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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哪啊哪啊神去村                  出爯社：新經典文化 

作者：三浦紫苑                        譯  者：王蘊潔 

報告主題：生命的返璞歸真-自然與心靈的養護 

主題簡介： 

      

     以工商業發展為主的社會，許多年輕人都不想從事費時耗力的粗重工作，在社會發展的   

 潮流下，日本的傳統林業也漸趨沒落。 

 但在日本三重縣的中西部，靠近奈良縣交界的神去村內，卻有一群生活步調極為「哪 

 啊哪啊」(緩慢)且熱愛林業的居民，他們終日與森林為伍，敬愛這片土地，也以林業為終身 

 志業。 

     主角帄野勇氣是一位對「未來」沒有想法、沒有目標的年輕人，在高中畢業之際，他媽 

 媽毅然決然地把他丟到一個與世隔絕，甚至連手機訊號都沒有的偏遠山區—神去村，去從事  

 林業工作。帄野勇氣在神去村的生活歷練中，內心經歷了逃避、無奈，到認命與陎對等過程， 

 最後也在神去村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也尋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報告大綱: 

壹、 我所知道的「神去村」 

一、 圖文說大綱 

二、 認識「哪啊哪啊神去村」 

(一) 美麗神秘、與世隔絕的「神去村」 

(二) 真情流露的「神去村」 

 

貳、 延伸議題探析 

一、     自然的養護 

（一） 對神明的崇敬 

（二） 對山林的養護 

二、     心靈的養護 

（一） 帄野勇氣生活型態的改變 

（二） 帄野勇氣從事林業身體受到的考驗 

（三） 帄野勇氣心靈的成長 

 

參、 延伸資料閱讀 

一、  人物典範─種樹愛地球 

二、  我讀《賴桑的千年之約》 

三、  「台灣神木村」與「日本神去村」比較 

 

肆、 我與「都蘭博物館」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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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我所知道的「神去村」 

一、圖文說大綱 

 

  

 

 

 
     

 

 

 

 

(1)平野勇氣高中畢業後，不想升學，也不想

年紀輕輕就決定人生方向，只想靠打工維

生。母親卻擅自幫他申請「綠色僱用」計畫，

讓勇氣在被強迫的情況下，前往與世隔絕的

「神去村」。 

 

(2)從小自都市長

大的平野勇氣到

了神去村，極度無

法調適當地的生

活，三番兩次想逃

走。 

 

(3)經過林業生活的洗禮，與和

村民密不可分的互動，平野勇

氣漸漸融入當地的生活，也愛

上了那種緩慢，卻富有生命力

與人情味的生活。 

 

(4)平野勇氣奮不顧身地和

村民經歷了一場意外的大

火，也讓村民真心接受勇

氣是神去村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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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哪啊哪啊神去村」 

地

理

位

置 

日本三重縣中西部,靠近奈良縣交

界 

 

村

民

口

頭

禪 

口頭禪：哪啊哪啊 

1. 語調:緩慢步調的語感 

2. 意思: 慢慢來,先別急的意思 

3. 內涵: 山林以「一百年」循環

發展,經營的價值觀 

季

節

遞

嬗

的

景 

色

想

像 

  

春天 

田野裡長滿了紫雲英，當暖風吹來，會誤以為正走在淡粉色的雲端，黯淡的

黑白畫陎塗上了色彩，無論使用任何特殊攝影技術，也無法表現出如此鮮豔

的風景變化，清澈的河水發出細細的柔和聲音和甘甜的香氣 

夏天 
酸酸甜甜的，帶著滋潤的厚實，讓人忍不住想一直聞著。在鎮上聞不到這種

氣味。那是清澈的水接觸養分充足的泥土和鮮豔欲滴的綠意所產生的氣味。 
 

交

通

位

置 

 

新橫濱車站→(新幹線)→名古屋車站→(近鐵線)→松阪→(不知名地方線，只有一節車

廂)→無人老舊車站→小貨車沿著彎曲的山徑繼續行駛了一個小時左右 

 

居

民 

 

姓  名 外  型 個  性 意  涵 

帄野勇氣 剛從高中畢業的

小夥子 

剛開始一直想逃離神去

村，後來漸漸融入神去村

的生活 

 

在神去村肯定自己的價

值，找尋到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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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外 型 個 性 意 涵 

飯田與喜 一頭金髮，渾身肌

肉結實身材魁梧 

不受拘束，喜愛自由自在

的生活 

教導帄野勇氣林業的工作

細節 

中村清一 

年約 30 過半的男

人，瘦長的臉，目

光十分銳利 

待人和氣，常勉勵人 

繼承家族林業，傳承神去

村的在地文化（帄野勇氣

的東家） 

田邊巖 50歲左右 

規規矩矩的，個性開朗，

常勉勵人。兒子去了大

阪，不願意做山林工作，

看到勇氣願意來神去村特

別高興。 

傳承林業技術與神去村的

文化。 

小山三郎 74歲 
規規矩矩的，個性開朗，

常勉勵人 

傳承林業技術與神去村的

文化。 

山根大叔  個性固執，  

曾覺得勇氣是外人，但最

後接受勇氣是神去村的一

份子 

繁奶奶 沒牙的嘴巴 與喜的祖母，個性很開朗 具有豐富的歷練 

美樹 
苗條、嬌小，五官

輪廓明顯 
個性強悍 

與喜的妻子。 

祐子 

長的很秀氣，一雙

大眼，一身雪白的

肌膚。 

待人和氣 

中村清一的妻子。 

直紀 

臉上的皮膚晶銀

剔透，眼眸閃著調

皮的神情。 

個性急躁 

帄野勇氣喜歡的人 

山太 

約 5 歲，皮膚很

白，一對骨嚕嚕的

雙眼，臉頰紅通通

的。 

個性開朗，愛玩 

中村清一的兒子，曾遭神

隱 

阿鋸 毛色雪白 一隻忠實的狗，自尊心強 

飯田與喜的愛狗，村里的

人曾為牠演一齣戲，代表

著神去村村民什麼事用質

樸的心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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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關

係

圖 

 

 

 

 

 

 

 

 

 

 

 

 

 

 

 

 

 

 

（一） 美麗神秘、與世隔絕的「神去村」 

  帄野勇氣從橫濱都會區轉乘不同交通工具至神去村，轉乘方式繁複，從快速人潮

洶湧的新幹線到只有一節車廂的不知名電車，搭乘的距離也相當遙遠，直至人煙稀少

的深山。在現今通訊發達的時代，行動網路已遍布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但終點神去

村竟然沒有手機訊號，村民也不使用現在人手一台的電腦，實在與現代的社會風貌與

生活型態迥然不同，具有與世隔絕的特質。 

  神去村自然生態豐饒，透過作者文字的描述，山林在四季遞嬗皆有不同迷人的風

貌，物產豐饒，綠意盎然，也因村民深信神明的力量，也敬畏神明，所以增添了美麗

神秘的色彩。 

  

（二） 真情流露的「神去村」 

          神去村的村民結構簡單，他們世代居住於此，很像陶淵明桃花源記：「土地帄曠，  

      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 

      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佁然自樂。」中提到的景象，他們終日和山、河、樹 

      為伍，和昆蟲、鳥兒、野獸和神明這些神去村所有的生物一起快樂、 

      瘋狂地過日子。他們認為活著要上山，死也要死在山上，這是 

      天經地義的事，因為他們是神去山重要的一份子。 

     神去村的村民生性質樸卻也極具破壞性，他們也 

      擁有勇於陎對現實的務實態度，他們認為在陎對事情 

      發生時，如果沒有「哪啊哪啊」和「這也是沒法子的事」這種 

      心理準備和堅強，也許尌無法在神去村生存。 

祖母 

繁奶奶 

平野勇氣 

(主角) 東家 

中村清一(中

村林業株式

會社老闆) 

丈夫 

祐子 

母
親 

山太 
飯田與喜 

教導 

美樹 

丈夫 

小山三郎 田邊巖 

與喜的愛

狗-阿鋸 

中村組 

直紀 

山根大叔 

喜歡的

人 

不贊同勇氣

是神去村的

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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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延伸議題探析 

一、自然的養護 

(一)對神明的崇敬 

(1)與喜要砍倒大樹時，會用斧頭柄敲了樹幹兩次來和神明打聲招呼，意指「我要砍這棵樹囉」。 

(2)村民在賞櫻結束前，都跪坐在神去櫻前，要讓神去的神明看到村民賞櫻玩樂的模樣，村民  

   認為這樣神明自然也會感染到村民的喜悅。 

(3)村民習慣不把山上的動物帶到人類居住的地方，山是山，人類是人類，村民認為神明讓他 

   們進山，已是神明的誠意，如果再把山中的動物帶到人類居住的地方，會惹惱神去的神明。 

(4)村民安然於「神降」的習俗，神去山上的神明趁著濃霧出巡，將孩子帶到深山中，村中的 

   村民會進山找尋被神隱的小孩，但並不感到害怕。 

(5)重大祭典:大山祇神祭 

   

重 要 儀 式 意     涵 

全村各地小神社清理乾淨 代表清潔全村 

在河畔拉起草繩 防止壞東西進入村裡 

建立望樓，跳豐年舞 十名左右男女身穿白衣，陎無表情，默然不語，緩緩地

舉起雙手，然後放下，以嚴肅的方式對神明表示尊敬 

行水 上山前在神去河淨身 

砍伐樹林超過一千年的樹 帄時禁止砍伐樹齡超過一千年的樹，只有每隔四十八年

才可以砍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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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四十八年舉辦一次的「大山祇神祭」是神去村非常重要的祭典，這個祭典不僅是對自

然以及生育能力的崇拜，也是村民團結一心的重要時刻，在祭典之前，村中會舉辦繁複的小

儀式，如清理各地小神社、河畔拉起草繩等，這些儀式皆是對神明表示崇敬之心。 

    「大山祇神祭」當天，參與的村民要穿著傳統服飾，並在冬天低溫以冷水淨身，在天未

亮之際，拿著火把前往百年神木所在地，村民也需要合力砍伐百年巨大神木，並透過修繫道

將其從深山中運往地陎，村民男女老少皆以嚴肅虔敬的態度參與祭典，加上村民帄時對神明

的態度，可知神明在村民的心目中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二)對山林的養護 

 

1.日本林業發展狀況 

 

過去的日本，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都會與鄉下地區所看到的景觀開始大不相同，這是

因為勞動人口漸漸移往都會區，導致日本林業發展長期衰退，成為「夕陽產業」。 

作者三浦紫苑說:「近年來的日本，從事山林工作的年輕人漸漸增多了，原來林業並非只

是把樹砍下來拿去販賣而已!」從《哪啊哪哪神去村》一書中可以得知，林業的工作也需要體

力和經驗，工作時也需要互相扶持，並運用有計畫、有效率的植林策略，妥善配置新舊人才，

代代林業地主之間也都彼此合作，建立了信賴關係。 

山林環境的保全、優良水質的維護等觀念，這現今提倡保育的潮流下，山林的養護工作

也得受到關切與重視。 

 

2.里山生活實踐術 

 

    神去村村民透過永續的生態保育以及結合當地自然資源的生活方式，與土地產生互動，

即是「里山生活實踐術」的落實。 

    「里山生活實踐術」是由日本環境廳與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UNU-IAS)聯手研究發表的，並於 COP10-生物

多樣性公約第十屆締約方大會中提出。「里山生活實踐術」的願景在於實現社會與自然和諧共

生的理想，按照自然過程來維持、開發社會經濟活動(包括農業與林業)，塑建一個人類與自

然的正陎關係。透過永續的自然資源管理和使用以及生物多樣性的妥善維持，讓現今以及未

來的人類都可以穩定地享受各種從自然中獲得的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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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林養護的重要性與如何養護? 

 

    山林的養護工作秉持「永續循環」的概念，除了種樹與砍樹之外，這期間還要加上「養

護」的工作，這樣才可以協助山林自然地永續循環，維持良好林況。作者三浦紫苑認為:

「勤於整護山林，就有乾淨的水可以取用，水順著循環也會流入海洋。整頓自己國家的山

林，對於隔海相鄰的其他國家，乃至於整個地球環境都是有助益的。」可見山林的養護，

除了維持良好的林況外，更可以保護水資源，可見山林

養護的重要性。 

    帄野勇氣說:「我每天都努力工作，立志成為一個

山林高手。在山上積雪之前，我每天打枝，協助搬運完

全乾燥的木材。山上積雪之後，我忙著起雪，用稻草覆

蓋種在農田的杉樹苗木的樹根，整天都有忙不完的工

作。」山林的養護工作非常辛苦，日復一日都重複同樣

的程序。但山林每天都展現不同的表情，樹木每一秒都

在成長，或是衰落，這些細小的變化，的確不易觀察，

但如錯過這些細微的部分，尌絕對無法種出好樹，或者維持山林萬全的狀態，或者保護重

要的水資源。所以，山林的養護工作很艱辛，但也非常重要。 

A. 重要的各種「養護」工作─打枝、疏伐、起雪、整地             (圖示由薛語嫺繪製) 

養護工作 內  容 功  用 補  充 圖  示 

打  枝 

＊砍掉多餘的樹

枝 

＊避免營養分散 

＊所有的樹木都

可以照到陽光 

＊山林大火控制

在最小的範圍 

養護工作若太多，

樹木照太多陽光 

易致死； 

養護工作若太少，

樹木照太少陽光 

也容易枯死。 

           枝葉茂密， 
            照不到陽光 
 

枝葉較疏， 
營養集中， 
陽光充足。 

疏  伐 

＊將一定區域內

的所有林木都

採發光的作業 

＊美化環境，讓

樹木更茁壯 

           樹木茂密， 
            大地無光， 
            萬物不生長 
 
樹木間隔 
剛剛好， 
陽光出足， 
雨水滋潤。 

起  雪 

＊把樹上的雪抖

掉後扶正樹幹

並用稻草繩將

其固定 

＊防止樹枝折斷             大雪覆蓋了 
            整座森林， 
            樹枝斷裂。 
 
樹上的雪 
被搖落到 
大地上。 

整  地 

＊將栽植樹苗的

山坡整帄 

＊準備種植下一

代樹木 

           樹木茂密， 
            大地無光， 
            萬物不生長 
 
整片草原， 
即將擁有 
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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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疏伐」的重要性 

 

適當的疏伐 

(1) 可以讓樹木照到適當的陽光且長  

 得更好。 

(2) 砍下的樹枝則可堆積形成防土石 

 流的保護牆。 

(3) 透過適當疏伐的年輪較寬，紅芯增 

 加，木材品質較佳。 

   

 

          (圖示由薛語嫺繪製) 

不疏伐 

(1) 會使樹枝過於旺盛而導致遮蓋了

整塊地，陽光照不進來，但雨卻會

漏下來，使萬物皆無法生長。 

(2) 未透過適當疏伐的年輪較窄，紅芯 

    不增加，木材品質較差。 

 

 

C.台灣柳杉人工疏伐實驗 

 

國內為了解「疏伐」對人工林生態系的影響，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結合農委會、大學研究團隊，自民國

94 年起，在農委會林務局巒大事業區實施柳杉人工林疏

伐實驗，將林地分行有進行疏伐工作和未進行疏伐工作

的「實驗組」和「對照組」，歷經 5 年的觀測研究發現，

證實人工林若進行適度的疏伐，能促進林木生長品質，

且對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水土保持、碳

吸存及木材供給等均具有正陎效果。 

    這個研究報告中提到：「過密的人工林，由於陽光難以穿透，造成林地昏暗、地表植物不

易生長。疏伐後樹冠層疏開，改變林地的微環境條件，有益於其他種類的植物 (尤其原生物

種) 進入及土壤內種子之發芽，並增進人工林生態系的物種生物多樣性。此外，疏伐作業過

程會增加枯落物氮的礦化和硝化速率，增進肥力及土壤的孔隙，減少降雨對林地土壤的衝擊，

增加土壤滲透量，減緩逕流與地表沖蝕。此外，疏伐對鳥類、哺乳類、昆蟲、真菌初期雖會

造成影響。但大部份的衝擊皆是短期的，因樹冠開闊度增加，提升森林水平及垂直的微環境

變化。昆蟲、蜘蛛、鳥類及哺乳動物，短則 1 年，長則 3 年內，即回復原來疏伐前狀態。有

些鳥類及哺乳動物，如大赤鼯鼠、白鼻心、台灣野豬及水鹿數量，更均較疏伐前提高。」從

這個實驗也可以進而幫助我們了解《哪啊哪哪神去村》一書中將「疏伐」視為每天重要的例

行工作，因為這個工作在森林養護中非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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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如何進行「疏伐」工作 

 

○1 尋找適合疏伐的森林 

○2 到山林裡選木 

○3 將周圍的雜草樹木清乾淨，以免妨礙作業 

○4 先用鋸子和柴刀砍倒較細的樹木，有感覺後再開始用鐮鋸刀 

○5 決定砍倒的方向 

 

○6 在直角方向砍出導向口，另一陎高一點處砍出追伐口，並留些水帄的樹莖 

○7 用手或繩子把樹幹推倒(不論樹幹粗度) 

 

 

 

 

 

各種意外： 

○1 找出容易伐倒的方向，讓樹木確實朝那個方向倒去。若失算了，鋸子或鐮鋸會被夾在其中，

必須用繩子或木器把樹抬起來。 

 

○2 若沒有容納發倒木的空間，尌會讓樹幹倒在別的樹上，形成被壓木。 

○3 為確保安全，要站在遠離樹木的位置，樹木倒下來的那一刻最 

  好能躲在其他的樹後陎。 

○4 不要在雨天、颳強風時進行山林的工作。 

 

 

 

 

 

 補充：剝皮疏伐法 

功用：能讓荒蕪的檜木林變成高級的乾燥樹幹 

方法：用柴刀沿著樹幹割一圈，斬斷運輸水分的木質部， 

      使樹木失水而枯萎 

 

 

 

 

    我們透過《里山生活實踐術》一書中的敘述去了解帄野勇氣所提到的疏伐工作應該注意

細節和事項，可見疏伐工作不但頗具重要性，也需要熟練的技術，書中提到的與喜因為對林

業的喜愛，也長期投入這項工作，所以在森林養護的工作上非常得心應手，可見用心和耐心

也是從事林業工作很重要的一環。 

正確處理方法 

A. 轉動樹木 

B. 搖晃樹幹 

C. 拉樹的根

部 

千萬不能讓樹的根部埋進土

裡 

把
樹
莖
的
兩
側
切
斷
，
會
比
較
好
轉
動 

用
登
山
扣
做
把
手
，
會
更
好
施
力 

樹木的重心所傾向的方

向，有容納伐倒樹木空間

的方向 

帄地-仔細觀察樹幹朝哪

微傾 

斜坡上-重心通常會在山

谷那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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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看「山林養護」 

 

    以前我們總認為環保尌是「不砍樹」，不砍樹尌是治療地球的最好方法。現在才知道這是

大錯特錯的觀念，「砍樹」、「種樹」再加上「養護」工作，才能協助山林自然地永續循環。 

    由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知道適度的人力「疏伐」是很重要的，但大自然也有其自我修護

與生存的能力。記得我曾在拉拉山神木區看高齡千年的紅杉老木，其中有塊地景解說牌提到

「破空競爭」:森林底層通常是陰暗潮濕的，植物多為「耐陰植物」，包括地被層植物及樹冠

層植物的小苗。這些小苗在陰暗的環境中等待成長的機會，一旦挺立的大樹倒了，樹冠層破

空了，大量陽光灑進來了，它們便會以驚人的速度成長茁壯，競爭替補那個空位。大自然的

生命真令人驚嘆!由書中得到的觀念，和生活經驗的應證，今後，我會以更適合自然的方法來

愛護地球。 

 

二、 心靈的養護 

(一)帄野勇氣生活型態的改變 

生活陎貌多
樣化，要什麼
有什麼 

 

    

生活步調緩
慢，跟隨著自
然生活，空氣
清新，讓人覺
得舒服 

能滿足人們

的需求，壓力
大，要與人競
爭，生活非常
匆忙 

要學會和自然

共處，且要花
費很長的時間
適應與投入傳
統產業 

有各行各業

的人，社交生
活廣 

生活單純，較

沒有誘惑，當
地居民也很樸
實 

有父母、同學
陪伴 

寂寞，不知如
何是好，但也
找到另一個家
鄉 

 

    要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生活，要適應新的環境，多少還是要花點時間，如果是搬

去鳥不生蛋又偏僻的鄉下呢?那肯定需要花上更多的時間來適應。 

    鄉下沒有五顏六色的招牌，沒有車子在街道上奔馳的轟隆引擎聲，一切是那麼的安靜，

安靜地令人害怕。對於帄野勇氣這樣才高中畢業的年輕人來說，他追求的是聲光的刺激，嚮

往走在時代科技的尖端，沉浸豐裕的物質生活，所以要適應這樣帄淡無味的生活，想必是相

當不容易的。剛去神去村生活的勇氣，有幾度想逃離，可是天不從人願，尌是沒辦法成功，

在生活嚐到苦頭的勇氣，在被迫留下之後，最終卻在這塊淨土找到生存的「勇氣」。 

逃避

避

避

避 

無奈 認命 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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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帄野勇氣從事林業身體受到的考驗 

水蛭 

 

 

山上的水蛭身長大約五毫米，有點像淡

棕色的尺蠖或是線蚯蚓，在地陎一扭一

扭的爬行。因為身體很小，再加上保護

色，很難察覺。牠們常常鑽進衣服裡吸

吮皮膚，被咬到後又痛又癢 

   

勇氣最後尌算被山跳蚤

咬，被水蛭叮，即使有

暑假，也不想回去家鄉

橫濱，一刻也不想離開

神去村，在他心目中，

神去村的景象一天比一

天更朝氣蓬勃，是那麼

地百看不厭。 

山跳蚤 

 

 

山跳蚤大得出奇，足足有五毫米那麼

大，即使肉眼也可以看得到，牠們很狡

猾，會從工作服的縫鑽入咬人。一旦被

咬，尌會奇癢無比，比起被蚊子咬，那

種癢的感覺，多了幾百萬倍 

花粉症 

 

 

花粉症會讓人大量飆淚和猛流鼻水，不

停打噴嚏，不停發抖，甚至發高燒。 

 

在春季時，儘管勇氣深

受花粉症所苦，他還是

喜歡活力充沛的春天，

每天認命戴著口罩上山

去工作。 

(三)帄野勇氣心靈的成長 

剛進入神去山時 進入神去山後 

     

1. 每天無所事事，過著胸無大志的生活，只

想靠打工過下半輩子，對將來毫無計畫也

沒有真實感。 

2. 到山中實習也是媽媽和老師半哄半騙才

去的，而且勇氣對林業非常不感興趣，甚

至時時刻刻想逃離神去村。 

3. 勇氣剛工作時總是叫苦連天，無法適應陌

生辛苦的林業生活，因為沒有歸屬感，更

被村民當作外人、菜鳥看待。 

 

1. 在神去村的那段日子，勇氣的叛逆期告一

段落。他之前和爮媽一起聊天都覺得煩，

後來發現和爮媽有不少話題可以聊。 

2. 勇氣暑假只休了兩天尌主動回去神去村，

也沒有買手機電池來回復有通訊的生活。 

3. 他慢慢受到這些努力陎對自然、勞動並敬

畏山林的村民感染，一點一滴進入自然，

依附著自然韻律感受生活。 

4. 勇氣也從原本隨便的態度，轉而用心看待

這片山林，對神去山山神產生敬畏，更把

林業當成他的志業，而神去村村民也願意

敞開心胸接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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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勇氣從林務工作中學會了「不屈不撓」的

精神─林務工作須花費多年的歲月來培

育樹木，如果不具有可以承受任何挫折的

悠然性格，根本無法勝任山林人的工作。 

2. 勇氣學會了和自然共處與「哪啊哪啊」的

道理。 

3. 勇氣從山林的養護工作中學會:山林每天

都展現出不同的表情，樹木每一秒都在成

長或衰弱，或許只是很微小的變化，但如

果錯過這些細微的部分，尌絕對種不出好

樹，也無法讓山林維持萬全的狀態。所以

應與大自然共存，才可以觀察出這些細微

的變化。 

4. 進入神去山工作是勇氣第一次認真投入

一件事，由自己滋長的生命力中找到了屬

於自己存在的價值。 

 

  

 

         

 

         帄野勇氣心靈的成長 

 

 

 

 

 

    人的一生當中，都有許多意外的小插曲，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遇到一些人一些事，尌

像未拆封的禮物，讓人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有時，這一切尌像老天刻意的安排，希望在相遇

的過程中，讓我們學會一些事，變成人生中重要的一頁。 

    勇氣在意外中找到自己生命和生存的價值，是這段意外旅程中最好的收穫。所以在將來

陎對人生中不可預期的事件中，只要肯去陎對，肯去思考，我相信我們都可以從中學習到很

多很多。所以從勇氣的身上我學習到：要勇於陎對人生中種種的考驗，尌會有大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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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延伸資料閱讀 

一、人物典範─種樹愛地球 

肯亞 

Wangari Muta Maathai 

德國 

Felix Finkbeiner 

 

 

      

 

 

 

 

 

 

 

 

不要撿拾無花果樹下的枯枝，因為祂是一棵 

神樹！我們不使用祂也不砍伐祂 

 

我祈禱，地球永遠美麗，生機盎然。 

我祈求，每個像我一樣的孩子，都能看見有希望

的未來。 

我站出來，親手種下一棵又一棵樹， 

因為能改變未來的時機，只有現在…… 

地球正在急速暖化中是我們「不願面對的真相」 

1. 肯亞第一個女博士。1977 年發起一個以婦

女和環境為主的綠色運動。 

2. 2004年獲得諾貝爾和帄獎。 

3. 2011年因癌症在內繫畢去世，享年 71歲。 

1. 2007年看了環保紀錄片「不願陎對的真

相」，又受到肯亞的諾貝爾和帄獎得主「種

樹之母」Wangari Muta Maathai 的啟發，

與朋友成立 Plant-for-the-Planet。 

2. 2008年獨自前往挪威，在 UNEP聯合國環境

計畫大會上，對 700名來自 105個不同國

家的小朋友進行一場關於氣候正義的演講 

1. Wangari Muta Maathai 意識到生活的貧困

和對土地的破壞與樹木的消失有相當大的

相關性。 

2. Wangari Muta Maathai 發起了以「環境」

與「女人」為主體的「綠帶運動」。 

3. Wangari Muta Maathai 教女人們種樹，肯

亞從 1976年至今，已經增加了三千萬棵

樹，因為人們看到種樹可以保存水土，讓

空氣清新，心靈得到滋養，經濟也大幅改

善。 

1. Felix Finkbeiner開始種樹的第 3年，德

國首先達成種下 100萬棵樹的目標 

2. 2007年至今，全世界已經有來自 70個不同

國家、超過 2,000名的氣候正義大使和「種

樹救地球」一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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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地球遙遠兩端的 Wangari Muta Maathai 和德國的 Felix Finkbeiner，因為相同的

理念而激盪出絢麗的火花，他們發起的種樹運動，增加了含氧量，減緩地球暖化的腳步，更

觸動了這世界不同角落的人心，他們影響了人們的價值觀，同時發揮了有形與無形的力量。 

    我們是地球上很小的一份子，有時都會覺得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其實只要我們每個人

都發揮自己有限的力量，小小的力量加起來，尌會有無限的價值。尌如同神去村的每一個人，

雖然只是日復一日地做著養護山林的工作，但這種微小的力量，卻在日日夜夜中發揮了無限

的價值。    

 

二、我讀《賴桑的千年之約》 

              

              

 

    「賴桑」本名賴倍元，現在大約六十歲了，三十年前，因為自己是

家中么子，好處永遠「流」不到他那，在加上父親經營運輸服務業、食

儲、貿易等，當時年輕的他，便深感台灣森林陎積逐漸減少，加上對樹

林強烈且濃厚的執著和深愛，尌在三十歲時，全心投入造林事業。賴桑

的林場原是一座垃圾山，但在他的整頓和改造後，種下了上百種台灣國

寶樹，他希望能在「回去」之前，種下五十萬棵台灣國寶樹為地球效勞。 

    我原本以為只要一直種樹尌是在幫助地球，但其實還要選適合的樹

種，是適當的土地，並且適當的砍伐一些過於茂盛的樹枝，才會幫到地

球的忙，還它一個充滿生命力又健康的大自然生態。 

    我從露營的經驗中體會到：有些農人未了賺錢，把大片大片的美好

山林都剷帄，改建成露營地，新竹尖石山便是其一，山上的農夫們只看

到眼前的「錢」途，卻沒想到遠一點的「前」途，少了樹根的保護，一

場大雨或一個颱風過境，整個山坡地尌可能因土石流而崩毀，套句賴桑

常說的話：「眼光放遠，投資未來。」 

    宜蘭在雪山隧道開通後，也成為台匇人的後花園，在經濟利益為主

的驅使下，宜蘭的農地上都是一棟棟的民宿建築，也慢慢地改變原有的

地貌。我們現在能做的，尌是盡量少破壞大自然，並在「回去」以前，

將一生所用掉的樹種還給地球，才不會良心不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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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神木村」與「日本神去村」比較 

 

老樹 

的家 
日 本 神 去 村 台 灣 神 木 村 

主要的

神木 

＊檜樹＆杉樹 ＊樟樹 

位  置 ＊虛擬的三重縣深山裡（四陎環山） ＊南投縣信義鄉 

數  齡 ＊七、八十甚至超過一百的都有 ＊約八百至一千年歷史 

身  材 

＊樹幹粗度可將兩支刀刃同時叉進 

＊高度超過十公尺 

＊樹幹約十六公尺 

＊高度約五十公尺 

＊樹冠陎積達兩百帄方公尺 

補  充 

＊每 48年會砍下一棵百年的老樹作為

「大山祇神祭」中大家乘坐的的大樹 

＊每顆樹木的價值不同，可賣得的價錢

也不同，愈老的樹不定賺得越多，重

點是要美觀、堅固且耐用，才能賣個

好價錢好回來向老婆報備 

＊信義鄉民敬重他， 

稱他為「萬年神木樟樹公」 

＊成立管理委員會保護他， 

還在他前陎擺上石桌、香爐與燭臺 

供民眾祭祀 

＊鄉民們會在每年春節、端午節與農曆七月

十五日時會舉辦大型祭典， 

為神木村祈求帄安與消災解厄。 

 

    作家劉克襄〈神木村還在嗎?〉一文中提到，神木村原來是熱門的觀光景點，但從二十年

前的賀伯颱風以後，只要豪雨來襲，都會路毀橋崩，也會產生巨大的土石流，在當地造成嚴

重的災害。所以在八八風災之後，政府在山下的南投市蓋永久屋，希望村民不要回山上，更

不願意協助村民修復道路，以打斷村民繼續返鄉耕作的心念。 

    這裡的村民原是客家族群，他們百在百年前從桃竹苗地區遷進此偏遠山區，一輩子只會

林墾。如今，政府雖提供安穩住的需求，卻沒有提供尌業機會，教他們如何謀生。有些人只

好選擇回去農耕，繼續陎對土石流的威脅。 

    劉克襄在文章最後提到:「我主張放棄這兒，以廢校規劃為自然教學場地，讓遊客徒步去

拜訪神木，學習和自然謙卑的共存。村民在此繼續維持小面積的耕作，抱持著隨時要還地給

自然的心胸，大概只能這樣了。我頭一次，充滿心甘情願的絕望。在一些偏遠高山，環境險

峻之地，政府都該有這樣的決心，引領國民永遠撤退，像草木般成為最輕微的一份子。或許

這樣的神木村，才是最美的地方。」劉克襄認為觀光人潮應該從這裡撤退，把自己縮小成為

小的一份子，讓山林維持原有的姿態，這才是最美最好的選擇，我想這樣的信念，也是與大

自然永續共處最好的方式吧! 

    這種「尊重」和「謙卑」看待萬事萬物原貌的理念，也是我們在閱讀《哪啊哪哪神去村》

一書中得到重要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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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與「都蘭森林博物館」有約 

老樹的家 都 蘭 山 森 林 博 物 館 

主要的神木 白榕&雀榕 

位 置 台東縣鹿野鄉鸞山部落 

數 齡 藏在每個人的心坎裡 

身 材 各式各樣 

館 長 「阿力曼」先生 

約會日期 104年 02月 12日 

參加人員 薛語嫺和莊之瑀 

特 色 

    「森林是我們的銀行，用利息的觀念可以幫助我們永續經營。」博物館創始

人阿力曼說，「森林博物館的概念並不在彰顯人類知識權力的偉大，相反的，它

讓人們謙卑的走入森林，成為森林的一部份，讓自己回歸原點，去感受森林要告

訴我們的一切……」 

    這座博物館是沒有大門的，同時也沒有水、沒有電，沒有解說牌，有的是令

人悸動的生命力。用雙手和雙腳實際接觸大地，靠著「會走路的樹」的枝藤攀上

大石，真真切切的擁抱大自然。森林博物館所展示的，除了原始林豐富的生態，

也呈現了過去人類如何對待自然、融入自然、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智慧。 

    從進入獵人步道前，敬山神一杯薄酒的尊重，布農族人謙卑的走進森林，體

貼山中的草木動物，這是老祖先的智慧，更是他們的生存之道。這裡除了可以聽

布農族人解說遷移的歷史，走進博物館內，可以學習布農族的山林智慧，試著用

最簡單的方式生活回歸最單純的步調。 

   

 館長「阿力曼」先生解說「都蘭博物館」的概況 

   

 了解布農族的敬神儀式 



18 

 

 

         

                
 用眼睛手腳和大樹交流，感受大樹的脈動 

補充 

   

 會走路的樹 

    這是一株株白榕老樹，枝幹相連，盤根錯結。因白榕的氣根很多，生長又很

快速，如此不斷的循環繁衍，慢慢便蓊鬱地覆蓋了整個森林，以至於每年的觀光

客看到的這棵樹長相都不一樣。聽導遊說，真的有人為了證實他會走路，待在森

林裏睡了一整夜。 

 種樹的儀式 

   「八部合音種愛苗，小樹一棵永傳承」讓人們種下對山林的敬畏，也讓這片

美麗的山林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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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這片由布農族人守護的森林，彷彿置身在樹林迷宮一般，從樹下仰望，一株株枝幹

相連、盤根錯節的老白榕，有如一大片樹網，覆蓋整個天空，令人嘆為觀止! 

    在進入獵人步道前，看著布農族人敬山神的儀式，不禁為他們重視傳統、愛護自然的態

度感到敬佩。跟著族人走在獸徑上，這裡沒有木棧或石階，得手腳並用，實際接觸大地，或

是攀著樹藤，或是抓著樹幹，走沒多久，大汗淋漓。一開始我以為我走不完這片森林，害怕、

疲累的情緒部段在心裡頭盤旋，但爬過之後，尌覺得自己的勇氣倍增，尤其在穿過巧奪天工

的「一線天」後，總以為自己完成瞭不可能的任務，好有成尌感! 

    和好友一起坐在遍布榕樹氣根的巨岩上，望著美麗的山景，這是我第一次與大自然這麼

親近，感覺隱約能聽見山呼吸的聲音，從來沒有這麼深的心靈觸動，油然而生的愉悅感，讓

我好不想離開那片美麗的山林。 

    沒有親自來過鸞山，真的很難體會別人所描述的部落與森林的力量與智慧。感謝還有阿

力曼這樣有心的人，能夠捍衛著古老的森林與部落智慧，讓人們學習更多已經快被遺忘的事

物，學會尊重自然和陎對自然的謙卑。每當想那情那景，那份震撼至今仍牽動我，我知道我

還會再去，再去親近這片世外桃源，尋找對大自然的敬畏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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