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幹般粗的巨蟒镻迅速兇猛的美洲虎镻多如驟雨的螞蝗镻參天的

林木華蓋镻透不進日光的漆黑雨林镻食人鐌落镻吹箭镻友善的原始族

人阻這些現代人眼中的「蠻荒」阻對荒野保護協會創辦人徐仁修而

言阻都不足為奇阻 好奇镻愛冒險的本性使他總選擇蠻荒邊區作為工

作地點阻甚至連泰緬寮邊界著名的禁地「金三角」阻他也闖了進去阻

詳細查訪鴉片自種植到鼁賣的過程阻在真槍實彈的鼁毒王國裡阻黑白

兩道龍蛇混雜阻一不小心就可能喪命阻旅程中的驚險阻比任何電影情

節都還緊張镻刺激阡

但是在半世紀前阻這個住在新竹芎林鄉的小男孩阻個性頑皮镻好

奇又有點叛逆阻最大的苦惱是做不盡的農事镻寫不餕的功課阻最大的

快慰則是和村童們結伴上山下河阡

國小六年級阻在竹東的戲院看華德迪士尼電影「沙漠奇

觀」阻介紹沙漠裡各種動植物的故事阻看過以後內心非常震

撼阻當時就希望長大後能拍攝自然奇觀影片阻影像從此影響

他一輩子阡

美國瑞秋隊卡森 1962年出版鏦寂靜的春天》一書阻在

農家長大的他剛好經歷台灣齕染最嚴重的年代；農民過度

使用農藥阻青蛙镻泥鰍镻螢火蟲等阻很多生物開始消

失阻印證在美國已發生的環境齕染情形在台灣正在

上演阻引發他對環境生態跟齕染問題的重視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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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鱗攝影／鄭恒隆

築夢荒野的鬥士徐仁修堅信阻只有落實教育紮

根阻才可以為未來的福爾摩沙培養會愛護它的主

人翁阡（鄭恒隆攝關

▲

▲ 有機農法可以在稻田裡鎢養鴨子阻天性勤快的鴨子不僅

會吃掉危害稻作的福壽螺阻還可以把雜草的小苗吃掉阻

農民便不需噴灑農藥阡（鄭恒隆攝關



蘭香撲鼻之處。如今以老鷹銳利的的眼睛，也找不到羌鹿存在的蹤跡。以獵狗

靈敏的鼻子，也尋不出狐狸、野豬曾走過的路徑，甚至人們在林中走上百痰也

聞不到幽蘭的香氣了。福爾摩沙的美名也因這一切的消失而漸在人們心中淡忘

了。正如它曾名聞遐邇的野生蘭的絕滅一般，如今台灣豐富、美麗的天然資源

正面臨永劫不復的危機。

徐仁修在文章中提到美國一個保護荒地協會的例子阻當時就在心裡種下要

在國內成鐫保護荒野團體的種苗阡同年阻任駐尼加拉瓜農業技術團技師兩年阡

回國後阻他專心拍照阻半年後辭去農林廳的工作阻原本準備應聘到印尼阻

結果因當地動亂無法成行阻為了維持生活阻他到台北工地挑磚頭阡白天挑磚

頭阻晚上提筆寫文章阻陸續有許多著作餕成阡

提及在尼加拉瓜叢林冒險阻徐仁修語氣中仍充滿熱情：「那時我第一次接

觸外國的山川大地阻不同的種族镻文化镻宗教镻生活方式阻我以年輕的心投入

這個熱帶國家阡或因工作需要阻或利用餘暇阻我幾乎踏遍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角

落阡」曾經共舞的美麗異國姑娘或已矜顏老去阻而那熱淚盈眶相送的少年阻也

在內戰動亂中不知去向阻但當年的熱情與感動阻對他而言猶如昨夜阡

邂逅莽遠族

一年後應聘到菲律賓民多羅島阻擔任農埸開發顧問阻「我來到民多羅島的

第一天阻許多人就告訴我：小心老鼠！當時我心想阻人類常有誇大的傾向阻所

以不很在意阡可是不久阻曳引機在農場犁一小塊田時阻竟然翻起一百多條大老

鼠阻我就有點驚訝阻直到我去圖書室翻尋鏦殺鼠手冊》阻發現那本手冊竟然被

老鼠咬得稀爛時阻我就不再只是小心老鼠阻我簡直害怕得要像土人對妖怪一

樣阻用三牲來向牠們頂禮膜拜了阡」

在菲律賓將近兩年中阻徐仁修不但與民多羅島當地人親密地往來阻也多次

探入叢林與隱居於叢林中的半原始人成了好朋友阻在那裡經歷不少叢林生活阻

也聽到許多傳奇故事阻更從原始人那裡學到許多比文明人更高級的人生觀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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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進入農林廳就職阻在台中縣新社鄉「種苗改良繁殖場」任種苗研

究員阻隔年阻因單位裡專職攝影的同事阻決定參加非洲農耕隊阻把整套攝影設

備留給連底片都不會裝的他阻臨時「帶槍上陣」阻他開始買書研讀阻即連沖洗

照片也是在暗房裡慢慢摸索而成阡

倡議保育教育

除了攝影他也嘗試拍攝影片阻只是短短三分鐘的底片加上沖洗費阻一捲要

2300元阻當時他的月薪才 2100元阻因此拍攝影片時必須分秒必爭阡有了攝影

機可以記錄影像阻 1972镻 73年間他負責調查台灣野生蘭的野外狀況阻 1974

年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鏡消失的地平線〉阻堪稱台灣第一篇保護環境生態的文

章阻他在文章中倡議建鐫野生蘭保護區及保育教育宣傳阻文章開頭他就寫道：

就在各位望得到的山脈丘陵，以前正是大批羌鹿出沒，野豬漫遊，雉雞亂

飛，彌猴在巨樹上飛縱的林野。就在各位伸腳就可蹴及，流著污水的淺溪中，

正是昔日流水深深，鯉鯽跳躍，水禽弄波的清溪。而就在各位的頭頂，正是那

從前鷹隼盤旋，雁鴨繽紛的天空。也就在各位遠足，踏青的小路上，正是昔日

近年來台灣刮起「有機風」阻農民也紛紛改以有機農法栽種蔬菜阻讓民眾吃得健康且安

心阡（鄭恒隆攝關

▲



保持互動阻在友人協助下阻架設起專屬電腦網站阡

「我期待阻我的莽遠族朋友有一天會捎來E-Mail阻」徐仁修語氣中

充滿期待：「這並非不可能阻也許阻我那位有特異功能的莽遠族巫師早

就來拜訪過我阻只是我看不見他阻因為我太依賴物質儀器阻以致天賦的

功能萎縮退化了阻看來我們獲得了許多阻也損失不少阡」

徐仁修強調阻人類的袓先阻有百萬年以上的時間都在荒野中度過阻

他們憑著本能镻聰明镻勇敢而在大自然嚴磣的競爭中生存下來阻後來更

由於科技的發展阻得以獨霸全球阻過著自認為豐足镻舒適镻方便的生

活阡然而阻人類卻沒有因此得到更多的幸福與快樂阻反而為了追求更高

的物質享受阻而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阻甚至喪失與大自然相處的能

力阡

長期在荒野中活動阻對大自然也培養出敏銳的觀察力阻他在鏡春天

的日記〉一文中寫道：

突然，有一種小小卻頗不尋常的翠綠出現在我眼光流轉之間，這是

我多年的自然觀察經驗所培養磍的直覺，雖然眼眸一晃而過，但我知

道，那翠綠不是等閒東西。我開始細細回眼找尋，終於，我看見是一條

赤尾青竹絲曲伏在一根被春陽照暖的樹幹上。

我輕輕走過去，靠的近近的去拍牠，但牠一動不動

地不予理會，繼續牠的裝藤日光浴，雖然，我很誠懇

地問牠，為何這麼早就從冬眠中甦醒，還是牠根本沒

睡？但，這位年輕、穿著華麗的小姐，連舌信也不肯

吐露一下，冷淡得已近乎沒有禮貌的程度。幸好，我是

有教養的紳士，摸摸鼻子，別牠而去，要是牠遇上一個沒

有知識，也沒有欣賞能力，又沒有慈悲心的人，必定會被

亂棒打死。

對於人類每當與大自然的生物不期而遇時阻因為無知

與恐懼阻常常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作收場阻徐仁修語帶

無奈表示：「近年來阻動物學家逐漸為蛇類解開許多冤屈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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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意味深長地表示：「文明越進步阻人越注重死阻也越怕死阻也可以說對

於死越看不開阻或者說用越多的時間去想到死阡原始民族反而把死當成一件極其

自然的事阻像一片黃葉落下那樣輕鬆自然阡」

在民多羅島的叢林裡他初次與「莽遠族」邂逅阻並用錄音機錄下居民的談

話再播鎢給他們聽阻居民驚訝的表情讓他記憶猶新阡隔月阻他帶拍鐫得相機到鐌

落去訪問他們阻竟有人在看見自己的影像逐漸浮現在一張紙上時阻嚇得拔腿就

跑阡

「當錄影機變得普遍時阻我常夢見自己帶著錄影機回到民多羅島的叢林阡

2002年阻我與友人一起進入亞馬遜河探險阻到達印地安保留區的一個鐌落阻看

見他們在廣場邊豎鐫著大大的衛星碟形天線阻收看義大利職業足球聯賽時阻我們

大吃一驚阡」這讓徐仁修想起莽遠族的友人阻他們是否跟印地安鐌落一樣阻也有

了手機？或許也有手提電腦阻他們需要嗎？他們要互相傳送什麼消息呢？

原本手機和電腦始終保持「關機狀態」的他阻隨著時代急速改變阻傳統書

信雖然品味較高阻但卻遠不及E-Mail便捷省時阻為了與習慣用電腦聯絡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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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農家長大的徐仁修阻退伍後剛好經歷台灣農民過度使用農藥阻齕染最嚴重的年代阡（徐仁修攝關



事件阡

大里鄉民頑強抵抗三晃農藥的決心和

毅力阻鼓舞全台各地勇於向重齕染設廠計

劃說「不」阻包括 1986年 6月 24日鹿港居

民發起「我愛鹿港隊不要杜邦」抗爭活

動阻舉辦台灣環境史上首次街頭遊行阻同

年 12月 13日三百多位鹿港民眾手持「怨」

字出現在總統府前阻引發社會輿論高度關

切阻迫使杜邦設廠案筌死腹中阡

徐仁修雖然沒有衝鋒陷陣帶頭抗爭阻

但他用圖片和文字阻紀錄十幾年來科技迅

速發展镻經競巨斧無情砍伐下阻受傷的山

川大地以及暫且餘存的美麗大自然阻並在

1987年出版鏦不要跟我說再見隊台灣》阻

沉痛寫下：

福爾摩沙啊，和你道別眒我心碎，

因為我知道你美麗的容顏，

從此一去不還，

碧海藍天的污染，大地山川的毀壞，

使妳再不是祖先初履的寶島，

更不是聞名遐邇的美麗台灣。

1989年開始阻連續四镻五年在墾丁

訓練暑期解說員阻接著陸續結合社會各階

層有心人士阻於 1995年 6月正式成鐫

「荒野保護協會」阻進行荒野守護镻棲地保

育镻兒童自然教育镻社區生根等工作阡

1997年是台灣歷年來自然生態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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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眾對蛇的誤會太深又太長久了阻事實上

到底有多少人有勇氣去試著瞭解牠呢？當我

從相機鏡頭中看到赤尾青竹絲有點『邪惡』

的容貌阻以及彎曲冰冷的身子阻我想阻牠們

是跳入黃河也洗不清了阡」

見證環保運動

1980年阻為了提韺經競產業阻突破台灣

科技發展阻成鐫「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阡一位

住在科學園區旁的寶山鄉居民表示阻園區的

現址阻當年是滿佈甘蔗镻茶田镻竹林镻相思

林的蓊鬱丘陵台地阻居民以客家人為主阻園

區開發時阻將所有作物镻林木剷除阻地表推

平阻裸露出的矜褐色泥土阻在新竹的強風吹

襲下阻像一片塵沙漫天的矜色沙漠阻「那種

感覺阻有點興奮阻又有點恐怖！」這也是新

竹居民對科學園區的感覺；像沙漠中的黃金

城阻科學園區成了現代的傳奇神話阻卻也遺

世獨鐫般畫地為界阻難與附近環境相融阡

1980年代初期台灣環境遭破壞的問題也

逐漸爆發浮出檯面阡台中大里三晃農藥公

害；多次爆炸镻毒氣侵害镻學童昏厥镻居民

翻騰嘔吐镻農作被毀镻灌溉用井水驗出含有

劇毒阻居民在受害的 4年中陳情高達 269次

並與三晃激烈衝突阻甚至在深夜潛入破壞廠

房阻三晃終於在 1986年 7月 31日停工阻成

為台灣第一件由民間自力救競成功的反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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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最嚴重的一年阻儘管「荒野」傾全力

擋下預定在花東國家海岸風景特定區的

「牛山火力發電廠設置案」阻徐仁修仍無限

感慨表示：「我們遇見的敵人是希臘神話

中的『九頭妖龍』；砍了牠的一個頭阻牠

卻會再生出兩個頭來阡更糟的是阻一些別

有用心的政務官為牠裝上巨翅阻不但使妖

龍可以飛天阻還用它來遮天蔽日镻瞞天過

海阡」

落實教育紮根

這也讓徐仁修堅信阻只有落實教育紮

根阻才可以為未來的福爾摩沙培養會愛護

它镻不會為了自身的短期獲利而危害子孫

生態環境的鐫法委員和企業主阡因此「荒

野」在 7年前開始落實兒童生態教育阻除

培育兩百多名兒童生態教育種子師資協助

長期（炫蜂團教育關及不定期（兒童及親

子生態營關兒童生態課程設計及帶領工

作阻並有一百多位校園生態種子教師在學

校教育中實踐生態理念阡

徐仁修也陸續出版幾本適合親子一起

閱讀的書籍； 2004年出版鏦與大自然捉

迷藏》阻該書藉由與讀者玩躲貓貓的捉迷

藏遊戲阻一方面測試並訓練讀者的眼力阻

同時增進自然知識以及培養自然觀察的能

力阡

「擬態」是生物模擬環境中的某種東

▲ 用風力發電阻就可以留給後代子

孫一個自然潔淨的生活空間阡

（鄭恒隆攝關

▲ 在大自然裡阻動物镻昆蟲利用保護色阻讓自己的體

色與環境相似阻以躲過敵人的搜尋阡（鄭恒隆攝關



走逢國際荒野

強調「環保無國界」的徐仁修阻以成鐫「從華人社會出發的保育組

織」為目標阻結合當地具影響力的華人共同推動生態保育組織阻積極拓展

海外荒野分會阻馬來西亞沙勞越在當地華人努力推動下阻 2000年 2月阻正

式成鐫「馬來西亞砂勞越荒野籌備處」阻會長鄭揚耀畢業於台灣高雄工專阻

是位合瞏的生態導遊阡

目前「砂勞越荒野分會」積極推動「蟒蛇保育計畫」阻源於蟒蛇經常

到保護區緩衝地帶華人的養鴨場覓食阻如果不小心被工人捕獲阻經常被殺

來祭五臟廟阻徐仁修不忍生存機率低的

蟒蛇被處死阻便建議養鴨場主人留蟒蛇

一條生路阻由砂勞越荒野分會在附近設

「中途之家」阻等到尋獲後續的永久安置

棲地再行野鎢阻並出資購買老邁或準備

淘汰的鴨隻餵食蟒蛇阡為此阻荒野在台

灣設鐫「國際荒野蟒蛇保育計劃」籌募

基金阻以便支付這個野地中途之家建

造镻維護與圈養的費用阡

「尼加拉瓜荒野分會」於 2003年 6

月 24日正式餕成註冊程序阻是荒野第

一個正式海外組織阻會長邱倚星是

1974年和徐仁修隨農技團派駐尼加拉

瓜的水稻栽培專家阻後來留在尼國生

根發展阻在徐仁修邀約下阻發動當地華人組織荒野協會阡

徐仁修位於新店山城的工作室裡阻攤開一地在尼加拉瓜攝影的作品阻

有鑑於規劃良好的生態之旅阻不但可以韗進當地的經競發展阻改善人民生

活阻也有利於保護大自然生態阻因此徐仁修致力於出版一本圖文並茂的尼

加拉瓜自然影像書阡

生

態

永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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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阻來迷惑或讓敵人無法發現牠們阻例如竹節蟲模擬

竹枝镻枯葉螳螂模擬枯葉片阡保護色是讓自己的體

色與環境相似阻也就是融入環境的顏色裡阻以躲過

敵人的搜尋阻甚至利用恐怖的色彩或圖案來驚嚇

敵人阻例如「蘿紋水蠟蛾」乍看像龜殼花阻細看

又像睜開雙眼的貓頭鷹阻常讓掠食者退

避三舍阡

去年阻更將自身在家鄉芎林鄉野

中成長的點點滴滴阻出版鏦村童野

徑》阻分享他的童年阻「我們熟悉每

一條大小溪流以及每一座或高或低

的山丘阻每一條野徑以及每一個

有野果的角落……阻我們瞭解出

現在生活場景中的各種動物镻植

物阻無論是野生或栽植的阡」書

裡的各種動植物阻都在他的童年中形成一種親密又美好的經驗阻最後變成

了美麗的鄉愁阻讓他有無限甜美的回憶阻與源源不絕的寫作靈感：

無端激惹虎頭蜂不是勇氣

徒手抓毒蛇是不自量力

村童在大自然中

學習著知彼知己

瞙瞙《村童野徑》〈攀木蜥蜴〉

「童年是整個人生的基石阻我 29歲之後所做的事幾乎都慢慢轉向實踐

自己童年時的夢想；旅行镻探險镻攝影镻寫作阻親自驗證童年的經歷對於

人生所造成的重大影響阡」徐仁修認為阻每個時代都有它的場景阻會有不

同的經歷阻也都可以是非常精采的經歷阻只要父母镻師長用心阻這無關富

裕或貧窮阻而是愛與智慧的引導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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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仁修去年將自身在家鄉芎林鄉野中成長的

點滴出版鏦村童野徑》阻分享他的童年生

活阡（鄭恒隆攝關

▲ 隨手關掉多餘的燈火阻就可以節省地球資

源阻欣賞天地間的自然大美阡（鄭恒隆攝關

▼ 徐仁修於2004年出版鏦與大自然捉迷

藏》阻相當適合親子一起閱讀阡



是啊阻這種孤寂的世界阻誰會想居住

呢？「我希望大家對台灣的環境稍微愛護

一些阻讓台灣回到 1960年代阻淡水河镻

新竹的頭前溪有香魚迴游镻秋天有無數毛

蟹順溪到河口镻田裡蛙鳴盈耳镻泥鰍在泥

地裡打滾镻夏夜裡螢火蟲滿天飛舞……阡

這問題不難阻只要大家願意阡」徐仁修語

氣中充滿樂觀與堅定阡

其實隨手做環保镻隨時關心環境阻就

像徐仁修說的「這問題不難阻只要大家願

意！」如果我們不能留給後代子孫一個自

然潔淨的生活空間阻所有的疼愛話語都會

成為虛言阡

轉眼間阻「荒野」已經邁向第 12個

年頭阻會員人數也破萬阻回首來時路阻剛

跨過知天命年歲的徐仁修表示：「這一切

都和小時候的成長經驗阻和自然攝影的夢

息息相關阡我常說阻一件事情只要你真心

喜歡阻全力投入阻就會成功；生命的精采

不只在於攀上高峰阻而是在於你如何創造

它镻如何使它豐富的過程阡」

未來這兩年阻徐仁修計劃把 30幾年

的經驗全鐌整理出來阻為孩子們做一套關

於台灣自然生態觀察的系列叢書阻另外一

項比較長遠的計劃就是書寫「世界自然系

列」阻包括熱帶雨林镻中南美洲镻婆羅洲

等阻還有西藏镻蒙古镻青海镻新疆等阡

對於台灣阻徐仁修始終抱持無限樂觀

期許阻透過他的書籍镻隨著「荒野」的步

伐阻越深入瞭解自己生長的土地阻越常與

大自然相處之後阻將會發現阻台灣這塊土

地原來如此精采與豐饒阻就會跟徐仁修與

所有的荒野保護者一樣阻毫不遲疑地為恢

復福爾摩沙的美麗原貌而盡棉薄之力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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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隨徐仁修到尼國攝影的黃一峰阻回想在尼國叢林被蚊子叮成滿臉矜

豆的經歷阻年輕的臉龐雖已經不見叮痕阻但是那種癢到骨子裡的滋味阻卻

讓他終生難忘阡

經過「荒野」製作群數年的努力阻終於在 2004年出版鏦WILD

NICARAGUA》中文翻譯鏦野性尼加拉瓜》阻這本書不但讓國際生態組織對

台灣荒野團隊刮目相看阻也在推動國際人士到尼加拉瓜從事生態旅行上做

出貢獻阡

中國廈門大學 2000年在徐仁修建議下阻成鐫「綠野社」阻並在國際環

保組織經費贊助下阻出版鏦矜樹林保護》課外讀物阻從教育紮根阡前年 7

月阻澳洲也在當地經營健康食品藥廠多年的台商吳進昌響應下成鐫「澳洲

荒野協會」阡

徐仁修強調：「生態保護是不分種族镻國界的工作阻無論是台灣镻馬

來西亞镻中國或世界任何國家阻每個人都該盡一分保護地球的力量阡」

兒童環境宣言

荒野「炫蜂家族」成員的鏡兒童環境宣言〉中有一段話寫道：

如果湛藍的天空中不再有老鷹翱翔；山林中不再有台灣黑熊龐

大的身軀镻台灣獼猴輕巧的身影；溪流中不再有台

灣細籛嬌小的蹤跡镻櫻花鉤吻鮭優

雅的身姿阻這片土地會

變成什麼樣子？這種孤

寂的世界阻誰會想居住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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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隨徐仁修（右關到尼國攝影的黃一峰（左關阻年

輕的臉龐雖已經不見叮痕阻但是那種癢到骨子裡的

滋味阻卻讓他終生難忘阡（鄭恒隆攝關

▲

為了出版圖文並茂的自然影

像書鏦野性尼加拉瓜》阻徐

仁修秀出他和攝影團隊在尼

國叢林被蚊子叮成滿臉矜豆

的圖片阡（鄭恒隆攝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