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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朝聖之路的徒步旅遊體驗 
 

范育成* 

 

摘  要 

本研究從旅遊體驗的觀點探討「聖雅各朝聖之路  (Camino de 

Santiago) 」徒步旅遊者的參與動機及其體驗。1987年，這條路被定為第

一條歐洲文化路線，新的黃色箭頭路標開始出現在沿路上，聖雅各朝聖之

路從此吸引了更多來自西班牙和許多其他國家的遊客、步行度假者或朝聖

者。如今，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各國人士前來走這條路。徒步到聖雅各朝聖

已經或多或少發展成為一種運動或旅遊活動。旅遊往往被視為一種體驗來

研究，旅遊體驗的過程包括：預期、參與和省思。本研究從旅遊體驗的觀

點，透過文獻分析、研究者於 2015年 6月 10日到 7月 10日，從 St. Jean 

Pied de Port走到 Santiago de Compostela之參與觀察，以及深入訪談 10位

徒步聖雅各朝聖之路的參與者，得出以下結論：一、徒步聖雅各朝聖之路

參與動機，包括文化、宗教、健身、心靈等動機，以及作為旅遊的選項；

二、聖雅各朝聖路參與者在旅遊體驗之預期、參與和省思三個過程中，都

得到深刻的身心靈體驗；三、聖雅各朝聖路參與者在經過約一個月的健行

後，得到正向的身體和心靈上的體驗，甚至個人發展。 
 

關鍵詞：旅遊體驗、休閒體驗、徒步旅遊、聖雅各朝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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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Travel Experience on the Camino de Santiago  
 

Yuh-Cheng Fan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research the motives and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on 

the Camino de Santiago from the walkingtravel experience point of view. In 1987, 

the route was designated as the first European Cultural Route and new yellow 

waymarks started to appear alongside the arrow and the Camino began to see the 

coach tours and guided walking holidays for traveller or pilgrims from Spain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Today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alk this route every year. More or less, the walking on the Camino de Santiago 

has developed into a kind of tourism activity or sport activity. Tourism is often 

studied as a kind of experience. The process of tourism experience includes 

anticipation, participation and reflec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participating observation(the researcher has walked on 10th 

June to 10th July 2015 from Saint-Jean-Pied- de-Port to Santiago de Compostela),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en Participants on the Camino de Santiago, this 

study shows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 Today, people walk this route for a number 

of motives, some spiritual, some cultural, some religious, some for physical 

exercise or just as a choice of Journey; 2. Participants on the Camino de Santiago 

have got deep physical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 in all three process of tourism 

experience: anticipation, participation and reflection; 3. Participants thr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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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one month’s hiking on Camino de Santiago have obtained positiv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tourism experience, leisure experience, walking journey, Camino de 

Santi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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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旅遊是人們重要的休閒活動，作為休閒之旅遊活動之體驗因而也屬於

休閒體驗的一部分，休閒體驗乃休閒研究的核心論題之一，而「旅遊體驗」

研究，「將是整個旅遊學研究最核心、最基本、最純粹的學術寶藏」。1旅

遊者的個人特質、旅遊類型與旅遊動機對旅遊體驗有決定性的影響。參加

團體旅遊的遊客，或稱觀光客，與個人或自助旅行者所獲得的旅遊體驗往

往大不相同。兩者與旅遊目的地當地居民互動的方式、與其它旅行者之交

流以及自身行為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一般遊客重在遊覽觀光；旅行者還

更多的在「行」、「思」與接受身、心與精神的挑戰。近年來，人們逐漸注

重環保與健康，徒步旅遊作為一種旅遊形式，也受到不少旅行者的青睞。 

「聖雅各朝聖之路」，西班牙文是 Camino de Santiago，簡稱 Camino，

是由歐洲各地走向「聖地雅各 (Santiago de Compostela) 」的朝聖之路。

其中最著名的是由法國的「聖珍皮德波 (St. Jean Pied de Port) 」為起點，

越過庇里牛斯山到西班牙，再一路西行的「法蘭西之路  (Camino 

Frances) 」，全程約八百公里。法蘭西之路位於西班牙境內之路段於 199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而法國境內幾條連接法蘭西

之路的朝聖道路，也隨後在 1998年被登錄，是全世界僅有的幾條登錄為

世界文化遺產的道路之一。2 每年有數萬人從世界各國來此體驗朝聖之

旅，徒步到聖雅各朝聖，或許已經發展成為文化旅遊或健行活動的重要選

項。 

基於上述徒步旅遊體驗研究的重要性與聖雅各朝聖之路的特殊性，本

                                                 
1 謝彥君，《旅遊體驗研究：一種現象學的視角》(天津：南開大學，2006），2。 
2 羅瓊雅，《一個人的朝聖之路：28天徒步慢遊西班牙》(臺北：釀出版，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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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從旅遊體驗的觀點探究聖雅各朝聖之路參與者之徒步旅遊動機及其

所獲得之徒步旅遊體驗。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具體探究內容如下： 
 

1. 探究聖雅各朝聖之路徒步旅遊者之動機或緣由。 

2. 探究聖雅各朝聖之路路況與設施。 

3. 探究聖雅各朝聖之路徒步旅遊體驗。 

 

二、文獻回顧 

 

(一)旅遊體驗 

█體驗 

「體驗」是指個人經歷了一段時間或活動，並對其感知進行處理的過

程，「體驗不是簡單的感覺，而是一種行為以及對這一行為的解釋性意識，

是一種與當時的時間空間相聯繫的精神過程」。3這個精神狀態與外部環境

有關，而且很複雜。人的活動受環境的影響，環境因素影響人們對活動的

態度，態度又影響了活動意願與行為。 

謝彥君強調體驗與經驗不同，經驗屬於表層的、日常的感官印象，是

「行為的疊加以及由此獲得的知識的積累」，而體驗「則是深層的、高強

度的或難以言說的瞬間性生命直覺」，而且「體驗一定是融匯到過程當中

並且與外物達到契合的內心世界的直接感受和領悟」。4 體驗涵蓋身心的

感覺與體悟。 

                                                 
3 John R. Kelly著，《走向自由──休閒社會學新論 (Freedom to Be: ANew Sociology of 

Leisure) 》（趙冉譯）（昆明：雲南人民，2000），25。 
4 謝彥君，《旅遊體驗研究──一種現象學的視角》，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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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體驗與旅遊體驗 

旅遊是人們重要的休閒活動之一，因而作為休閒之旅遊體驗屬於休閒

體驗。Mihaly Csikszentmihalyi發現，在特定情況下，休閒體驗會得到強

化，行為者全身心的投入，忘了時間與周圍環境的存在，而完全「進入」

了體驗，他並稱這種體驗為「暢遊 (flow) 」5。「暢遊」概念描述的是「具

有適當的挑戰性而能讓一個人深深沈浸其中，以致忘記了時間的流逝、意

識不到自己存在的體驗」。6在這裡，適當的挑戰乃指活動的難度與個人所

掌握的技能相符，不至於太難，也不至於太容易。從理論上而言，這種體

驗可以透過體力或精神上的努力，或是與他人的密切交往等各種休閒活動

而得，甚至亦可在工作中得之。此概念在 Csikszentmihalyi提出後，受到

學者廣泛的討論與應用，John R. Kelly即從休閒者參與活動的投入程度而

言，將休閒體驗分出不同的強度來，漸次從「暢遊」、「參與 (involved) 」、

「放鬆 (relaxed) 」再到「消磨時間 (time killing) 」。7 

就旅遊體驗的內涵而言，謝彥君強調旅遊體驗中的「情感放飛與精神

救贖」，並詳細描述「愉悅」（包括情感、審美與世俗愉悅）、「補償性」（包

括機能補償、關係補償與環境補償）、「尋找精神家園的遁世性」、「認知性」

與「具有另類色彩的極端」等類型的旅遊體驗。8 

                                                 
5 是指在工作或休閒時產生的一種最佳體驗，類似馬斯洛的「高峰體驗  (peak 

experience) 」，人在進入自我實現狀態時所感受到的極度興奮的喜悅心情，參見 John 
R. Kelly著，《走向自由──休閒社會學新論 (Freedom to Be: A New Sociology of 
Leisure) 》，32。中文著作多將 flow 譯作「暢」，也有學者譯為「爽」、「心流」、「神

迷」、「沈浸」、「快感」、「暢爽」等，而章海榮、方起東曾就 flow 與中文的「游」與

「遊」做了美學意義上的比較，flow 與「遊」有很相似之處，詳見章海榮、方起東，

《休閒學概論》（昆明：雲南大學，2005），161-163。本文作者綜合學者們看法，認

為將其譯為「暢遊」更妥適些。 
6 章海榮、方起東，《休閒學概論》，157。 
7 John R. Kelly著，《走向自由──休閒社會學新論 (Freedom to Be: A New Sociology of 

Leisure) 》，35。「參與 (involved) 」是原譯者之翻譯，在此指的是涉入或積極參與

其中。 
8 謝彥君，《旅遊體驗研究──一種現象學的視角》，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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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將休閒體驗分為三個階段：預期  (anticipation) 、參與 

(participation) 和回應 (reflection) ，也有學者將這個概念應用於戶外觀光

與旅遊活動，並擴充為五個階段：預期、去程 (travel to) 、現場 (on-site) 、

回程 (travel back) ，以及回憶 (recollection) 。9 由此可見，休閒與旅遊

體驗過程包括活動前的計畫與期待、整個參與過程與內容，以及事後的回

憶與省思。或者說，從自由的覺知、實際的行動、到參與時以及參與後的

各種身心感覺。 

本研究探討徒步朝聖之路旅遊者之動機與體驗，即就上述三個階段：

預期（活動前）、參與（活動中，含去程、現場與回程）和回應（旅遊後

之省思）之體驗，及其參與強度，加以探究。 

█旅遊體驗之需要與動機 

Maslow和 Csikszentmihalyi都從心理學的觀點將自我實現、自我發展

或高峰體驗作為人類行為動力的內在需要和終極目的。而 F. L. Pearce從

旅遊的角度將 Maslow的需要模型改造成「旅遊需要層次模型」10，在此

模型中包含了五個層次的旅遊需要：放鬆需要、刺激需要、關係需要、自

尊與發展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其中，自我實現包括實現夢想、理解自我

與體驗和諧。 

有關旅遊動機的分類，已有大量的研究，許多學者都曾嘗試提出周全

且能概括一切旅遊動機的分類模型，例如 R. W. Mcintosh將旅遊基本動機

分為健康動機、文化動機、社會關係動機、地位或聲望動機等四種；L. E. 

Hudman把旅遊動機分為八種類型：健康、好奇、體育、尋找樂趣、精神

                                                 
9 J. R. Rossman & B. E. Schlatter著，《休閒活動企劃（上）企劃原理與構想發展 

(Recreation Programming: Designing Leisure Experiences, 3rd ed.) 》（陳惠美、鄭佳昆、

沈立譯）（臺北：品度，2003），21。回應 (reflection) 是原譯者之翻譯，在本研究中，

reflection之意義實際上包括回憶與省思，因此在本文後續相關部分皆使用「省思」

代之。 
10 轉引自謝彥君，《旅遊體驗研究──一種現象學的視角》，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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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託或宗教信仰、公務或商務、探親訪友、自我尊重。11 謝彥君則運用

因子分析方法，調查英國赴中國度假旅遊者的動機類型，並概括成以下八

類：山水風光遊、健身旅遊、文化藝術旅遊、城市購物觀光娛樂、訪古旅

遊、社會旅遊、美食旅遊和探詢城市生活旅遊。12 

但體驗畢竟是因人而異的，個人的旅遊動機未必歸屬單一類型。旅遊

者對於旅遊體驗之評價，受旅遊動機、實際活動、預期目的等個人因素與

氣候、形勢、環境、氛圍等外部因素之影響。本研究探討徒步朝聖之路旅

遊者之動機與體驗，採用開放式訪談，讓各受訪者個人主觀描述之，再由

研究者綜合予以客觀歸納。 

(二)聖雅各朝聖之路 

聖雅各朝聖之路，西班牙文是 Camino de Santiago，簡稱 Camino, 是

由歐洲各地走向聖地雅各的朝聖之路。相傳聖地雅各是耶穌的十二門徒之

一的聖雅各（Saint James，西班牙語：Santiago）的埋葬之地。 

西元 813 年，聖雅各的遺體在西班牙被發現，接著國王 Alfonso II 

(791-842)在聖地雅各為他興建第一座教堂，到了 1193年，歐洲第一本到

聖地雅各的朝聖指南 (Codex Calixtimus) 問世，引領朝聖者追隨，聖地雅

各成為中世紀除了耶路撒冷外，無可匹敵的熱門朝聖地。13 

從歐洲各地前往聖地雅各的朝聖之路有很多條，其中，最熱門的是由

法國的小山城「聖珍皮德波 (St. Jean Pied de Port) 」出發，越過庇里牛斯

                                                 
11 轉引自邱扶東編，《旅遊心理學》（上海：立信會計，2003），81-87。 
12 通過因子分析識別旅遊動機是一個常用的方法。當某一項研究處於草創時期，有關

這項研究的對象的內部結構的知識又貧乏，而這種結構又是一種可以藉助於人們的

基本判斷來識別的時候，因子分析對於認識這種事物的結構特點就很有用。謝彥君

於 1995年與英國學者 Douglas Jeffrey 共同運用此分析法，首先識別出英國赴中國

度假旅遊者的動機類型，詳見謝彥君，《旅遊體驗研究：一種現象學的視角》，

119-120。 
13 陳懇，《一個人的 Camino──資深導遊遊歷全世界，抵不過這條路》（臺北：星火

文化，2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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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抵達西班牙，再一路西行到聖地雅各的法蘭西之路 (Camino Frances) 。

這條路全程約八百公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如前

所述。如今，每年都有數萬人從世界各國來到法蘭西之路，或徒步或騎單

車，也可騎馬，體驗其中一段或全程的朝聖之旅。本研究所探討的「聖雅

各朝聖之路」，指的就是法蘭西之路。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國內的休閒研究多數採用科學實證、統計分析等

方法。事實上，隨著研究領域的深入與擴展，休閒學與旅遊學又是跨人文

與社會領域之學科，單一的實證分析方法所能解決的問題很有限。14而旅

遊體驗研究對象包括心理體驗與動機意識等，謝彥君亦認為，「多元統計

分析方法、定量的賦值和加權努力，在面對意識問題、心理體驗問題時，

會顯得十分幼稚，因為旅遊者的需要通常難以用數量尺度加以測度」，15其

「旅遊體驗研究」一書因而建立在現象學的基礎上，並主張「現象學是研

究意識問題的，並且強調整體意識，強調主觀體驗的不可分析性，強調洞

察行動的動機對理解行動的真實意義的重要性」，16從具體方法來看，除

了定性、定量或結合以上兩者的方法可資利用外，他相信旅遊體驗研究最

倚重的應該是來自田野調查所得到的學術成果之積累，「只有我們深入到

旅遊者的體驗情境中去，我們才能認識這種（而不是那種）體驗，理解這

種體驗，並描述、揭示這種體驗」。17因而，本研究依據前述研究目的，

採用以下研究方法： 
 

                                                 
14 范育成，〈赫爾曼．凱瑟林之世界旅遊體驗及其文化比較〉，《高雄師大學報》，22

（高雄，2007.06）：116。 
15 謝彥君，《旅遊體驗研究──一種現象學的視角》，8。 
16 謝彥君，《旅遊體驗研究──一種現象學的視角》，12。 
17 謝彥君，《旅遊體驗研究──一種現象學的視角》，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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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分析法 

休閒體驗強調選擇的自由和內在的意義。「哲學思索」是典型的休閒

體驗活動。從過去之遊記內容作為個案探討，是研究旅遊體驗的進路之

一。18 

本研究首先分析共 10位作者（陳懇、謝琬湞、羅瓊雅、E. O. Foster、

J.W. Foster、H. Kerkeling、S. MacLaine、T. McHugh、J.C. Rufin、G. Schirm）

分享徒步走過朝聖之路經驗的 9本書籍，19以初步探究與重點歸納過去聖

雅各朝聖之路參與者之徒步動機與體驗。 

(二)參與觀察法 

2015年 6月 10日到 7月 10日，本研究者從 St. Jean Pied de Port到

Santiago de Compostela，完成這趟八百公里的聖雅各朝聖路徒步之旅。沿

途觀察聖雅各朝聖路之路況、設施、朝聖者之行走狀況及朝聖者之間的互

動情形，以圖（照相）文記錄之。研究者並在親身相關體驗中進行自我觀

察。 

 

 

                                                 
18 相關討論參見范育成，〈赫爾曼．凱瑟林之世界旅遊體驗及其文化比較〉，116-117。 
19 此 9本書如下：陳懇，《一個人的 Camino──資深導遊遊歷全世界，抵不過這條路》；

謝琬湞，《西班牙北部美麗城鎮──朝聖之路的行腳旅行》（臺北：華成圖書，2014）；
羅瓊雅，《一個人的朝聖之路──28天徒步慢遊西班牙》；E. O. Foster, & J. W. Foster, 
In Movement There Is Peace: Stumbling 500 Miles along the Way to the Spirit (USA: 
Foster, E. O., & Foster, J. W. 2013) ; H. Kerkeling, Ich bin dann mal weg: Meine Reise 
auf dem Jakobsweg (Muenchen: Pieper Verlag, 2006); S. MacLaine, The Camino: A 
Journey of the Spirit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Sydney: Pocket Books, 2000); T. 
McHugh, Walk with the Sun till Our Shadow Disappears: A Pilgrimage on the Camino 
de Santiago ( USA: McHugh, T., 2013); J. C. Rufin著，《一個人的不朽遠行──聖雅

各朝聖之路 (Immortelle Randonnée: Compostelle malgré Moi) 》（范兆延譯）（臺北：

聯經，2014）；G. Schirm, Sunrises to Santiago: Searching for Purpose on the Camino de 
Santiago (USA: Schirm, 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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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度訪談法 

2015年 6月 10日到 7月 10日，研究者徒步過程中，選擇深入訪談

10位朝聖者之參與緣由及其體驗。受訪者皆完成從 St. Jean Pied de Port

到 Santiago de Compostela約八百公里的徒步之旅。在完成此行之後三個

月，研究者並用電子郵件方式訪談旅遊體驗返程後之回憶與省思部分，以

完整探討徒步朝聖之路旅遊者之動機與包括上述三個階段：預期、參與和

回應（省思）之體驗。 

如前節所述，體驗畢竟是很個人的，個別旅遊者對於旅遊體驗之評

價，受旅遊動機、實際活動、預期目的等個人因素與氣候、形勢、環境、

氛圍等外部因素之影響，因此本研究採用開放式訪談，不預設訪談題目或

大綱，而是以受訪者個人主觀之描述，再由研究者予以理解並客觀歸納與

揭示之。 

現象學研究的信度取決於研究者的詮釋，而訪談者（研究者）也是訪

談的一部分，加上訪談者對資料選擇、詮釋、分析後，不免加入自己的想

法，這是質化研究必然存在的一個問題。只有透過研究的技術，例如訪談

技巧，加強了解互動和詮釋的各種可能性，盡可能縮小詮釋的差異。20 本

研究透過研究者之參與觀察，親身體驗，以及訪談前與受訪者之互動，對

受訪者所描述內容之理解與詮釋，可以更接近其意義。 

 

四、結果與討論 

 

(一)文獻分析結果 

本研究依據 9本徒步走過朝聖之路並分享共 10位作者朝聖經驗的書

                                                 
20 C. Moustakas,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 (California: Sage, 1994),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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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所述內容，針對過去聖雅各朝聖路參與者之動機與體驗，重點歸納得出

以下結果： 

█徒步旅遊緣由與預期 

本研究綜合 10位作者的徒步動機或緣由如下：接觸到他人的經驗而

前往冒險（陳懇）、身體出狀況需要調整生活，在書局裡無意中見到旅遊

書籍之相關介紹 (H. Kerkeling) 、人生走到十字路口（羅瓊雅）或遇生命

低潮期（謝琬湞）、挑戰體能或自我之極限 (E. O. Foster, J. W. Foster, J. C. 

Rufin, S. MacLaine) 、尋找真實自我  (G. Schirm) 或追尋靈性  (S. 

MacLaine) ，以及他人邀約 (T. McHugh) 。由此可看出，朝聖者參與動

機各自不同，但都不是純粹的觀光旅遊或宗教朝聖。相較於一般之徒步或

建行活動，則更多一些自我挑戰與內在或靈性追尋。 

部分作者們在出發之前，抱著冒險精神，帶著好奇之心，並未仔細了

解這條路的資訊就上路，即使大略聽聞此行不輕鬆但未於事先作長途健走

或負重徒步之練習（陳懇、羅瓊雅、H. Kerkeling）。 

█徒步旅遊參與過程 

雖然每位作者個人身體狀況不同，所遇情境不同，感受表達或語言各

異，但本研究綜合分析 10位作者書中所描述的徒步旅遊體驗，仍可歸納

出以下幾個共同點：(1)身體的磨難；(2)氣候環境的挑戰；(3)迷路經驗；

(4)獨行的自由與惶恐；(5)與其他朝聖者互動互助；(6)享受美景美食；(7)

放下或放空的喜悅；(8)完成全程的感動與感恩。就其體驗強度而言，不

只是積極參與，而且在身心靈各方面都有強烈感受，或多或少達到「自我

實現」，以及上述之「暢遊 (flow) 」體驗，或許有些部分甚至難以用語言

表述。 

█徒步旅遊省思 

從朝聖之路完成返鄉後寫作並出書的行動而言，10 位作者對朝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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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旅遊後之回憶與省思體驗強度已經毋庸置疑。即使徒步旅遊後身體上的

疲累大致需要數個月來恢復，綜合 10位作者的總結描述，這趟旅途「讓

人走出健康的身心靈」（陳懇），「讓你確定自己的方向，盈滿持續前進的

力量」（羅瓊雅），讓你「在失去一切的過程中體會到了自由」 (J. C. 

Rufin) ，讓你透過刻苦磨練，體會出生命意義（謝琬湞），「就像造物主把

我們丟在空中，為了最終以令人驚奇的方式再接住我們」  (H. 

Kerkeling) ，帶來心靈與精神上長期的改變 (G. Schirm, E. O. Foster, J. W. 

Foster, & T. McHugh) ，是「一趟精神的旅程 (A Journey of the Spirit) 」 (S. 

MacLaine) 。10 位作者對朝聖之路旅遊後之回憶省思部分表達了深刻之

身心靈體驗與正向影響，特別是在透過疲累、磨難、刻苦、失去等強烈震

撼之後體會到的驚奇、力量、健康、自由，以及心靈與精神的改變。 

(二)參與觀察結果 

2015年 6月 10日到 7月 10日，研究者從法國的 St. Jean Pied de Port

出發，走到 Santiago de Compostela，完成這趟八百公里的聖雅各朝聖之路

徒步之旅。沿途觀察到之路況、設施、朝聖者之行走狀況與互動情形如下

所述，本文照片皆為研究者於聖雅各朝聖路沿途所拍攝。 

█路況 

聖雅各朝聖之路，從 St. Jean Pied de Port到 Santiago de Compostela，

途經高山、麥田、原野、森林、公路、公園、村莊、城市……自然與文

化景觀可以說非常多元。這條路包括各式各樣的地面：泥土、石頭、田

埂、水泥、柏油……什麼樣的路都有，參見圖 1至圖 9之路況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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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麥田         圖 2 庇里牛斯山       圖 3 山丘小路 

圖 4 田野            圖 5 林路              圖 6 馬路 

圖 7 野地          圖 8 小鎮石路          圖 9 石橋 

 

█路標 

沿著聖雅各朝聖之路行走，途中路口或地面畫有黃色箭頭或設有貝殼

圖案指引方向，沿途標示大致清楚，參見以下路標舉例（圖 10至圖 15）。

有些山路途中，可以見到前人在地面上以石頭排列出箭頭。進入市區，特

別是大城市，則可留意人行道地面上鑲設之貝殼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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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草地上的路標  圖 11 麥田中的路標   圖 12 石牆上的路標 

圖 13 森林裡的路標   圖 14 山路旁的路標   圖 15 馬路邊的路標 
 

█庇護所 (Albergue) 

大約每 5-10公里距離，朝聖路所經村落或城市內都設有庇護所，是

提供朝聖者住宿的地方。庇護所提供床位、衛浴設備與洗曬衣服場所，大

部分亦提供廚房或餐飲。庇護所有三種：公立、私立、教會所設。大部分

公立與教會所設之庇護所比較價廉，不能預約，以抵達優先順序排隊登記

入住。庇護所通常晚上十點關燈與門禁，早上八點以前必須離開。參見以

下庇護所數例（圖 16至圖 21）。 

 

圖 16 庇護所床位    圖 17 庇護所大門    圖 18 庇護所小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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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庇護所曬衣場  圖 20 庇護所大房間  圖 21 庇護所中型房間 
 

█補給站 

‧給水站 

朝聖路行走途中最重要的補給需求包括水和食物。途中有許多噴泉

提供飲用水，根據當地人的說法，這些水源的品質有定期檢測。因此朝聖

者不必背負過多的飲用水，抵達村莊或城市進出口，大致可以看到給水

泉，參見以下數例（圖 22 至圖 27）。以研究者途中實際經驗，越是偏鄉

山區的水質越清爽，城區的噴泉水偶有消毒水味道，可購買礦泉水代之。 

圖 22 噴泉之一       圖 23 噴泉之二       圖 24 噴泉之三 

 

 

 

 

 
 
 
 

圖 25 噴泉之四      圖 26 噴泉之五        圖 27 噴泉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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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補給設施 

途中經過的村莊或市區可以找到餐廳或咖啡廳，提供簡單餐飲。有些

地方的鄉間山野途中也可見到行動式的飲料或水果供應站，甚至自助式水

果店，參見以下數例（圖 28至圖 33）。 

 

圖 28 咖啡廳        圖 29 小餐廳         圖 30 咖啡廳 

圖 31  行動式飲料亭   圖 32  山中行動咖啡店  圖 33  自助式水果店 

 

當然，途經之城市或比較大的村莊，有各種商店以及超市，也容易找

到藥局，而且沿途藥局都特別販售朝聖者很需要的各式各樣保護足部或治

療腳傷等等之藥品。 

█朝聖者之行走狀況與互動情形 

1. 朝聖者多數獨行，也有結伴而行的。有些朝聖者結伴而來，但途

中也大多各自行走，至休息點或可會合。有些朝聖者獨自前來，

在行走數日後，因腳程速度相近或談得來，也偶可見兩人或數人

結伴同行一段路。參見以下數例（圖 34至圖 39）。 



64  運動文化研究  第三十一期 

圖 34  獨行            圖 35  獨行          圖 36 雙人行 

圖 37 多人行          圖 38 獨行           圖 39 多人行 

 

2. 大部分朝聖者到庇護所後，先沐浴與休息，並忙著照顧身體（特

別是雙足），然後找地方用餐或採買與下廚，此時，多數朝聖者之

間親切互動。參見以下數例（圖 40至圖 42）。 
 

圖 40  卸下背包         圖 41  共餐         圖 42  晚間活動 

 

3. 越接近終點聖地，朝聖者之間因越加熟識與互助經驗，而互動越

熱烈。參見以下數例（圖 43至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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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經驗分享       圖 44  餐後暢談    圖 45  庇護所前拍照 

圖 46  各國朝聖者    圖 47  抵達聖地雅各      圖 48  餐敘 

 

█研究者自我觀察 

研究者選擇從 St. Jean Pied de Port出發，走到 Santiago de 

Compostela，這趟八百公里的朝聖路徒步過程中，21除了沿途觀察上述環

境設施與其它朝聖者外，也對徒步緣由與體驗作了自我觀察與省思，簡述

如下。 

‧徒步旅遊緣由與預期 

這一年，依據在職學校政策，在擔任六年單位主管後獲准研究休假一

年。基於繁重行政工作多年後之身心調節需要，個人文化旅遊喜好，以及

對於休閒體驗研究之興趣，決定探索這趟朝聖路徒步之旅。動機其實涵蓋

好奇，探險，研究，自我挑戰，以及文化旅遊。 

多年前在偶然機緣下獲知這條朝聖路，但因為想要放空與探險，所以

在行前刻意未詳查路況，也未閱讀前人所見所聞。只在相關網站上查詢相

                                                 
21 此路線大約八百公里，但若包括抵達一個城鎮村莊後尋找住宿點，往返用餐地點，

參訪教堂或市容，以及偶爾迷路增加的路程等，實際上，遠遠超過這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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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裝備與出發地點，並購買前往法國 St. Jean Pied de Port之車票（此時研

究者已經先到了德國）。行前沒有預想會有什麼體驗或結果。 

‧徒步旅遊參與過程 

2015年 6月 9日，研究者從德國南部啟程，換了幾班火車，再換了

巴士，抵達 St. Jean Pied de Port時，已經黃昏。先跟著一群背包客（到這

兒的背包客幾乎都是朝聖者）走一大段路找到朝聖辦公室，在這兒可以買

到朝聖護照 (Credencial del Peregrino) （參見圖 49與圖 50）與取得當晚

住宿諮詢。朝聖護照有兩個重要功能：一為登記住宿於庇護所時，必須出

示該護照蓋章並填上日期；二為根據每個下榻的庇護所以及途經之重要教

堂或店鋪所蓋之印章，抵達聖地雅各時，可以在朝聖辦公室請領拉丁文朝

聖證書，證書上會載明朝聖者名字與抵達日期（參見圖 51）。 

 

 

 

 

   

 

 

 

 

 

 

 

 

 

圖 49  兩款朝聖護照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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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研究者的朝聖護照內頁 

 

    

 

 

 

 

 

 

 

 

 

 

 

 

圖 51  研究者的朝聖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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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6月 10日）一早啟程，開始 31天的徒步旅行。這一步一腳印

的考驗過程與體驗，實非區區短文可以完整敘述。在此擇要概述如下： 
 

1. 身體意識：第一天要越過庇里牛斯山到西班牙，碰上下雨天，仍

開心地穿了雨衣上路，當時並不確知要走幾公里路，先跟著其他

朝聖者走（因為是著名起點，早上出發的人很多），山上風景很美，

還見到健壯自在的馬、牛、羊。但接著上山下山不知過了多少小

時，全身濕透，天黑前終於走到了西班牙的 Roncesvalles山城。進

到庇護所上階梯時，發現膝蓋已經痛得抬不起來了。接下來幾天，

身體的每一部分都在明顯地表達自己的局限，因而每到住宿點都

要悉心照顧它們。 

2. 減輕包袱：雖然在整理背包時已經盡可能減少物品，走了三天後，

決定背包必須再減輕，正好第三天抵達 Pamplona（以西班牙鬥牛

節聞名之城市），次日早上先找郵局將這三天沒用到之物品（如輕

便帳篷，簡易炊具，衣物等）全部打包寄回家。到郵局時，看到

許多朝聖者在排隊等開門，原來我們都發現生活真正需要的物品

實在不多。能捨能放才會輕鬆。 

3. 大自然力量：這一路，山景，麥田，原野，晨霧，日出，氣象萬

千。徒步最能真切感受天空與氣候氣溫之變化。大自然的美麗欣

賞不盡，大雨烈日卻也讓人震撼。有一日，在晴天抵達山頂略事

休息，正欣賞風車時，突然就見遠方烏雲密佈，趕緊背起背包朝

山下村莊奔行。閃電雷聲大雨接連而至，小村眼看就在不遠處，

披上雨衣疾行數里後卻仍似遙不可及。就在體溫急速下降，體力

幾乎用盡之時，身旁經過一位朝聖者，對著我微笑打氣：加油，

快到了。這一鼓勵讓我再撐過了一里路，終於抵達前面的庇護所，

此時體力確已耗竭，心裡只覺得感謝，感謝這人與這庇護所的適

時出現。而六月中旬以後，天氣越來越熱，在烈日下行走，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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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了帽子與太陽眼鏡，仍是體力大考驗。有時，走了數小時，正

熱得難受，突然出現一排路樹或吹來一陣風；有時，正走得又餓

又渴，飲水用盡，前面轉彎處竟有一口清泉或一間咖啡屋。這時，

心中充滿深深的感恩，謝天謝地，謝神明護佑。個人的渺小與脆

弱在大自然力量下展現無遺，謙卑之情油然而生。 

4. 文化感動：沿途經過許多古道、古城、古橋、城堡、教堂、修道院、

各類型建築、庭園等文化景觀，處處讓人感懷。特別是在一些偏遠

破舊的村莊，可以見到即使僅剩一面或半面的舊牆，當地人都盡力

保存維持原樣，對於遺址與古物的珍惜，真的教人感動。在炎熱夏

天，走進小小的素樸的燈光微弱的古教堂，不僅身體頓覺清涼，心

靈亦隨之寧靜祥和。好幾次，在不同村莊遇到相同狀況：教堂管理

的當地老人正要關門午休，只要見到有朝聖者走來，又立即回頭開

門，並靜靜地耐心地等待旅行者參訪與休息完離開後才再關上。虔

誠敬業的教堂管理人之和藹面容給予疲憊徒步者難忘的溫馨慰藉。 

5. 體驗放空：剛開始幾天，每抵達當天下榻的庇護所，沐浴、洗衣、

曬衣、照顧雙腳、稍作休息後，會在用餐前空檔或用餐後，記錄

當日所到之處與所見所聞。很神奇的是，到後來，常出現的情況

是：拿出紙筆，腦裡一片空白，不再記得走過哪些村莊，何處拍

了照片，甚至在哪兒吃過什麼早餐。原來，在當日大約八小時的

徒步過程中，已經進入每個當下放空而專注走路的狀態。專注在

徒步中，有時包括專注於與自己身體每一部位的對話：腳步的輕

重緩急，適當運用手杖分擔膝蓋的重負，呼吸的調整……等等。

專心走路，腦袋放空，是這趟徒步旅遊很快就達到的境界。 

6. 認識朝聖者：一路上，遇到不少來自世界各國的各種年齡的朝聖

者。Buen Camino是朝聖者共同的招呼語，路上見面時，或擦身而

過時，或準備再度起程時，互相打氣祝福朝聖順利。腳程類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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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行走距離差不多的，往往會在路上或庇護所數度相遇。當生

面孔漸漸變成熟面孔，每次再相遇都更開心，也少不了互助經驗，

有時被幫助者在下一次相遇成為幫助者。當這些熟面孔同日抵達

聖地雅各又再度相遇時，大家已經是可以交換生活經驗與聯絡方

式的患難之交了。本研究的受訪者也就自然而然出爐了。22 

7. 享受獨行：即使偶爾遇到行走速度雷同的朝聖者，可能同行一段

路，但大部分時間都是獨行。往往單獨行走數小時不見其他人影。

在森林中，在麥田裡，在山路上，那份孤獨可以是極大的自由，

單獨享受與天空、花鳥、樹木、麥穗，或與自己的內在對話。儘

管在休息點的咖啡屋或庇護所，有機會與其他朝聖者交流，但

Camino是一個人的朝聖路。曾有一日，嘗試配合另一朝聖者的速

度同行數小時，當天只走了約 20公里，但抵達庇護所後，感覺特

別疲累。次日，以自己的頻率獨行，走了 39公里，卻不像前一日

那麼筋疲力盡。這時就明白了，找到自己的速度與頻率，隨著自

己的腳步，可以更輕鬆又能走得更遠。 

8. 抵達聖地雅各：最後幾天，路上的朝聖者突然增多了。原來，很

多只徒步最後 100公里的朝聖者陸續加入了，加上西班牙當地學

校開始放假，有些學生成群結隊的參與徒步朝聖活動。終於抵達

此行終點站時，無數朝聖者聚在聖雅各大殿前廣場。在此可再度

遇到一路上相遇的其他朝聖者，大家互通訊息，觀看眾人興奮之

情，相互拍照留念，待得很久很久，享受抵達的喜悅。然後相約

去領朝聖證書，一同去參加朝聖者彌撒。在擠滿人潮的大教堂裡，

主持神父大聲讀出完成全程今日抵達的朝聖者人數，並逐一朗讀

國家名，當聽到 Taiwan時，有一種無法形容的特殊感覺。 
 

                                                 
22 行走速度與每日行走距離與研究者不同者，即使相遇，也是僅此一次。因而無法成

為本研究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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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旅遊後之省思 

完成這趟徒步之旅後，研究者個人的體會歸總如下： 

在每日平均 25-30公里背著行囊的獨行中，時時都在與自己的身心靈

對話，與大自然對話，有時也與其他朝聖者對話。每天，你接受身、心與

精神的挑戰。你感受到適應各類道路與地形時身體各部分的疼痛或增強；

承受著獨自走在無遮蔽的烈日下、大雨中、或無止盡的麥田時的艱辛孤

寂；體驗著自然與文化美景呈現眼前時之欣賞與讚歎；體會著朝聖者之間

互相打氣或經驗分享時之感動與悲喜；有時，對適時出現的一陣微風、一

片樹蔭、一口清泉、一間咖啡廳或一個人生故事，打心底湧出無限的感恩。 

你會越來越清楚自己身體的局限與潛能；你會了解生活可以很簡單，

背負的行囊可以再減少，學更多的放下；每天都有驚險與驚喜等著你，而

你體驗著放鬆與放空，越來越懂得專注在當下並享受每個此刻。這真的是

一趟兼具身心靈提升與真善美體驗之旅。 

(三)深度訪談結果 

研究者徒步過程中，選擇深入訪談 10位朝聖者（參見表 1）之參與

體驗。受訪者皆完成從 St. Jean Pied de Port到 Santiago de Compostela八百

公里的徒步之旅。在完成此行之後三個月，研究者並用電子郵件方式訪談

受訪者旅遊體驗返程後之省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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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者總表 

受訪者代號 出發國家 職業 性別 年齡 

A1 德國 體育教師 男 約 55 

A2 臺灣 藝術家 男 45 

A3 日本 導演 男 約 40 

A4 澳大利亞 職員 女 約 40 

A5 美國 退休舞蹈老師 女 54 

A6 韓國 攝影師 女 約 35 

A7 韓國 服裝設計師 女 約 30 

A8 西班牙 科技公司主管退休 男 70 

A9 西班牙 米其林餐廳機械維護員 男 約 30 

A10 立陶宛 摩門教徒 男 約 30 

 

█徒步旅遊緣由、行前準備與預期 

根據訪談結果，受訪者的徒步旅遊動機或緣由可歸納成以下幾點： 

‧為了身體或身材 

工作疲累，請假休息，過胖了，需要調養身體。小時候與父親來過，

這次挑戰自己，要單獨完成它。同事們都不相信我能走完它 (A9) ；

每隔幾年來走一趟，這是第四次了，為了放鬆一下，順便維持身材 

(A1) 。 

‧為了交朋友、練習外語或傳教 

想來認識國際朋友，未來繼續以英文交流，練習外語；同時拍攝人

物，回國後準備出攝影集 (A6) ；宗教原因吧，來朝聖，也來認識

朋友 (A10) 。 

‧內在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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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前，在西班牙留學時期曾經騎單車來過兩次，一直就想再

回來徒步一趟。就是跟著內在的感覺走 (A2) ；以前和老婆一起走

過幾次，每次走一段，這次想單獨走一趟全程，也去除日常生活的

煩惱與壓力 (A8) 。 

‧旅遊的選項 

聽來過的友人介紹，覺得應該來體驗看看，就安排假期出來了 

(A4) ；臨時起意的，因為跟女朋友分手，想遠行，無意中看到網路

上的報導，簡單買了裝備就出發了 (A3) 。 

‧實現自我或尋找自我 

我教舞蹈 32年，剛剛退休，已有兒孫，忙忙碌碌一輩子，想為自己

單獨做一件不平凡的事 (A5)  ；工作 15 年了，錢夠生活很多年，

卻不覺得快樂。在韓國有不少介紹這兒的書與報導，曾來過一次，

沒走完，而且那時有部分路段坐火車或搭巴士，這次決心走完全程 

(A7) 。 

關於行前準備與預期部分，綜合訪談結果歸納如下： 

‧部分受訪者做足了準備，並特別挑選長途徒步所需設備 

平時有體能活動，裝備也有，因此並未特地為了走朝聖路而行前鍛

練與採購用品 (A1) ；有事先了解路況，準備相關裝備，但行前沒

有時間練習背背包走路。準備迎接挑戰和驚喜 (A4) ；決定後，搜

尋網路上的相關資訊，做足了功課，也用心準備裝備，行前幾個禮

拜有抽空背背包練習徒步幾公里。非常期待這段旅程 (A5) ；有上

回的經驗，這次購買更輕便的物品，出發幾個禮拜前開始，幾乎每

天背背包走路約兩小時 (A7) ；特地新買了背包、鞋子、排汗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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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做足了心理準備 (A9) ；平時打拳、健行、散步、登山，體

力可以，不需太多準備。這次老婆身體狀況不好，會在末段路會合，

一起走兩三天。很期待獨行體驗，也很期待末段路與老婆同行 

(A8) 。 

‧部分受訪者雖準備徒步所需設備，但未曾詳細研究路況或訓練體能，

選擇帶著好奇的期待心情 

很久沒出遠門了，特地花了不少時間採購裝備，但未作體能訓練。

很期待再見朝聖路與西班牙 (A2) ；其實是買了機票、背包、睡袋

與登山鞋，然後就出發了。行前沒想太多，對路況也不了解。希望

找到內心的平靜 (A3) ；很早就準備輕便徒步衣物背包等裝備，最

重要還有升級我的照相機，期待看到很多美景，認識很多可愛的人 

(A6) ；徒步傳教是我喜歡做的事，但第一次徒步這麼長距離，很期

待也很歡喜接受挑戰 (A10) 。 

█徒步旅遊參與過程 

綜合訪談結果，受訪者在這大約一個月徒步過程中之參與體驗，可歸

納出以下幾點： 

‧體能挑戰與忍耐 

體力上沒太大問題，但還是得耐得住炎熱，比預期的還更熱更累些 

(A1) ；身體疲累，腳起泡，忍耐酸痛，是每天功課 (A2) ；身體上

是挺累的，但到第三個禮拜過後就比較適應了 (A4) ；過程吃盡苦

頭，剛啟程那幾天，膝蓋痛到幾乎不能繼續走，也曾胃痛而休息一

天 (A3) ；曾在路上腳傷到走不動 (A5) ；到住宿點通常很晚，很累 

(A6) ；這次還是走得很辛苦 (A7) ；每天到住宿點後，漱洗完就找

熱水泡泡腳，身體雖累，但感覺越走越適應。希望順利走完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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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身體累極了，特別是雙腳。作為教徒，這是一定要接受的挑

戰 (A10) 。 

‧學習放下，專注徒步當下 

暫時得到放空，很讚 (A1) ；剛開始幾天，背包太重了，在途中經

過郵局打包寄回家一些物品。放掉一些東西，身體少些負擔 (A2) ；

雖然因擔心老婆身體以及小孩狀況，每天還是與家裡通電話互報平

安，但繼續走路可以忘掉一些家裡的瑣事與煩惱 (A8) ；基本上朝

聖路是一個人走的路，背起背包當下就開始專注走路 (A2) ；在鄉

間路上，有時好像回到童年般親切。就專心地走 (A9) 。 

‧認識朋友與感受友善交流 

一路上很開心與其他人互動 (A1) ；有機會再使用西班牙語，與西

班牙朝聖者交流覺得頗親切，西班牙人超熱情 (A2) ；開始走的第

一天就遇見的一位意大利長者，雖兩人語言不太通，但一直同行，

他沿途很關照我，我胃痛休息一天他也陪著我 (A3) ；單獨走兩天

後，遇見 A5，因語言相同，走路速度差不多，就一起走，沿途互相

照顧。當然也認識很多各國朝聖者，經驗交流，大家都很友善 

(A4) ；朝聖者都互相幫助，很好的感覺 (A5) ；邊走邊拍照，因走

得慢，也有機會認識很多人，覺得開心 (A6) ；晚上和其他朝聖者

一起喝酒聊天，很愉快呀 (A8) ；非常高興認識外國朋友，本來不

太敢講英語，後來可以流利溝通了，有時還幫忙翻譯 (A9) ；沿路

和不少人交流，也參訪許多教堂 (A10) 。 

‧感恩或敬畏的心情 

感覺這條路有個神秘力量，在保佑著朝聖者 (A2) ；同行者沿途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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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協助，很感謝他 (A3) ；有時很熱的時候，快受不了時，就會來

一陣風，感覺沿途有被護佑 (A4) ；有時你被幫助，有時你也成為

別人的天使 (A5) ；有一次，在教堂中坐著，就一直流眼淚，就是

又累又感激，感謝神的保佑 (A7) ；好像有個力量支持你繼續走，

長途行走也讓人靜心，敬畏神 (A10) 。 

‧享受美食與欣賞美景 

很享受西班牙美食 (A1) ；享受與當地人互動及當地美食。古教堂

的氛圍令人感動不已。有次獨自置身於荒野大地中有種無法言喻的

奇異與寂靜感。 (A2) ；走到後來越走越順，開始能享受走路與欣

賞美景，越走越開心  (A3) ；喜歡西班牙美食美酒和鄉間美景 

(A8) ；走得又餓又累，什麼都變得好好吃 (A9) ；我計劃出攝影集，

這次主要拍攝路上風景與人物，覺得這條路很美，遇見的人也都很

好 (A6) 。 

‧抵達時的喜悅 

再次完成全程，很開心 (A1) ；歷盡千辛萬苦，看到聖地雅各城市

就在眼前時，喜悅感動無以言喻，這時候感覺語言很無能 (A2) ；

完成朝聖之路，無法描述的快樂感覺呀 (A4) ；能夠平安抵達，實

在很感恩很快樂 (A5) ；這次走到聖地，還像在做夢一樣，真的抵

達了耶 (A7) ；終於走到了，覺得自己太棒啦(A9) ；抵達聖地雅各，

在這裡再看到路上遇見過的人，都超級興奮。未來希望有機會帶父

母來 (A6) 。 

█徒步旅遊體驗之回憶與省思 

在完成此行之後三個月，研究者用電子郵件方式訪談受訪者旅遊體驗

返程後之回憶與省思部分。得出結果綜合歸納如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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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狀況恢復或身材變好 

走完回來，恢復到體育老師該有的身材 (A1) ；回來後整整休息了

兩個月身體才復原，但體力變好，心情也好了 (A3) ；身體狀況恢

復很好，現在常常短距離健行 (A4) ；當時好辛苦，回來後感覺身

體狀況超好的 (A7) ；朝聖回來發現減重 6 公斤，身體輕快多了 

(A9) 。 

‧對於回到日常生活或職場，心情比較輕鬆面對 

回到學校，感覺又有能量以及更多的教學熱誠喔 (A1) ；西班牙的

古樸教堂與環境氛圍給我很多創作靈感 (A2) ；現在不那麼悲觀

了，開始思考下一個工作 (A7) ；一回到家就開始上班，回到忙碌

生活，但心情比之前輕鬆一些 (A9) 。 

‧樂於分享旅遊體驗給親友，整理照片分享朝聖友人 

整理一些照片寄給朝聖路上認識的人 (A2) ；這次沿途拍的照片很

多，時常翻閱，也給親友看 (A3) ；走完這條路後，休息幾天，再

坐車到北邊走完另一條路線到聖地雅各，目前正在整理照片，準備

出兩本攝影集，到時再寄給你們 (A6) ；常常分享照片給家人看哦 

(A8) ；路上所見所聞跟體驗都會描述給同事和家人聽，他們還是不

太相信我真的走完全程 (A9) 。 

‧更關心朝聖之路相關報導與影片 

回來後看了幾部與朝聖相關的電影 (A2) ；發現原來已經有幾部電

影拍這條路，也看了一些書 (A3) ；最近讀了好幾本朝聖的書，看

看別人也有很多相似的體驗，頗有意思 (A5) ；回來後在網路上看

到不少這條路的報導 (A6) ；看到朝聖之路相關報導與影片，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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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看，順便回味一下 (A8) 。 

‧更有自信，更了解自己，或實現夢想 

這趟旅遊學到很多，我也調整好心情了 (A3) ；完成這個獨自旅遊

的夢想，對我意義很大，這是心靈之旅 (A5) ；走完這趟朝聖路，

讓我對自己的能力和興趣更清楚了 (A6) ；確實比較知道自己想要

什麼了 (A7) ；現在很有自信啦，感覺有成長 (A9) ；實現了我完成

朝聖的夢想，也感受到這條路上的神秘力量 (A10) 。 

‧滿意自己的現狀，珍惜與專注當下的生活 

目前專注創作，準備參展中 (A2) ；很滿意現在的生活，有繼續和

朝聖時認識的朋友聯絡，這趟路改變我蠻多的 (A4) ；現在很積極

過我的退休生活 (A5) ；專心編排朝聖路的攝影集，記錄那段日子

的人與景，很開心 (A6) ；會繼續我的傳教生活 (A10) 。 

 

五、結論 

 

雖然旅遊動機與體驗，往往因人因時因環境狀況而各自不同，本研究

綜合上述文獻分析、參與觀察並親身體驗，以及深度訪談結果，聖雅各朝

聖之路徒步旅遊體驗得出以下結論： 

(一)徒步聖雅各朝聖之路參與動機，包括文化、宗教、健身、

心靈等各種個人動機，或只是作為旅遊的選項 

每個人的參與動機與緣由都不太一樣，有些也不是單一動機。無論是

身體健康、自我挑戰、追尋自我、宗教體驗、文化旅遊，或結合數種理由，

目前大部分聖雅各朝聖路之徒步參與者，已經不再是為了向耶穌的十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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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之一的聖雅各朝聖的當年源起時的宗教原因。 

(二)聖雅各朝聖之路參與者在旅遊體驗之預期、參與和省思

三個過程中，都得到深刻的身心靈體驗 

聖雅各朝聖之路參與者在行前或費心準備徒步所需設備，或訓練體

能，或選擇帶著好奇的期待心情。在參與過程中體驗了體能挑戰、身體的

磨難、獨行的自由或惶恐、與其他朝聖者互動互助、享受美食欣賞美景、

放下或放空、完成全程的喜悅，以及感恩或敬畏的心情等等。在參與後之

回憶省思中，感受到在透過疲累、磨難、刻苦等強烈震撼之後體會到的驚

奇、力量、健康、自由，以及心靈與精神的改變。 

(三)聖雅各朝聖之路參與者在經過約一個月的健行後，感覺

得到正向的身體和心靈上的體驗，甚至個人成長與發展 

受訪者對於此行給予很正面的評價，體驗到身體狀況改善，樂於回想

途中所見所聞並分享給親友，將途中所得之身心靈體驗用之於當下生活，

感覺更有信心面對日常生活或處理職場工作之挑戰，覺得對個人在身心與

精神方面有所助益，甚至感受到個人身心之發展與成長。 

(四)聖雅各朝聖路是值得推薦之徒步旅遊路線 

聖雅各朝聖路之地形多變化，路況多元，自然與文化景致豐富，路標

清楚，居民友善，住宿設施大致方便價廉，飲食與藥品補給亦算容易。而

且，這條路作為世界文化遺產，深具宗教意義與歷史價值，更提供世界各

國旅遊者相互認識與交流互助之機會，以及個人自我挑戰自我突破之體

驗，是值得推薦之徒步旅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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