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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旋律生命的旋律

文、圖／鍾宜佑 親子團高雄一團奔鹿，自然名：風神翼龍

文、圖／曾柏翰 親子團高雄一團奔鹿，自然名：矛頭蛇

高一奔鹿團集會 體驗悟洞生態生活

十二月份的團集會是個不一樣的團集會，地

點在高雄市那瑪夏區，荒野 悟洞自然觀

察教育 區 此次，我們是來協助悟洞教室的

建造，並且體驗山林野地的大自然生活 因悟洞

還在建造，一時間還容納不下一整個團隊，所以

總共 四小隊上山去，而我們高地鹿為開路先

鋒，安排在第一梯隊

去悟洞的前一晚，家人一直叫我檢查行李，

確認東西是否準備好；隔天，到了集合地點衛武

營捷運站，看到大家一一到來，心情更加雀躍，

人員集合完畢後，我們 別坐上會長四方竹及導

引員大肚魚的車出發

仙是南橫公路的入山口，是一個很 統的

山城，也是我們第一個休息站，當然要品嘗當地

的名產芋頭的相關產品，如芋頭冰 芋頭粿 芋

頭西米露 聽爸爸說，這是四方竹的最愛喲！

而我則是點了我最愛吃的 芋頭冰 ，真是太好

吃了 休息了一下，便繼續出發前住那嗎夏，離

開 仙便正式進入山林，其中，經過了小林村紀

念公 ，也經過了小林村部落，這是我們的第二

停駐站，透過四方竹的解說，我才知道當時八八

風災因為瞬間雨量太大，山林大地無法負荷，土

石流便直接從山上傾斜而下，使得小林村整個部

落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難，大自然反撲的力量，豈

是人類可以操控的呢！我們真的太渺小了！

到了悟洞後，四方竹帶領我們進行拜拜儀

式，告訴大地： 我們來了，請保佑我們平安順

利 離開悟洞前也進行拜拜儀式，感謝大地萬物

賜予我們平安及陪伴 接近中午就吃午餐啦！

因為第一天午餐及隔天早餐都是自 準備愛吃的

食物，所以看到各式各樣的餐點，真是有趣極了

走了漫長的路，終於抵達悟洞，在四方竹的

帶領下，我們認識許多關於地殼構造的知

識 一抵達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也不是工作而

是祈求平安，希望接下來的兩天能平安度過

一開始四方竹講解如何使用機器以及做牆

壁，接下來就輪到我們來大顯身手了！我負責夯

牆壁，原本以為很簡單，結果才夯一下手就沒力，

但我越夯越習 最後竟完全沒感覺 其實技巧很

簡單，只要沿著模板邊緣夯，就能做出外表堅硬，

但內部保有空隙 冬暖夏涼的牆壁 其他人則負

責攪拌，加入水 黏土 木屑等原料，並交給我

夯牆壁

剛到悟洞時看到浴室覺得很簡陋，但晚上如

冰一般的氣溫下，反而因有熱水瞬間成為 山中

的五星級浴室 非常舒服，暖到不想外出面對寒

氣，最後在蟲鳴聲下安然入睡 在睡覺間我醒來

很多次，因為實在太冷了，睡袋不知道被誰壓住，

導致棉被只蓋到腳 吃完早餐才發現晚上竟然橫

躺，兩人被我壓在下面，超悲哀！ 此事件可知

我的睡相很差，需要好好修正

吃完早餐後，四方竹帶我們去劈柴，原本大

家都很害怕，但親身劈過發現其實很有趣，舉起

斧頭劈下去的瞬間有股難以言喻的痛快感 接下

來生火事關重大，為煮午餐咖哩用的火，大家都

卯足全力要把火生起來，但四方竹只給兩人三根

火柴，用完就沒了，是相當艱鉅的任務 為了取

得易燃物，我去收集樹枝並做我最喜歡的事－劈

柴 撿來的乾樹枝作為引燃物，劈好的柴做為基

柴，最後用茅草作為發火柴，隨後開始升火了

原本以為只要把火柴點燃再放下去燒就完成，結

果火燒太快導致發火柴來不及點燃引燃物就燒

光！最後三根火柴都用完還是沒點燃，只好向唯

一生好火的一組借點 岩漿 來救急 根據過去

經驗只要有 岩漿 就沒問題，在悟洞也試過且

每次都成功點燃基柴，但這次不知何故連 岩漿

也沒有用，最後四方竹看不下去，只好送我們兩

開始工作囉！四方竹先帶領我們去水源地看

看水塔有沒有水，順便檢查水管有無損壞，以便

引水下來使用，還帶我們去參觀梅 ，從梅 往

對面山頭望去，有一棟白色建築民權國小，經四

方竹解說才知道，學校也是八八風災的受害者；

回程我們順手撿了一些木柴，回到悟洞開始進行

建造工作 首先，將攪拌器定位四方竹開始示範

解說如何調配木屑與泥漿比例，調好之後，便開

始做牆壁，為了達到冬暖夏涼效果，在做牆壁時，

兩側要夯緊實一點中間部保持原狀，心想： 就

是這麼簡單嗎？ ，好神奇喲！

在這裡，一 都是要自 動手作，自 去體

驗，四方竹教我們要 把心打開 用心聽

用心看 及 用心好好的觀察 ；所以從拌土

做牆壁 拿電鑽鎖板模及拆板模 拿鋸子鋸木頭

拿斧頭劈柴及搭營帳，樣樣都要自 動手作，透

過參與才能瞭解其中的原理 所以只要我們可以

做的，四方竹就會讓我們去體驗，例如，大人最

忌諱的 玩火 ，在這裡，四方竹卻教我們如何

升火，怎樣玩才能玩的安全，所以我們大家最喜

愛這一段活動

悟洞的環境條件真棒！動物 植物如此的多

種，白天蟲鳴鳥叫，真是動物快樂 地，到了晚

上更加的熱鬧，其狀況還不輸白天，更不輸都市

裡的夜市攤叫賣，真是熱鬧滾滾呀！大冠鹫 貓

頭鷹及莫氏樹蛙的叫聲，尤其是莫氏樹蛙 嘓

鳴叫一整晚，還真有一點吵，還有滿天的星海，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美麗的夜空

所以，我很喜歡這一次的團集會，因為都可

以親自動手做；我希望悟洞能順順利利的建造完

成，如果還可以，我希望還能去體驗悟洞生活，

因為，太吸引人！太好玩了！

根燒的紅通的木炭，我們趕緊追加發火柴盒引燃

物，並給予大量的空氣，並把空氣中的助燃物－

氧氣給帶入，這才把最重要的基柴點燃，也終於

生起火，最後四方竹把大家的木炭丟入火爐，總

算大功告成！午餐咖哩終於完成！大家辛苦的升

起火總算有了代價，換得一份豐盛的午餐 大家

認為非常值得，帶著感恩的心品嚐這得來不易的

午餐，臉上皆流露出歡喜之情

吃完豐盛的午餐後該離開了，先把環境清理

好，並收拾行李 大家在尚未完成的悟洞自然生

態教室前拍大合照，為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 最

經過顛陂崎嶇的山路，終於抵達悟洞，抵達的第一件事
不是休息，也不是工作而是要先敬天謝地 祈求平安

體驗自然檢樸的生活方式：劈柴 生火 燒熱水洗澡
煮食物

同心協力，將木材鋸成所需要的大小

黏土過篩將黏土中雜質，例如：碎石 , 枯枝
等篩檢出來，並將黏土篩成粉末狀，其目的
是比較容易與其它材料攪拌成沏牆的物料

後四方竹帶領我們感謝大自然保佑我們平安，希

望能繼續守護這間悟洞教室直到完工 雖然不捨，

但終究還是要離去，大家只好帶著依依不捨的心

情離開這陪伴著我們渡過短短兩天，但帶給我們

無限美好回憶的悟洞 這份特別的回憶將永遠保

在我的心中，而且不只是我們，我更要告訴其

他人悟洞這個好地方，幫忙悟洞教室的興建，有

朝一日我一定能見到悟洞教室的完成，到時我就

可以驕 的對別人說： 這山中教室全部都是人

力建造出來的，而我就是他們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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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孫竹均 

( 親子團高雄一團奔鹿，自然名：康乃馨

文、圖／盧宥羲

    親子團高雄一團奔鹿，自然名：龜殼花

2 年 月 日是我覺得去年最寒

冷的兩天，外面冷颼颼但我的心卻暖洋洋，

這是高一奔鹿團去 悟洞自然教室 的日子 在

四方竹的帶領下，眾人在衛武營集合後啟程前往

悟洞，途經 仙，我們試吃了芥茉口味的芋頭酥

條，真是辣到了一個爆炸！在經過一條溪時，四

方竹指出小林村以前的位置，真是觸目驚心，那

地方完全被土石覆蓋了！真不敢想像當時天崩地

裂的情景 另一個與八八風災有關的地方是 世

紀大峽谷 ，四方竹為我們解說那看起來一層一

層的岩壁是怎麼來，我們發現超耐磨的石頭，一

摔就碎了！八八風災曾經光顧的地方，實在是太

可怕了，一部被弄得稀巴爛的車子 泥沙淹到兩

層樓高的房子，彷彿都在敘述八八風災的無情，

讓人感到不寒而慄 不過這讓我學到要珍惜 擁

有的事物，最後我們終於到了 悟洞自然教室

首先四方竹叫我們集合拜拜，大家心懷感恩

之心，感謝大自然的恩賜 拜完後開工，我們觀

察環境，看到房子的牆壁似乎用一種不知名的木

屑黏起來 四方竹在我們觀察之後，叫我們戴手

套，並叫矛頭蛇和蜜熊搬了一台機器出來，野馬

啟動了機器，裡面兩個長條物體開始轉動，我照

著四方竹的指示加水，其他的人輪流加入黏土，

四方竹說做牆壁要先塗泥 說實在的，那些泥漿

摸起來滿噁心的，塗好後，四方竹請我們用混合

木屑與泥漿做一顆球，並且要用泥漿球夯牆壁，

四方竹還說 夯 就是

大力兩個 的組合，所

以要大力夯 男生去夯牆

壁，女生就負責運木屑，

夯了好一陣子後，四方竹過

來看說可以了，就順便教我

和野馬用螺絲鎖木板，我舉

起很像槍的機器鎖木板，讓

我很有成就感 之後我們開

始鋸木頭，同時研究木頭怎

樣才不會滾動，此時，導引

去年 月的集會是個特別的 組活動，與其說是

集會不如說是都市少年的探險，非常期待體驗

悟洞兩天一夜的生活 當天我揹著要用的盥洗用具

食品及睡袋，搭著捷運到衛武營一號出口，沒想到一

到會合的地點，連半個小鹿的影子都沒看到！我還

以為自 走錯地方，呆坐在捷運站出口等了十餘 鐘，感覺像過

了一年半載，看見夥伴從身邊經過才讓我寬心

全員到齊後動身前往悟洞，沿途景色有懸崖峭壁 小林村遺蹟 潺潺流水 蟲鳴鳥叫，

讓人心曠神怡 這次的悟洞之旅， 四方竹主導各隊小鹿建造悟洞的牆壁，經 四方竹耐

心的教導，我們終於順利完成任務，用木屑及黏土建造出會呼吸的房子，第一天的夜晚冷

風刺骨，幸好有上午在山上撿的柴火燒來取暖，要不然我們就會在四方竹 紹悟洞歷史時

凍僵了！			

隔天早上四方竹禮遇小鹿睡到自然醒，比起趕場上學真是暢快！起床後總是覺得空氣

特別冷，躲在帳篷裡的男小鹿也都起床了，不知道離早餐時段還有多久，我和他們都很無

聊，有人提議玩大老二來打發時間，記得昨天睡覺前，跟四方竹約定早上七點之前不准吵

到他，否則那位小鹿就會被叫進帳篷跟他睡覺！				

吃完自備的早餐，四方竹便帶領我們做早操，接著教我們丟沙包 丟沙包並不難，只

要全神貫注的看著沙包，就可以順利掌握丟沙包的要領 之後開始準備柴火，要起火了！

我們剛開始不太順利，後來想到用粽葉助燃，放入粽葉後，火大足以將它接觸到的一 ，

全部都燒成灰燼！

這次的悟洞之旅，要感謝四方竹 天人菊和大肚魚，協助我們劈柴 撿柴 希望有朝

一日，可以再度體驗悟洞的生活，聽說，春夏的悟洞是賞流螢，體驗學習最佳時節呢！

員竹雞秒殺了一段木頭，這似乎引起了男生的注

意，於是他們便開始一邊計時，一邊鋸木頭，大

伙都很開心一點都不覺得是在工作

接著我們開始清理機器，清好後一行人就去

開水塔！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水塔附近還有一

隻樹蛙跳上青竹絲的肩膀，真是有趣！四方竹撿

到一枝有香味的樹枝，並叫我們撿樹枝並 成乾

溼兩堆 接下來開始搭帳篷，大家七嘴八舌 七

手八腳好不容易搭好之後，到了晚餐時刻，大伙

飢腸轆轆，我們一邊聊天，一邊吃著冰冰的碗粿

和暖暖的味噌湯，辛苦了一天後，覺得 天的晚

餐特別美味可口 晚餐後，四方竹跟我們解說悟

洞的建造過程 目標 地理位置等知識 結束時，

不知道幾點了只覺得好冷，趕快鑽進睡袋夢周

公去

隔天起床後，四方竹教我們玩沙包遊戲，訓

練我們的專注力 肢體協調感等，真是寓教於樂

早餐後，我們再度工作， 天是拆木板，每個人

拆一塊，輪到我時力道太大，咚了一聲，螺絲掉

到台子和牆壁之間的縫隙，真是好糗 四方竹說

昨天夯牆壁夯得很成功呢！拆完木板後接著劈

柴，輪到我砍木頭時，我照四方竹的指示把斧頭

卡到木頭裡再往下一劈，結果卡到一半時木頭成

兩半了，嚇了一跳！隨後我們 成三組來生火，

雖然我們這組最後才生起火，不過很好玩，四方

竹把我們這組的火拿去煮咖哩 因為那天是剛好

是冬至，我們去搓湯 ，我竟然一不小心把一小

團湯 掉進魚丸湯裡，真的感到很自責，之後我

們幾個愛玩火的人就跑去研究煮咖哩的火 終於

咖哩煮好了，我們就在那裡 品嚐 午飯後，

大家一起整理環境，四方竹帶領我們拜拜並拍

照，我們依依不捨的離開了悟洞 回程扺達衛武

營後，互道珍重再見，這次的悟洞之旅讓我有了

全新不同的體驗，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去一次

將原料到入模板內夯牆壁，為了建造冬暖夏涼的牆壁，忍著手酸也很開心

雖然我瘦小，我相信自己做的到，鋸開粗大的木頭

哇！真是不簡單 自己動手搭鷹架 , 終於可以登上高處建造會呼吸的牆壁

看似嚴肅的分會長，其實有顆柔軟的心，
帶給我們不同方式的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