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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介紹
有50多年歷史的德霖國際事業有
限公司是阿里山下的一間木材加工廠，
前身是順益木業，原本只從事製材作
業，到了第2代，因應產業變化，於是
增加木工藝品設計開發以及客製化家具
製作；民國（下同）101年，有了「愛
木村」的構想，目的將單調的木材產業
轉化成一個兼具生活、趣味、寓教於樂
的體驗場所，不分大人、小孩都可以用
最自然、最本能的方式，透過身體的5
個感官來認識木材，進而愛護臺灣的森
林生態。
102年，愛木村開始將空餘廠房進
行整修裝置，在尚未完工前，就以現有
空間進行戶外教學及體驗課程，用意在
於做中學，以實作經驗來調整場域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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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課程上的規劃。

從封閉的製材世界走出來
第2代顏維德先生，自小就在木材
堆裡打滾，因為不滿一成不變的製材生
活，在從事木工藝生涯20多年後，下定
決心要將木材這個養育他的恩澤父母，
用更豐富、更貼近生活的方式來呈現，
讓社會大眾來到木材之都時，都能在玩
樂中認識阿里山及嘉義的伐木製材歷
史，也體驗木材對生活的影響與貢獻，
進而愛惜資源，保護森林。
為了要跳脫傳統的固有思維，夫
妻倆開始全臺旅遊見習，向異業先進前
輩學習，用筆記寫下創意精髓；再到日
本看看別人怎麼做，思考自己的產業，

必有

用

第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6

臺灣扁柏的家在哪裡

用手秤看看，比一比，相同形狀、大小的
木材，會不會重量也一樣呢

教師木創研習—愛木村與學界
共同為技職教育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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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戶外教學

可以加入什麼元素，讓它更活潑、更有
趣？有了願景後，做了許多事前籌備，
但是當時並不被業界看好。
愛木村的場域設計都是以木材做
發揮，在入口處的木材雷射櫻花牆面，
有一臺浮雕26號阿里山森林火車載滿檜
木迎接大家，參訪者可以在秘密隧道
裡探索臺灣5種珍貴樹木所代表的人生
5個願望。從樹木的故事看見大自然的
力量，學習生命的真義；從6隻小豬蓋
木屋，認識世界6種檜木；從伐木歷史
中，欽佩古代前輩的生活智慧；在刀
具森林裡，瞭解伐木到木工的所有「給
司頭啊」。在2千多歲的神木前誠心許
願；還有有趣的智慧木材互動體驗—6
隻小豬闖關遊戲、木工手作體驗等。在
這裡，還能見識大自然奇木的壯觀、千
年神木的莊嚴。實現這個藍圖，德霖用
了5年的時間做準備，5年有點漫長，但
是很值得。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翻轉傳統製材產業
愛木村從一個封閉傳統木業走向
寓教於樂的開放場所，是從改變自己做
起。將原本凌亂的廠房建置成一個木材
生態的教育場所，就像是把頹廢的流浪
漢改造成文青。另一方面導入資訊與通
信科技(ICT)，研發6套智慧木材遊戲機
制，以6隻小豬蓋木屋擊退大野狼的故
事為背景，讓遊客在智慧木材體驗中訓
練記憶力、身體柔軟度、平衡力、肌耐
力、反應力還有心肺力，跨領域結合，
讓木頭不再呆板，像具有生命般的與人
互動。這些改變澈底翻轉了臺灣製材產
業，原來木材可以這樣來呈現，同時也
幫助遊客更加認識木材之都—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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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木材闖關遊戲

落實再生恢復的循環經濟：一
個零浪費、零垃圾的產業
愛木村的加工流程都是適才取
用，大料有大料的用途，小料有小料
的發揮，因此幾乎沒有產生廢棄物。加
工裁切掉的不成材邊角料，用於木創研
習及手作拼貼材料；木屑也有利用價
值，具香氣可提煉精油與製作拜拜用的
香品、密集板材料、農業土地改良用
料、香菇太空包填充物、培養土及昆蟲
培植、寵物木屑，以及工業鍋爐用的木
質顆粒燃料等。一切物盡其用，以天生
我材必有用的原則分類處理，最後沒有
垃圾，沒有廢棄物，沒有負擔地回歸土
地。
臺灣木材品質優良，愛木村將舊
木料回收後加工再利用，做到不浪費每
一片可用之材，落實環保綠色消費。木
材是地球永續再生的天然資源，加工時
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少，更是碳素的儲藏
庫，是自然界送給人類最好的禮物，只
要有效利用，加上有計畫的植林政策，
讓森林生生不息，木材是一個環保健
康、低污染、高利用、少廢棄物的綠色
產業，最符合當今國際間所倡導零垃圾
的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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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文化保存江湖再現
愛木村在103年與地方人士共組協
會，為推動嘉義KANO棒球精神及爭取
阿里山森林鐵道登錄世界遺產而努力。
參與老屋保存規劃、舊屋力計畫，成為
嘉義舊屋力建材銀行，將舊木料加工再
利用，提供嘉義、臺南一帶百年老建築
回復生機，維護文化古蹟的保存。並與
公部門、社區聯合推動嘉義林業發展、
在自然芳香中認識我嘉、百年森鐵傳
奇故事、老技藝新嘉義、KANO光榮路
跑、來嘉深呼吸等ㄧ系列回顧阿里山及
嘉義林業歷史的活動。

致力技藝傳承東方不敗
優良的技藝需要流傳，好的工藝
不該失傳，技藝的傳承不能只是民間產
業師徒新舊世代交棒，透過學校技職教
育、生活教育才能全面性保存下來。愛
木村以這樣的理想實踐一個產業的社會
責任，除了與學校產學合作，提供學生
多元化的技藝學習場所，連續3年舉辦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師公民營木
創意研習，讓老師到愛木村學習木工藝
技能，回到學校應用在課程中教導學
生；讓技職教育理論與實務兼顧，也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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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造林護地球，綠色消費一
起來
面對全球暖化問題，愛木村響應
政府造林政策，維護水土保持，提供生
物多樣性發展，每年在嘉義山區林地種
植臺灣原生樹種，共同為推動森林永續
發展而盡力。
愛木村為減少資源的浪費，降低
對環境的衝擊，ㄧ直都是奉行綠色消費
環保概念，從木料回收再利用、採用天
然無毒的塗裝漆、低度包裝到向消費者
宣導等，都是綠色消費的具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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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木村秘密隧道裡，可以摸到
樹木生長的軌跡，可以學到如何分辨木
材，透過紋路、顏色、重量、香味的比
較，對著秘密盒子深吸一口氣，全是滿
滿的芬多精，從5種不同的香味認識臺
灣針葉5木。
愛木村藉由感官體驗，搭配多種
木工手作課程，輔以不同年齡層的導覽
解說，讓學生更加願意學習，更貼近木
材產業，也對環境保育與自然生態產生
共鳴，因此所接待的戶外教學團體年齡
層，從幼兒園、小學、國中，一直到大

學都有，都能依程度得到適性收穫。此
外，也接待來自美國、日本、新加坡、
韓國、馬來西亞等多所國際學校參與環
境教育與體驗文化。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用體驗開啟學習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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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特殊教育孩子培養專注力及監所少年
犯穩定心性，找回對生命的尊重與認
同。

推動心得

小朋友正在學習順伯製材
的手語

木材得之不易，但每一片
小木料都是天生我材必有用

知識取得不只有打開課本，更應該來自
探索與發現

從一個製材業延伸成
為環境教育場所，是一件當
仁不讓又好玩的事。愛木村
沒有制式的灌輸，所有環境
教育都是在走讀、感官體
驗、遊戲中完成，不緊湊也
不強迫，將「好玩」擺在前
面，反倒吸引大眾與孩子的
好奇心，得到更好的效益。
ㄧ個小小的傳統產業也可以

孩子在這裡也能拿起刨刀，刨出ㄧ雙
香香的木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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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一己之力，為社會做ㄧ件這麼有意
義的事，令我們感到榮譽。

發現天生我材必有用

原來大自然界的一切有情無情的
生命都跟人一樣，有感知；樹也有懷才
遇見木材的前世今生
不遇的際遇，也有不被重視的曾經。一
我們花很長的一段時間在整理樹
棵樹除了葉子、種子、樹幹、生態不同
木生態表現，歸納出臺灣5木（臺灣
外，最重要是它的特質精神也不同，跟
杉、香杉、紅檜、扁柏、肖楠）的特
人一樣有不同的個性和發展。就像臺灣
質，呼應人對生命需求的5個願望，健
樟樹是最平凡常見的樹種，可是有誰知
康長壽、幸福、愛情、財富、智慧。用
道它平凡中的非凡？在愛木村有一夕翻
樹木的生態故事、神話傳說或者真實演
紅最戲劇化的樹、有沉穩等待機會的
化所衍伸出的意義來啟發遊客，其中最
樹、有被詛咒不服輸的樹、有象徵光明
令小朋友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樹會搬
祝福的樹，還有像觀音菩薩化身千萬的
家」！我們將臺灣杉的生態用故事來呈
樹。從樹木生存環境中的自然演變所帶
現，「杉爺爺為了子孫的生長環境，花
給我們生命的啟發，這些來自大自然的
了1千多萬年，才從冰河時期遙遠的北
訊息，令人讚嘆。
方移居到臺灣。」「樹竟然也會選擇要
愛木村從一個場域改變開始，成
住哪裡，就像孟母搬家。」孩子的驚呼
為學校戶外教學的場所，社會大眾休閒
令我們開心！臺灣獨特的地理環境孕育
育樂的地方，與大家一起認識木材對
出的樹種，在國際間有目共睹，這片土
生活的影響，重視森林資源的保育；
地帶給我們的驕傲，一定要讓我們的下
同時我們也在說一個傳統產業艱辛創
一代知道。
始的過程到傳承創新路
途上「人」的故事，
愛木村6顆心傳達的是
「愛」，對人事物環境
的感恩珍惜之情。
環境影響人，人改
變環境，從106年開放
至今，參觀人次已超過
10多萬人次，在過程中
木屑也可以玩得很有想像力 社區活動—為媽媽做ㄧ朵檜木花
我們深深感覺到一個友
善寓教的場所是沒有所
謂誰教育誰的準則，常
常從遊客的反饋，我們
得到更多學習與省思。
很多時候，我們聽到老
師分享同學們學習成果
與心得，也著實令人感
動，能參與並和這群種
子老師共同為教育付出
用體驗開啟孩子學習的好奇心
小木料是孩子發揮想像最好
的材料
心力，是一件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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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對於這樣有意義、有成效的課程與
研習，鼓舞我們一年一年地辦下去。
如果說一個環境教育場所的功能
是知識、技能、態度、價值觀等方面的
傳播，那這個場所也應該會是一個可以
交換愛、學習愛的地方。

未來展望
~撒下ㄧ顆未來神木的種子~
地球是我們的家園，維護地球的
永續發展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愛木村以
ㄧ個木材產業為出發，放大視野關心我
們整個生態環境的健康，用行動來實踐
產業的使命，我們所做的都是從ㄧ件小
事開始，但是透過環境教育的宣導教
化，可以讓更多人認同參與，集眾人之
力必可成就ㄧ件對環境大有助益的事。
愛木村從自己做起，將持續投入
環境教育人員的培訓與取得環境教育人
員認證，因為掌握資訊的更新與人員的
專業力，是我們身為環境教育場所應當
具備的。未來計畫將與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下稱農委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
處及觸口自然教育中心以及嘉義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聯合推廣，在每年植樹節擴
大影響層面，讓更多人共同參與種樹、
護樹的實際行動，在大家心中灑下ㄧ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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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生參觀交流

製材時手勢比5是代表什麼呢

未來神木的種子，一起共創ㄧ個美好的
綠色地球。
為因應不同族群的需要，導覽解
說版本也將分級多樣化，方便傳達環境
教育的理念，讓大眾能有效地吸收理
解，落實在生活中。愛木村的展示區
域，目前已部分設置二維條碼3國語音
導覽，將環境教育走向國際化，提供ㄧ
個更優質的服務系統；並計畫將圖文輸
出及體驗設施全面呈現3國語文導覽介
紹，讓國際訪客在臺灣留下ㄧ個深刻美
好的環境教育旅遊記憶，也與我們ㄧ同
付諸行動愛護自然生態。
對於技藝教育的培訓，我們將木
工技法做初、中、高級課程分類，導入
創意概念，與生活連結來豐富課程，讓
木工變成ㄧ種手作的療癒。
面對當今水資源短缺的問題，愛
木村將建置水資源循環系統，將雨水回
收循環再利用，並導入生態池中，讓原
生物種能在友善環境中生存並復育，維
持生物多樣性發展，落實生產、生活、
生態的6級化產業。
環境保護是我們地球公民每一個
人的責任，愛木村責無旁貸地貢獻己
力，將環境教育理念透過場域及網站等
各種管道傳播宣導，並化為實際行動，
維護我們的家園，期望一點一滴力量的
凝聚，讓我們所居住的這片土地愈來愈
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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