吃魚海裡抓就

有；想吃肉山裡打獵就有。但其實他們的認知

是要與自然、大地共存，只取自己所需，不過

度捕伐；而不是冰箱、倉庫裡的食物取之不

盡，用之不竭。不僅是吃，生病時也是，部落

巫師透過吟唱，吟唱出病者與自然連結，藉由

人與天的感受，用自然之力讓病痛遠離。「與

自然共生共存」就是原住民最根本價值觀，生

命的一切都由此而來。

3月8日，離開部落回到了下雨的都市，我

心一片蔚藍。

文│

郭
益
瑋

蔚藍東海岸

花蓮港口部落下鄉健走

17

➊部落耆老正獻花給壽星。

➋午餐雖然環保卻很豐盛。

下鄉健走

X
移動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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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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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陳
信
吉

翁婿健走趣

我結婚一年八個月，與丈人相處和樂，友人

問我與丈人相處和樂的原因是什麼，我回答是

「健走趣」，朋友訝異翁婿間不都是藉由抽菸及

小飲來搏感情嗎？當然不是，我和丈人皆無有礙

身心健康的嗜好，我們喜歡健走、騎腳踏車和爬

山。

我會開始健走是源於參加LA NEW、IVV活動

後，認識了希望基金會，開始遵循紀政的步伐參

加各場次的健走活動。紀政推「每日一萬步，健

康有保固」，我從加入年度會員開始，參加多年

的元旦健走及多次的10公里健走，決定申請加

入榮譽會員，與老婆剛認識時，老婆並不是一個

熱愛健走的人，在交往期間，提到彼此的興趣，

她聽著我侃侃而談為何參加健走、健走有什麼好

處，覺得很新鮮有趣，邀約之下，老婆參加了第

一次的健走活動〈917，就一起健走去〉，深感

健走的好處及意義，在一次次的健走活動中，我

們相知相惜，最後決定牽手過一生，希望基金會

辦的健走活動為我倆搭了鵲橋。

初次與丈人、丈母娘見面，聊的也是健走的

興趣，剛好丈人也熱愛運動，慢慢地我開始邀約

丈人跟我一起參加健走活動，藉由活動的參與獲

得健康，也讓丈人放心把他的掌上明珠嫁給我，

丈人也走出興趣，成為希望基金會榮譽會員，我

們一起關心各式健走活動訊息，一起到戶外健

走，聊不完的健走話題，讓我們翁婿的感情愈來

愈好。健走的好處說不完，人要活就要動，走路

也是一門學問，良好的健走姿勢及步數，比做其

他的運動更有效，古人常云:你今天吃飽沒？然

而，現今要問，你日行萬步沒？我們翁婿已連續

參加三年的會員走春活動，愈走兩人愈像父子，

希望能一直持續下去「翁婿健走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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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出發囉！ 本文作者陳信吉(右)與丈人陳啓山(左)。 健走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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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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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健康的活菩薩

2012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

這一年，我的人生，從灰色變彩色；我的健

康，從紅色變藍色；我的視野，從狹窄變寬廣；

而我個人更從宅女變成勤快的健走實踐者。

這一切都要感謝我的貴人──紀政。

與紀姐相識超過半甲子，但相聚的機會屈指

可數。2012年紀姐一通貼心的問候電話，一頓溫

馨的餐敘，徹底改變我的人生。

久別重逢，紀姐忽然問：「素鳳，平常參加

什麼活動？」我：「身體不好，不太出門，大都

宅在家裡。」紀姐：「身體不好，更要多多出來

活動。」

接著紀姐開始眉飛色舞地分享健走運動的種種

好處，並鼓勵我以健走保持身體健康。當天我馬上

加入希望基金會百萬聚樂步榮譽會員，紀姐並推薦

我加入純湘的清晨健走，練習走路，培養體力。

從此，從不運動的我，鼓起勇氣加入純湘

的健走行列。每天早上五點半快走40分鐘，接著

做防癌健康操及拉筋30分鐘，風雨無阻，天天執

「行」。隨著時間的流逝，季節的更替，我的體

能變好，精神也變好了。長期深受各種慢性病之

苦的我，常常需要到醫院報到拿藥，定期檢查。

九月份最新的身體檢查報告出爐，以前是紅字的

部分都變成藍字，連多年來為我看診的臺大心血

管醫師何奕綸都豎起大拇指恭喜我。何醫師說：

「我看診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誇獎過病人，妳是

第一個被我誇獎的。」

這一年，除了每天清晨健走，我也積極參加

下鄉健走及國際健走。七月那一場白河下鄉健走

令我永生難忘，那天正好是我滿65歲生日，紀姐

與白河鄉親特別準備驚喜蛋糕在涼亭為我慶生，

被四、五十個人圍繞著唱著生日歌，我感動地哭

了。而五月份的大連國際健走，是第一次跟隨紀

姐腳步出國健走，行銷臺灣。第一次挑戰國際健

走，第一次走20公里，還連續走兩天，當時遠遠

落後，舉步維艱，最後咬緊牙根完成挑戰的感覺

真的太棒了！緊接著十月德國國際健走及十一月

臺灣國際健走，我已經可以領先很多人。這輩子

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擁有國際健走護照，如今我

的國際健走護照已經蓋了大連、德國、臺灣、挪

威、西班牙…等各國的認證章了。

最後，我要說認識紀姐是我這一生最大的福

報。經過這幾年的訓練與挑戰，我的健康與自信

大有進步，感謝紀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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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自然好氣色的秘訣─健走。容光煥發，神采飛揚。 充滿自信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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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是中心基地，英國是中繼站
ROSE的IML國際健走挑戰

今年五月基金會將帶領大家前往英國及瑞士挑

戰國際健走，這一趟健走之旅可以說是由當地的國

際健走友人為我們規劃的，所以行程特別豐富道

地。來自英國的Bill，去年帶領英國健走隊11位成

員，來到臺灣參加國際健走，受到我們溫馨熱情的

接待，留下深刻印象。年初聽說臺灣將組隊到英國

及瑞士參加國際健走，身為地主國的Bill馬上自告奮

勇義務為我們設計行程、訂旅店，並提供務實的建

議，且殷殷期盼我們的到來。這就是國際健走者可

愛之處！

我對於英國及瑞士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2011

年五月當我請假半年隻身前往歐洲挑戰IML國際健

走時，第一個收留我的朋友就住在瑞士日內瓦，

Cedric一家六口敞開大門，展開雙臂，歡迎我以他

們家為中心基地，再依時間及行程，呈放射線狀至

歐洲各國挑戰國際健走，停留期間我被視為家裡的

一份子，他們甚至將我的挑戰行程排入家庭行事

曆，以便接送我往返機場，完成每一個健走挑戰。

七月底，當我深受歐盟申根免簽限制之苦，無

法在申根國家久留時，貴人一個接著一個出現，

彼此接力、輾轉將我介紹給住在英國的國際走者

Chris，在了解我的困境及挑戰計劃，Chris和太太

Ann商量後，馬上發了mail給我，歡迎我入住他們

在約克的家，以英國為中繼站，進出歐洲申根國家

挑戰健走，長達一個月，在挑戰國際健走之餘，得

以享受英倫鄉村美景及英式家庭生活。

2011年ROSE的18個國家國際健走挑戰之旅能

順利圓滿，全要感謝這些國際健走好朋友，直接或

間接的幫忙與協助，他們總是親切熱誠、溫暖又無

私，一路上為我的挑戰之旅加油、加溫，再多的謝

謝也無法表達我內心深處的感恩與感謝！我只能把

健走好朋友帶給我的溫暖，轉送給其他需要我幫忙

的健走好朋友，以報答他們的襄助之恩。

五月，我們即將前往英國及瑞士挑戰國際健

走，也將與久違的國際健走好朋友再相會，心中充

滿掩不住的喜悅。親愛的臺灣健走朋友們歡迎加入

英瑞國際健走，讓我有機會將這些國際健走好朋友

介紹給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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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地邀請您
參加英國&瑞士
國際健走深度之旅
活動：2015英國威靈堡&瑞士伯恩國際健走

時間：5/7~5/20 (14天)

地點：倫敦、劍橋、牛津…

      日內瓦、阿爾卑斯山少女峰、盧森、蘇黎士…

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報名表及行程表，請來電洽詢。

報名電話：02-7708-8108  傳真：02-7708-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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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凝膠辦公椅

顧腰護脊  

12㊠㆟因工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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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最新凝膠 科睡眠 技 減壓床墊

百萬㆟點閱!

全面分散壓力，舒緩骨骼、關節壓迫，促進血液循環。

腰痠背痛.睡眠障礙者福音

專利立體菱格紋結構

美國
發明專利

革命性枕頭設計.㈰本發明專利

健康 新生活
24小時坐臥立行 減壓

旅行無接縫凝膠安定枕II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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