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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李班赫  高雄分會高年級兒童自然觀察班成員，自然名：孟仁草

　悟洞滿載而歸的自然收獲
　　　　～高雄悟洞自然教室工作假期

時間退後到今年八月十七日，潭美颱風

陸幾天前，天氣晴朗，萬里無雲 將背

包 上肩跳下車，至技擊館與他人集合，大夥

兒不停的將食物 水等物品搬上四方竹 會長

的車，不停的取笑被鳥 滴到的幸運兒，並叫

男生坐上陳司機的福斯休旅車上，女生坐上四

方竹 會長的車上，一位家長載著林昱玲老

師，跟著小孩到悟洞，然後與父母道別， 上

車門，三台車，同時出 ！

往那瑪夏悟洞的路上，同學們都在不停的開

對方玩笑，講笑話及玩撲克牌，將車內添加了幾

熱鬧 也添加了幾 麻煩給陳司機先生 窗外

的景色不斷的改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高鐵左

營站，然後隨著奔馳在軌道上的高鐵列車化為地

縣的一個點，景色突然開闊起來：一大片一大

片綠油油的農 倚著山，靠著埤 ，農 的中間

是充滿客家風情的農舍，就在我陶醉於美濃的景

色時，不知不覺我們 來到了 仙

我們在 仙停留休息，吃其中一位同學家開

的三冠王芋冰店免費的芋冰 喝免費的竹筍湯，

休息一會兒後上路

接下來到那瑪夏悟洞的路，就變得較以前的

路難開：山路蜿蜒 狹窄又崎嶇不平 那是自從

八八風災後才變成這樣的 我們在臺二十一線

上所看到的種種景象，令人怵目驚心：挖土機無

情的挖走大地的肉 - 石頭；裸露出的陡峭山壁，

有如千層麵一般，每一層都有不同的顏色；路面

寬度僅可並排停放約六台摩托車，使得每次會

車十 困難；路面上 落一地的碎石，路兩旁的

混濁河水奔騰著；民權國小全部被沖毀，只留下

一些斷垣殘壁……，種種景象讓我怔住了 我可

以想像颱風來襲時，暴漲的河水如一隻貪婪的手

臂，掠奪四周圍的生命 財物 車子在臺二十一

線上搖的我很難過，再看到四周的景象及想到人

類殘害自 殘害萬物 殘害家園，讓我更難過

在快到悟洞的某個坡道，那位家長的車子終

於 拋錨了 ，而我做的那台陳司機的車則是

於太重而爬不上去─只有 會長四方竹的車子沒

事 因為底盤高，加上又是四輪傳動的汽車 最

後兩台車的問題都紓解了，於是我們在蟲鳴鳥叫

那是一片人間仙境，可以讓人心曠神怡；那是一片動物樂園，可讓動物安居樂活；

那是一片植物觀園，可以看到許多植物。

 承蒙老天眷顧，讓我們得以看見這麼美好的地方。

    今年，八月二十二日，潭美颱風來襲，將悟洞的 聯外道路 臺二十一線給沖毀

的消息傳到我耳裡後，使我不禁想起悟洞的環境及我在悟洞的生活……

聲之下，與迎風搖 的竹子打招呼，疼惜的繞過

每個落在地上的油桐花，欣賞著颱風草的舞蹈，

朝悟洞自然教室走去

一到悟洞，李月綢老師便請我們了解環境

四方竹帶著我們 參觀 悟洞的 五星級廁所衛

浴設備 那 五星級廁所衛浴設備 是 幾根

木住豎立在四旁， 一大塊帆布將三面圍住，剩

餘的一面使 拉式浴簾所檔著，地板是 木頭鋪

的，然後在衛浴設備的正上方有一顆燈 還有蓮

蓬頭及冷熱水設備及置物架，很 豪華 ！ 廁

所則是在 五星級廁所衛浴設備 旁，悟洞教室

後面，緊挨著山崖，沖水必須 水瓢撈水倒入蹲

式馬桶中，悟洞的右側是山崖，左側是山壁，而

左前方則是洗手檯，流水量極小 悟洞自然教室

是 以前台電公司做電線杆的木頭做骨架， 泥

沙和樹枝的 磚頭 做牆壁，可謂 會呼吸的房

子 悟洞外側是一條U字型路，悟洞就坐落在

U的底部

在男生們蓋 堡壘 女生們觀察植物 及

看一隻天然的鳳蝶標本時，四方竹叫我們吃完午

餐後要開始工作了 工作的內容是：製作 磚塊

來 砌牆 說那是磚塊，其實也不是 那是將

土搥成沙後，和水加樹枝所 捏 成的 磚頭

首先，四方竹先鋪幾塊帆布在地板上，倒土塊上

去，再請我們 木棍將土塊敲碎，再提起帆布，

將 敲碎的土塊倒入篩子，讓細沙掉入盆子中

接下來四方竹叫我們 組，一組四人，來做上述

工作 我戴上手套和面罩，與另外三位搭擋合作，

我們勤奮的工作，成為所有組別中速度最快的 每

鐘便倒一次沙土到篩子上 ，斗大的汗珠不斷

的滴落，浸濕了我的面罩 最後，我在不得 的

狀況下脫下了面罩

然後，四方竹推出一台攪拌器，示範如何將

攪拌器開啟，並將沙土一點一點的往下倒 一啟

動攪拌器，攪拌器開始震動，並 出 轟！轟！

碰！ 的聲音，瘋狂的攪著水 我撈了一匙沙土，

小心翼翼的，以慢動作將沙土倒入攪拌器的盆子

中，待攪拌器攪了一陣子後，關掉攪拌器，拿起

木棍，攪盆中沒攪拌均勻的泥沙，並倒到旁邊的

沙土弄進盆子裡 就在我重覆這些動作時，其他

 大家好用力與用心的在蓋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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噓！	噓！噓噓噓噓噓！ 是這音樂 的背景音

樂， 滴滴！滴滴！ 是伴奏， 呱滑花呱呱嘓

嘓！ 是主旋律， 恰恰！恰恰！ 是特效， 唧

嘻！	唧嘻！ 也是伴奏， 啾啾！ 則是音效，

螢火蟲是舞女，在一旁跳舞，螢火蟲幼蟲則是睜

大眼睛看著一 而 光的菌類則是努力的裝飾

場面 好了！時間差不多了！該回去睡了！

四方竹的話將我拉回現實，我與隊伍走了回去

山區的晚上，氣溫較平地低，但帳篷裡卻非

常悶，因此我拉開包住蚊帳的拉鍊，結果睡前忘

記重新拉上來了，因此帳篷裡冷的要死 你聽！

鴞的叫聲 四方竹說 滴！滴！ 鴞唱著

的確，那鴞的聲音與青蛙的叫聲 其他生物的叫

聲伴隨而來，彷彿唱著搖籃 ，讓世界萬物沉睡

沒多久，莊 XX大如雷鳴的打鼾聲 隔壁的隔壁

帳篷傳來 我開始打著寒顫，打著哆嗦，不停的

抖 兩隻螢火蟲提著燈籠好奇的問我： 你怎

麼啦 ? 我說我冷死了，然後牠們關心的問我要

不要 我們的燈籠取暖啊！我說，別鬧了，你們

那是冷光，無法為我取暖，然後牠們和我說再見，

希望你不要冷死，然後祝你有好夢，我說謝 打

寒顫 謝 打哆嗦 ，再見 抽畜 ，然後我就昏

睡過去

小孩則 老練 的搭起鷹架 真的很有架式喔！

不是蓋的 不曉得是不是他們以前有做過同樣的

事情 ? 並準備樹枝，並倒進攪拌盆內 當我 卸

任 後，則是 瘋似的問別人： 有沒有需要幫

忙? 除了這句話以外還是 有沒有需要幫忙?

在別人忙著挖出一塊塊樹枝與爛泥和成的東西填

牆壁時，我終於得到一個答覆： 待會兒你去

柴！ 柴，在悟洞極為重要 沒有柴，沒有熱水

洗澡；沒有柴，不能吃熱食

當輪到我 柴時，我 揀 了一根乾燥且細

的木頭，放在一截較寬大 被鋸下的樹幹上，

拾起 重如千金 的斧頭，瞄準位置，閉起眼睛，

深吸口氣，只聽見響亮的 哩！ 一聲，我這

下 的乾淨俐落，於是，我自信滿滿的拿了第二

截粗大 潮濕，且 腐朽的木頭來 眾人看著，

我再度拾起 輕如鴻毛 的斧頭 同一把啦！ ，

瞄準位置，閉起眼睛，深吸口氣，神情泰然的舉

起手，結果居然嵌─在─裡─面！ 哈哈！哈！

阿哈哈！ 一陣笑聲 我再度拾起 重如千金

的斧頭 同一把啦！ ，試圖將 嵌入斧頭的朽

木砸向 被鋸一半以上的樹幹上，結果還是未成

功，所以我只好 飲恨 將 爛攤子 交給下個

人 我心想，孔子說的真的很有道理：朽木不可

也，糞土之牆不可塗也！

吃晚餐前，我們要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搭帳

篷，否則晚上睡覺時會被叮得滿頭包 我們先清

場，再舖上木板，在木板上方蓋上帆布，然後我

們先把扁的跟一塊布一樣的帳篷拉起來，然後 ?

我也忘記了 典型的李班赫健忘症，請見諒 ，反

正大家都手忙腳亂的搭起四座帳篷，然後在各自

的帳篷中胡搞瞎搞，等著吃晚餐

四方竹曾說： 在悟洞吃飯，沒人 說不好

吃；在悟洞吃飯，沒人 浪費食物 這句話說

的有道理，不知道是因為午餐吃太少，還是太賣

力工作，消耗了許多體力，我一連盛了五 六碗

麵；不知道是因為我喜歡吃肉醬麵，還是 於早

上感受到山區資源匱乏，或是月綢老師廚藝好，

我覺得那碗麵是多麼的美味 最後，大夥兒吃的

鍋底朝天，腆著肚子，輪流洗澡 在我洗

澡時，蛙鳴聲此起彼落，然後一隻飛蛾飛

進浴室，魯莽的在浴室橫衝直撞，每當撞

到帆布，就 出 砰 的一聲 我越看越

難過，於是 水將牠引出去 洗完澡，擦

乾身體，換好衣服，走出浴室後，我看著

同學玩手機，然後我入帳棚看看書 寫東

西，等待下一個指示

真的嗎?要去夜遊? 耶！ 瞬間，

悟洞教室傳來一陣歡呼聲 明月突然顯得更

明亮 皎潔 整理好東西 四方竹說道：

帶手電筒，準備去夜遊 又一陣歡呼，

不到幾 鐘，全員到齊 一路上，四方竹都

請我們關掉手電筒，靜下心 閉上嘴巴，打開

耳朵，打開眼睛，聆聽大自然的聲音，觀察大

自然的奧秘 就在我們關掉手電筒，靜下心

閉上嘴巴，打開耳朵，打開眼睛的那一瞬間，

悟洞旁邊的山林，突然熱鬧了起來，彷彿開了一

場動物界的夏之夜音樂會！當月亮在操作舞台燈

時，音樂會中表演的音樂 開始了！ 噓！	噓！	

 鋪幾塊帆布在地板上，倒土塊上去，再用木棍將土塊敲碎。

 提起帆布，將已敲碎的土塊倒入篩子，讓細沙掉入盆子中。

	隔天清早，上午六點三十四 二十八秒，我

醒了過來，渾身冰冷，全體起床後，我們收帳篷，

將木板歸回原位後，我們便一同吃早餐，感受新

的一天來臨的欣喜 吃完土司夾鮪魚 草莓 桔

子醬後，四方竹教我們使 打火機生火 點燃蚊

香，在悟洞，一 東西都是寶，包括垃圾也是

我先 夾子夾起一片上一梯留下的垃圾 注意！

只能撿乾燥的，這樣才易燃 ， 打火機在

垃圾上點火，放入蚊香缸中，我再度放更

多垃圾進入缸中，再將檜木屑蓋上，我就

成功的點燃蚊香了 旁人看著一縷輕煙升

向無限蒼穹，覺得富有詩意！ 啊！炊煙

裊裊…… 但我卻被蚊香嗆的受不了，趕

緊閃到一邊

然後，四方竹便帶我們出去觀察生

態，我們是走昨天四方竹在我們去關水

塔的水那段路 一路上，我不僅大開眼

界，也學到不少：看到有毒的昆蟲豆芫

菁 了解為何水珠在葉子旁圍成一圈

看見可愛的尺蠖蛾及早上出沒的螢火

蟲 看到了難得一見的蟲癭 看見了

枯擬葉象鼻蟲 了解何謂三回羽狀複

葉 看見紫蛇目蝶及迎風搖 的竹子

了解各種葉序 看見長在樹上的西施

柚 看見整修好的民權國小 聞了檳榔花的香味

並見識了檳榔樹葉某部位的纖維是多麼的堅韌等

等 雖然回到悟洞時，我流了滿身汗，但卻覺得

很值得

在吃午餐前，我們先看昨天砌的牆是否 堅

固，結果令人欣喜，昨天努力的成果有了收穫

然後，我 四方竹與張 XX 搭上一塊帆布後 來

遮陽 ，就開動享 午餐

我們心滿意足的吃完午餐 拍完合照，便回

程，離開山林，告別悟洞

我這次學到了不僅是如何蓋房子而 ，還學

到了許多生活常識 生態知識等等 這次短短兩

天一夜的旅程，讓我脫胎換骨……

	一陣大風吹向我，將我拉回現實，悟洞蓋房

子的經驗讓我十 快樂，去時我無比期待，然後

我滿載而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