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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林維正 高雄分會分會長，自然名：四方竹

為什麼要這樣蓋悟洞自然教室？
因為想守護一片荒野

在去年荒野十八周年特刊裏，寫了一篇＜興

建 悟洞 U ng 自然教室 ＞， 經報

告了悟洞自然教室的自然環境 生態及興建的歷

程 所以，這次就來談談當初的想法 一路來的

過程及現在的狀況

年 月的定點觀察，夜宿悟洞工寮

當夜幕低垂時，螢火蟲漸漸升起於草叢 路邊，

更進入升起煹火的工寮內 夜深，當夥伴一個接

著一個躺在床上，準備進入夢鄉時，卻見屋內螢

光處處，那一閃一閃的螢光，眨呀眨著四處飛舞

心中不禁浮起一個念頭，為什麼只能去看螢火

蟲？為什麼不能跟螢火蟲一起睡覺？如果能讓小

朋友也能有這樣的體驗，睡夢中，螢火蟲能在他

身旁飛舞，那不是最自然的環境教育嗎？也能讓

我們的孩子， 正學習如何與自然相處，落實荒

野保護的理念 此時，確定了興建悟洞自然教室

的想法

荒野與合作的汗得學社確定了自然教室的木

結構樣式，並送出了 請建造資料 於縣政府

建設局審核人員要至現場會勘，所以在 年

月 日拆除了工寮 這天晚上就寢時，驚覺

自然教室 經非蓋不可了，因為工寮 經被我們

拆掉了

就此開始積極地進行蓋房子的各 事宜，

月下旬召集志工準備木結構材料 月下旬與韃

虎一家完成簽訂 悟洞 U ng 自然教育中心

興建合作備忘書 ，並於 月中取得建造執照

三個月後， 月中旬完成自然教室地基開挖 釘

模 灌漿及拆模作業 相隔這半年的時間，就是

要確定取得 建造執照 一般所謂 建照 ，	

因為自然教室未來將 荒野經營管理，所以希望

是間合法建築

取得建照之後，於 月下旬繼續準備木結

構材料，並進行試組裝，確定木結構準備完成

年 月上旬完成組裝木結構主體 也在這

一年的 月至 月初，連續進行了幾梯次的挑木

屑及黏土牆工作假期，開始了黏土牆的建造

可惜的是，這年的 月莫拉克颱風侵襲，對

台灣造成了不少的影響，前往悟洞的交通也因而

Utung是一片森林 Utung是一座山 Utung是一個家

Utung是一個與螢火蟲一起睡覺的地方 也是我們實踐夢想的地方

中斷，建造自然教室的

工作只好暫停 直到

月 日經 嘉義大埔重

返悟洞，檢視自然教室

颱風後的狀況，還好只

有屋頂帆布被掀開，主

體木結構無恙 但因為

道路狀況極為不穩，所以建造自然教室的工作暫

時停擺

年春節，台 線 仙至那瑪夏段河床

便道修築完成， 月至 月進行復工的準備工作，

並於 月開始繼續挑木屑及黏土牆工作假期，並

自三義購買檜木木屑，如此就不用挑木屑了 可

惜 月再度因雨道路受損而停工至 月 月

交通恢復，再回悟洞，檢視自然教室颱風後狀況，

屋頂帆布再度被掀開，主體木結構幸而無恙

於每年颱風季節時，每每造成覆蓋帆布之

屋頂受損，因而決定暫停製作黏土牆，先將屋頂

蓋好，以利日後作業 自 年 月起，全力

進行屋頂工程施作，直至 年 月 日安

裝完成琉璃鋼瓦，耗時兩年半的時間，終將屋頂

鋪設完成，往後即便遇到下雨天，也能安心地待

在自然教室裡繼續工作 心安了，繼續進行黏土

牆工程

至今，算算日子，這自然教室也蓋了快有

年了 許多參加悟洞自然教室工作假期的夥伴，

常常問我： 為什麼不找多一些人，快一點蓋

好？ 房子蓋好後，要做甚麼？ 也因此，我

常常會問自 ： 是啊！到底要做甚麼？ 常常

不自覺回想起荒野的宗旨： 透過購買 長期租

借 捐贈或接受委託，取得荒野的監護與管理權，

將之圈護，盡可能讓大自然經營自 ，恢復生機

使我們以及後代子孫能從這些刻意保留下來的台

灣荒野，探知自然的奧妙，領悟生命的意義

慢慢地就能釐清自 要做甚麼 沒有要做甚

麼，只是想能不能經 這間自然教室，圈護住這

片山林 這麼一來開始思索：人多，就會超過悟

洞的環境承載量，反而未保護就先傷害它 再說，

如果來參加工作假期的夥伴，只是為了協力造

屋，幫荒野蓋房子，而對這片山林沒有連結 感
 莫拉克颱風後，屋頂帆 被掀開的悟洞自然教室

 工寮拆除後，草地上空無一物

 拆除前的悟洞工寮

 工作假期：製作黏土牆

 試組裝的木結構

 工作假期：攪拌黏土加木屑

 2009 年初組裝完成的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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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g 在哪裡？ U ng 是 農族夫婦韃虎和阿餅一萱的家，位在楠梓仙溪左畔，

阿里山山脈右側向陽處，屬高雄 那瑪夏區瑪雅里，地天子與拉比尼亞河階平台上方

處。因為韃虎祖先的善待愛護，讓 U ng 至今仍像她的名字一樣，滿 綠意盎然的豐

美山林。荒野高雄 會於 2006 年起，於 U ng 作不定期的定觀記錄，我們在這裡體

會四季遞嬗的韻律，U ng 提供豐富的生態資源與安全的活動空間，讓我們可以盡情

感受自然的美好與精采。

希望藉由荒野大家庭的努力，共同將 U ng 營造成自然教育中心，透過 U ng 的

美，將 農祖先對自然的崇敬及愛護之心傳承給下一代。悟洞自然教室的興建工程，

正努力朝完成的目標邁進，想要為保護自然盡一份心力的朋友，可以把握機會，參加

悟洞自然教室工作假期 ，期 藉由自然教室，讓大家來學習自然的一 ，進而保

護自然，保護荒野。

● 悟洞自然教室工作假期場次查詢：荒野官網＞近期活動＞高雄 會

● 悟洞自然教室臉書：http://fb.me/ufjoking

情，如此還有意義嗎？所以我們沒有提供以工換

宿，食宿及交通費用都要自 負擔；也不接受一

般志工團體，來此服務取得志工服務時數 畢竟，

環境是大家的，不是荒野的，守住任何一片荒野，

受惠的不會只有荒野的夥伴，而是每一個人 因

此，來參加悟洞工作假期，不是為了別人，而是

為了自 希望能利用悟洞自然教室，圈護這一

片山林，慢慢地往外延伸，守住更多 更大的山

林

自 年 月起，我們讓高雄兒童自然觀

察班的孩子 高雄親子團二團小蟻團的畢業蟻

高雄親子團一團奔鹿團的小鹿 高雄親子團二團

奔鹿團的畢業鹿， 老師或導引員帶領至悟洞，

體驗協力造屋，讓小朋友親自身處於自然中，在

四周環繞的蛙鳴聲 螢火蟲飛舞的陪伴中入 ，

更在悅耳的鳥叫聲中起床，接受大自然的洗禮，

感受大自然的一切

圈護荒野，是每個荒野人的人生大夢，多年

來，我們尋尋覓覓，尋找夢想的落腳處 然而要

怎麼樣的棲地才值得我們圈護，一直是我們的思

考重點 平凡或獨特，我們總是希望平凡，卻又

不甘於平凡；經歷了不平凡，才覺得平凡的可貴

然而，所有的獨特，都需要平凡來襯托；沒有平

凡，哪來的獨特 悟洞只是一般的中低海拔山林，

和我們一起生活的，都是一般的生物 每一個物

種都有它存在的價值；也因此，每一塊棲地都有

它存在的價值 只要有機會，我們就應該 就可

以進行圈護，而不一定要等到調查完成，確定這

塊棲地有哪些物種 是否值得圈護，才進行圈護

所以，我們就這樣開始了興建悟洞自然教室

悟洞甚麼時候會蓋好？ 不知道耶，

看你囉！ 怎麼蓋那麼久啊！ 因為你沒來

啊！ 看著一層一層長高的黏土牆，說 的，我

也不知道悟洞自然教室甚麼時候會蓋好，或許

一 兩年，或許三 五年，看老天的意思，

其自然吧！上天都不急了，我們渺小的人類急甚

麼！

雖然天候難測及不斷增加的工作，一再地

考驗自然教室的興建，使興建完成的時間不斷延

後，但只要堅持目標持續進行，自然教室終有完

成之日 想要為保護自然盡一份心力的朋友，要

好好把握機會喔！期 藉 自然教室，讓大家來

學習自然的一切，進而保護自然，保護荒野

小故事Utung 悟洞

 小鹿的體驗：拆模板

 小蟻的體驗：攪拌黏土木屑之泥漿

 耗時兩年半，悟洞自然教室的屋頂終於鋪設完成。

 悟洞自然教室的現況

 一層一層累積起來的黏土牆

悟悟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