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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步道運動始於 2006 年 4 月 23 日，由黃武雄、小野、徐仁修發起，致

力於保護台灣山海風光與人文之美的「公民行動」：從找出生活周遭的美麗

小徑開始，藉由雙腳行走與單騎的慢速行旅方式，讓人親身體會不同的人文

歷史與故事，在看見別人的同時重新看見自己，也更真切的了解我們所生活

的土地。 



前言 

走出躁動與不安，迎向 2020 

2019 年「台灣年度代表字」選出的前五名，依序為亂、謊、

憂、跨、驚。回看 2019，不只台灣，全世界與鄰近國家彷彿都

飽含著一股躁動與不安： 850 年歷史的巴黎聖母院遭逢大火、全

球爆發示威潮、伊朗情勢升高、美洲歐洲七月溫度創歷史新高，

冰島 8 月間更首度因為氣候變遷失去一座冰川、香港反送中示威

持續數月….。然而，紛亂雜沓的壓力挑戰，也正是考驗著人類的

智慧和覺醒：我們想要怎樣的未來？我們應該留給下一代怎樣的

環境？小小的個人可以為了所信仰的價值努力做些什麼？ 

  

回看 2019，也許是在整體大環境壓力鍋般的急迫感下，步道運

動更加奮力的催逼著自己，從 GOOGLE 日曆匯出的行事曆竟然

共有 712 筆內外大小工作項目，光是手作步道場次就達 71 場、

分布於全台灣甚至香港深圳共 40 條步道上、參與人次計 1800

多人次，也就是平均五天就辦理一場手作步道活動；三條綠道的

建置也持續推進：淡蘭平台會議公私協力包括四個縣市政府四個

中央單位，持續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平台會議，迄今已舉行 14

次；山海圳 

跨部會平台籌組運作雖然起步較晚，但串連的部會縣市與單位達

12 個；還有平均每個月一場的智庫沙龍、長期推動的步道學課

程，以及在國際關係縫隙中努力突破重圍馬不停蹄開展的國際交

流行動，日本宮城鳥取和九州、韓國釜山和濟州島、美國北卡、

非洲肯亞…。 

 

這份工作報告書，從 2019 跨年寫到 2020 農曆年前的此刻。回

看 2019，雖然有時感到力氣已用罄、也不知時間是否還站在我們

這一邊，但我們不曾鬆懈，集合眾人之力共同完成夢想的信心也

從未消逝。 

 

歷經 2019 迎向 2020 的此時，躁動與不安已經漸漸退散，過程中

所所歷經的每一個困境與瓶頸，都已成為繼續前行的養分和能

量。黎明將至，2020 期待有您的繼續支持和同行。謹以這份工作

報告互相鼓舞、加油。 



國家綠道的推動 
淡蘭百年山徑 

淡蘭百年山徑的推動自 2014 年由民間正式啟動後，透過淡蘭跨縣市平

台公私協力方式，已逐步完成路網建置與指標設置，繼 2018 年赴西班

牙參加世界步道大會向國際行銷推廣後，2019 年更積極展開國際交

流，希望能為締結友誼步道奠定下基礎，其中尤其以日本宮城偶來步道

互動交流最為積極，已多次互訪建立民間步道友誼；平台各單位已有草

嶺古道、跑馬古道、暖暖支線完成步道提報。新的一年，除了持續進行

多方國際交流與互訪，並將朝向整體發展全程行者與分段行者認證、路

網周邊與社區共同合作之服務站與資訊站設置、健全交通接駁與多語資

訊網站等目標努力。 

同時，為了保存淡蘭百年山徑的人文歷史，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委託

千里步道，自 2016 年開始，即以傳統工法來維護淡蘭百年山徑，並連 

續三年以新北雙溪的崩山坑古道作為手作步道示範及教育的場域，以

公私協力的方式使崩山坑古道朝全線手作修復的目標邁進，2019 年

更率全國各縣市之先，首度開辦「手作步道專業培訓課程」，將手作

步道觀念融入淡蘭百年山徑的修復工程，建立專業典範。2019 年同

時完成多部以淡蘭手作步道為主題的影片。 

結合台灣步道日的淡蘭會師盛會，2019 年由宜蘭縣政府與千里步道

共同合作，盛大圓滿於淡蘭中路宜蘭起點的外澳舉行，四縣市與水土

林首長與淡蘭義工隊共聚，並進行多條路線徒步活動。淡蘭會師儼然

已成為一年一度淡蘭文化

祭活動。2020 年將移師回

到起始點－台北市剝皮寮

進行大會師。 



國家綠道的推動 
樟之細路 

百年前以茶和樟腦行銷全球的山間細路，2019年再一次與國際接軌。

10月 29日與 11月 16日，分別在濟州偶來 15-B小徑起點和鳴鳳古

道口進行互設指標的儀式，樟之細路的樟樹葉與代表濟州偶來小路的

藍色小馬，正式締結跨海友誼！ 

除了國際上的推展，步道的基本建置工作亦持續進行著。1月起每

2~3個月召開跨平台會議，邀集步道所經區域的相關管理單位，共同

協調整合意見，溝通討論想法。此外，針對公部門、步道規劃設計廠

商、社區夥伴、民間環境團體等，規劃了手作步道自然工法與指標設

置的教育訓練課程。同時亦結合客委會、林務局、水保局等部會資

源，在步道沿線與周邊社區辦理山徑除草和手作步道維護工作假期，

帶動民眾的參與體驗。苗栗水寨下古道的普光寺到蘧盧書院段，二年

來在 234人次接力之下，也在今年底初步整理完成，成為繼渡南古道

後第二條純手作修護的路段。 

2020年，將延續樟之細路平台會議的機制，追縱整備進度，把關步道

品質，也將繼續與社區夥伴合作守護步道，培訓導覽解說人才，為

2021亞州步道大會預做準備。 

為了這個日子的到來，2018

年已和客委會簽訂合作備

忘，向國際行銷宣傳，並邀

請濟州偶來基金會理事長徐

明淑女士來台交流。2019年

自 2月起陸續接待了包含韓

國城南徒步協會、濟州偶來

基金會志工、徒步愛好者等

共計 64人次外賓，體驗樟之

細路的風光與人情。台灣也

在客委會副主委楊長鎮的率

領之下，30位千里步道的友

人、媒體、社區夥伴等，參

與第 10週年的濟州偶來徒步

嘉年華，透過互訪行程，認

識當地的步道型態與經營管

理模式，進而發展出適合台

灣環境的綠道樣態。 



繼「淡蘭百年山徑」及「樟之細路」之後，第三條國家級綠道自

2018年年終由林務局啟動，在 2019年結合地方社群與李嘉智老師大

凡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專業團隊共同努力下，從內海到聖山的願景萌芽

茁壯。山海圳國家級綠道的前身是起自 2007年發起的愛鄉護水公民

參與行動，以大廟為中心，串連 45公里的「台南山海圳綠道」。經由

相關規劃，山海圳國家綠道從台江國家公園出發，沿嘉南大圳上溯至

烏山頭水庫後，經東西口健行路線翻越烏山嶺到曾文水庫，再沿曾文

溪經過阿里山抵達玉山。 

整體長度將近 180公里、海

拔爬升達 3952公尺的長距

離步道，於地方行政上跨越

3個縣市、10個鄉區的城鄉

生活圈；於中央行政上則跨

越了 3個國家風景區、2個

國家公園、3個國有林事業

區（大埔、阿里山、玉

山）、2座水庫（烏山頭及

曾文）、3大河川流域（鹽

水溪、曾文溪及高屏溪）等

資源管理圈，在在顯示山海

圳國家級綠道跨域整合的重

要性。 

為此，歷經一年多的路線串聯調查、社區及部落拜訪說明、推廣活動試

辦，包括邀請長距離徒步達人「阿泰、呆呆」進行全線試走，過程中更

有徐如林老師、紀政女士、小野老師等名人接力同行，完成綠道規劃定

線後的首度全程試走。阿泰、呆呆也為此次試走紀錄剪輯成 3分多鐘的

短片，精采呈現這趟溯源之旅的魅力（影片連結： https://reurl.cc/

XXKDl3）。 

同時，在林務局的積極促成下，我們也參與、協助召開最重要的跨縣

市、跨部會「共識營」及「平台會議」，和許多夥伴細緻討論，逐一克

服難題、凝聚共識，為台灣第一條「從山到海」的長距離步道打下重要

基礎。 

國家綠道的推動 
山海圳綠道 



步道守護與手護 

2019 年是「手作步道」大爆發的一年。這一年中，不計各種形式

的講座、現勘、社區拜訪、室內訓練課程，真正到步道上實際操作

的，就有 71 場、涵蓋 40 條步道的實作活動，總參加人數大約

1800 位志工，包含工作假期、體驗活動、除草、設置指標，以及

為政府部門舉辦的實作教育訓練課程等在內，活動總天數達到 148

天，達到歷年最高的紀錄，可以說我們不是在步道上揮汗工作，就

是在前往步道的路上，為手作步道捲動更多政府部門、社區居民、

熱情志工加入而作準備。 

近年來手作步道持續的努力推動，已經建立起社會廣大的認同與信

任，也逐漸納入步道相關主管機關的制度與議程中，新的典範轉移

已經開始成形。最早推動步道志工的林務局，已經連續兩年針對內

部相關業務承辦人員與所轄步道周邊社區進行手作步道教育訓練，

雪霸國家公園首度啟動雪山主東線以手作步道規劃改善，以及針對

保育志工進行手作步道服勤操作，水保局臺北分局也將手作步道工

作假期納入帶動農村體驗的里山經濟。另外透過三

條示範國家綠道的政策，將手作步道的價值內建到 

建置與維護的基本要求，客委會正式將補助地方步道建設納入手

作步道的標準，東北角風景區管理處以手作步道模式整建轄內淡

蘭古道，新北市政府首度採納步道學課程體系，針對內部與公所

步道業務承辦及合作廠商辦理「手作步道業務專門課程」，台北

市政府宣布將以 2020 為「手作步道推廣元年」，也將針對合作規

劃設計與施工廠商進行手作步道教育訓練課程。 

支持這樣龐大的工作量的，就是「步道師種子師資共學社群」的

專業志工群，目前 45 位種子師資群，包含了 7 位步道師、11 位

實習步道師，另外還有 3 位資深步道師，構成了主要的專業力

量。為了繼續培訓更多有熱情投入的種子，2019 年除了在台北開

設步道學入門課以外，也首度與台南社區大學合作，開辦首屆的

台南步道學，並為種子師資群開辦第二屆實習階段的核心課程，

而延續台中步道學的在地能量，也在這一年於台中文山社大正式

成立公共性社團--步道行動社，持續為在地步道政策監督、共學讀

書會、守護步道的行動而努力。至於獨立設置的榮譽步道師，則

邁入第二 

 屆向各界徵件，希望搶時間保存耆老的在地工藝與 

 

生



手作步道不只是在地行動，也是全球思考。在 2019 年我們與

國際步道團體的交流中，包括加拿大的 Bruce Trail、美國北卡

Mountain to Sea Trail、俄羅斯的貝加爾湖步道、哥斯大黎加

Sendero Pacifico and Community Trails，都表達了手作步道

是我們共同的語言與做法，可以在這樣的相似點上建立友誼步

道。本會副執行長徐銘謙也在這一年前往日本北海道，與「大

雪山山守隊」組織交流，並在旭岳與岡崎哲三先生實作交流，

由日本福留脩文先生從水利工法發展出來的「近自然工法」與

手作步道理念相同，作法相近。台灣持續發揮在亞洲推動手作

步道理念的引擎，在 2019 年分別接受重慶市委邀請前往巫

山、深圳城管局邀請在梅林後山，以及香港郊野公園與 NGO

綠惜地球邀請在麥理浩徑，對村民、在地政府、民間組織、專

業團體、志工等進行教育訓練與體驗活動。也首度接受馬來西

亞媒體的採訪，在《詩華日報》上有全版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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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手作步道活動統計 



南澳跨部落社區陪伴 

2019 是我們參與南澳生態旅遊推動的第六年，許多工作也在促成

部落夥伴與羅東林區管理處建立公私協力的互信合作後，在這一年

有階段性的進展，包括我們隨著族人的腳步回到南澳山區的舊部

落，為後續在舊部落重建家屋做準備；與族人合力書寫了一本介紹

南澳古道自然與人文生態的手冊《泰雅．山．靈魂：南澳古道人文

與自然生態》，並邀請這一年來參與過古道及舊部落調查的團隊夥

伴，包括知名生態作家劉克襄老師、插畫家沈恩民等，在新書發表

會上與更多人分享新書。 

此外，我們也將這幾年的心路歷程集結成一本小書《泰雅．山．靈

魂：南澳生態旅遊推動經驗彙編》，內容除了介紹我們與部落夥伴

合作的工作經驗、相關政策工具的運用，也分享為何我們時刻掛

懷、不敢懈怠；而這些過程都指向一個動人的願景：以手作步道的

精神修復南澳泰雅山徑，讓人們有機會認識故事豐富動人的原鄉。 



國際交流與發聲 

為了提升台灣步道的國際能見度並優化步道環境，2019 年的國際

事務運作更進一步與三條國家級綠道推動相結合： 6 月的台灣步道

日，日本宮城縣議員代表與北北基宜四縣市首長共同見證宮城偶來

步道即將成為第一個與淡蘭古道結盟的國際盟友； 10 月、11 月濟

州偶來小徑與樟之細路正式完成友誼締結與雙邊指標互設； 11 月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公園代表與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專長

旅遊與保護區的肯亞專家參訪山海圳國家級綠道，共同研討許多國

際上長距離步道的發展經驗，也看見台灣公民社會正蓄勢待發，躍

躍欲試要展開與國際間的對話。透過一整年豐盛的交流成果，連結

政府、民間與國際力量，期待台

灣的綠道與世界接軌，也為台灣

在 2021 年舉辦亞洲步道大會養精

蓄銳。 

在國際交流方面，2019 年是千里步道承先啟後的一年。2016 年我們加

入亞洲步道聯盟（Asia Trails Network）成為 14 個正式會員之一，

2018 年展開一連串的國際步道組織交流，也參與了在西班牙聖地牙哥

舉辦的第七屆世界步道大會（World Trails Conference），在國際舞

台上初試啼聲。 

2019 年我們繼續深化這些國際網絡：參與韓國釜山第三屆亞洲步道大

會，與其他 8 個國家、34 個步道組織分享台灣的步道政策與願景，並

從大會主席手上接過亞洲步道聯盟的會旗，成為下一屆亞洲步道大會的

主辦者；與日本宮城偶來和韓國濟州偶來進行互訪，並實際參與宮城偶

來世界步道節與濟州偶來徒步嘉年華，帶回偶來健行路線的第一手觀

察，也與這些步道的重要推手交流推動經驗，逐步蓄積台灣步道運動的

能量，成為重要的外交軟實力，讓世界看見多元又充滿生命力的台灣。 



年度大事記 
一、第一屆榮譽步道師頒證典禮，經過近一年的籌備隆重的於 1 月 5 日在台博

館土銀展示館舉行，並首映「匠心獨運」影片；當天除了呂來謀、羅吉

榮、伍玉龍三位榮譽步道師，與各專業領域的審議委員外，各政府單位代

表與民間團體等共聚一堂，並進行資深步道師、步道師、實習步道師的授

證。 

二、三條綠道推動，也在 2019 年有躍進的進展：從 1 月 18 日第十次淡蘭平台

會議開始，共舉行 4 場次平台會議，促成包括路線、指標、會師、國際交

流等共同事務之推動；樟之細路除了持續進行手作步道修復、指標設置、

除草工作外，於 11 月 16 日鳴鳳古道完成台灣步道史上第一次國際步道締

結互設指標儀式；山海圳綠道也在 2019 正式啟動各項建置與推動工作。 

三、從 1 月 9 日拜會嘉義縣翁章梁縣長後，接續於台南市府舉行跨局處說明

會，展開一整年山海圳綠道的推廣行動：社區說明會、共識營、老照片徵

集、全程試走、山村小旅行，並於 11 月 21 日於嘉義林管處召開第一次跨

縣市平台會議，12 月 10 日於台江文化中心舉行第一階段成果發表會。 

四、2019 年也是手作步道「大發生期」，國內場域包括：新竹關西渡南、飛

鳳、石艮、千段崎古道，花蓮安通越嶺道、米棧，新北石碇、漁光、雞母

嶺，台北景美山與中埔山，東北角嶐嶺與石空古道，新北崩山坑，宜蘭鳩

之澤、大同英士，美濃龍肚….，加上國外場域總計共 40 條步道，進行共計

71 場次的手作步道活動，參與人次超過 1800 人次，也是歷年之冠。 

五、繼 2018 跨域參與北美館「後自然」雙年展後，再次受邀參與文化總會

「森．體．感」策展的邀請，7 月 25 日參與開幕記者，並進行兩場次 

   

智庫，分享台北淡蘭文化徑與手作步道主題。 

六、持續第六年的南澳在地陪伴工作，除了南澳古道遊程測試團、工作假

期，2019 在重返舊部落、重建家屋的推進上，因為羅東林管處的大力

支持，有了很大的突破，流興社尋根讓所有參與者感動銘記；總結六

年來工作成果的南澳古道人文與自然生態解說「泰雅．山．靈魂」手

冊於 12 月 5 日舉行新出發表會 

七、2019 的國際交流工作，從 2 月 1 日赴香港郊野公園舉行手作步道工作

坊、2 月 13 日深圳來訪討論手作步道推動開始。接續的是 3 月 29 日

及六月台灣步道日日本宮城縣觀光課及議員團來訪、10 月底組團出訪

韓國濟州島進行互設指標國際記者會、10 月 14 日於韓國釜山 ATC 亞

洲步道大會上完成 2021 的授旗交接儀式，以及 12 月 3 日來自美國北

卡與肯亞的山海圳交流。 

八、步道運動的充電器：智庫沙龍，在 2019 共計辦理 12 場，包括 7 場千

里國際系列（美日韓西班牙等），以及糖鐵、淡蘭、生態植物等議

題。另，為完備綠道建置的法源與行政支持，3 月 13 日展開立委拜

訪，進行國家綠道法案之政策遊說，4 月 17 日由蘇治芬委員辦公室召

集舉行跨部會單位之綠道法案討論會；國家綠道法案在會期結束前完

成一讀。 

九、2019 也是糖鐵綠道推動的醞釀暖身年，4 月 11 日關心糖鐵綠道朋友於

台大聚會交換意見，並舉行糖鐵南北平行預備線智庫沙龍； 5 月 20-

21 日於新營糖廠舉行糖鐵「新營－鹽水」第一條營業線 110 週年暨糖



2019 財務報告 

│收入統計  

│支出統計  

企業合作             1,024,566 元  

捐款收入                845,686 元  

專案計畫            13,464,971 元    

總計            15,335,223 元 

 人事費             6,533,518 元  

 業務費             1,408,724 元  

 專案執行             6,773,538 元 

 總計           14,715,780 元  

 人事費             6,533,518 元  

 業務費             1,408,724 元 

 國際交流               946,397 元 

 步道守護             3,104,379 元 

 環島綠道             1,085,142 元  

 社區陪伴             1,637,620 元 

 總計             14,715,780 元  

人事 

業務 

專案執行 

人事 

業務 
國際交流 

步道守護 

環島綠道 

社區陪伴 

專案計畫 

捐款收入 

企業合作 以會計科目分 

以實際工作項目分 



2019 捐款芳名錄 

千里步道運動又走過精彩充實的一年，長期推動的綠道路網建置與手

作步道山林守護，也受到更多的重視和支持；在即將邁入 2020 嶄新

的一年時，除了要感謝許多朋友的參與，不論是訂閱電子報、購買圖

書與地圖，或是參與智庫沙龍、步道學課程、加入手作步道志工行

列…，更要感謝許多捐款人默默的支持！ 

100 劉美能、劉婕昕； 101 YINTSUN HUA ； 300 林意儒； 500 吳

明宗、劉素娟； 600 王懿行； 800 吳玟靜、簡進興； 1000 古秀鳳、

江明真、杜大偉、林玉珮、林信利、林家如、林素慧、洪美玲、曹嘉

倩、陳志銘、隋文元、廖小秋、劉培毅、鄧世輝、謝文綺、闕帝凡、

羅秩帆、羅慧娟、嚴惠祥； 1,200 王錦雪； 1,388 楊國楨； 1,500 汪

劉鴻、連文華； 1,600 陳盛燮； 2,000 方廷方、吳國維、宋盈瑩、林

凱莉、邱玉京、邱晨儀、范振燿、高裕崧、童思文、黃曉君、廖怡

敏、蔡宛璇、顏恭益、陳泓升； 2,300 張隆漢； 2,400 張玄音、王秀

瑛； 2,700 姚金鴻； 2,800 呂雯娟； 3,000 方雅虹、林英方、陳啓

昱、廖梅郁、賴鵬智、顏鈺軒、魏薏娟、羅世偉、嚴世銳； 3,008 朱

泰樹、潘建宇； 3,300 虞音蓓； 3,500 林麗鳳； 3,600 曾煜隆、黃美

寬、黃雅慧、戴慧珍； 3,619 林碧雲； 4,134 沈岱華、陳秋坤；

5,000 洪棨桐、陳貞蓉； 5,030 陳宏構、鄭傑仁； 5,500 王美琇；

5,700 張學璽； 6,000 蔡明君； 6,002 張玉秋； 6,500 陳麗娜；

7,000 賴淑惠； 8,460 王及人； 9,300 楊至雄； 9,366 陳敬佳；

10,000 郭素妙； 11,784 陳建熹； 12,000 張勝雄、蔡振華、翁雪

芬； 14,154 郭天順；江逸婷 15,000 ； 19,741 朱木崑； 21,848 涂正

※感謝 KOSÉ 高絲、研華文教基金會、Fjällräven 瑞典小狐狸、

MERRELL 美國戶外第一品牌、The North Face、健行筆記的支持贊助，

以及財團法人中華電信基金會長期贊助市內數據電路與網際網路。  

您們的支持，正是我們更穩健向前的糧草和助力。謹以最誠摯的心志與

行動，善用每一筆捐款，發揮最大的效益，守護我們共同的家園。 

歡迎利用線上捐款或以會款 ATM 轉帳等方式捐款支持步道運動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帳號／ 03116500776871（郵局代碼： 700） 

外幣帳號／ 034-53-05774-6（兆豐銀行代碼：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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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itrail@tmitrail.org.tw） 

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或電洽： 02-29236464 # 24 郭小姐 





2020 年是蹲下準備跳躍的一年。為籌備 2021 年亞洲步道大會暨徒步健行嘉

年華在台灣，盤整自 2016 年推動的三條國家級綠道階段性的成果：淡蘭百

年山徑北中南路三線 270 公里即將完成，台北、基隆、宜蘭陸續銜接城鎮路

段；樟之細路主線 220 公里規劃完成，沿線各單位陸續建置銜接；山海圳國

家綠道 170 公里將進入設計與建置階段，三條優先示範長距離綠道將在

2021 年邀請各國熱愛健行的人們來見證，因此 2020 年是緊鑼密鼓整備的一

年。 

世界旅遊組織（UNWTO）剛發布以「Walking Tourism:Promoting Re-

gional Development」為題的報告，提出世界長距離步道如何為社區帶來

經濟效益，佐證了千里步道長期推動低碳慢行促進社區小民經濟的論點，長

距離步道能將分散各地的鄉村城鎮連結成為具有亮點的主題，吸引各地遊客

以此為標的用全程或是分段的方式，逐步完成夢想的收集。但是長距離步道

的串聯，本身就是跨越地理上的社區、行政上的轄區，甚至國境的藩籬等本

位主義，因此連結、合作是步道的主題，也是最終能否成功的最大的挑戰，

克服挑戰需要結合既有政策以及制度性的變革，千里步道也在持續扮演穿針

引線的協調促成整合的角色。2020 年我們將努力推動三個制度性的超越： 

1.在地連結 

三大國家級綠道沿線的社區如何能深耕活化，讓社區能整備好服務據點提供

長距離步道所需的機能，由此為社區帶來永續的經濟活水，需要更多年輕人

返鄉經營，也需要社區內部的資源整合，以及跨社區的分工合作，這部分需

要各級政府部門的輔導，需盡可能整合相關部門的資源，包括國發會的地方

創生政策、農委會的農村再生、文化部門的社區營造、觀光部門的旅遊資源

輔導、客委會與原民會的政策支持，讓社區能藉由整合到綠道以創造整體的

2020 展望 
三大制度性超越 
--在地連結、跨域整合、邁向國際  

2.跨域整合 

三大國家級綠道分屬不同中央主管機關，也需沿線地方政府的投入，甚至民

間夥伴團體以及企業資源的挹注，這需要與既有的政策進行結合，以及跨單

位良好的平台運作。例如 2020 年是觀光局的脊梁山脈旅遊年，國家級綠道

與此主題相關，即可納入共同推動。目前三條示範綠道都已經成立跨單位平

台會議，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運作，透過平台會議達成整建維護以友善環境、

不額外增設設施的共識，同時也願意以共同的指標系統來標示連續性的路徑

指引。未來需要各平台會議促成共同行銷的網站、地圖、服務據點等整合。 

3.邁向國際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已經成功為樟之細路與韓國濟州偶來簽訂友誼步道

MOU，並完成互設指標，開始有健行團來走訪，為此要開始強化日韓等外

語的資訊與導覽服務等。2020 年將持續為淡蘭百年山徑、山海圳國家綠道

爭取媒合國際步道組織建立友誼連結，推動持續的互訪，我們也將參與在尼

泊爾舉辦的世界步道大會，提升台灣步道的國際能見度、推廣具有台灣特色

的國家級綠道。新的一年我們也將邀集台灣各界與步道相關的團體、賢達、

政府部門組成籌備委員會與工作小組，以凝聚「國家隊」的力量來準備

2021 年亞洲步道大會在台灣。 

這三大努力的方向，需要制度化的支持，有鑑於長距離步道可能會遇到穿越

私有地或是周邊景觀空間的保留，需要通行權的確保，而跨越不同行政區域

的路權協調需要確認主管機關職權,，以及與民間團體建立夥伴關係的依據，

後續的營運維護管理才能夠永續，因此我們在 2020 年的新國會裡面，將會

遊說跨黨派立委的支持，持續推動「國家綠道法案」。而在糖鐵、水圳、南

島等國家級綠道的促進方面，也將會持續與相關組織討論推進。 

邀請您走上綠道、踴躍捐款或加入志工，一起為台灣的長距離步道運動貢獻

心力!! 





電子郵件：tmitrail@tmitrail.org.tw 

市內電話：02-2934-7311 

網路電話：02-5593-3965 

傳真號碼：02-7741-7362 

*網路電話及傳真號碼請務必加上「02」以免無法正常撥通 

統一編號：26778103 

網站：http://www.tmitrai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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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116台北市文山區景福街47號2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