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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七年 

 
 

2006 年 4 月 23 日，步道運動因著對台灣美好家園日漸遭受破壞的不捨，在小野、

徐仁修、黃武雄等人的號召下，踏出環島綠道串連與環境守護的第一步。 

 

或許因為願景這樣美麗，而邁進的路途中，各地人事物給予的回報如此豐盛， 

步道運動七年來，我們不斷前行，越挫越勇，用有限的經費發揮最大的效益與影

響。 
 

不僅完成環島路網串聯、逐步建置千里步道示範區，陪伴路網上十餘個農漁村進

行深度遊程規劃、促進在地經濟發展，積極與各盟友團體培訓步道志工，就近守

護山林郊野、文化資產、發展在地特色，並將所有累積路網圖資，公開共享，同

時透過專書出版，擴大步道運動的影響力…… 

 

七年來，經由網站/電子報/智庫沙龍/單車或步行活動/講座/工作假期…，參與步

道運動的團體/個人/企業/學校、國內外各領域，或深或淺不盡其數；千里七年，

一路走來，特別要感謝七年來和千里步道一起默默為台灣環境守護盡一份心力的

朋友們，若不是因為有你們的參與和支持，光是憑著我們的努力、執拗和樂觀，

不足以成就這樣的美事，謝謝大家的陪伴、支持和鼓勵。 
 

值此七年回顧與前瞻之際，謹整理 2012 成果與 2013 展望，並邀請大家繼續給予

建議和指正，並和我們一起在守/手護台灣環境和在地特色/文化的路上，繼續攜

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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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工作報告 

千里步道示範區 

 

第一條--宜蘭縣冬山鄉太和八寶示範道。 
 

位於八寶圳旁，太和-八寶兩村之間的 1.3 公里。於現有農路，經路幅縮減、夜間

照明時間控制、去除除草劑之使用、沿途在地樹種之植樹與生態綠化工法等方式，

並與沿途居民進行近兩年的溝通協調，已於 2012 年 12 月 15 日由宜蘭縣長林聰

賢縣長主持正式啟用。 
 

未來，將於冬山河沿線或宜蘭縣其他合適地區，與宜蘭縣政府、宜蘭/羅東社區

大學、在地社區/團體，繼續推動千里步道宜蘭示範區。 

 

第二條--台南市山海圳綠道。 

 

位於台南市台江國家公園與烏山頭水庫間，沿著嘉南大圳與沿線各生活圈所串連

成的 45 公里僅供單車與步行使用的綠道，沿途並將結合在地社區進行一村一林

徑的種樹植樹公民參與和社區守護行動。2012 年 11 月 24-25 日由台南市政府水

利局、高公局、台南社大台江分校、千里步道共同合作，於國道八號下方置洪池

區預定地進行手作步道工作假期，吸引在地與外縣市共 300 多人次參與。 

 

第三條--雲林虎尾埒活散步道與虎尾鐵支綠道。 

 

位於雲林縣虎尾鎮。乃一結合農村生活與百年糖業與文化資產的綠道營造。透過

台灣農業博覽會的資源連結與全國能見度，希望透過埒活小旅行和虎尾糖廠作為

一產業博物館，連結周邊社區與在地農產特色，營造低碳、友善、在地的綠色生

活環境，包括寧靜巷道、自行車專用道、散步道、鐵支道等道路空間重新分配規

劃，以及社區的培力、民眾的參與等具體作為，營造富涵農村與產業文化特色的

幸福農村。 

 

預計 2013 年度全面展開第三條示範道的推動和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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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手」護 

 

2012 成果 

  

「手作步道」概念引進台灣，肇始於千里步道副執行長徐銘謙 2007 年時，自美

國阿帕拉契山徑協會學習步道志工制度並於台灣扎根發展，數年來持續在各地以

公、私協力模式：推廣講座、舉辦工作假期、推動志工制度化、輔導社區結合生

態旅遊等多元形式發展，號召公民參與以人力、簡單工具、團隊合作、就地取材、

融合自然的工法，取代機械化的發包工程，修建維護自然步道，2012 年 9 月更發

起「雙北市郊山步道鋪面普查」行動，具體實踐環境守護的理念。 

  

2012 年，千里步道持續結合專業者，與公私部門經過充分溝通合作導入手作步道，

總計整年度實際參與的步道志工至少 710 人次、共投入超過 6,500 小時的服務時

數，步道施作的場域、日期與具體實績包括： 

 

1. 台北市福州山櫻花步道：2 月 17-19 日、3 月 17-19 日，千里步道與荒野保護

協會、自然步道協會等共同合作，由社區居民、志工鋪設自然鋪面改善步道

排水解決泥濘溼滑問題，成功阻止不當工程侵害，更促使三團體發起「水泥

石階『再』見．還我友善步道」的郊山守護行動。 

2. 旭海阿朗壹古道：1 月 17-19 日、3/17-18 日；猴硐後凹古道：7 月 7-8 日、

10 月 6-7 日；平溪東勢格越嶺道：11 月 17-18 日。自 2011 年起，千里步道

積極與步道週邊夥伴合作，進行社區培力，將在地特色文化與生態旅遊融入

步道志工活動，希望透過步道工作假期引入志工，兼顧社區綠色旅遊發展與

步道沿線的環境守護。 

3. 太魯閣綠水合流、綠水文山步道：5 月 18-20 日、7 月 20-22 日、8 月 18-20

日三梯次服勤。2010 年，千里步道與太魯閣國家公園合作建立全台第一個步

道志工制度化系統，初階培訓志工每年需回處服勤維護園內步道，未來更期

待以志工之力，以手作古法修復合歡越嶺古道，重現百年風華。 

4. 台大梅峰、翠峰至三角峰步道：1 月 17-18 日、6 月 6-8 日、6 月 26-27 日。

2010 年起，台大園藝系現代農業體驗課程將手作步道納入高冷地園藝寒暑假

實習課程中，同學們反應熱烈。2012 年 6 月首度合作推出工作假期，延續學

生參與成效，對外招募志工協助場區內步道之建置維護。 

5. 金山兩湖荒地生態園區：10 月 13 日。自 2009 年起，千里步道與合家歡協會

以三和國小兩湖分校為基地，從資源調查、探勘選線到施作，透過專業講師

帶領超過 500 人次的投入，營造全台第一條「從無到有」完全由志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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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而成的自然步道；且持續結合企業與跨社群志工的參與，逐步發展深化

環境教育功能。 

6. 「一葉台北：城市創意補充綠」：1 月 10、12-14 日；永和生態園區手作步

道工作假期：11 月 3 日、12 月 15 日。在水泥城市中創造一塊綠地，是都市

人親近自然的想望，利用社區畸零空地透過志工來進行改造，營造出一條手

作自然小徑，週邊環境可以植樹綠化、也可以成為食物森林。 

  

此外，透過手作步道概念講座，將步道志工的理念推及包括民間團體（荒野保護

協會、自然步道協會、扶輪社）、政府部門（台北市公訓處、客委會……）、各

級院校（景文科大、水漣國中、溪山國小..）等，估計超過 600 人次，而電子媒

體、平面雜誌專題訪問，擴大影響與號召力。 

 

與荒野保護協會、自然步道協會合作發起的雙北郊山步道鋪面調查，則針對來自

各協會志工、社區大學學員、一般民眾及大專院校（台灣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

計有近 100 位志工參與培力課程，於 2013 年地球日前夕，總共完成 101 條、達

187 公里的步道鋪面調查，初步了解雙北近郊步道的自然步道比例尚存 35%，另

外超過 6 成步道已人工化甚至水泥化，亟待更多夥伴的關心與守護。 

  

2013 展望 

  

步道志工延續先前推動成果，2013 年將持續與公私部門協力，透過在不同場域、

不同形式的多元發展，結合社區與專業者，以人力手作改變工程思維、減少不必

要的機具與硬體，落實公民長期、常態式參與手作步道的精神。 

  

在太魯閣，今年預計辦理進階培訓課程與服勤實習，以養成種子領隊，使步道志

工制度化更加完備。持續接受其他公私部門專案委託，引入專業者與志工、社區

培力，結合環境教育、生態旅遊特色，以步道工作假期發展示範性手作步道。 

  

繼 2012 年發起雙北市「郊山步道鋪面普查」行動，2013 年更推出系統性「步道

學」培力課程，期待透過更全面性的專業主題課程訓練，更深入檢視郊山環境問

題，扎根里山步道守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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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旅行 

 

延續千里步道守護土地的核心價值，進一步推動環島步道路網的串聯與活化，沿

著河川、圳路、廢鐵道、農路、古道…，臨山近海，伸入平原，進入各鄉鎮、農

漁村、社區與偏遠部落，形成綿密的步道網絡。「到農漁村住一晚─公益小旅行」

是一種結合生態旅遊、農/漁事體驗，兼顧環境守護與小民經濟的「善的循環」。

透過以下原則： 
 

1. 善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降低在地社區的環境負擔。 

2. 充分了解在地風俗，以開放包容的心認識文化之美。 

3. 以低碳減廢、食物零里程的原則安排規劃旅遊。 

 

進而結合在地議題、生態文史及社區特色產業，推出兩天以上、定點深度旅遊搭

配工作假期的方式，體驗農、漁村勞動及在地生活，發展出真正融入生活內涵與

社區文化的生態深度旅遊。 
 

一方面結合環島路網美麗風光保留區的推動，促成路網周邊農漁村的永續發展；

也希望能夠提供在選擇不一樣旅遊型態的同時，有機會親臨農漁村、深入在地，

親身體驗不同的生命況味，是旅行，也是公益！期以建立低環境乘載、綠色永續

的循環。 

  

2012 年千里步道與各地社區合作推動低碳旅行包括： 

 

1. La New 屏東縣阿朗壹公益健走小旅行／共計十一梯 

結合屏東牡丹鄉、滿洲鄉及台東縣達仁鄉的四個社區，包括東源、旭海、港仔、

安朔等，推出 11 梯次三天兩夜古道健行活動，深入社區在地環境議題、古道探

索與保存、地方自然生態維護、原民部落生活體驗等互動與分享。 
 

2. 新北市猴硐、三貂嶺小旅行／共計二梯 

結合新北猴硐、三貂嶺之光復里、猴硐里、弓橋里、碩仁里四個社區，推出二梯

次單日古道健行與礦業文化導覽體驗活動，深入社區人文歷史，礦業文化、河川

地質生態等交流。 
 

3. 新北市金山區八煙聚落小旅行／共計二梯 

結合八煙聚落與地方社群夥伴等，推出兩梯次單日農村導覽體驗活動，深入社區

水梯田復育、聚落歷史文化、硫磺湧泉地質探索等互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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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活動除了創造在地經濟、為社區聚落導入永續發展的資源，過程中更促進在

地社區與地方社群之網絡串聯，延續守護大地的核心理念與具體推動成果，2013

年將持續推廣農漁村公益小旅行，延續路網的活絡與周邊農漁村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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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沙龍 

  

智庫沙龍討論會及不定期於各縣市鄉鎮舉行的地方討論會，是千里步道運動的大

腦會議，透過議題／專題討論、腦力激盪，資源分享、等公開交流形式來進行，

自 2006 年啟動迄今，已辦理超過 50 場以上的智庫沙龍與地方討論會，深入地方

探討各地路線規劃、鄉野三害、AONB 美麗風光保留區、環境信託、兩鐵並行、

另類環島、行旅文學、步道守護、光害問題、海岸保護、綠色低碳交通…等環境

公共議題。 
 

2012 年展開河川人文與空間發展形態、環島步道路網系統建置、古道與郊山步道

系統規劃、以及步道清查階段成果分享等相關議題集思廣益與分享交流，期以透

過公民對話與集思，串連出更多具體的公民行動。 

  

2012 年所舉辦的智庫沙龍場次及主題包括： 

1. 4 月 27 日【智庫沙龍-51】戀戀大河」2012 河川日系列之一：淡水河的前世

今生 

2. 8 月 17 日【智庫沙龍-52】戀戀大河 2012 河川日系列之五：城市之河－都市

水岸空間與永續生活 

3. 8 月 31 日【智庫沙龍-53】從法國到台灣－－法國三斯長距離健行與台灣環

島步道路網系統建置 

4. 9 月 5 日【智庫沙龍-54】從都會到郊野－－淡蘭古道與郊山步道系統規劃 

5. 10 月 26 日【智庫沙龍-55】環臺北一週：里山守護的夢想暨步道清查階段成

果分享會 

  

2013 年將延續開放討論的平台機制，持續透過對話與集思，或是針對議題即時發

聲，以促成各式各樣有創意且有趣的公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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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網資訊平台 

 

2012 成果 

 

千里步道環島路網於 2010 年串連完成 3,000 公里山、海、屯等主要幹道及支線，

並與國內電子地圖 UrMap 合作，提供線上查詢路網平台，而千里步道網站

（http://www.tmitrail.org.tw/）經過 2008 年首次改版後，累積 4 年的使用者回饋

及管理經驗，正式於 2012 年著手進行改版，嘗試以更直覺的分類與資訊呈現方

式，結合各縣市路網地圖，有助於使用者查詢、了解路網及相關資訊，奠定路網

資料庫基礎。 

 

此外，近年來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逐漸取代網站成為最主要的資訊流通管道，

改版後的網站也加強與社群網路的連結，而每個月 1 號、15 號出刊的千里步道電

子報，累積訂戶已超過 1 萬 6 千筆，使千里步道路網資訊平台，從資料庫、資訊

索引到訊息傳播，逐步成為公民參與環境運動的平台。 

 

2013 展望 

 

千里步道運動發起秉持由下而上、公共參與的精神，未來將結合開放資料（Open 

data）等專業社群，運用開放資料的平台，包括開放街圖（Open Street Map）、

Local Wiki 等，使千里步道路網資料更易於為人近用，也更有利於千里步道運動

的參與及推廣。 

 

除了路網資訊平台將努力朝向開放資料的目標邁進，也更期待路網資料能發展出

更多元、有趣的應用，例如結合適地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使用

於行動載具（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的千里步道 App，提供徒步旅人更直接

的資訊協助；或環境監測相關的行動工具，使步道志工能即時回報環境議題，亦

能作為環境教育教材。 

 

千里步道，不但是資料開放的平台，更將是開放參與的平台。 

 
 

  

http://www.tmitrai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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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相關 

 

2012 成果 

 

為了推廣 2010年串連完成的千里步道環島路網，在新自然主義出版社的協助下，

相繼於 2011 年及 2012 年企劃出版《千里步道，環島慢行：一生一定要走一段的

土地之旅》、《千里步道 2：到農漁村住一晚 慢速．定點．深入環島路網上的九

個小宇宙》。我們希望透過這兩本書，使讀者對千里步道環島路網產生具體想像，

更希望透過書中千里步道團隊成員深入社區的觀察與感動，提供另一種看待旅行

的角度，讓旅行也是一種公益！而此二書亦分別得到 2012 年中時開卷好書、2012

年金鼎獎藝術生活類入圍，以及 2013 年台北市立圖書館第 63 梯次好書大家讀等

獎項的肯定。 

 

除了千里步道系列叢書的策劃與書寫，自 2010 年便開始推出的「台灣環境守護

地圖」也完成第四版，並於 2013 年元月正式推廣義賣。每一年更新出版的台灣

環境守護地圖，集合台灣各地為環境努力、發聲的公民與社團的力量，盼能透過

地圖讓人們看見行動也看見希望。 

 

2013 展望 

 

步道運動發展益發蓬勃的此刻，我們除了透過網路發聲、行動參與，也將持續策

畫千里步道書系，以完整論述步道運動的相關主張。計畫將於 2013 年付梓的出

版品包括：《千里步道 3 高雄輕旅行》（暫定）、《夢幻步道，就是要走：新

雙北 郊山夢幻步道精選》（暫定），而台灣環境守護地圖也將嘗試跳脫衛星影

像「真實世界」的框架，設定主題挑選適合的底圖，可能是日治時期的古地圖或

是模擬圖，展現全新環境視野。 

 

此外，結合千里步道路網資訊平台計畫，台灣環境守護地圖也將試著電子化、互

動化，形成更為即時的守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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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合作相關 

 

2012 成果 

  

積極開展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有利於千里步道運動理念的推展與宣傳，2012

年與下述企業組織透過品牌形象相符的產品贊助、企業志工參與手作步道、規劃

員工公益小旅行等方式進行合作，創造更大的推廣效益。 

  

1. 台英有限公司（KEEN）：贊助千里步道工作團隊、步道專業講師與助教 KEEN

登山鞋共 20 雙，另贊助 30 雙戶外鞋款作為步道之友捐款禮、於產品型錄刊

登千里步道活動訊息，協助推廣宣傳。 

2. Go Hiking：贊助 100 件排汗 T 恤作為步道之友捐款禮。 

3. 光寶科技：合作引進步道專業講師與助教，規劃與協助帶領員工營造雙溪森

活生態園區內手作步道，未來將成為郊山環境教育場域。 

4. 風潮音樂：協辦 9 月 22 日河川日系列活動-「悠悠河川日 戀戀淡水河」音樂

會，由金曲獎得主以莉‧高露獻聲分享。 

5. La New（轄下那米哥旅行社）：合作規劃阿朗壹古道公益健走活動 11 梯次，

結合週邊四個社區特色遊程，促使社區逐步累積生態旅遊基礎，奠定永續發

展方向。 

6. 3M（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協助規劃 80 名員工進行單日

猴硐小旅行，透過在地達人導覽、社區劇場表演，體驗另類煤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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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媒體報導 

 

平面/雜誌 

  

2012，「凡走過必留下美好—用千里步道守護美麗台灣」，全球中央雜誌，1 月號，

第 37 期，頁 72-75。 

  

20120120，「充分五感 完全農漁村小旅行」，新新聞周刊，第 1298.1299 期，頁

112-117。 

  

2012，「讓步道更人性 讓普羅變 PRO」，北京癌症康復雜誌，春季號。 

  

20120625，「串連千里的手感步道」，商業週刊-alive 優生活，第 1283 期，頁 164-167。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id=1823 
  

2012，「親野趣 福州山步道的自然寫真」，玩樂台灣，6 月號，頁 56-60。 

  

20120719，「千里步道協會 出錢出力串起環台綠道」，食尚玩家特刊旅行台灣 368--

此生必訪好人情 30，頁 20-22。 

  

20121018，「走在尊重自然的路上 越嶺與綠水手作步道」，食尚玩家--台灣最美公

路旅行 發現中橫五色奇景，第 251 期，頁 46。 

  

2012，「友善環境大獎—千里步道協會」，Shopping Design-- BEST100 台灣設計， 12

月號，第 49 期，頁 102。 

  

電子/網路 

  

2012，「千里步道．環島小宇宙(1)-(8)系列」，上下游新聞市集，1 月-8 月。 

  

千里步道環島慢行開卷好書 BV 

http://blog.chinatimes.com/openbook/archive/2012/01/06/1149446.html 
  

20120213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阿朗壹的困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TJoPZ7wsI8 
  

20120326-我們的島-人與自然這條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GUgpw8GgV0 
  

20120326-公視晚間新聞-雙手打造步道 捨棄水泥保自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C2wtcnkidM&feature=g-all-u&context=G2a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id=1823
http://blog.chinatimes.com/openbook/archive/2012/01/06/1149446.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TJoPZ7wsI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GUgpw8GgV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C2wtcnkidM&feature=g-all-u&context=G2a682e6FAAAAAAAAR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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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e6FAAAAAAAARAA 
  

20120401 TVBS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 一起上山手作步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4m3Ah5m0C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cA_DEmay_8 
  

20121104 輔大生命力新聞--「手」護土地 打造自己的千里步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UTe22Rz_k 
  

20121124 台南大代誌-- 全國第一條手作步道 台南山海圳綠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puj6zMK8kk 
  

20121125 台南山海圳綠道，手作步道志工大會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RKsY7GNRJI 
 
 
 
 
 
 
 
 
 
 
 
 
 
 
 

2012 議題參與 

政府機關委員會--環保署空污基金委員會、營建署國家公園委員會 

環境守護--雙北步道鋪面調查、蘇花改監督、反核與百萬大軍節電運動、反美牛

與食品安全 

跨界結盟--優質校外教學推動聯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4m3Ah5m0C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cA_DEmay_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UTe22Rz_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puj6zMK8k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RKsY7GNR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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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之友與步道之家 

 

要啟動一個規模龐大的社會運動，需要相當的資源，包括財力與物力的支持。一

條環島的千里步道：一條只供徒步行走與單車騎乘的步道路網，串連起綿密的美

麗路徑。這個夢想，透過社會大眾七年來的參與、協力，眾志成城，串連出千里

步道 3 千公里的環島路網。為了讓步道運動的各項核心價值能夠持續深耕、串連

出更綿密的區域網路；也讓更多人可以自由、從容的行走其上；在地夥伴能夠與

來自各地友善的慢速行旅者互動交流；從 2012 年 1 月開始，千里步道特別邀請

支持步道運動的朋友、社區、商家，共同加入｢步道之友｣、｢步道之家｣的行列。 

 

步道之友部分：只要捐款一千元以上，即可申請成為｢步道之友｣，擁有步道之友

卡，於全台各地的｢步道之家｣想特別之優惠與回饋，另可獲贈協會眾多出版品以

及參與活動的優惠。 

 

步道之家部分：認同協會減碳減廢、在地食物零里程、有機無毒、慢速樂活…等

理念，願意接待各地旅人，更認識您的好所在者，都可以申請成為｢步道之家｣。 

 

截至 2012 年 12 月為止，我們總共募集到 111 位步道之友，以及 7 家友善商店參

與步道之家的行列。 

 

未來我們將持續透過電子報推廣募集，並加強網站中架設｢步道之家專區｣，讓夥

伴方便利用甚至更新資料，同時結合環島路網提供使用者易於參與步道之家。

2013 年我們將努力達到以下幾個目標： 

 

1. 短程（平台建置與資源拓展）： 

甲、透過電子報宣傳，目標步道之家數量能到達 100。 

乙、配合環島路網資料庫建立加上步道之家地標，建立千里步道｢步道之家

專區｣ 

2. 中程（互動平台建立）： 

甲、發想步道之友記錄自己的方式。例如：步道之友的｢千里護照｣。 

乙、提供管道讓步道之友上傳旅行故事並分享於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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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步道 2012 年收支報告 

2012 年收入比例分配 

 

 
 
 

2012 年支出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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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新年度階段性工作目標：邁向步道守護的制度化 

推動國家步道與國家綠帶願景工程 

 

回顧過去七年，大致可以 2010 年為分界。 

 

2006 到 2010 年的四年間，千里步道運動的重心在串聯、找路，社區拜訪、路線

踏查、隨之而來的試走活動乃至探查先鋒隊，在都市推動綠色交通、單車生活化

等；2010 年環島路網主幹線完成後，發展出「步道守護」與「路網活化」兩大主

軸，前者包括與地方政府、社區、專業者推動「示範道」，以「手作步道」的替

代創新實作和政府、社區、開發主義溝通，進而結合企業推出「步道變綠道」，

與社區合作生態旅遊、工作假期和促進小民經濟的「小旅行」，使千里步道路網

讓更多人知道、參與、使用與接近。 

 

進入 2013 年，延續串聯找路的運動路線，以修正主幹線與細緻化區域路網；同

時繼續深化步道守護的運動路線，與步道沿線的文化資產、環境議題、景觀保存、

里山守護等理念結合。千里步道運動的夢想正一點一滴的成型、定影、被看見，

同時也更需要從結構面、制度面與法規政策面進行努力，以保存運動的成果、進

而形成新的價值風潮與生活典範。 

 

過去千里步道立法小組曾成功修正「公路法」第 81 條，賦予人與單車合理的路

權；東華大學蔡建福教授曾帶領學生研議綠道法案並以綠道裝置藝術激發人本交

通的想像，近年來我們看到北台灣自行車道已經建置連結完成、專供行人與單車

通行的陸橋或附掛人行空間的道路橋樑越來越多、宜蘭縣政府已經宣佈非農業區

禁用除草劑、公路總局洛韶工務段開始以乾砌石取代水泥紐澤西護欄、環保署開

始關注光害問題、林務局與太魯閣國家公園開始引入制度化的步道志工……，政

策與制度的改變正在發生。 

 

改變需要更多、更系統、更全面，2013 年起，我們準備將心力更多地投入政策形

成與法案推動，參考美國長步道的國家步道系統法案、英國鄉村景觀美麗風光保

留區法案、日本保存文化資產與生活方式的歷史街道、荷蘭的自行車系統與國家

綠帶工程，提出新階段的總體目標：「國家步道與國家綠帶願景工程」，藉此將以

人為本的步道系統與以生態為中心的綠帶廊道交集起來，導入公民和社區參與機

制、發展完整的指標與導覽系統，使步道不再是造成棲地切割與開發主義的概念，

而是線型自然人文保護空間的保育與重建，更是人與自然關係的全面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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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千立方募款計畫 

 

為了步道運動能夠持續注入新的活力與能量，千里步道七週年我們將展開一個全

新的嘗試，「千立方」募款計畫。什麼是千立方呢？千立方就是： 

 

千人 x 千元 x 千里 
 

我們希望號召千人，每月捐款千元支持千里步道運動！而這項募款計畫將用於

支持千里步道推動【國家步道與國家綠帶願景工程】，這個龐大的工程我們將透

過下列幾個面向來完成： 

 

志工培力 

美國阿帕拉契山徑協會有句名言：「步道的靈魂就是志工」，千里步道運動發起至

今，得到各地志工的參與而得以腳步堅定地穩健前行。在 2012 年發起「天然步

道零損失，水泥步道零成長」之後，我們更展開一系列的里山守護行動，【步道

學】將是一場全新的試驗，也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參與。 

 

社區認養 

千里步道環島路網三千公里路，串連起全國各個角落的美麗風光與部落社區，而

這些美好珍珠需要透過人們的雙手親自守護。2011 年所推動的「一村一林徑」便

是基於這個概念，希望號召千里步道路網上的社區，共同參與路網步道的監督與

保護。新的階段我們將嘗試與社區合作更多元的可能，不論是種樹、做步道，或

是小旅行，都歡迎社區夥伴與我們攜手前行！ 

 

低碳旅行 

旅行也是一種公益！2011、2012 千里步道陸續推出《千里步道，環島慢行》與《到

農漁村住一晚》兩本專書，除了推廣、介紹環島路網上的點點滴滴，更希望傳達

一種新的生活態度：低碳、節約、慢活。小旅行，低碳的旅遊模式正是這種生活

態度的體現，未來更將結合環境教育的理念，持續社區引進永續發展的資源。 

 

路網推廣 

千里步道究竟在哪裡呢？是我們最常為初認識千里步道的朋友所詢問的。路網的

推廣除了透過刊物出版、舉辦活動，我們更期待能有完整、便利的資訊工具，讓

旅人們能輕易取得路網上的資料，包括社區服務窗口、在地深入的故事，當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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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紙本地圖也是我們持續努力的目標！ 

 

示範綠道 

繼宜蘭太和－八寶示範區、台江山海圳綠道，今年我們將在雲林虎尾和社區、公

所、縣府推動「埒活散步道」示範區。千里步道示範區的推動，目的在提供一種

結合友善環境、環境美學、公民參與、社區培力等各個面向的綠道典範，並試著

經由對話過程，挖掘、改善綠道推動在結構性、制度面的種種困境。 

 

法案遊說 

改變需要更多、更系統、更全面，2013 年起，我們準備全面投入政策形成與法案

推動，參考各國國家步道、國家綠帶發展經驗，希望建置以人為本的步道系統與

以生態為中心的綠帶廊道交集起來，使步道不再是造成棲地切割與開發主義的概

念，而是線型自然人文保護空間的保育與重建，更是人與自然關係的全面和好。 

 
 

以上六大工作面向，正好構築成一個完美的願景立方體！【國家步道與國家綠帶

願景工程】需要你我的參與，邀請各位夥伴，支持千立方募款計畫！ 

 
 
 

* 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即將推出，敬請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