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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4 年開始在「愛你一生一世」的幸福寓言中，卻一路喧囂收結在以「黑」字作為代表的
年終，土地的浮濫徵收 / 良田種房、都市公安的高雄氣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食安連環
爆，而台灣整體社會所呈現的躁鬱，在汽機車掛帥的交通上更為凸顯。所幸，台灣的公民
社會與環境運動，越挫越勇不曾褪熄，並創發出各式多元的在地守護行動。

千里步道運動，在 2014 的湧流中，幸而有來自各領域專業人士、熱心志工，甚至公部門
第一線認真的夥伴們的協力，得以在步道守護、路網活化兩大主軸工作上持續邁進：
2011-2014 為期三年的步道三部曲步道守護計畫，在雙北步道鋪面調查完成和台灣步道日
的倡議聲中，圓滿告一段落，「向山」一書正是個美麗的集結；與環保署、林務局合作研
擬的步道學環境教育課程、手作步道志工專業化制度研擬，也初步有了成果；與大南澳古
道沿線部落，也在多次的小旅行和工作假期的合作下，締結了緊密的關係；六至九月間與
中國 NGO 環境團體的交流與古道走訪，讓我們有機會將公民社會志工參與精神，帶到彼
岸；十一月，來自英國與冰島的專業工作者，更帶來群體技能（People Skills）的國際經驗；
在綠色交通部份，我們也期待選前被納入柯 P 新政的「生活單車，自行車路網」構想，未
來有機會在六都之首的台北市具體落實。

回顧來時路，總是一轉眼；想做的事，永遠比能做到的事，多得太多…所幸，我們並無缺憾，
因為每一個當下，我們都竭盡心力，只希望投入的年歲與青春，能為這塊土地多留下一方
美好。

謹與妳 / 你分享 2014 我們曾並肩同行的足跡；來年，得以共賞山徑旁綻放的美麗花朵。



國際交流 生態旅遊與社區陪伴

2014 年是千里步道加強與國際經驗交流的一年。繼之前赴美國阿帕
拉契山徑、英國保育志工信託（BTCV）、日本 IBO 等組織，去年訪
問紐西蘭保育部與相關民間組織後，2014 年在林務局的支持下，承
辦首屆手作步道國際研討會，我們邀請英國「野地保育工作組織」
WDC 講師來台，協助發展台灣本土手作步道群體技能（People 
Skills）教材，也邀請冰島森林管理局步道志工計畫，在嘉明湖步道
切磋高山凍原地形沖蝕溝工法，此計畫訓練出本土首批手作步道種
子師資，本會亦與英國 WDC 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建立夥伴關
係，同時與冰島建立長期的工法交流與志工合作關係。
 
在亞洲近鄰部分也有所突破，以往中國的 NGO 組織每年都會參訪
千里步道的經驗，也與對岸組織建立交流的網絡，去年在浩然基金
會另立全球化計畫資助下，有機會走訪中國勘查京西古道系統、八
達嶺殘長城、雲南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南絲綢古道系統勘查及寧
海國家登山健身步道系統外，也與當地環境 NGO 進行組織交流，
並協助北京自然之友發展在地步道學，培訓對岸首批步道學種子學
員，持續深入調查守護在地的步道。此外，於 2015 年初千里步道
也受邀參與在韓國濟州島舉辦的第五屆世界步道大會（World Trails 
Conference），與來自 18 國步道組織共同研討世界步道聯盟與亞
洲步道聯盟的發展，藉此我們也有機會讓與會各國認識千里步道。

2010 年千里步道環島路網串連完成，而後便不斷嘗試各種
活化、守護路網的可能方式，其中，強調在地社區與生態環
境共存永續的生態旅遊，令我們有機會和社區建立對話頻道，
進而形成環境守護網絡的盟友。在 2014 年，我們跟隨南澳
泰雅族人的腳步，走訪莎韻的故鄉，認識大南澳地區的山和
海，並透過手作步道工作假期結合生態旅遊的方式，導入公
益旅行的觀念。同時，以蘇花古道、南澳古道等步道系統為
軸心，串連大南澳的東岳、朝陽、金岳、金洋等社區，一步
一步打造社區生態旅遊的合作平台。

在南台灣，除了和阿朗壹古道週邊社區已有 3 年合作經驗的
生態旅遊行程，今年與屏東科技大學社區林業研究室攜手，
協助三地門鄉舊達來部落修復「辭職坡古道」。屏科大社區
林業研究室深耕經營，輔導社區重建、發展生態旅遊，一直
是我們學習與師法的目標。此次在「石頭城」舊達來的合作，
一方面與研究室分享步道工作假期的操作經驗，也想藉此協
助紀錄當地獨特的傳統砌石工法，傳承珍貴的工法技藝。



議題倡議與參與

千里步道是一個串聯合作的公民運動。八年的耕耘一路走來，靠得是
志工的熱情參與和盟友間的無私合作。而步道守護不僅著重於步道本
體應以手作友善環境方式施作，以免於工程開發破壞，同時也強調在
道路空間設計上需符合人本路權、綠色低碳，更關注步道周遭美麗風
光景觀與文化資產之保育、護樹育樹以連結水域藍帶和陸域綠帶的生
態棲地完整性，去除光害 / 除草劑與水泥護欄等鄉野三害對環境生態
的破壞。

因此除了關注與聲援包括反美麗灣、反核、觀音藻礁保護、芝山岩等
天際線景觀、阿朗壹天然海岸守護、台北市光害自治條例、宜蘭農田
保護、桃園埤塘保護等議題外，乃至呼應「里山精神」而發起雙北市
郊山「天然步道零損失、水泥步道零成長」調查與「步道日」活動。
另外，從 2008 年即參與主辦的 NGO 環境會議，2014 年第十一屆開
幕主題演講便是由千里步道負責規劃邀請吳晟老師進行去除水泥之國
土專題演講；由千里步道擔任召集與行政中心、串連十一個全國性組
織所成立的「優質戶外教育推動聯盟」，也在 2014 年順利促成教育部
成立「戶外教育推動會」，並在 6 月 5 日地球日當天由齊柏林導演代言，
進行「戶外教育宣言」啟動記者會，期待透過體制內 / 外環境教育與
戶外教育的跨領域平台建立，讓環境倫理能從小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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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守護與公眾教育

經過多年的累積，加上 2012 年展開的雙北郊山步道鋪面普查行動，2014 年是千里步
道「郊山守護行動三部曲」集大成的一年。歷時將近兩年的郊山步道調查，在這一年完
成並統計出，台北市超過七成的郊山步道已變成水泥硬化步道，而雙北市的天然步道比
例更僅存三成左右。為了滿足人們親近自然的遊憩體驗需求，卻將人工設施無所限制的
向山林延伸，親山反而「侵山」！

於是，我們響應國際間以「Trail Day」鼓勵人們登山健行的理念，與 9 縣市、20 個民
間團體共同發起，將每年 6 月的第一個週六訂為「台灣步道日」，第一屆便以「為步道
做一件事」為號召，作為嘗試扭轉國人近用自然資源觀念與習慣的第一步。在 2014 年
6 月 7 日這一天，全台除了 21 個共同發起團體帶領的 18 條活動路線，更有將近 60 位
夥伴響應台灣步道日理念，準備號召 5 百多位朋友在彰化、馬祖、金門、雲林等縣市，
一同為步道做一件事。

而步道調查的成果，也促成我們與果力文化出版社的合作，邀集 13 位用心走路、用腳
守護土地的步道達人，不僅推薦 18 條夢幻步道的生態、人文之美，更透過步道書寫推
廣無痕山林、友善環境的理念。

此外，為了深化步道志工專業與行動能量而於 2013 年開辦的「步道學」，也在 2014
年綻放美麗的成果。位於景美山的仙跡岩步道，是台北市文山區居民普遍散步、休閒的
去處，但也因龐大的遊憩需求，加上鄰近社區、便於利用等緣故，人工設施、硬化鋪面
嚴重切割景美山的自然環境與生物棲地。經過步道學學員發起，結合文山社區大學扎根
在地十多載的公民參與力量，在景美山仙跡岩步道海巡署支線，展開天然步道守護行動。



志工經營與培力深化

延續 2013 年我們所開展跨科技知識的「步道學」，2014 年繼續結合台灣大學步道行動
社團開設第二屆步道學入門課程，擴大對社會公眾推廣守護山林、友善環境的理念。同時，
也持續著我們對於河川的關懷，培力了一群流域調查志工，透過蒐集北部北勢溪、金瓜寮
溪、中部知高圳的自然生態資源以及實地進行週邊古道踏查的過程，從而發掘出守護一條
河川可能切入的議題，在未來更希望能將關注延伸「從山到海」促成串連藍帶與綠帶的守
護行動。

累積了手作步道多年來的志工參與能量，加上我們投入步道學實務課程的訓練以及太魯閣
步道志工進階培訓的成果，第一批手作步道種子師資在 2014 年進入了實習共學、培養獨
立規劃與判斷課題能力的階段。透過了步道工作假期與手作步道體驗課程，宜蘭大南澳越
嶺、屏東舊達來辭職坡、南投台大梅峰農場、合歡山週邊、新北石碇蕃格越嶺等等遍及不
同地區、不同海拔與特色的步道與古道，都是志工實習實作的場域，期待能逐步的深化種
子師資多元的專業技能。

而其中宜蘭綠博博覽會手作步道與台北景美山仙跡岩步道守護，更是由發起勘查到籌備規
劃乃至於活動帶領，都是由種子師資們組成工作小組討論分工而完成，這是志工投入參與
步道守護行動專業化的一大進展。而為了擴展志工視野、借鏡他山之石， 2014 年我們更
引進了國際的步道志工組織經驗，有來自於英國系統性發展的「群體技能」課程，以及冰
島特殊凍原地形的「工法技能」訓練，與國外師資的交流互動，碰撞激盪出許多火花，對
於本土種子師資的培訓有很深的啟發，將有助於未來手作步道的專業化與制度化發展。

景美山仙跡岩自然步道守護 種子師資凍原工法技能訓練 步道學課程推廣友善環境理念



台大梅峰農場手作
步道實作課程

智庫沙龍系列活動：
從山到海，流域學習

成立由志工組成的景美山
小組及綠博小組

大南澳社區培力及大南澳
越嶺道工作假期

促成台北市政府採納棋盤
式自行車道建置構想

手作步道實務工作坊 連續三年獲得環保署環境
教育圓夢計畫績優團隊

推動優質戶外教育 出版「向山，遇見
最美的山徑」新書

與台灣山岳雜誌進
行系列專欄合作

與英國 WDC 組織
及冰島國家森林管
理局進行國際交流

手作步道國際研討會 獲得新北市環境教育
獎團體組特優

赴中國北京、
雲 南、 寧 波、
上海步道考察

步道學課程推廣 倡議台灣步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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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收入項目分為：

企業合作　　　　　1,522,380 元
專案計畫收入　　　4,856,049 元
捐款收入   　　　　　504,669 元
代收活動收入　　　   509,555 元
其他收入 　　　　　  152,759 元
----------------------------------
總計 　　　　　　   7,545,412 元

2014 年收入統計

2014 年支出統計

2014 年捐款收入持平，感謝各位千里步
道夥伴的持續支持；而今年很高興得到浩
然基金會資助計畫的支持，讓我們得以與
國際作更多的交流，學習到難能可貴的經
驗，以轉化為在地的行動實踐基礎。

感謝所有加入步道之友及參與千例方募款
計畫的夥伴，這是充滿力量的一小步，步
道運動將因各位的加入走得更加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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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
NT$ 4,856,049

企業合作
NT$ 1,522,380

以會計科目區分
人事費　　　　3,014,383 元
行政管理費 　　  760,724 元
活動業務費　    3,470,995 元
其他支出　　　   288,713 元
-------------------------------
總計　　　　　7,534,815 元

以實際工作項目區分
人事費　　　　　　　　　 3,014,383 元
行政管理 　　　　　　　　   760,724 元
生態旅遊與社區陪伴 　　　1,536,337 元
國際交流 　　　　　　　　1,625,278 元
步道守護與環境教育 　　   　293,626 元
議題倡議與網路串連 　　　　  15,754 元
其他支出 　　　　　　　　　288,7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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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出
NT$ 288,713 

人事費
NT$ 3,014,383

議題倡議與路網串連
NT$ 15,754 

步道守護與環境教育
NT$ 293,626

國際交流
NT$ 1,625,278

行政管理費
NT$ 760,724



步道織綠網：微觀與宏觀交替前進的 2015 年

2014 年底九合一選舉結束，地方政府擺脫選舉的激情，銳意革新的新政治人物們開始有
全新的四年可以思考長遠的規劃；懸而不決的中央政府組織改造，應能在 2015 年確定下
來，民間組織期待的環境資源部如能落實，整體的環境政策也將出現機會之窗，儘管政
治多變，難以樂觀以對，但因應可能的契機，步道運動必須準備好同時向地方政府扎根，
訴求以區域為步道系統的政策願景，也必須訴求中央政府統合的步道主管機關與手作步
道制度環境的建立。面對在地與全國、實作與倡議、微觀與宏觀同步的挑戰，我們將以
擴大步道系統的概念，強調包含以人為本的步道系統與兼顧生物多樣性的藍綠帶之綠網
運動回應新局。
在中央政府部分，除持續推動「國家步道與國家綠帶願景工程」，呼籲環境資源部成立
步道主管機關，從採購制度、國賠迷思中解放步道的想像力，發展與國際接軌的手作步
道，以及學習荷蘭國家生態綠網。在地方政府層次，千里步道延續在大台北地區推動「郊
山鋪面普查」、「步道學」、「步道日」的三年環境教育績優成果，預計在台北推動「讓
綠點更綠點」的綠網普查計畫，以及以淡蘭古道系統為人文基底，串聯「環台北一周」
與沿溪行「從山到海」結合藍綠帶的路網，從生活出發、在地方層次逐步深化實作，藉
此發展工作模式與累積制度經驗，以備向其他區域以及中央產生擴散效應。

期盼新的一年，有您的支持與參與，繼續與我們一同前行，成為改變的力量！！



涓滴之水，匯聚成河，我們歡迎所有認同千里步道理念

的朋友，能用各自擅長或所願意的方式參與步道運動，

無論是小額捐款，或是支持宣揚千里步道理念的義賣

品，都將成為步道運動發展很重要的善的能量；或是您

服務的單位、組織、機構，願意提供不同的專業結合步

道運動，或企業志工日、或環境教育學習，都是支持步

道運動的一種方式。

請以匯款或 ATM 轉帳至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帳號：03116500776871（郵局代號：700）

並 請 於 匯 款 後 將 帳 號 後 5 碼 或 繳 款 收 據 拍 照 回 傳 千 里 步 道

（tmitrail2006@hibox.hinet.net）

或是以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支持步道運動

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或電洽：02-29236464#17 or 21 郭小姐

請
填

寫
定

期
定

額
捐

款
授

權
書

，
回

填
後

傳
真

至
千

里
步

道
 或

 拍
照

寄
至

千
里

步
道

信
箱

，
謝

謝



電子郵件／ tmitrail2006@hibox.hinet.net

市內電話／ 02-29236464 分機 17、21

傳真號碼／ 02-29239769

網　　址／ http://www.tmitrail.org.tw/website/

臉書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tmitrail

地　　址／ 234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 71 號（福和國中校內）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