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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黃鐘瑩 荒野保護協會媒體宣傳部專員

聆聽台灣角落的聲音──
悟洞工作假期

小
客車疾駛於高雄的馬路上，平常日的上午，

區裡公路上車水馬龍，千百位握著方向

盤的駕駛人朝向不同的目的地，為工作 為生活

轉動車輪，持續前進 而這天我們一行人的目的

地是原住民部落中的那瑪夏區，其中一小處稱為

悟洞的地方，在此有靜謐的山林風光，有默默無

名的隱蔽小徑，有一座為了向大地學習而建造的

殿堂──悟洞自然教室

嚴格說來這裡還不能稱作殿堂，因為它還

只是一間仍在建造中的房屋，目前雖 經有完整

的屋頂，可以遮風擋雨，但整體外牆尚未完備，

窗戶也只有簡單的框架雛型而 ，建造的 料堆

放在門邊，等待著好奇又勤奮的雙手，投入手工

造屋的行列；等待著積極而熱情的雙足，走進這

與自然融合為一的小天地，分享自 的時間與力

量，使用來自大地的素 ，持續進行造屋行動

感受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工作模式，體會遠離

現 科技的山林生活

悟洞自然教室從 2008 年起開始動工，將原

本佇立於此地的老舊工寮拆除，恢復成一塊空

地，重新打地基 架樑柱 搭屋頂 築牆壁，靠

著人與人合作的力量，從無到有，一步一步

地累積 這次我們參與的兩天三夜工作假期，以

築牆為主要目標 第一天一早從高鐵左營站出

發，途中在甲仙稍作歇息，享用美味扎實的的芋

頭粿與芋頭西米露作為午餐，之後一路向山林挺

進，逐漸遠離街區 經過峽谷 穿越溪河，到達

建地 是午後時光，高雄分會分會長林維正 自

然名：四方竹 先帶大夥認識環境以及說明工作

內容 將行囊安頓好並換上工作服 誠心燒香向

天祈禱工作平安 利後，正式開工 		

首先進行的是挑木屑與曬木屑的工作，為

了讓木屑容易黏合，必須把大塊的木屑掰開成小

木屑，並且把含有樹皮的部分剝開分離 樹皮含

有的有機質較多，若作為建 ，容易變質 影響

屋舍的牢固性；而將木屑曬乾，則是為了讓木屑

中的水分蒸發，乾燥的木屑才能吸收足夠的泥

漿，成為適合建造房子的 料 大夥兒合力把回

收而來的廣告帆 攤平在基地前的空地上，將待

挑選 待曝曬的木屑均勻鋪排於此，接著各自選

擇一個角落坐下，開始細心剔除樹皮 剝開大塊

的木屑 開始動工沒多久，原本耀眼的陽光一下

子就躲到雲層背後，天空轉陰，毛雨驟降，於是

大家趕緊合力再把木屑蒐集起來，防止水滴的侵

襲 沒了陽光，就不能曬木屑了，只好躲在屋簷

下進行另一 工作 看來，工作假期的內容要做

什麼，還得看老天的臉色來決定 			

躲開雨水，我們轉移陣地到屋簷下開始加工

製作泥漿所需的細土，從把乾燥的土塊 碎 輾

細，再用篩子篩出如麵粉般細膩的 土粉 土

質越細，越能與水融合，製作出品質越好的泥漿

為了將土塊變得細碎小，眾人一同使勁，眼睛瞄

準 手握木槌或木棒 用力敲擊土堆， 兜－兜－

兜－ 喀－喀－喀－ 的聲響不絕於耳，因

拿的工具不同，敲打的節奏不一，從旁聽起來彷

彿是一個名不見經傳 新組成的敲擊樂團的練習

演出 一個單純的碾土工作，搭配持續而穩定的

打擊樂，不知不覺中，心漸如止水，感受到乾燥

的土塊在手中的木槌與地面交會並碎裂成細土的

聲音，與在辦公室內面對著電腦敲打鍵盤與滑鼠

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接近土地與自然的聲音 			

經過仔細篩選的土粒摸起來細緻綿密，與

水混合加入一些硼砂，增加泥漿的黏稠度，使用

機械的攪拌器，倒入充分曝曬的木屑與泥漿，啟

動機器持續攪拌，一邊 加入細土粒，原先壁

壘分明的木屑與泥漿漸漸混合，泥漿在攪拌的過

程中，滲入木屑的紋路裡 孔隙中，使木屑產生

黏性 另一方面，在預備製作牆面的地方，則立

起模板，創造出注入木屑的空間 若是平整的牆

面，則只要把矩形的木板釘於現有的牆面結構即

可，不過剛好這次要做的牆面有一個變電箱，為

了符合變電箱的形狀，需另外鋸出尺寸適合的三

 悟洞自然教室被大自然包圍環繞

 細緻的土粉是泥漿的主要成

 動手剔除樹皮 把木屑剝小

 把握太陽露臉的時光曝曬木屑

 使用各種工具碎土

 透過篩網從碎土取得更細緻的土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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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木板 鋸木板與使用電鑽釘牆面的工作略有

門檻，還是交給較熟悉這些器具的夥伴操作，其

他人繼續關注攪拌器的狀況 為了確認 黏土木

屑 的黏性是否足夠，抓起一把木屑用手掌捏捏

握握，像捏飯糰一樣，如果黏性足夠的話，可以

做成泥球把玩，向上拋起也不會散開，這時就可

以準備把木屑放進完成的模板中，進行 告別蝴

蝶袖大作戰 的 夯土運動 囉 		

夯 這個 非常好懂，簡單來說就是 大

力 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的解釋， 夯 作為

名詞是 用來敲打地基，使其結實的工具 ，依

質可以是木夯 鐵夯等；若做為動詞，則是 用

夯砸地 的意思 而此刻我們用盡全力打壓放進

模板裡的 黏土木屑 ，讓它們紮紮實實地靠攏

聚合 夯土 的步驟是這次工作假期中最耗費

力氣的工作，也是最精華的部分，之前所做的種

種，都是為了這一步做準備，抓起一把一把的黏

土木屑，仔細排在模板裡，用力敲打，然後再抓

起另一把木屑，鋪排 敲平，如此周而復始，逐

漸完成手作牆面 等待 也是夯土作牆的重要

環節，在拆除模板之前，需耐心等候黏土木屑的

水份蒸散，變得乾燥，成為堅固的牆體，不能立

即看見成果，的確 人心癢難耐，好在山林裡還

有許多精彩的事情，可以讓我們另尋趣味 			

如同四方竹在行前說明的信件所說，山

上的餐點很簡單 為了節省水資源，大致上

會把主食與配菜煮在一起，並選擇少油的料

理 第一天的晚餐 人深刻，蔬菜燉飯搭配

絲瓜貢丸湯，簡單而美味，尤其是在經過耗

費體力的工作後，飽餐一頓感覺全身又再度

充滿活力 夜晚為了準備盥洗所需的熱水，

在屋子後方生火，沒想到燒柴的煙霧，竟將

在門邊築巢的虎頭蜂薰得七葷八素，從蜂巢中胡

亂竄出，大多的虎頭蜂彷彿喝醉一般，飛不遠

走不快，其中一隻甚至因為走路 晃跌倒，讓自

的身體沾滿塵土，原本身體的顏色被土蓋過，

猛然一看，還以為是一隻新品種的虎頭蜂，難得

有機會近距離觀察虎頭蜂而又不會有被 擊的危

險，眾人都很興奮，認真地觀察牠的一舉一動，

看著牠 擺擺走著，試著用前腳擦掉臉上的塵

土，但沒走幾步又再度踉蹌跌倒，模樣有些惹人

憐愛 夜越深，基地附近一片漆黑，許多趨光型

的昆蟲被屋內的燈光吸引而來，停靠在牆面上，

或靜止不動，或漫步而行 大約是子時時分，這

場 趨光夜總會 的參與者數量達到最高峰，除

了牆上各式各樣的飛蛾 椿象 紡織娘 螢火蟲，

天花板還有虎視眈眈的壁虎，望著佈滿大餐的牆

面，伺機而動 	

第二天的晚餐後，大夥帶著手電筒與相機，

齊步走進黑暗裡進行夜間觀察 唯一的光線來自

握在手中的手電筒 對於現 人類來，我們習

明亮的生活，白晝仰賴太陽，夜晚或室內則依靠

電燈，光明讓我們看清楚眼前的世界，帶來安全

感，但也因此培養成過度依賴視覺的生活習

夜間觀察 中其實聽覺更為重要，當聽見蟲鳴

時，若不屏息靜聽，憑藉耳朵找尋聲源，是怎麼

也無法找到聲音的主人，不利觀看的情況下，更

能激發其他感官的潛能，在黑暗中與驚喜相逢，

遇見無懼黑暗而依舊活躍的各種生物們，也遇見

用心之眼去探索環境的全新自

荒野保護協會工作假期

在荒野保護協會關心的各地溼地 河流

森林 山區等自然環境中，結合休假與志工

服務，從事復育植被 淨山 移除外來種

製作生態廊道 建立生態水池等棲地工作，

從認識自然到實際動手行動，學習人與自然

和諧共處之道 目前在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高雄 宜蘭等地各有不同形態的工作

假期，詳情請見荒野官網→近期活動→工作

假期

兩天三夜的工作假期，在牆體模板拆開後告

一段落，看著自 從挑木屑 曬木屑 碎土

碾細土 混合泥漿與木屑 不斷夯土再夯土，

經過時間與陽光的加持，來自大地的資源重新組

合，化做一道牆，與其他的牆面 屋頂一同打造

成一座提供謙卑的人們向偉大的自然學習的基

地 也許來到此地的後人，也能和我一樣，清晨

時分在眾鳥紛鳴的熱鬧配樂聲中醒來，享受純粹

的初道暖陽；午後光陰被覓食中以喙擊木的小啄

木吸引，佇立於枯木下，為牠體態輕盈 聆聽枯

枝裡獵物動態的可愛模樣而著迷不 ；深夜闔眼

時，一瞥來道聲晚安的螢火蟲，牠的閃閃螢光，

成為入夢前最美麗的景致

離開繁華的台北，走進高雄的山林，台灣

自然風光的精巧與精彩又再次 人讚嘆不 ，卻

也使人感傷 進入悟洞自然教室所在的那瑪夏區

途中，也經過了曾經的小林 所在地，走在荒廢

的舊社區，學校的走廊長滿野草植物甚至長著小

樹，不難想像此時平和寧靜的大地曾一度被狂暴

的風雨土石摧殘著，帶走人們的笑聲和對生命的

望 站在這裡，有不捨的心情，也有希望的蹤

影，與自然共 是一輩子的課題，棲地守護更是

荒野人的使命，在這趟工作假期中體悟了 我們

都太愛這塊土地，我們卻也都不夠愛 ，發現情

感與行動必須並行而 ，鼓起勇氣繼續下一個旅

程

 同心協力完成的牆面

 夜觀的路上充滿驚喜 把木屑鋪放在模板裡

 為了搭建模板而釘木板

 為了搭建模板而 割木板

 攪拌機不停轉動來混和木屑與泥漿

 灰頭土臉的虎頭蜂

 色彩豔麗的蓬萊茶斑蛾也來湊熱鬧  紡織娘被燈光吸引而來

 泥漿成功附著於木屑時即可捏出小泥球

 夯土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