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五月十三日今天是五月十三日今天是五月十三日今天是五月十三日 ((((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 ，，，， 昨天才剛剛從香港乘機回悉尼昨天才剛剛從香港乘機回悉尼昨天才剛剛從香港乘機回悉尼昨天才剛剛從香港乘機回悉尼 ，，，， 廿廿廿廿 多天多天多天多天

的台灣的台灣的台灣的台灣 之之之之 旅完成了旅完成了旅完成了旅完成了 ，，，， 趁記憶趁記憶趁記憶趁記憶 猶猶猶猶 新新新新 ，，，， 便寫下這些遊記便寫下這些遊記便寫下這些遊記便寫下這些遊記 。。。。         

    

(((( 註註註註 : :  :  :  新台幣簡寫為新台幣簡寫為新台幣簡寫為新台幣簡寫為 NT$NT$NT$NT$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 )(1 )(1 )     

  

四月十九日四月十九日四月十九日四月十九日 ((((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 ，，，， 日間還在日間還在日間還在日間還在     o f f i c e  o f f i c e  o f f i c e  o f f i c e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 下午六時便拖著個行李下午六時便拖著個行李下午六時便拖著個行李下午六時便拖著個行李

篋篋篋篋 ，，，， 乘火車到機場乘火車到機場乘火車到機場乘火車到機場 ，，，， 開始這個台灣旅程開始這個台灣旅程開始這個台灣旅程開始這個台灣旅程 ，，，， 在這裡要說明兩點在這裡要說明兩點在這裡要說明兩點在這裡要說明兩點 ：：：：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 今次的旅行與普通的今次的旅行與普通的今次的旅行與普通的今次的旅行與普通的 旅旅旅旅 行團不同行團不同行團不同行團不同 ，，，， 係以行山為主係以行山為主係以行山為主係以行山為主 ，，，， 原先準備攀原先準備攀原先準備攀原先準備攀

登玉山登玉山登玉山登玉山 (((( 台灣最高的山峰台灣最高的山峰台灣最高的山峰台灣最高的山峰 ，，，， 海拔有四千公尺海拔有四千公尺海拔有四千公尺海拔有四千公尺 )))) ，，，， 出發前得到通知出發前得到通知出發前得到通知出發前得到通知 ，，，， 到玉到玉到玉到玉

山的要登山證山的要登山證山的要登山證山的要登山證 ，，，， 每天限發一百五拾個每天限發一百五拾個每天限發一百五拾個每天限發一百五拾個 ，，，， 人多要抽簽人多要抽簽人多要抽簽人多要抽簽 ，，，， 我們落空了我們落空了我們落空了我們落空了 。。。。 登登登登

玉山的希望泡了湯玉山的希望泡了湯玉山的希望泡了湯玉山的希望泡了湯 ，，，， 祇得祇得祇得祇得     o f fo f fo f fo f f ---- l o ad  l o ad  l o ad  l o ad  所有登山的重型裝備所有登山的重型裝備所有登山的重型裝備所有登山的重型裝備 。。。。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 今次妻子沒有同行今次妻子沒有同行今次妻子沒有同行今次妻子沒有同行 ，，，， 原因是她以前有過原因是她以前有過原因是她以前有過原因是她以前有過膝膝膝膝患患患患 ，，，， 醫生叫她不要醫生叫她不要醫生叫她不要醫生叫她不要     

ove rove rove rove r ---- u s eu s eu s eu s e ，，，， 亦不可亦不可亦不可亦不可     unde runde runde runde r ---- u s e  u s e  u s e  u s e  雙腳雙腳雙腳雙腳 ，，，， 再者她對行山都沒有多大興趣再者她對行山都沒有多大興趣再者她對行山都沒有多大興趣再者她對行山都沒有多大興趣 ，，，，

要她同行要她同行要她同行要她同行 ，，，， 祇會苦了她祇會苦了她祇會苦了她祇會苦了她 。。。。  

 

飛機九點鐘起飛飛機九點鐘起飛飛機九點鐘起飛飛機九點鐘起飛 ，，，， 我愛坐窗口位我愛坐窗口位我愛坐窗口位我愛坐窗口位 ，，，， 當飛機在悉尼市上空時當飛機在悉尼市上空時當飛機在悉尼市上空時當飛機在悉尼市上空時 ，，，， 我向下我向下我向下我向下

望望望望 ，，，， 家家燈光閃耀家家燈光閃耀家家燈光閃耀家家燈光閃耀 ，，，， 真是美麗真是美麗真是美麗真是美麗 ，，，， 與香港的夜景比較與香港的夜景比較與香港的夜景比較與香港的夜景比較 ，，，， 可謂不可謂不可謂不可謂不 遑遑遑遑 多讓多讓多讓多讓 。。。。

翌日晨早五點抵達香港機場翌日晨早五點抵達香港機場翌日晨早五點抵達香港機場翌日晨早五點抵達香港機場 ，，，， 天還未光天還未光天還未光天還未光 ，，，， 我要等兩個多小時接駁飛機我要等兩個多小時接駁飛機我要等兩個多小時接駁飛機我要等兩個多小時接駁飛機

到台北桃園機場到台北桃園機場到台北桃園機場到台北桃園機場 ，，，， 因為在飛機上睡得著因為在飛機上睡得著因為在飛機上睡得著因為在飛機上睡得著 ，，，， 洗個臉便在候機室看著機場洗個臉便在候機室看著機場洗個臉便在候機室看著機場洗個臉便在候機室看著機場

的內內外外的內內外外的內內外外的內內外外 ，，，， 外面開始時還是漆黑一片外面開始時還是漆黑一片外面開始時還是漆黑一片外面開始時還是漆黑一片 ，，，， 跟著的是黎明初曦跟著的是黎明初曦跟著的是黎明初曦跟著的是黎明初曦 ，，，， 內裡原內裡原內裡原內裡原

本是靜悄悄的幾個人本是靜悄悄的幾個人本是靜悄悄的幾個人本是靜悄悄的幾個人 ，，，， 到後來是熙來攘往的人群到後來是熙來攘往的人群到後來是熙來攘往的人群到後來是熙來攘往的人群 ，，，， 一天又開始了一天又開始了一天又開始了一天又開始了 ，，，， 香香香香

港真是一個忙碌的城市港真是一個忙碌的城市港真是一個忙碌的城市港真是一個忙碌的城市 。。。。     

    

七點再上機七點再上機七點再上機七點再上機 ，，，， 個多小時個多小時個多小時個多小時後後後後便到達桃園機便到達桃園機便到達桃園機便到達桃園機

場場場場 ，，，， 當出閘口時當出閘口時當出閘口時當出閘口時 ，，，， 完全想不到完全想不到完全想不到完全想不到 ，，，， 竟竟竟竟然然然然有百有百有百有百

多二百個多二百個多二百個多二百個少女少女少女少女在等候在等候在等候在等候歡迎歡迎歡迎歡迎，，，，歡迎歡迎歡迎歡迎的當的當的當的當然然然然不不不不

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而而而而係幾個係幾個係幾個係幾個韓國韓國韓國韓國的的的的青年樂手青年樂手青年樂手青年樂手，，，，那那那那些些些些少少少少

女女女女都都都都打扮打扮打扮打扮到到到到隻雀咁隻雀咁隻雀咁隻雀咁，，，， 在閘口在閘口在閘口在閘口爭取爭取爭取爭取最有最有最有最有利利利利位位位位

置置置置，，，，手手手手上上上上拿拿拿拿著的不是著的不是著的不是著的不是鮮花鮮花鮮花鮮花便是便是便是便是禮物禮物禮物禮物。。。。 這這這這種種種種

境境境境況況況況，，，，使使使使我我我我聯聯聯聯想到想到想到想到劉邦劉邦劉邦劉邦當當當當亭長亭長亭長亭長時時時時 ，，，， 看到看到看到看到秦秦秦秦

始始始始皇皇皇皇出出出出巡巡巡巡，，，， 前前前前呼呼呼呼後後後後擁擁擁擁，，，，感概地感概地感概地感概地說說說說 ：：：：「「「「這這這這樣樣樣樣  
 

在在在在歡迎歡迎歡迎歡迎我我我我？？？？  



才是個真才是個真才是個真才是個真男男男男人人人人 。。。。」」」」我想我想我想我想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我下一生有人我下一生有人我下一生有人我下一生有人做做做做的的的的話話話話，，，， 都係要都係要都係要都係要學學唱歌跳學學唱歌跳學學唱歌跳學學唱歌跳

舞舞舞舞，，，，唔好唔好唔好唔好祇係祇係祇係祇係識讀書識讀書識讀書識讀書。。。。  

 

在機場等了個多小時在機場等了個多小時在機場等了個多小時在機場等了個多小時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團團團團友陸續友陸續友陸續友陸續到達到達到達到達 ，，，， 到旅到旅到旅到旅館安頓館安頓館安頓館安頓後後後後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傍晚傍晚傍晚傍晚

便便便便進進進進行第一行第一行第一行第一項活動項活動項活動項活動：：：：士林士林士林士林夜市夜市夜市夜市 。。。。 這個夜市這個夜市這個夜市這個夜市就就就就等等等等如如如如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廟街廟街廟街廟街，，，， 有有有有賣吃賣吃賣吃賣吃

的的的的 ，，，， 有有有有賣賣賣賣著的著的著的著的 ，，，， 有有有有賣玩賣玩賣玩賣玩的的的的 ，，，， 有所不同的是有所不同的是有所不同的是有所不同的是整整整整個夜市的主要個夜市的主要個夜市的主要個夜市的主要飲食部份飲食部份飲食部份飲食部份都都都都

設設設設在一個在一個在一個在一個商埸商埸商埸商埸內內內內 ，，，，就如就如就如就如同香港的市同香港的市同香港的市同香港的市政局街政局街政局街政局街市市市市 ，，，， 不過面不過面不過面不過面積積積積大大大大很很很很多多多多 ，，，， 有人有人有人有人

說說說說該處該處該處該處原本是原本是原本是原本是防防防防空空空空洞洞洞洞。。。。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食物食物食物食物  

 

 
                夜市夜市夜市夜市攤檔攤檔攤檔攤檔  

台灣的台灣的台灣的台灣的     c o sco sco sco s tttt  o f  l i v i n o f  l i v i n o f  l i v i n o f  l i v i n gggg     較較較較諸諸諸諸悉尼的悉尼的悉尼的悉尼的低很低很低很低很

多多多多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估計估計估計估計是一是一是一是一半半半半到三到三到三到三分分分分一一一一。。。。現現現現

在在在在     AAAA $$$$ 1111     可可可可兌換兌換兌換兌換  N N N N T$T$T$T$ 30303030；；；；例如吃例如吃例如吃例如吃一一一一碗麵碗麵碗麵碗麵

約約約約  N N N N T$T$T$T$ 100100100100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在悉尼在悉尼在悉尼在悉尼吃吃吃吃要要要要     AAAA $$$$ 10101010。。。。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吃吃吃吃的的的的很很很很多是多是多是多是炸炸炸炸的的的的或或或或是是是是燒燒燒燒的的的的 ，，，，魚蝦蟹魚蝦蟹魚蝦蟹魚蝦蟹都都都都

係係係係預預預預先先先先炸好炸好炸好炸好，，，，你你你你     o r d e r  o r d e r  o r d e r  o r d e r  時便時便時便時便加熱給你加熱給你加熱給你加熱給你，，，，

那那那那裡最裡最裡最裡最     pppp oooo pppp u l a ru l a ru l a ru l a r 是是是是臭豆臭豆臭豆臭豆腐腐腐腐，，，，魷魚羹魷魚羹魷魚羹魷魚羹，，，，燒燒燒燒

鳥蛋鳥蛋鳥蛋鳥蛋 ((((即即即即鵪鶉鵪鶉鵪鶉鵪鶉蛋蛋蛋蛋 )))) ，，，，見見見見到這些到這些到這些到這些膽固醇極膽固醇極膽固醇極膽固醇極高高高高

嘅嘅嘅嘅嘢嘢嘢嘢，，，， 再再再再加加加加上重係上重係上重係上重係燒炸物燒炸物燒炸物燒炸物，，，， 我都係我都係我都係我都係淺淺淺淺淺淺淺淺

嚐試嚐試嚐試嚐試，，，， 最後都是最後都是最後都是最後都是吃吃吃吃了一些了一些了一些了一些粥品及炸蟛蜞粥品及炸蟛蜞粥品及炸蟛蜞粥品及炸蟛蜞

。。。。     

    

    

 

    

    

 

(2 )(2 )(2 )(2 )     

    

今次來台灣的今次來台灣的今次來台灣的今次來台灣的另另另另一個一個一個一個目目目目的是的是的是的是嘗試嘗試嘗試嘗試本本本本地地地地的的的的風味風味風味風味

菜菜菜菜，，，， 有有有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朋友朋友朋友朋友都說台北有都說台北有都說台北有都說台北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特色特色特色特色美美美美食食食食，，，，

且很且很且很且很抵抵抵抵食食食食。。。。 這這這這也也也也是是是是事實事實事實事實，，，，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有一間有一間有一間有一間賣炸雞賣炸雞賣炸雞賣炸雞

的的的的 ，，，，手掌般手掌般手掌般手掌般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去骨雞扒去骨雞扒去骨雞扒去骨雞扒，，，， 都祇係都祇係都祇係都祇係賣賣賣賣

NNNN T$T$T$T$ 55555555，，，，顧客排顧客排顧客排顧客排大大大大隊隊隊隊，，，，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店也很店也很店也很店也很「「「「寸寸寸寸」」」」，，，，

標標標標明明明明唔唔唔唔同同同同客客客客人人人人  cu cu cu cu tttt     開開開開塊扒塊扒塊扒塊扒，，，， 重重重重唔找錢添唔找錢添唔找錢添唔找錢添。。。。     

((((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太太太太忙忙忙忙？？？？ ))))     其實其實其實其實我都我都我都我都喜歡吃喜歡吃喜歡吃喜歡吃，，，，但唔喜歡但唔喜歡但唔喜歡但唔喜歡在在在在

街邊吃街邊吃街邊吃街邊吃，，，，更更更更不會一不會一不會一不會一路路路路行一行一行一行一路吃路吃路吃路吃。。。。     我都我都我都我都好運好運好運好運，，，，         

有兩位有兩位有兩位有兩位食食食食家家家家兼做菜兼做菜兼做菜兼做菜高高高高手住近手住近手住近手住近我家我家我家我家 ,,,,     一位叫一位叫一位叫一位叫標少標少標少標少，，，， 以以以以「「「「奇奇奇奇」」」」取勝取勝取勝取勝，，，，吃吃吃吃過過過過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蝦蝦蝦蝦子子子子蟹蟹蟹蟹子子子子炒飯炒飯炒飯炒飯的個個的個個的個個的個個讚讚讚讚好好好好，，，， 一位叫一位叫一位叫一位叫 MMMM a ra ra ra r tttt i ni ni ni n ，，，，他曾做他曾做他曾做他曾做過一個過一個過一個過一個菜菜菜菜以以以以鴨鴨鴨鴨為為為為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食材食材食材食材，，，， 工工工工序序序序要兩天要兩天要兩天要兩天 ，，，， 都可謂都可謂都可謂都可謂「「「「巧巧巧巧」」」」了了了了 ，，，，嫌嫌嫌嫌的祇是的祇是的祇是的祇是僧僧僧僧多多多多粥少粥少粥少粥少，，，，唔夠唔夠唔夠唔夠

喉喉喉喉。。。。     另另另另外外外外吾吾吾吾妻妻妻妻 WWWW i nn i einn i einn i einn i e ，，，， 我我我我則則則則以以以以「「「「拙拙拙拙」」」」稱稱稱稱之之之之適合適合適合適合，，，，食材食材食材食材是普是普是普是普音音音音普通通普通通普通通普通通，，，，

做法做法做法做法都係普普通通都係普普通通都係普普通通都係普普通通 ，，，，但但但但她她她她做做做做的的的的菜菜菜菜鹹鹹鹹鹹淡適中淡適中淡適中淡適中，，，， 火候剛火候剛火候剛火候剛好好好好，，，， 這三個人這三個人這三個人這三個人走走走走在在在在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 ，，，，就唔怕無好就唔怕無好就唔怕無好就唔怕無好嘢嘢嘢嘢食食食食，，，， 所以我每所以我每所以我每所以我每年年年年都都都都搞搞搞搞個大個大個大個大吃吃吃吃會會會會     ––––     bbbb r i nr i nr i nr i n gggg  a  d i s a  d i s a  d i s a  d i s hhhh，，，，

吃吃吃吃過過過過他他他他們的一們的一們的一們的一餐餐餐餐，，，， 過過過過年也年也年也年也會開會開會開會開心心心心些些些些 。。。。     

    



第二天的第二天的第二天的第二天的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是是是是參觀故宮博物館參觀故宮博物館參觀故宮博物館參觀故宮博物館，，，， 當當當當年國民黨遷年國民黨遷年國民黨遷年國民黨遷

台台台台 ，，，，帶帶帶帶來的是來的是來的是來的是國寶中國寶中國寶中國寶中的的的的國寶國寶國寶國寶，，，， 當當當當然很然很然很然很有有有有睇頭睇頭睇頭睇頭，，，， 乘乘乘乘

旅遊車到達時旅遊車到達時旅遊車到達時旅遊車到達時 ，，，， 幾十幾十幾十幾十部部部部旅遊大旅遊大旅遊大旅遊大巴已巴已巴已巴已駐駐駐駐在在在在那那那那裏裏裏裏，，，，入入入入

到到到到館館館館內內內內 ，，，，更更更更是千是千是千是千頭頭頭頭哄哄哄哄動動動動，，，， 原來是原來是原來是原來是「「「「陸客陸客陸客陸客」」」」  ( ( ( (即即即即從從從從

大大大大陸陸陸陸來的旅來的旅來的旅來的旅客客客客，，，，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稱稱稱稱之之之之 為為為為「「「「     強強強強國國國國人人人人」」」」 )  )  )  )  殺殺殺殺到到到到 ，，，，

而且更而且更而且更而且更多的比我們早到多的比我們早到多的比我們早到多的比我們早到 ，，，，他他他他們都們都們都們都湧湧湧湧著要看著要看著要看著要看故宮故宮故宮故宮三三三三

寶寶寶寶，，，，即即即即玉玉玉玉白白白白菜菜菜菜，，，，仿肉石仿肉石仿肉石仿肉石 ((((像像像像五五五五花花花花腩腩腩腩的一的一的一的一塊塊塊塊石石石石頭頭頭頭 )  )  )  )  及及及及

毛毛毛毛公公公公鼎鼎鼎鼎，，，， 我我我我就唔夠他就唔夠他就唔夠他就唔夠他們們們們迫迫迫迫了了了了 ，，，，於於於於是是是是轉身轉身轉身轉身去參觀其去參觀其去參觀其去參觀其

他他他他的的的的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品品品品，，，， 我以前我以前我以前我以前去去去去過兩次過兩次過兩次過兩次故宮博物館故宮博物館故宮博物館故宮博物館，，，，分分分分別別別別

是是是是 1111976976976976 年及年及年及年及 1111989898983333 年年年年的的的的暑假暑假暑假暑假，，，，畢畢畢畢竟竟竟竟也也也也是是是是卅卅卅卅年年年年前的前的前的前的        
    

事事事事，，，， 以前的以前的以前的以前的感感感感覺覺覺覺與與與與現現現現在的真是天在的真是天在的真是天在的真是天淵淵淵淵之之之之別別別別，，，， 以前的是遊人以前的是遊人以前的是遊人以前的是遊人疏疏疏疏落落落落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者者者者

都靜靜的看著都靜靜的看著都靜靜的看著都靜靜的看著展展展展品品品品，，，，整整整整個個個個環境環境環境環境都都都都寂寂寂寂靜靜靜靜肅穆肅穆肅穆肅穆，，，，現現現現在的在的在的在的就就就就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 成個成個成個成個街街街街市市市市

咁樣咁樣咁樣咁樣，，，，雖雖雖雖然然然然個個個個個個個個館館館館員員員員都都都都拿拿拿拿著個著個著個著個牌牌牌牌，，，， 上面寫著上面寫著上面寫著上面寫著「「「「保持寧保持寧保持寧保持寧靜靜靜靜」」」」，，，，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他他他他們們們們

還是高還是高還是高還是高談闊論談闊論談闊論談闊論，，，， 可可可可能能能能他他他他們不們不們不們不懂繁體字吧懂繁體字吧懂繁體字吧懂繁體字吧。。。。     

    

    以前以前以前以前去故宮去故宮去故宮去故宮是是是是很很很很多多多多嘢嘢嘢嘢睇睇睇睇，，，， 今次今次今次今次去就無去就無去就無去就無乜乜乜乜嘢嘢嘢嘢睇睇睇睇，，，，特特特特別別別別在在在在書書書書畫方畫方畫方畫方面面面面更更更更缺乏缺乏缺乏缺乏

精精精精品品品品。。。。 在在在在書法書法書法書法方方方方面面面面 ，，，， 看了看了看了看了蘇東蘇東蘇東蘇東坡坡坡坡年青年青年青年青時所時所時所時所書書書書的的的的     《《《《陶淵陶淵陶淵陶淵明明明明歸歸歸歸去去去去來來來來兮兮兮兮》》》》

詩詩詩詩，，，， 以前我有一以前我有一以前我有一以前我有一種種種種錯覺錯覺錯覺錯覺：：：：蘇東蘇東蘇東蘇東坡坡坡坡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其其其其詩詞詩詞詩詞詩詞好好好好,,,,         而而而而引伸引伸引伸引伸到到到到其書法好其書法好其書法好其書法好，，，，

但但但但看了這個真看了這個真看了這個真看了這個真蹟蹟蹟蹟後後後後 ，，，， 便便便便確信確信確信確信他他他他的的的的書法書法書法書法真係真係真係真係好好好好。。。。         

        

另另另另一一一一幅幅幅幅是是是是元代倪瓚元代倪瓚元代倪瓚元代倪瓚所所所所繪繪繪繪的的的的《《《《雨雨雨雨後空後空後空後空林林林林》》》》圖圖圖圖，，，，該該該該畫畫畫畫註註註註稱稱稱稱謂謂謂謂故宮故宮故宮故宮收藏收藏收藏收藏的十的十的十的十

多多多多幅倪瓚畫幅倪瓚畫幅倪瓚畫幅倪瓚畫中中中中唯唯唯唯一有著一有著一有著一有著色色色色的的的的 。。。。 所謂著所謂著所謂著所謂著色其實色其實色其實色其實都是都是都是都是輕輕輕輕輕輕輕輕的的的的淡淡淡淡彩彩彩彩，，，，更更更更可可可可能能能能

是後人是後人是後人是後人加加加加上上上上 。。。。但但但但看到看到看到看到他他他他的的的的精精精精品品品品真真真真蹟蹟蹟蹟，，，，也就也就也就也就不不不不負此負此負此負此行行行行 。。。。 原本原本原本原本抱抱抱抱有有有有很很很很多希多希多希多希

望望望望 ，，，，如如如如想看看五想看看五想看看五想看看五代代代代時時時時董源董源董源董源的的的的《《《《瀟湘圖瀟湘圖瀟湘圖瀟湘圖》》》》，，，，元代黃元代黃元代黃元代黃公望的公望的公望的公望的《《《《富富富富春春春春山山山山居居居居

圖圖圖圖》》》》等等等等 ，，，， 都要都要都要都要待待待待下次來時下次來時下次來時下次來時 ，，，，碰碰碰碰碰碰碰碰運運運運氣氣氣氣了了了了 。。。。     

    

    

    
(3 )(3 )(3 )(3 )     

    

上午行完上午行完上午行完上午行完故宮故宮故宮故宮，，，，中中中中午便到著午便到著午便到著午便到著名名名名的的的的鼎泰豐用鼎泰豐用鼎泰豐用鼎泰豐用午午午午餐餐餐餐，，，，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去去去去的當的當的當的當然然然然是是是是旗艦旗艦旗艦旗艦

總總總總店店店店，，，，它它它它是位是位是位是位於於於於 101101101101 大大大大廈廈廈廈低低低低層層層層的的的的商商商商場內場內場內場內 ，，，， 本本本本地地地地導導導導遊遊遊遊  ( ( ( ( 叫小叫小叫小叫小陳陳陳陳 )  )  )  )  雖費雖費雖費雖費了九了九了九了九

牛牛牛牛二二二二虎虎虎虎之之之之力力力力，，，，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也也也也得等了四十得等了四十得等了四十得等了四十分分分分鐘才有位鐘才有位鐘才有位鐘才有位 ，，，， seses es e tttt  l u n c l unc l unc l unc hhhh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NNNN T$T$T$T$ 350350350350

唔唔唔唔算貴算貴算貴算貴，，，，而而而而重重重重頭頭頭頭戲戲戲戲就就就就是是是是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做做做做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籠包籠包籠包籠包，，，， 每人每人每人每人分分分分到五個到五個到五個到五個 ，，，，那那那那些小些小些小些小籠包籠包籠包籠包

真係有真係有真係有真係有獨獨獨獨到之到之到之到之處處處處，，，，飽皮晶瑩飽皮晶瑩飽皮晶瑩飽皮晶瑩如如如如白白白白玉玉玉玉 ，，，，厚薄均勻厚薄均勻厚薄均勻厚薄均勻，，，，咬咬咬咬落有落有落有落有彈性彈性彈性彈性，，，，但但但但汁汁汁汁不不不不

外外外外洩洩洩洩，，，，味味味味道道道道亦亦亦亦好好好好，，，， 真係抵真係抵真係抵真係抵佢佢佢佢發發發發 ，，，，至於至於至於至於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的的的的如如如如餃餃餃餃子子子子及燒賣及燒賣及燒賣及燒賣等等等等 ，，，， 都係上都係上都係上都係上

乘之作乘之作乘之作乘之作 。。。。     

            

    



吃吃吃吃完小完小完小完小籠包籠包籠包籠包出來又與出來又與出來又與出來又與陸客陸客陸客陸客團團團團相遇相遇相遇相遇，，，，他他他他們是來乘們是來乘們是來乘們是來乘電梯電梯電梯電梯往往往往 101101101101 大大大大廈頂層瞭廈頂層瞭廈頂層瞭廈頂層瞭

望台的望台的望台的望台的 ，，，， 我祇我祇我祇我祇喜歡喜歡喜歡喜歡登山登山登山登山而而而而望望望望遠遠遠遠，，，，像像像像他他他他們人們人們人們人迫迫迫迫迫迫迫迫的的的的周圍周圍周圍周圍望望望望 ，，，， 跟著跟著跟著跟著俾俾俾俾人人人人趕趕趕趕

鴨鴨鴨鴨仔仔仔仔般般般般要乘下要乘下要乘下要乘下班電梯班電梯班電梯班電梯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地地地地面面面面 ，，，， 這這這這種玩種玩種玩種玩意意意意我我我我就就就就沒有興趣了沒有興趣了沒有興趣了沒有興趣了 。。。。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小小小小陳陳陳陳所說所說所說所說 ，，，，解禁解禁解禁解禁後兩後兩後兩後兩地地地地人人人人民民民民互互互互通通通通 ，，，， 每天有五千每天有五千每天有五千每天有五千陸客陸客陸客陸客來台來台來台來台 ，，，， 以前遊以前遊以前遊以前遊

客客客客以日本人為主以日本人為主以日本人為主以日本人為主 ，，，， 在日本在日本在日本在日本經濟經濟經濟經濟下下下下滑滑滑滑及及及及日日日日圓貶值圓貶值圓貶值圓貶值的的的的情情情情況況況況下下下下 ，，，，現現現現在旅在旅在旅在旅客客客客都都都都

以以以以陸客陸客陸客陸客為主為主為主為主 ，，，， 旅遊這個行旅遊這個行旅遊這個行旅遊這個行業業業業都都都都受受受受了了了了很很很很大的大的大的大的衝擊衝擊衝擊衝擊，，，， 為著生為著生為著生為著生存存存存，，，，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手法手法手法手法

都要都要都要都要改變改變改變改變，，，，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因為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是低低低低團團團團費費費費，，，，許許許許多多多多導導導導遊都要遊都要遊都要遊都要帶客帶客帶客帶客買買買買嘢嘢嘢嘢幫助收入幫助收入幫助收入幫助收入，，，，其其其其

實許實許實許實許多所謂的台灣多所謂的台灣多所謂的台灣多所謂的台灣特特特特產產產產都係大都係大都係大都係大陸陸陸陸製造製造製造製造運運運運來來來來 。。。。 上次上次上次上次政政政政府選舉府選舉府選舉府選舉時時時時 ，，，， 旅遊旅遊旅遊旅遊業業業業

的從的從的從的從業員業員業員業員都都都都投投投投向向向向藍藍藍藍營營營營 ((((即即即即泛泛泛泛國民黨國民黨國民黨國民黨 )))) ，，，，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綠綠綠綠營營營營 ((((即即即即泛泛泛泛民進黨民進黨民進黨民進黨 )  )  )  )  是主是主是主是主張張張張與與與與

大大大大陸陸陸陸脫離關脫離關脫離關脫離關係的係的係的係的 ，，，，現現現現在的在的在的在的情形情形情形情形是是是是     ────     倘若倘若倘若倘若沒有沒有沒有沒有陸客陸客陸客陸客的的的的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台灣的旅遊台灣的旅遊台灣的旅遊台灣的旅遊

業業業業會會會會很很很很糟糟糟糟。。。。     

        

我我我我閱閱閱閱讀讀讀讀本本本本地地地地的的的的報紙報紙報紙報紙，，，， 台灣這幾台灣這幾台灣這幾台灣這幾年年年年的的的的經濟經濟經濟經濟是是是是走走走走下下下下坡坡坡坡的的的的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是是是是許許許許多工多工多工多工業業業業

都都都都遷遷遷遷到大到大到大到大陸去陸去陸去陸去，，，，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那那那那裡沒有工人裡沒有工人裡沒有工人裡沒有工人福福福福利及利及利及利及社社社社保問題保問題保問題保問題，，，， 亦沒有亦沒有亦沒有亦沒有環境保謢環境保謢環境保謢環境保謢

等等等等制肘制肘制肘制肘，，，， 有些工有些工有些工有些工廠乾脆廠乾脆廠乾脆廠乾脆的的的的關門關門關門關門大大大大吉吉吉吉，，，，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水泥水泥水泥水泥及及及及鋼鋼鋼鋼鐵鐵鐵鐵，，，， 因為向大因為向大因為向大因為向大陸陸陸陸購購購購

買買買買更更更更划算划算划算划算。。。。其實其實其實其實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是台灣人是台灣人是台灣人是台灣人無無無無論論論論在在在在國國國國外外外外及國及國及國及國內內內內賺賺賺賺到到到到錢錢錢錢，，，， 都都都都唔唔唔唔

會主會主會主會主力力力力再再再再投資投資投資投資在台灣本在台灣本在台灣本在台灣本土土土土上上上上 ，，，， 人人人人材材材材方方方方面亦面亦面亦面亦然然然然，，，， 台灣的台灣的台灣的台灣的科技專科技專科技專科技專才都才都才都才都東東東東走走走走

美美美美國國國國，，，，而而而而管理專管理專管理專管理專才才才才則則則則西西西西進進進進大大大大陸陸陸陸當當當當廠廠廠廠長長長長，，，， 可說是人可說是人可說是人可說是人財財財財兩兩兩兩失失失失。。。。報紙報紙報紙報紙上時上時上時上時常常常常

報導報導報導報導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關廠關廠關廠關廠工工工工」」」」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便是高便是高便是高便是高層官員收紅包層官員收紅包層官員收紅包層官員收紅包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馬英馬英馬英馬英九九九九

對著這些對著這些對著這些對著這些結構性結構性結構性結構性的的的的政政政政經問經問經問經問題題題題，，，，也也也也不知從不知從不知從不知從何入何入何入何入手手手手應付應付應付應付。。。。     

    

回說這坐回說這坐回說這坐回說這坐 101101101101 大大大大廈廈廈廈，，，，設計設計設計設計上上上上像像像像一一一一

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元元元元寶般寶般寶般寶般疊疊疊疊上上上上去去去去，，，，近地近地近地近地下下下下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又以又以又以又以金金金金錢錢錢錢為裝為裝為裝為裝飾飾飾飾，，，， 真係真係真係真係夠夠夠夠晒俗晒俗晒俗晒俗

氣氣氣氣，，，，離離離離開開開開鼎泰豐鼎泰豐鼎泰豐鼎泰豐時時時時約約約約兩點兩點兩點兩點半半半半，，，， 外外外外

面還有面還有面還有面還有很很很很多人等位多人等位多人等位多人等位 ，，，， 真係與真係與真係與真係與其讀其讀其讀其讀

咁咁咁咁多多多多書書書書，，，， 不不不不如做好如做好如做好如做好個個個個飽飽飽飽。。。。     

    

由於由於由於由於有團有團有團有團友友友友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今今今今晚去睇晚去睇晚去睇晚去睇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免免免免

費費費費的的的的打打打打鼓表演鼓表演鼓表演鼓表演，，，，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提提提提早早早早去去去去一一一一處處處處

接接接接近近近近龍龍龍龍山山山山寺寺寺寺的的的的老老老老街街街街夜市夜市夜市夜市 ，，，，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老老老老

街街街街夜市亦是香港夜市亦是香港夜市亦是香港夜市亦是香港廟街廟街廟街廟街的的的的翻版翻版翻版翻版，，，，賣賣賣賣

吃賣吃賣吃賣吃賣著著著著賣玩賣玩賣玩賣玩的都有的都有的都有的都有 ，，，，而且許而且許而且許而且許多多多多攤攤攤攤

檔檔檔檔都有都有都有都有試食試食試食試食，，，，如果檔檔食如果檔檔食如果檔檔食如果檔檔食 DDDD，，，， 行行行行     
    

完完完完條條條條街街街街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飽飽飽飽了了了了 ，，，， 看看看看見見見見一些一些一些一些賣賣賣賣熟熟熟熟肉肉肉肉的的的的店店店店，，，，那那那那些些些些豬豬豬豬頭頭頭頭肉肉肉肉，，，，豬腿豬腿豬腿豬腿肉肉肉肉，，，，豬豬豬豬

腸腸腸腸等等等等擺擺擺擺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 上面上面上面上面掃掃掃掃了了了了層層層層油油油油，，，， 光光光光爍爍爍爍爍爍爍爍，，，， 我我我我心心心心裡裡裡裡衹衹衹衹是想是想是想是想 ：：：：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咁咁咁咁

樣好樣好樣好樣好容易容易容易容易會會會會食食食食死死死死我我我我 。。。。     

    

    



    
(4 )(4 )(4 )(4 )     

    

上上上上文文文文最後一最後一最後一最後一句句句句用用用用了個了個了個了個「「「「死死死死」」」」字字字字，，，，唔好唔好唔好唔好聽聽聽聽，，，，應應應應該該該該改改改改為個為個為個為個「「「「肥肥肥肥」」」」字字字字，，，， 以我以我以我以我

的的的的身身身身高高高高 ，，，， 最最最最 idea li d e a li d e a li d e a l 的的的的體體體體重是重是重是重是 68686868 公公公公斤斤斤斤，，，， 上下限是上下限是上下限是上下限是正正正正負負負負兩公兩公兩公兩公斤斤斤斤，，，，即即即即係係係係超超超超過過過過

7777 0000 公公公公斤斤斤斤就就就就係係係係肥肥肥肥，，，，少少少少過過過過 66666666 公公公公斤斤斤斤就就就就係係係係瘦瘦瘦瘦。。。。 今次全程的今次全程的今次全程的今次全程的飯店飯店飯店飯店都都都都提提提提供自供自供自供自助助助助早早早早

餐餐餐餐：：：：中中中中式式式式、、、、西西西西式式式式、、、、日日日日式式式式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 我我我我就吃就吃就吃就吃完完完完中中中中式式式式再再再再吃吃吃吃日日日日式式式式，，，，吃吃吃吃完日完日完日完日式式式式再再再再吃吃吃吃

西西西西式式式式，，，， 這幾天這幾天這幾天這幾天稱稱稱稱一一一一稱稱稱稱，，，，體體體體重重重重已已已已直線直線直線直線上上上上升升升升，，，， 得要得要得要得要自自自自我我我我節節節節制制制制一下一下一下一下 。。。。     

        

以前來台灣時以前來台灣時以前來台灣時以前來台灣時 ，，，， 最著最著最著最著名名名名的是的是的是的是木瓜木瓜木瓜木瓜牛牛牛牛奶奶奶奶及及及及牛肉牛肉牛肉牛肉麵麵麵麵，，，， 以前在以前在以前在以前在街街街街上上上上賣賣賣賣木瓜木瓜木瓜木瓜牛牛牛牛

奶奶奶奶的都不的都不的都不的都不見見見見了了了了 ，，，， 在在在在超超超超市市市市偶偶偶偶或見或見或見或見到一些到一些到一些到一些紙包紙包紙包紙包的的的的 。。。。牛肉牛肉牛肉牛肉麵則吃麵則吃麵則吃麵則吃了了了了好好好好幾次幾次幾次幾次 ，，，，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味味味味道道道道都係都係都係都係差差差差強強強強人人人人意意意意，，，，那那那那個湯個湯個湯個湯就就就就像像像像老老老老抽抽抽抽鹽鹽鹽鹽水水水水，，，， 完全完全完全完全吃吃吃吃不到不到不到不到牛肉牛肉牛肉牛肉的的的的味味味味

道道道道，，，， 還還還還 記得第一次來台灣時記得第一次來台灣時記得第一次來台灣時記得第一次來台灣時 ，，，，牛肉牛肉牛肉牛肉麵太麵太麵太麵太貴貴貴貴吃吃吃吃不起不起不起不起 ，，，，吃吃吃吃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牛肉牛肉牛肉牛肉湯湯湯湯麵麵麵麵，，，，

即即即即係沒有係沒有係沒有係沒有牛肉牛肉牛肉牛肉的的的的牛肉牛肉牛肉牛肉麵麵麵麵，，，，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那那那那時時時時覺覺覺覺得得得得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 當當當當然然然然連連連連湯湯湯湯也也也也完全完全完全完全飲飲飲飲

光光光光 。。。。     

    

小小小小陳陳陳陳帶帶帶帶著我們行過著我們行過著我們行過著我們行過那那那那條條條條老老老老街街街街，，，，指指指指著著著著樓樓樓樓

上一些上一些上一些上一些 XXXXXXXX 餐餐餐餐廳廳廳廳的的的的招招招招牌牌牌牌說說說說 ：：：：那那那那裡是裡是裡是裡是色色色色

情情情情架架架架部部部部，，，， 我想我想我想我想也也也也應應應應該該該該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餐餐餐餐廳廳廳廳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設設設設在四五在四五在四五在四五樓樓樓樓上上上上 ，，，， 小小小小陳陳陳陳還說還說還說還說 ，，，，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稱呼男女稱呼男女稱呼男女稱呼男女的為的為的為的為男男男男生生生生及女及女及女及女生生生生 ，，，，稱呼女稱呼女稱呼女稱呼女性性性性

為小為小為小為小姐姐姐姐沒沒沒沒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但但但但在大在大在大在大陸稱呼陸稱呼陸稱呼陸稱呼人人人人曰曰曰曰小小小小

姐姐姐姐，，，，即即即即係係係係妓妓妓妓女女女女，，，，分分分分分分分分鐘鐘鐘鐘會會會會俾俾俾俾人人人人醒醒醒醒一一一一

巴巴巴巴。。。。他他他他舉舉舉舉出出出出許許許許多大多大多大多大陸及陸及陸及陸及台灣在台灣在台灣在台灣在用用用用辭辭辭辭上上上上

的的的的差異差異差異差異，，，，其實中其實中其實中其實中港台的港台的港台的港台的辭匯辭匯辭匯辭匯都有都有都有都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香港叫香港叫香港叫香港叫酒酒酒酒店店店店，，，，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稱飯稱飯稱飯稱飯

店店店店，，，， 大大大大陸陸陸陸叫叫叫叫賓賓賓賓館館館館，，，， 都係同一都係同一都係同一都係同一樣樣樣樣嘢嘢嘢嘢     ────     

hhhh oooo tttt e le le le l 也也也也。。。。     

    
    

    

    我我我我其實其實其實其實對對對對廟廟廟廟宇宇宇宇沒沒沒沒 有有有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興趣興趣興趣興趣 ，，，， 因為要因為要因為要因為要借借借借用用用用廁廁廁廁所所所所 ，，，， 便便便便走進走進走進走進龍龍龍龍山山山山寺寺寺寺。。。。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

坐落在市坐落在市坐落在市坐落在市區區區區的的的的寺寺寺寺觀觀觀觀面面面面積積積積不大不大不大不大 ，，，，但但但但香火香火香火香火極極極極盛盛盛盛，，，， 主主主主殿殿殿殿是是是是觀音觀音觀音觀音菩薩菩薩菩薩菩薩，，，，根據根據根據根據一一一一

些些些些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人人人人拜拜拜拜觀音觀音觀音觀音的最多的最多的最多的最多 ，，，， 第二最多是第二最多是第二最多是第二最多是關關關關帝帝帝帝，，，，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觀音觀音觀音觀音救救救救苦苦苦苦救救救救

難難難難，，，，能能能能開開開開庫借庫借庫借庫借財財財財，，，，更更更更能能能能送送送送子子子子 。。。。但但但但在這個在這個在這個在這個寺寺寺寺觀觀觀觀的後間的後間的後間的後間 ，，，，朝拜求朝拜求朝拜求朝拜求簽的人簽的人簽的人簽的人更更更更

多多多多 ，，，，那那那那裡有十個裡有十個裡有十個裡有十個八八八八個個個個獨獨獨獨立立立立的的的的神神神神祇祇祇祇 ，，，，姻緣姻緣姻緣姻緣的有月的有月的有月的有月老老老老，，，， 家家家家宅平宅平宅平宅平安安安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土土土土地地地地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及及及及城城城城隍隍隍隍，，，，讀書讀書讀書讀書考考考考試試試試的有的有的有的有文昌文昌文昌文昌星星星星君君君君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 真係真係真係真係應應應應有有有有盡盡盡盡有有有有 ，，，，分分分分工工工工

仔仔仔仔細細細細。。。。 出來出來出來出來問問問問小小小小陳陳陳陳，，，，他他他他說台灣人說台灣人說台灣人說台灣人就就就就是是是是佛佛佛佛道道道道不不不不分分分分，，，，總總總總言言言言之係之係之係之係神神神神係係係係佛佛佛佛都都都都

拜拜拜拜，，，， 祇要有一個祇要有一個祇要有一個祇要有一個靈靈靈靈就好就好就好就好。。。。     

        

離離離離開開開開龍龍龍龍山山山山寺寺寺寺夜市便到夜市便到夜市便到夜市便到中中中中正紀念堂正紀念堂正紀念堂正紀念堂觀觀觀觀賞賞賞賞打打打打鼓表演鼓表演鼓表演鼓表演，，，，地地地地點是點是點是點是紀念堂紀念堂紀念堂紀念堂前的前的前的前的廣廣廣廣

場場場場 ，，，， 當當當當年年年年陳水陳水陳水陳水扁扁扁扁上台上台上台上台 ，，，，將將將將中中中中正紀念堂正紀念堂正紀念堂正紀念堂改名改名改名改名為為為為民民民民主主主主紀念堂紀念堂紀念堂紀念堂，，，，將將將將中中中中正廣正廣正廣正廣場場場場

改名改名改名改名為為為為民民民民主主主主廣廣廣廣埸埸埸埸，，，，馬英馬英馬英馬英九上台後九上台後九上台後九上台後 ，，，， 祇祇祇祇將將將將民民民民主主主主紀念堂紀念堂紀念堂紀念堂改改改改回原來回原來回原來回原來名字名字名字名字。。。。     

        

表演表演表演表演台是台是台是台是臨臨臨臨時時時時架架架架設設設設在在在在民民民民主主主主廣廣廣廣場上的場上的場上的場上的 ，，，，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打打打打鼓表演鼓表演鼓表演鼓表演是是是是由由由由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佛教佛教佛教佛教團團團團體體體體

籌辦籌辦籌辦籌辦的的的的 ，，，，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那那那那個個個個橫額橫額橫額橫額，，，，道道道道教教教教與與與與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機機機機構構構構都有都有都有都有份份份份贊贊贊贊助助助助，，，， 在在在在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人的人的人的人的

社社社社會裡會裡會裡會裡 ，，，，宗教宗教宗教宗教信信信信仰仰仰仰的的的的兼兼兼兼容容容容性性性性就就就就強強強強得多得多得多得多 。。。。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打打打打鼓表演鼓表演鼓表演鼓表演七點七點七點七點半半半半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 我我我我

們六點未到便們六點未到便們六點未到便們六點未到便已已已已經經經經在在在在那那那那裡等裡等裡等裡等 ，，，，那那那那裡裡裡裡很很很很多人多人多人多人 ，，，， 我們祇我們祇我們祇我們祇找找找找到到到到中中中中後後後後排排排排的位的位的位的位



置置置置。。。。 開始時開始時開始時開始時 ，，，， 台北的市台北的市台北的市台北的市長及長及長及長及縣縣縣縣長長長長都出來都出來都出來都出來講講講講話話話話，，，，嘉賓嘉賓嘉賓嘉賓中中中中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馬英馬英馬英馬英九的九的九的九的夫夫夫夫

人人人人 ，，，， 可謂大可謂大可謂大可謂大 ssss hhhh oooowwww。。。。打打打打鼓表演鼓表演鼓表演鼓表演都幾都幾都幾都幾好睇好睇好睇好睇，，，， 當當當當晚晚晚晚寒寒寒寒風風風風凜冽凜冽凜冽凜冽，，，， 台下的我們都台下的我們都台下的我們都台下的我們都

穿穿穿穿不不不不夠夠夠夠衣服衣服衣服衣服預預預預寒寒寒寒，，，， 看了個多小時後看了個多小時後看了個多小時後看了個多小時後 ，，，， 便便便便轉轉轉轉乘乘乘乘捷捷捷捷運運運運 ((((即即即即香香香香 港人說的港人說的港人說的港人說的地地地地鐵鐵鐵鐵 )  )  )  )  

回回回回飯店去飯店去飯店去飯店去。。。。     

    

    

    

    
(5 )(5 )(5 )(5 )     

    

    

這是我在台北的第三天這是我在台北的第三天這是我在台北的第三天這是我在台北的第三天 ，，，， 一早起來便一早起來便一早起來便一早起來便

整整整整裝裝裝裝待待待待發發發發 ，，，， 因為今天是行山因為今天是行山因為今天是行山因為今天是行山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為為為為

了了了了避避避避免免免免與與與與陸客陸客陸客陸客相遇相遇相遇相遇，，，， 我們不我們不我們不我們不去去去去野柳野柳野柳野柳，，，，

而而而而是是是是去去去去基隆基隆基隆基隆港的港的港的港的另另另另一面一面一面一面 ，，，， 叫叫叫叫做做做做南雅南雅南雅南雅的的的的

地地地地方方方方。。。。其實其實其實其實南雅南雅南雅南雅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     hhhh e ad l andead l andead l andead l and ，，，， 面面面面

對對對對太太太太平洋平洋平洋平洋，，，，屬宜蘭屬宜蘭屬宜蘭屬宜蘭海海海海岸岸岸岸風風風風景景景景區區區區，，，，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沿沿沿沿著一著一著一著一條條條條精精精精緻緻緻緻的的的的步步步步道道道道婉延婉延婉延婉延而而而而上上上上 ，，，， 不一不一不一不一

會便到達一間會便到達一間會便到達一間會便到達一間學學學學校校校校。。。。 這間這間這間這間學學學學校校校校的位的位的位的位置置置置

真真真真好好好好，，，， 是是是是背背背背山面海的山面海的山面海的山面海的 ，，，，但但但但在在在在學學學學校側校側校側校側面面面面

更好更好更好更好的的的的風風風風景點景點景點景點卻佈滿墓卻佈滿墓卻佈滿墓卻佈滿墓地地地地，，，， 可謂大可謂大可謂大可謂大煞煞煞煞

風風風風景景景景 ，，，， 這點以後會這點以後會這點以後會這點以後會詳詳詳詳談談談談。。。。沿沿沿沿著山著山著山著山路走路走路走路走

便到達一個便到達一個便到達一個便到達一個瞭瞭瞭瞭望望望望亭亭亭亭，，，， 同行的有幾位都同行的有幾位都同行的有幾位都同行的有幾位都

是行山是行山是行山是行山健將健將健將健將，，，， 這個小山這個小山這個小山這個小山頭頭頭頭當當當當然然然然是小是小是小是小兒兒兒兒

科科科科，，，，於於於於是是是是兵兵兵兵分分分分兩兩兩兩路路路路，，，， 一一一一路路路路是在是在是在是在亭亭亭亭旁旁旁旁，，，，

沿沿沿沿著山著山著山著山路路路路向下向下向下向下走走走走，，，， 到達到達到達到達 海海海海蝕平蝕平蝕平蝕平台台台台 ，，，，地地地地

理理理理就如就如就如就如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東東東東坪洲坪洲坪洲坪洲的的的的水水水水成成成成岩岩岩岩；；；；我我我我則則則則跟跟跟跟

隨隨隨隨另另另另一一一一路路路路再登高峰再登高峰再登高峰再登高峰 ，，，， 行了一行了一行了一行了一段段段段，，，， 到達到達到達到達

一一一一處處處處海海海海防據防據防據防據點點點點 ，，，，那那那那裡是裡是裡是裡是禁禁禁禁區區區區但無但無但無但無兵兵兵兵駐駐駐駐

守守守守。。。。 我們從我們從我們從我們從側側側側面小面小面小面小徑徑徑徑再向前再向前再向前再向前走走走走，，，，跨跨跨跨過過過過

了兩個山了兩個山了兩個山了兩個山丘丘丘丘，，，，遠遠遠遠遠遠遠遠望望望望見見見見南雅漁南雅漁南雅漁南雅漁港港港港 。。。。     

    

    

        
    

        

本來我們想再向前行本來我們想再向前行本來我們想再向前行本來我們想再向前行 ，，，，但但但但沒有沒有沒有沒有地地地地圖圖圖圖及及及及不想與主不想與主不想與主不想與主隊隊隊隊離離離離得得得得太太太太遠遠遠遠，，，，於於於於是是是是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原原原原路路路路折折折折回回回回 ，，，，而而而而不再落海不再落海不再落海不再落海蝕平蝕平蝕平蝕平台台台台 ，，，，直直直直接接接接 回到出發點回到出發點回到出發點回到出發點 ，，，， 大大大大夥兒尚夥兒尚夥兒尚夥兒尚未到未到未到未到 ，，，， 我我我我

們便在們便在們便在們便在南雅村南雅村南雅村南雅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村村村村原來是原來是原來是原來是連連連連接接接接南雅漁南雅漁南雅漁南雅漁港港港港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當時我們當時我們當時我們當時我們繼繼繼繼續續續續



向前向前向前向前 行行行行而而而而不不不不折折折折回回回回 ，，，，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更更更更快快快快回到起點回到起點回到起點回到起點 。。。。 跟著全團人又到了一跟著全團人又到了一跟著全團人又到了一跟著全團人又到了一處處處處叫叫叫叫鼻鼻鼻鼻頭頭頭頭

角角角角的海的海的海的海邊地邊地邊地邊地方方方方，，，， 對對對對於於於於我們這些我們這些我們這些我們這些慣慣慣慣常常常常近近近近海的人海的人海的人海的人 ，，，， 這裡都沒有新這裡都沒有新這裡都沒有新這裡都沒有新鮮鮮鮮鮮之之之之處處處處，，，，

不過作為行山不過作為行山不過作為行山不過作為行山     wwww a ra ra ra rmmmm ---- uuuu pppp，，，，仍仍仍仍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     

        

下午我們下午我們下午我們下午我們去去去去了一了一了一了一處處處處叫九叫九叫九叫九份份份份的的的的地地地地方方方方。。。。 九九九九份份份份原是在一個山城小原是在一個山城小原是在一個山城小原是在一個山城小鎮鎮鎮鎮     ────     瑞芳瑞芳瑞芳瑞芳，，，，

早期原本是一早期原本是一早期原本是一早期原本是一處處處處礦礦礦礦工工工工聚集聚集聚集聚集的的的的地地地地方方方方，，，，現現現現在因為一在因為一在因為一在因為一套套套套電電電電影影影影叫叫叫叫《《《《悲悲悲悲情情情情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而而而而紅紅紅紅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     

    

            
    

我們的旅遊車是台灣我們的旅遊車是台灣我們的旅遊車是台灣我們的旅遊車是台灣標標標標準大型車準大型車準大型車準大型車 ，，，， 在在在在那那那那些山些山些山些山路路路路上行上行上行上行走走走走時時時時 ，，，， 我坐在車的我坐在車的我坐在車的我坐在車的

較前位較前位較前位較前位置置置置，，，， 真真真真使使使使我我我我提提提提心心心心吊吊吊吊膽膽膽膽，，，， 可可可可幸司幸司幸司幸司機是個高機是個高機是個高機是個高手手手手，，，，化險化險化險化險為為為為夷夷夷夷。。。。 我沒看我沒看我沒看我沒看

過過過過《《《《悲悲悲悲情情情情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當當當當然感然感然感然感受受受受不到這小不到這小不到這小不到這小鎮鎮鎮鎮的的的的獨獨獨獨特特特特之之之之處處處處，，，， 九九九九份就份就份就份就是一是一是一是一條條條條觀觀觀觀

光光光光巷里巷里巷里巷里 ((((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狹窄狹窄狹窄狹窄，，，， 不不不不能能能能稱稱稱稱為為為為街街街街 )))) ，，，， 當當當當然然然然又係又係又係又係賣賣賣賣嘢嘢嘢嘢食食食食嘢嘢嘢嘢，，，， 又係可以又係可以又係可以又係可以隨隨隨隨行行行行

隨隨隨隨試食試食試食試食，，，， 最後來到一間最後來到一間最後來到一間最後來到一間戲戲戲戲院院院院，，，，招招招招牌牌牌牌就就就就是是是是《《《《悲悲悲悲情情情情城市城市城市城市》》》》而而而而矣矣矣矣。。。。     

        

這幾這幾這幾這幾年年年年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流流流流行一些行一些行一些行一些懷舊式懷舊式懷舊式懷舊式電電電電影影影影旅遊旅遊旅遊旅遊套套套套餐餐餐餐，，，，例如例如例如例如《《《《那那那那些些些些年年年年，，，， 我們一起我們一起我們一起我們一起

追追追追的的的的女女女女孩孩孩孩》》》》，，，， 全團全團全團全團就就就就是是是是去去去去追尋追尋追尋追尋女女女女主主主主角沈佳宜角沈佳宜角沈佳宜角沈佳宜的的的的蹤影蹤影蹤影蹤影。。。。至於至於至於至於《《《《海海海海角角角角七七七七

號號號號》》》》，，，， 這這這這風風風風潮潮潮潮便便便便更更更更厲害厲害厲害厲害了了了了 ，，，， 我會在我會在我會在我會在墾丁墾丁墾丁墾丁時時時時詳細詳細詳細詳細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     

        

晚晚晚晚上上上上訂訂訂訂了了了了自自自自助助助助式齋式齋式齋式齋菜菜菜菜，，，，店店店店名名名名長長長長春春春春素素素素食食食食，，，， 每人每人每人每人費用費用費用費用是是是是 NNNN T$T$T$T$550550550550。。。。有些有些有些有些素素素素菜菜菜菜

是是是是即即即即叫叫叫叫即做即做即做即做，，，，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做做做做的的的的素佛素佛素佛素佛跳跳跳跳牆牆牆牆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 我我我我連連連連吃吃吃吃了兩了兩了兩了兩盅盅盅盅，，，，另另另另外還有一外還有一外還有一外還有一

些些些些紫紫紫紫菜菜菜菜卷卷卷卷的的的的素壽司素壽司素壽司素壽司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無無無無限限限限量供量供量供量供應應應應，，，，服務態度服務態度服務態度服務態度亦亦亦亦佳佳佳佳，，，， 這是我生這是我生這是我生這是我生平平平平吃吃吃吃

過最過最過最過最好好好好的的的的齋齋齋齋菜菜菜菜，，，，值值值值得得得得推薦推薦推薦推薦。。。。     

    

    

    



    

    
(6 )(6 )(6 )(6 )     

    

這是我們在台北市的第四天這是我們在台北市的第四天這是我們在台北市的第四天這是我們在台北市的第四天 ，，，，由於由於由於由於我們要我們要我們要我們要

避避避避開開開開陸客陸客陸客陸客團團團團 ，，，，於於於於是早上九時便到達一是早上九時便到達一是早上九時便到達一是早上九時便到達一處處處處叫叫叫叫

貓貓貓貓空空空空纜纜纜纜車的車的車的車的地地地地方方方方。。。。 這這這這座纜座纜座纜座纜車車車車站站站站其實其實其實其實是是是是連連連連接接接接

著著著著 台北台北台北台北動物動物動物動物園園園園部份部份部份部份，，，，雖雖雖雖然然然然我們不我們不我們不我們不去動物去動物去動物去動物

園園園園 ，，，，但但但但這這這這纜纜纜纜車的四個車的四個車的四個車的四個站站站站經經經經過幾個山過幾個山過幾個山過幾個山巒巒巒巒，，，， 最最最最

後到達最高點可後到達最高點可後到達最高點可後到達最高點可俯瞰俯瞰俯瞰俯瞰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附附附附近近近近景景景景色色色色，，，，那那那那

些車些車些車些車箱箱箱箱的的的的地地地地板板板板是是是是透透透透明的明的明的明的 ，，，， 向下向下向下向下觀觀觀觀望時又望時又望時又望時又特特特特

有有有有雅雅雅雅趣趣趣趣 。。。。 車車車車箱箱箱箱在在在在樹樹樹樹頂經頂經頂經頂經過過過過 ，，，， 看看看看見見見見一些一些一些一些白白白白蓯蓯蓯蓯         
    

油桐油桐油桐油桐花花花花     

蓯蓯蓯蓯的的的的油桐油桐油桐油桐花花花花，，，， 小小小小陳陳陳陳說這個說這個說這個說這個季節油桐季節油桐季節油桐季節油桐花花花花盛盛盛盛開開開開 ，，，，馬英馬英馬英馬英九九九九現現現現在在台在在台在在台在在台南巿南巿南巿南巿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油桐油桐油桐油桐花花花花節節節節。。。。     

    

離離離離開開開開貓貓貓貓空空空空纜纜纜纜車後我們便到車後我們便到車後我們便到車後我們便到陽陽陽陽明山明山明山明山國國國國家公園家公園家公園家公園 ，，，， 在在在在途途途途中中中中看看看看見許見許見許見許多山明多山明多山明多山明水水水水秀秀秀秀

的的的的地地地地方方方方，，，，但但但但都有都有都有都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墳墳墳墳地地地地在在在在那那那那裡裡裡裡 ，，，，那那那那些不是一些不是一些不是一些不是一塊塊塊塊塊塊塊塊石石石石碑碑碑碑的的的的 ，，，，而而而而是小是小是小是小形形形形

豪宅豪宅豪宅豪宅，，，， 這這這這情形情形情形情形在在在在南雅南雅南雅南雅及及及及九九九九份份份份都是一都是一都是一都是一樣樣樣樣，，，， 可可可可見見見見台灣人台灣人台灣人台灣人很很很很信信信信陰宅陰宅陰宅陰宅風風風風水水水水。。。。     

    

陽陽陽陽明山明山明山明山國國國國家公園家公園家公園家公園其實很其實很其實很其實很大大大大 ，，，，逛逛逛逛了一了一了一了一

小小小小段段段段公園公園公園公園見見見見了了了了王陽王陽王陽王陽明明明明塑象塑象塑象塑象，，，，我們又我們又我們又我們又

乘車到一個火山口乘車到一個火山口乘車到一個火山口乘車到一個火山口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這些火山這些火山這些火山這些火山

口口口口並並並並不多不多不多不多 ，，，，只只只只有三有三有三有三至至至至四個口不四個口不四個口不四個口不斷斷斷斷噴噴噴噴

煙煙煙煙，，，， 行行行行近近近近一點一點一點一點就就就就有有有有很很很很濃濃濃濃的的的的硫磺硫磺硫磺硫磺味味味味。。。。

之後我們到北海之後我們到北海之後我們到北海之後我們到北海岸岸岸岸的的的的國國國國家家家家風風風風景景景景區區區區，，，，

這些都是台灣北面的海這些都是台灣北面的海這些都是台灣北面的海這些都是台灣北面的海岸岸岸岸，，，，望過望過望過望過去去去去

都是都是都是都是茫茫茫茫茫茫茫茫大海一片大海一片大海一片大海一片 。。。。     
    

    

最後旅遊車最後旅遊車最後旅遊車最後旅遊車停停停停在在在在淡淡淡淡水水水水市市市市 。。。。淡淡淡淡水水水水其其其其

實實實實是是是是流流流流經經經經台北市的一台北市的一台北市的一台北市的一條條條條主要主要主要主要河河河河

流流流流，，，，淡淡淡淡水水水水市便在市便在市便在市便在河河河河口口口口 ，，，， 這個市又這個市又這個市又這個市又

係係係係觀觀觀觀光光光光老老老老街及街及街及街及遊遊遊遊客客客客市市市市集集集集，，，， 我我我我現現現現在在在在

對這些對這些對這些對這些地地地地方方方方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點點點點厭惡厭惡厭惡厭惡感感感感     ，，，，於於於於是是是是

走走走走出海出海出海出海傍傍傍傍，，，，那那那那裡又有裡又有裡又有裡又有另另另另一一一一番番番番景景景景

緻緻緻緻，，，， 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青年青年青年青年藝藝藝藝人在人在人在人在街頭街頭街頭街頭演演演演

唱唱唱唱，，，，他他他他們都是們都是們都是們都是取取取取了了了了牌牌牌牌照照照照在在在在指定指定指定指定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演演演演奏奏奏奏或或或或演演演演唱唱唱唱，，，， 有些有些有些有些水水水水準可準可準可準可觀觀觀觀。。。。         

        



    

    離離離離開開開開淡淡淡淡水水水水我們的車我們的車我們的車我們的車特特特特別經別經別經別經一一一一經經經經北北北北投投投投，，，，那那那那裡是裡是裡是裡是溫泉溫泉溫泉溫泉賓賓賓賓館館館館的的的的集集集集中地中地中地中地，，，， 在車在車在車在車

內外內外內外內外 望望望望 ，，，，很很很很多都多都多都多都模模模模仿仿仿仿日本的日本的日本的日本的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指定指定指定指定的台北市旅遊的台北市旅遊的台北市旅遊的台北市旅遊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便便便便 在在在在此結此結此結此結束束束束。。。。 明天會明天會明天會明天會去花去花去花去花蓮蓮蓮蓮。。。。     

        

從台北市到從台北市到從台北市到從台北市到花花花花蓮蓮蓮蓮是要是要是要是要經經經經過過過過宜蘭宜蘭宜蘭宜蘭市市市市及及及及蘇蘇蘇蘇澳澳澳澳港港港港 ，，，， 再再再再沿沿沿沿著著著著名名名名的的的的蘇蘇蘇蘇花花花花公公公公路路路路到到到到花花花花

蓮蓮蓮蓮。。。。 記得記得記得記得 1111 976976976976 年年年年旅遊台灣旅遊台灣旅遊台灣旅遊台灣 ，，，，那那那那時是在時是在時是在時是在中中中中大大大大升升升升二二二二年年年年級級級級的的的的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這是我第這是我第這是我第這是我第

一次一次一次一次搭搭搭搭飛機旅行飛機旅行飛機旅行飛機旅行 ，，，， 亦從這次旅行開始亦從這次旅行開始亦從這次旅行開始亦從這次旅行開始 ，，，， 與一與一與一與一班班班班崇崇崇崇基基基基的同的同的同的同學學學學結結結結下一個不下一個不下一個不下一個不

解解解解的的的的緣緣緣緣。。。。那那那那次旅行次旅行次旅行次旅行也很特也很特也很特也很特別別別別，，，， 我們是從我們是從我們是從我們是從基隆基隆基隆基隆港乘港乘港乘港乘船船船船夜間出發夜間出發夜間出發夜間出發  ( ( ( (像像像像以前從以前從以前從以前從

香港到香港到香港到香港到澳澳澳澳門門門門的大的大的大的大船船船船 )))) ，，，， 晨早便到達晨早便到達晨早便到達晨早便到達花花花花蓮蓮蓮蓮，，，，除除除除了了了了省省省省卻卻卻卻一一一一晚住晚住晚住晚住宿宿宿宿錢錢錢錢，，，， 行程較行程較行程較行程較

為為為為舒舒舒舒適安適安適安適安全全全全 ，，，， 又可以看日出又可以看日出又可以看日出又可以看日出 。。。。現現現現在的這一次是我第一次在的這一次是我第一次在的這一次是我第一次在的這一次是我第一次經蘇經蘇經蘇經蘇花花花花公公公公路路路路。。。。     

    

    

這天這天這天這天並並並並非非非非全天坐車全天坐車全天坐車全天坐車 ，，，， 早上我們早上我們早上我們早上我們沿沿沿沿高高高高

速速速速公公公公路去路去路去路去到一到一到一到一處處處處位位位位於於於於宜蘭宜蘭宜蘭宜蘭市市市市及及及及蘇蘇蘇蘇澳澳澳澳

港間的一個叫港間的一個叫港間的一個叫港間的一個叫羅羅羅羅東東東東的小的小的小的小鎮鎮鎮鎮，，，，那那那那裡有裡有裡有裡有

一一一一處處處處叫叫叫叫國國國國立立立立傳統藝術傳統藝術傳統藝術傳統藝術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地地地地方方方方也也也也

很很很很大大大大 ，，，，分分分分為幾個為幾個為幾個為幾個區區區區域域域域，，，，但但但但主要的是主要的是主要的是主要的是

一一一一條條條條老老老老街街街街，，，， 兩兩兩兩邊邊邊邊都是一些都是一些都是一些都是一些傳統傳統傳統傳統工工工工藝藝藝藝

商店商店商店商店。。。。 前說本來我前說本來我前說本來我前說本來我就就就就對對對對那那那那些所謂些所謂些所謂些所謂老老老老

街街街街有有有有厭惡厭惡厭惡厭惡感感感感，，，， 這這這這條條條條老老老老街街街街重係完全人重係完全人重係完全人重係完全人

做做做做的的的的 ，，，， 可可可可幸幸幸幸內內內內裏裏裏裏的的的的展展展展品品品品都都都都很很很很突突突突出出出出 ，，，，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一些一些一些一些木偶木偶木偶木偶戲戲戲戲的公的公的公的公仔仔仔仔服服服服飾飾飾飾，，，，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

價價價價錢錢錢錢頗頗頗頗不便不便不便不便宜宜宜宜，，，，隨隨隨隨後又有後又有後又有後又有巡街巡街巡街巡街表表表表

演演演演，，，， 最後到了一個最後到了一個最後到了一個最後到了一個戲戲戲戲台台台台 ，，，，表演表演表演表演著一著一著一著一

些些些些傳統傳統傳統傳統的的的的劇劇劇劇目目目目。。。。 有一點有一點有一點有一點奇奇奇奇怪怪怪怪的是這的是這的是這的是這

些些些些戲戲戲戲劇劇劇劇對對對對白白白白都係都係都係都係閩閩閩閩南南南南話話話話，，，， 小小小小陳陳陳陳說台說台說台說台

灣本灣本灣本灣本土土土土傳統傳統傳統傳統是說是說是說是說閩閩閩閩南南南南話話話話的的的的 ，，，， 以前以前以前以前國國國國

民民民民黨黨黨黨政政政政府府府府很很很很嚴嚴嚴嚴，，，，積極積極積極積極推推推推展展展展國國國國語語語語而而而而壓壓壓壓

制制制制地地地地方方方方語語語語言言言言，，，，他讀書他讀書他讀書他讀書時時時時 ，，，， 在在在在學學學學校講校講校講校講

閩閩閩閩南南南南話就話就話就話就會會會會被罰被罰被罰被罰錢錢錢錢，，，，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現現現現在不在不在不在不

同同同同 ，，，， 又又又又推推推推行行行行保謢保謢保謢保謢本本本本土土土土文化文化文化文化了了了了 。。。。     

    
    

    

        

在這個在這個在這個在這個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內最內最內最內最吸吸吸吸引引引引我我我我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廣廣廣廣孝孝孝孝

堂堂堂堂」」」」及及及及「「「「黃黃黃黃

舉舉舉舉人人人人宅宅宅宅」」」」，，，，

前者前者前者前者示範示範示範示範了了了了

當時當時當時當時木木木木建建建建築築築築

榫卯榫卯榫卯榫卯的的的的技技技技         

藝藝藝藝，，，， 後者後者後者後者展展展展示示示示原原原原居居居居民民民民房屋房屋房屋房屋的的的的布布布布局局局局，，，， 兩個兩個兩個兩個建建建建築築築築都是從原都是從原都是從原都是從原地遷地遷地遷地遷拆拆拆拆，，，，然然然然後在後在後在後在

那那那那裡一裡一裡一裡一木木木木一一一一石石石石的重新裝的重新裝的重新裝的重新裝嵌嵌嵌嵌。。。。     

    

    

 



    

    
(7 )(7 )(7 )(7 )     

    

離離離離開這個開這個開這個開這個藝術藝術藝術藝術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小小小小陳陳陳陳介紹介紹介紹介紹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去該去該去該去該區區區區最著最著最著最著名名名名嘗試嘗試嘗試嘗試牛肉牛肉牛肉牛肉麵麵麵麵的的的的地地地地方方方方。。。。

講講講講起起起起牛肉牛肉牛肉牛肉麵麵麵麵我我我我就就就就精精精精神神神神，，，， 今次台灣旅行今次台灣旅行今次台灣旅行今次台灣旅行就就就就是想是想是想是想吃吃吃吃一一一一碗碗碗碗最最最最好好好好的的的的牛肉牛肉牛肉牛肉麵麵麵麵。。。。 車車車車

行了一會行了一會行了一會行了一會 ，，，，老遠老遠老遠老遠便便便便見見見見到一個到一個到一個到一個很很很很大的大的大的大的牛肉牛肉牛肉牛肉麵麵麵麵招招招招牌牌牌牌，，，，該店該店該店該店是一所是一所是一所是一所獨獨獨獨立立立立屋屋屋屋，，，，

處處處處於於於於公公公公路路路路旁旁旁旁，，，，地地地地方方方方可可可可容容容容納納納納 22220000     多多多多張張張張大大大大檯檯檯檯，，，，除除除除了了了了牛肉牛肉牛肉牛肉麵麵麵麵外外外外 ，，，， 還有還有還有還有豬豬豬豬手麵手麵手麵手麵，，，，

每每每每碗碗碗碗 NNNN T$T$T$T$ 1111 2222 0000，，，， 以以以以麵麵麵麵論論論論麵麵麵麵，，，， 係係係係貴貴貴貴嘢嘢嘢嘢，，，， 因為在台北市因為在台北市因為在台北市因為在台北市 ，，，， 都係都係都係都係 NNNN T$T$T$T$ 7777 0000 至至至至

NNNN T$T$T$T$100100100100 之間之間之間之間 。。。。 我當我當我當我當然然然然叫叫叫叫牛肉牛肉牛肉牛肉麵麵麵麵，，，， 一一一一吃吃吃吃之下之下之下之下 ，，，，水水水水準都準都準都準都唔唔唔唔差差差差，，，，DDDD 牛肉牛肉牛肉牛肉有一有一有一有一

兩兩兩兩件爽件爽件爽件爽口口口口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的的的的舔牙舔牙舔牙舔牙，，，， 湯與湯與湯與湯與麵麵麵麵並並並並無無無無突突突突出之出之出之出之處處處處。。。。         

        

吃吃吃吃完上車完上車完上車完上車 ，，，， 小小小小陳陳陳陳說這說這說這說這牛肉牛肉牛肉牛肉麵店很麵店很麵店很麵店很有有有有歷史歷史歷史歷史，，，，首首首首先先先先經營經營經營經營者是對者是對者是對者是對夫夫夫夫妻妻妻妻 ，，，，他他他他們們們們

用用用用料料料料好好好好，，，，肯肯肯肯下工下工下工下工夫夫夫夫，，，，那那那那時的時的時的時的修修修修路路路路工人工人工人工人及路及路及路及路經經經經的都的都的都的都喜歡喜歡喜歡喜歡在在在在他他他他們們們們那那那那裡裡裡裡用用用用

餐餐餐餐，，，，於於於於是是是是越越越越做做做做越越越越大大大大越越越越出出出出名名名名，，，， 後來第二後來第二後來第二後來第二代代代代接接接接手手手手，，，，姊妹姊妹姊妹姊妹不不不不和和和和，，，，結結結結果果果果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去去去去

了了了了屏屏屏屏東東東東另另另另起起起起爐灶爐灶爐灶爐灶，，，，現現現現在這一間又在這一間又在這一間又在這一間又賣賣賣賣了了了了盤盤盤盤，，，， 不是原來的了不是原來的了不是原來的了不是原來的了 。。。。 我我我我心心心心裡裡裡裡罵罵罵罵

道道道道：：：：你你你你應應應應該該該該早點早點早點早點告訴告訴告訴告訴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唔好使唔好使唔好使唔好使到我希望到我希望到我希望到我希望咁咁咁咁高高高高 ，，，，失失失失望望望望咁咁咁咁大大大大 。。。。 這這這這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亦亦亦亦教教教教訓訓訓訓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唔好唔好唔好唔好成日成日成日成日諗諗諗諗著著著著留番留番留番留番 DDDD 嘢嘢嘢嘢俾仔俾仔俾仔俾仔女女女女，，，，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仔仔仔仔女女女女知知知知道道道道有有有有嘢嘢嘢嘢分分分分，，，，

他他他他們還會們還會們還會們還會勤奮勤奮勤奮勤奮自自自自強強強強嗎嗎嗎嗎????     不不不不肖肖肖肖的的的的更更更更會想會想會想會想你你你你早點早點早點早點歸西歸西歸西歸西，，，， 子子子子女女女女多多多多更加更加更加更加麻煩麻煩麻煩麻煩，，，，

因為一因為一因為一因為一定定定定分唔分唔分唔分唔勻勻勻勻，，，，結結結結果搞果搞果搞果搞到到到到積積積積怨怨怨怨成成成成仇仇仇仇，，，，也也也也不是上一不是上一不是上一不是上一代代代代人想人想人想人想見見見見到的到的到的到的 。。。。     

        

講講講講番番番番牛肉牛肉牛肉牛肉麵麵麵麵，，，， 全全全全名應名應名應名應為為為為「「「「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紅紅紅紅燒燒燒燒牛肉牛肉牛肉牛肉麵麵麵麵」」」」，，，，正正正正統統統統做法做法做法做法是要是要是要是要用牛用牛用牛用牛骨做骨做骨做骨做

湯湯湯湯底底底底，，，，牛肉應選牛肉應選牛肉應選牛肉應選有有有有少少少少少少少少肥肥肥肥及少少根及少少根及少少根及少少根的的的的腩腩腩腩部部部部，，，，用用用用鹵鹵鹵鹵水水水水炆淋炆淋炆淋炆淋，，，，客客客客人人人人 orde ro r d e ro r d e ro r d e r

時時時時 ，，，，將將將將牛肉牛肉牛肉牛肉加少許加少許加少許加少許鹵鹵鹵鹵汁汁汁汁再再再再煮煮煮煮收水收水收水收水，，，，使使使使肉肉肉肉吸吸吸吸收收收收了了了了那那那那些些些些濃濃濃濃汁汁汁汁，，，，然然然然後後後後放放放放在剛在剛在剛在剛

做好做好做好做好的湯的湯的湯的湯麵麵麵麵上上上上 。。。。現現現現在在在在做做做做的都是一大的都是一大的都是一大的都是一大窩鹵窩鹵窩鹵窩鹵水牛肉水牛肉水牛肉水牛肉，，，，客客客客人要便人要便人要便人要便勺勺勺勺些些些些牛肉牛肉牛肉牛肉加加加加

鹵鹵鹵鹵水汁水汁水汁水汁便便便便算算算算，，，，少少少少了一個重要的工了一個重要的工了一個重要的工了一個重要的工序序序序。。。。     

    

    
    

旅遊車旅遊車旅遊車旅遊車進進進進入蘇入蘇入蘇入蘇花花花花公公公公路路路路，，，， (((( 以下這以下這以下這以下這段段段段是小是小是小是小陳陳陳陳

講講講講的的的的 ) )  )  )  蘇蘇蘇蘇花花花花公公公公路路路路出出出出名名名名在在在在甚麼甚麼甚麼甚麼？？？？答案答案答案答案是是是是 ：：：：死死死死

得人多得人多得人多得人多 。。。。國民黨政國民黨政國民黨政國民黨政府府府府遷遷遷遷台台台台 ，，，，屬屬屬屬蔣系蔣系蔣系蔣系的還可的還可的還可的還可

當當當當官官官官當當當當兵兵兵兵或分地或分地或分地或分地耕耕耕耕種種種種，，，，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他他他系統系統系統系統的的的的兵丁兵丁兵丁兵丁

稱稱稱稱之為之為之為之為「「「「榮榮榮榮民民民民」」」」，，，， 都都都都俾俾俾俾番番番番份份份份工工工工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修橋修橋修橋修橋

整路整路整路整路喇喇喇喇，，，，蘇蘇蘇蘇花花花花公公公公路及路及路及路及橫橫橫橫貫貫貫貫公公公公路路路路在當時在當時在當時在當時其實其實其實其實

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戰略價戰略價戰略價戰略價值值值值，，，， 因為台灣的最後因為台灣的最後因為台灣的最後因為台灣的最後軍軍軍軍

事防事防事防事防線線線線就就就就在在在在花花花花蓮蓮蓮蓮，，，， 當時當時當時當時建建建建路及路及路及路及隧隧隧隧道道道道都係都係都係都係用用用用

人人人人手及炸手及炸手及炸手及炸藥藥藥藥，，，，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重重重重 型型型型機機機機器器器器，，，，意意意意外外外外頻頻頻頻

生生生生 ，，，，許許許許多多多多「「「「榮榮榮榮民民民民」」」」都都都都犧牲犧牲犧牲犧牲了了了了 。。。。 後來在公後來在公後來在公後來在公路路路路

旁旁旁旁起了一個起了一個起了一個起了一個祠祠祠祠     (((( 叫叫叫叫長長長長春春春春祠祠祠祠 )))) ，，，， 是是是是拜拜拜拜祭祭祭祭那那那那些些些些隻隻隻隻

身身身身來台來台來台來台 ，，，，無無無無依依依依無無無無靠靠靠靠，，，，建建建建路路路路時時時時死死死死掉掉掉掉的的的的「「「「榮榮榮榮

民民民民」」」」。。。。     

    

旅遊車旅遊車旅遊車旅遊車繼繼繼繼續續續續往前行往前行往前行往前行 ，，，，但但但但行得行得行得行得慢慢慢慢了了了了許許許許多多多多 ，，，， 全全全全

程程程程單單單單線線線線雙向雙向雙向雙向而而而而行行行行 ，，，， 有些有些有些有些段段段段落是在落是在落是在落是在維修維修維修維修中中中中，，，，         

是是是是單單單單線線線線行車行車行車行車 ，，，，故故故故此此此此架架架架車要行下又車要行下又車要行下又車要行下又停停停停下下下下 。。。。 我我我我遙遙遙遙望山望山望山望山坡坡坡坡，，，，許許許許多都是多都是多都是多都是用鐵用鐵用鐵用鐵線線線線

網網網網包包包包裹裹裹裹著著著著 ，，，， 這些山這些山這些山這些山坡坡坡坡其實其實其實其實是是是是很很很很初期的初期的初期的初期的水水水水成成成成岩岩岩岩，，，，地地地地質質質質學稱學稱學稱學稱為為為為     



conconconcongggg l olololommmm e rae r ae r ae r a tttt eeee ，，，， 是是是是沙沙沙沙石石石石     泥泥泥泥的的的的混混混混合合合合物物物物，，，，但年但年但年但年代代代代太太太太新新新新  ( ( ( ( 在在在在地地地地質質質質學而學而學而學而言言言言，，，，十十十十萬萬萬萬

百百百百萬萬萬萬年年年年都係新都係新都係新都係新 )))) ，，，，由於由於由於由於地地地地殼殼殼殼變變變變動及動及動及動及造造造造山山山山運動運動運動運動，，，， 以前的海以前的海以前的海以前的海底昇底昇底昇底昇上來成為上來成為上來成為上來成為

山山山山 ，，，， 這這這這區區區區與我與我與我與我舊舊舊舊年去年去年去年去的四的四的四的四川川川川九九九九寨溝寨溝寨溝寨溝是一是一是一是一樣樣樣樣，，，，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同同同同處地處地處地處地震震震震帶帶帶帶，，，，蘇蘇蘇蘇花花花花公公公公

路路路路的的的的情情情情況更況更況更況更糟糟糟糟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 第一是面對第一是面對第一是面對第一是面對太太太太平洋平洋平洋平洋，，，，易易易易受受受受海海海海洋洋洋洋的的的的侵侵侵侵蝕蝕蝕蝕；；；；第二是第二是第二是第二是颱颱颱颱

風風風風；；；；第三是山第三是山第三是山第三是山坡坡坡坡斜斜斜斜度度度度高高高高峭峭峭峭；；；；第四是山第四是山第四是山第四是山坡坡坡坡長長長長了了了了樹樹樹樹，，，，樹樹樹樹根根根根生生生生長長長長拖拖拖拖鬆鬆鬆鬆石石石石頭頭頭頭，，，，

容易容易容易容易引引引引致致致致落落落落石石石石。。。。 所以說所以說所以說所以說蘇蘇蘇蘇花花花花公公公公路路路路是是是是鬼斧鬼斧鬼斧鬼斧神神神神工是對的工是對的工是對的工是對的 ，，，，但但但但在在在在建建建建路及路及路及路及修修修修路路路路

者者者者而而而而言言言言，，，，就就就就係係係係神神神神憎鬼厭憎鬼厭憎鬼厭憎鬼厭。。。。     

        

我們的車行到了一我們的車行到了一我們的車行到了一我們的車行到了一處處處處，，，， 是一兩是一兩是一兩是一兩年年年年前成前成前成前成架架架架旅遊車旅遊車旅遊車旅遊車被被被被大大大大水水水水沖沖沖沖落海落海落海落海 ，，，， 遊遊遊遊客客客客屍屍屍屍

體體體體都都都都搵搵搵搵唔唔唔唔到的到的到的到的地地地地方方方方，，，，修補修補修補修補工程還在工程還在工程還在工程還在進進進進行行行行中中中中，，，， 要要要要單單單單線線線線行車行車行車行車 ，，，， 我向下望我向下望我向下望我向下望那那那那

高高高高聳聳聳聳的的的的懸崖懸崖懸崖懸崖，，，， 真是不真是不真是不真是不寒寒寒寒而而而而憟憟憟憟，，，，如果如果如果如果要我夜要我夜要我夜要我夜晚晚晚晚黑行這黑行這黑行這黑行這條條條條路路路路，，，， 我我我我就就就就一一一一定定定定唔唔唔唔

制制制制。。。。     

        

今今今今晚晚晚晚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住住住住在天在天在天在天祥祥祥祥，，，，即太即太即太即太魯閣魯閣魯閣魯閣國國國國家公園內的一間家公園內的一間家公園內的一間家公園內的一間飯店飯店飯店飯店，，，，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在在在在晚晚晚晚

上六時前通過上六時前通過上六時前通過上六時前通過那那那那個個個個管制管制管制管制閘閘閘閘 。。。。     
 

 

 

 
(8 )  

 

小小小小陳陳陳陳和和和和司司司司機都係機都係機都係機都係好好好好拍擋拍擋拍擋拍擋，，，， 我們六時前便到我們六時前便到我們六時前便到我們六時前便到關關關關閘口閘口閘口閘口 ，，，， 每人每人每人每人各各各各分分分分派派派派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

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帽帽帽帽，，，，然然然然後到天後到天後到天後到天祥祥祥祥晶晶晶晶華華華華飯店飯店飯店飯店 cccc hhhh e ce ce ce c kkkk ---- i ni ni ni n ，，，， 這間這間這間這間飯店飯店飯店飯店是是是是太太太太魯閣魯閣魯閣魯閣最大亦係最大亦係最大亦係最大亦係

最最最最好好好好的五星的五星的五星的五星級級級級飯店飯店飯店飯店。。。。     

        

在在在在此此此此介紹介紹介紹介紹一下小一下小一下小一下小陳陳陳陳，，，，他他他他是個是個是個是個卅卅卅卅多多多多歲歲歲歲的小的小的小的小伙伙伙伙子子子子 ，，，，入入入入行多行多行多行多年年年年，，，， 重重重重帶帶帶帶過團過團過團過團返返返返

大大大大陸陸陸陸，，，，他他他他對我們說我們這個團對我們說我們這個團對我們說我們這個團對我們說我們這個團打打打打破破破破了了了了他及其他及其他及其他及其旅行旅行旅行旅行社社社社的的的的紀紀紀紀錄錄錄錄：：：：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就就就就是從來沒有旅行團會在台灣是從來沒有旅行團會在台灣是從來沒有旅行團會在台灣是從來沒有旅行團會在台灣觀觀觀觀光成個月光成個月光成個月光成個月；；；；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就就就就係從來沒有旅行團會在係從來沒有旅行團會在係從來沒有旅行團會在係從來沒有旅行團會在太太太太魯閣停留魯閣停留魯閣停留魯閣停留七日六夜七日六夜七日六夜七日六夜 。。。。     

    

他他他他還說我們這個團沒有人還說我們這個團沒有人還說我們這個團沒有人還說我們這個團沒有人肯肯肯肯接接接接 ，，，，他他他他都是在都是在都是在都是在「「「「有生有生有生有生意意意意做就做就做就做就要要要要做做做做」」」」的的的的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下下下下 ，，，，頂頂頂頂硬硬硬硬上上上上 。。。。其實其實其實其實當我第一次當我第一次當我第一次當我第一次參參參參看旅程看旅程看旅程看旅程表表表表時時時時 ，，，，也也也也不不不不禁禁禁禁愕愕愕愕然然然然，，，，幹幹幹幹嗎嗎嗎嗎在在在在太太太太

魯閣魯閣魯閣魯閣七天七天七天七天？？？？參參參參考考考考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的旅行團的旅行團的旅行團的旅行團 ，，，， 大都是大都是大都是大都是住住住住在在在在花花花花蓮蓮蓮蓮，，，，太太太太魯閣魯閣魯閣魯閣是一日遊來是一日遊來是一日遊來是一日遊來

回回回回 。。。。 同同同同樣樣樣樣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也許也許也許也許留留留留在小在小在小在小陳陳陳陳腦腦腦腦裏裏裏裏，，，， 不過我們是不過我們是不過我們是不過我們是他他他他的的的的客客客客仔仔仔仔，，，，他他他他當當當當然然然然不不不不

會說出會說出會說出會說出 。。。。     

        

七天七天七天七天太太太太魯閣魯閣魯閣魯閣的日子的日子的日子的日子其實其實其實其實真係真係真係真係好好好好過過過過 ，，，，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居居居居住住住住點點點點尚尚尚尚未有未有未有未有陸陸陸陸

客客客客入入入入侵侵侵侵。。。。     

    

我在這七天的生我在這七天的生我在這七天的生我在這七天的生活也很活也很活也很活也很有有有有秩秩秩秩序序序序：：：：     

    

(((( 一一一一 ))))     六點六點六點六點半半半半     mmmm o rn i no r n i no r n i no r n i n gggg  c a l l c a l l c a l l c a l l ，，，， 七點鐘七點鐘七點鐘七點鐘吃吃吃吃早早早早餐餐餐餐 ((((自自自自助助助助式式式式 ))))     

    

(((( 二二二二 ))))     早上的早上的早上的早上的觀觀觀觀光光光光或或或或行山行山行山行山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 三三三三 ))))     午午午午餐餐餐餐     

    

(((( 四四四四 ))))     下午的下午的下午的下午的觀觀觀觀光光光光或或或或行山行山行山行山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 五五五五 ) )  )  )  在在在在飯店飯店飯店飯店的的的的泳池游泳池游泳池游泳池游     2222 0000 個個個個塘塘塘塘 ((((兼兼兼兼沖涼沖涼沖涼沖涼 ))))     

    

(((( 六六六六 ) )  )  )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 七七七七 ) )  )  )  聽聽聽聽歌及睇跳舞歌及睇跳舞歌及睇跳舞歌及睇跳舞 ((((飯店飯店飯店飯店免費提免費提免費提免費提供供供供 ))))     

    

((((八八八八 )  )  )  )  與同與同與同與同房傾偈房傾偈房傾偈房傾偈，，，， 上上上上網網網網睇睇睇睇  e e e emmmm a i l s  a i l s  a i l s  a i l s  及及及及與妻與妻與妻與妻 ssss kykykyky pppp eeee ，，，，然然然然後睡後睡後睡後睡覺覺覺覺。。。。     

        

這這這這樣樣樣樣健健健健康康康康的七天生的七天生的七天生的七天生活活活活，，，， 真係成個人真係成個人真係成個人真係成個人  f i f i f i f i tttt     哂哂哂哂，，，，包包包包括括括括「「「「身身身身」」」」與與與與「「「「心心心心」」」」在在在在

內內內內 。。。。自自自自助助助助早早早早餐餐餐餐非非非非常豐富常豐富常豐富常豐富，，，，慣慣慣慣常常常常的不說了的不說了的不說了的不說了 ，，，，特特特特別別別別一一一一提提提提的是有的是有的是有的是有藕藕藕藕片片片片 ，，，，菱菱菱菱

角角角角，，，，芋芋芋芋頭頭頭頭，，，，番薯番薯番薯番薯也也也也有幾有幾有幾有幾種種種種選選選選擇擇擇擇，，，，花花花花生生生生也很特也很特也很特也很特別別別別，，，， 一一一一粒粒粒粒有四個有四個有四個有四個肉肉肉肉黑黑黑黑色色色色

的的的的 ，，，，非非非非常常常常可口可口可口可口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用用用用餐地餐地餐地餐地方方方方是是是是戶戶戶戶外的外的外的外的 ，，，， 有一兩天與同有一兩天與同有一兩天與同有一兩天與同房房房房坐在坐在坐在坐在那那那那裡裡裡裡用用用用

早早早早餐餐餐餐，，，， 當時晨光在當時晨光在當時晨光在當時晨光在樹樹樹樹梢射梢射梢射梢射下下下下 ，，，，微微微微風風風風吹吹吹吹至至至至，，，， 真是真是真是真是舒舒舒舒適適適適，，，， 說說說說也奇也奇也奇也奇怪怪怪怪那那那那裏裏裏裏完完完完

全沒有小全沒有小全沒有小全沒有小昆蟲騷擾昆蟲騷擾昆蟲騷擾昆蟲騷擾，，，， 可謂可謂可謂可謂羨羨羨羨煞旁煞旁煞旁煞旁人人人人 ，，，，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那那那那些些些些戶戶戶戶外外外外檯椅檯椅檯椅檯椅並並並並不多不多不多不多 ，，，， 要先要先要先要先

到先得到先得到先得到先得 。。。。     

        

觀觀觀觀光光光光及及及及行山行山行山行山部份部份部份部份每天都不同每天都不同每天都不同每天都不同 ，，，，該該該該區區區區地地地地理理理理上是上是上是上是變變變變質質質質岩岩岩岩，，，， 有有有有許許許許多大多大多大多大理石理石理石理石，，，，

太太太太魯閣魯閣魯閣魯閣國國國國家家家家風風風風景景景景區區區區主要主要主要主要觀觀觀觀光點是高山光點是高山光點是高山光點是高山狹狹狹狹谷谷谷谷，，，， 還還還還加加加加上上上上激激激激流流流流瀑布瀑布瀑布瀑布。。。。 在在在在那那那那裏裏裏裏

有有有有很很很很多多多多吊吊吊吊橋橋橋橋，，，， 在在在在吊吊吊吊橋橋橋橋中中中中央央央央觀觀觀觀賞賞賞賞前面前面前面前面谷谷谷谷內的內的內的內的瀑布瀑布瀑布瀑布就就就就格格格格外外外外清楚清楚清楚清楚，，，， 向下望向下望向下望向下望那那那那

些些些些激激激激流流流流就更加就更加就更加就更加剌激剌激剌激剌激，，，， 再者有些再者有些再者有些再者有些地地地地段段段段是是是是隧隧隧隧道道道道要要要要各各各各自自自自拿拿拿拿著著著著手手手手筒照筒照筒照筒照明明明明 ，，，， 一些一些一些一些

地地地地段段段段要要要要戴戴戴戴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帽帽帽帽以以以以防防防防落落落落石石石石，，，， 有個有個有個有個地地地地段段段段叫叫叫叫水水水水簾簾簾簾洞洞洞洞，，，，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頂層頂層頂層頂層漏漏漏漏水像水像水像水像下下下下

雨雨雨雨，，，， 我們要準備我們要準備我們要準備我們要準備濕具濕具濕具濕具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 有些團有些團有些團有些團友更換友更換友更換友更換了了了了泳泳泳泳衣衣衣衣以便通過以便通過以便通過以便通過 。。。。很很很很多多多多步步步步道道道道

都有都有都有都有其特其特其特其特別情別情別情別情趣趣趣趣 ，，，，那那那那幾天我幾天我幾天我幾天我 們行過的們行過的們行過的們行過的步步步步道道道道為為為為 ：：：：綠水綠水綠水綠水步步步步道道道道、、、、燕燕燕燕子口子口子口子口步步步步

道道道道、、、、白白白白揚揚揚揚步步步步道道道道、、、、蓮蓮蓮蓮花花花花池池池池步步步步道道道道、、、、布洛布洛布洛布洛灣灣灣灣步步步步道道道道、、、、砂卡噹砂卡噹砂卡噹砂卡噹步步步步道道道道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 我們還我們還我們還我們還

到一到一到一到一處處處處叫叫叫叫「「「「清清清清水水水水斷斷斷斷崖崖崖崖」」」」的海的海的海的海邊邊邊邊，，，， 在在在在那那那那裡拾裡拾裡拾裡拾鵝鵝鵝鵝蛋蛋蛋蛋石石石石也玩也玩也玩也玩了了了了半半半半天天天天 。。。。     

    

    

    
    

    
清清清清水水水水斷斷斷斷崖崖崖崖         

吊吊吊吊橋橋橋橋     

    
布洛布洛布洛布洛灣灣灣灣步步步步道道道道     

    
白白白白揚揚揚揚步步步步道道道道     

    
    

燕燕燕燕子口子口子口子口步步步步道道道道         



    
(9 )(9 )(9 )(9 )     

    

雖然住在太魯閣雖然住在太魯閣雖然住在太魯閣雖然住在太魯閣，，，，有一天我們出去花蓮吃海鮮有一天我們出去花蓮吃海鮮有一天我們出去花蓮吃海鮮有一天我們出去花蓮吃海鮮，，，，花蓮是個漁港花蓮是個漁港花蓮是個漁港花蓮是個漁港，，，，海產海產海產海產

豐富豐富豐富豐富，，，，小陳帶我們到一家他相熟的海鮮酒家小陳帶我們到一家他相熟的海鮮酒家小陳帶我們到一家他相熟的海鮮酒家小陳帶我們到一家他相熟的海鮮酒家，，，，海鮮都標明價錢海鮮都標明價錢海鮮都標明價錢海鮮都標明價錢。。。。那天那天那天那天

我們吃了龍蝦及鮑魚及其他海產我們吃了龍蝦及鮑魚及其他海產我們吃了龍蝦及鮑魚及其他海產我們吃了龍蝦及鮑魚及其他海產，，，，每人都係每人都係每人都係每人都係 NNNNT$600(=A$20)T$600(=A$20)T$600(=A$20)T$600(=A$20)，，，，食食食食食食食食

食食食食，，，，真係食死真係食死真係食死真係食死，，，，不不不不，，，，是食肥了也是抵的是食肥了也是抵的是食肥了也是抵的是食肥了也是抵的。。。。有一點奇怪有一點奇怪有一點奇怪有一點奇怪，，，，在這在這在這在這裡裡裡裡，，，，大眼大眼大眼大眼

紅魚都係貴價魚紅魚都係貴價魚紅魚都係貴價魚紅魚都係貴價魚((((我們沒有點我們沒有點我們沒有點我們沒有點))))，，，，在悉尼是平在悉尼是平在悉尼是平在悉尼是平嘢嘢嘢嘢，，，，以後在悉尼要多吃大以後在悉尼要多吃大以後在悉尼要多吃大以後在悉尼要多吃大

眼紅魚了眼紅魚了眼紅魚了眼紅魚了。。。。    

    

我們這個團有個特點就後我們這個團有個特點就後我們這個團有個特點就後我們這個團有個特點就後係係係係除早除早除早除早

餐外餐外餐外餐外，，，，唔包其他餐唔包其他餐唔包其他餐唔包其他餐，，，，有時小陳會有時小陳會有時小陳會有時小陳會

介紹那裡有好介紹那裡有好介紹那裡有好介紹那裡有好嘢嘢嘢嘢吃吃吃吃，，，，有時就要自有時就要自有時就要自有時就要自

己搵食己搵食己搵食己搵食，，，，這點合哂我河車這點合哂我河車這點合哂我河車這點合哂我河車，，，，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我對於團餐都沒有好感我對於團餐都沒有好感我對於團餐都沒有好感我對於團餐都沒有好感。。。。那晚單那晚單那晚單那晚單

槍匹馬槍匹馬槍匹馬槍匹馬，，，，在飯店的對面找到了一在飯店的對面找到了一在飯店的對面找到了一在飯店的對面找到了一

間餐館間餐館間餐館間餐館，，，，小陳已經提醒過我們小陳已經提醒過我們小陳已經提醒過我們小陳已經提醒過我們，，，，

那裡的人早吃晚飯那裡的人早吃晚飯那裡的人早吃晚飯那裡的人早吃晚飯，，，，餐館七點鐘餐館七點鐘餐館七點鐘餐館七點鐘

就收爐就收爐就收爐就收爐，，，，當時尚有五分鐘就七當時尚有五分鐘就七當時尚有五分鐘就七當時尚有五分鐘就七

點點點點，，，，店內已無顧客店內已無顧客店內已無顧客店內已無顧客，，，，他們也準備他們也準備他們也準備他們也準備        

收舖收舖收舖收舖，，，，我問店主重有無得食我問店主重有無得食我問店主重有無得食我問店主重有無得食，，，，店主說有店主說有店主說有店主說有，，，，於是點了香菰肉絲湯粉於是點了香菰肉絲湯粉於是點了香菰肉絲湯粉於是點了香菰肉絲湯粉，，，，一一一一

條秋刀魚及一只條秋刀魚及一只條秋刀魚及一只條秋刀魚及一只雞雞雞雞腿腿腿腿。。。。食品很快便到食品很快便到食品很快便到食品很快便到，，，，我就一路吃一路看著他們收我就一路吃一路看著他們收我就一路吃一路看著他們收我就一路吃一路看著他們收

舖舖舖舖，，，，他們一家五口他們一家五口他們一家五口他們一家五口，，，，除店主除店主除店主除店主夫妻外夫妻外夫妻外夫妻外，，，，還有一個老伯還有一個老伯還有一個老伯還有一個老伯((((可能是爺爺或公可能是爺爺或公可能是爺爺或公可能是爺爺或公

公公公公))))，，，，還有一對兄妹還有一對兄妹還有一對兄妹還有一對兄妹，，，，哥哥最多都係初中年級哥哥最多都係初中年級哥哥最多都係初中年級哥哥最多都係初中年級，，，，妹妹就係小學生妹妹就係小學生妹妹就係小學生妹妹就係小學生，，，，他們他們他們他們    

    

五個人就是見五個人就是見五個人就是見五個人就是見嘢嘢嘢嘢就做就做就做就做，，，，沒有停手沒有停手沒有停手沒有停手，，，，

唔似香港話收便收舖唔似香港話收便收舖唔似香港話收便收舖唔似香港話收便收舖，，，，拉閘了事拉閘了事拉閘了事拉閘了事，，，，

而係先洗灶頭而係先洗灶頭而係先洗灶頭而係先洗灶頭，，，，收藏一盆盆食料到收藏一盆盆食料到收藏一盆盆食料到收藏一盆盆食料到

雪櫃雪櫃雪櫃雪櫃，，，，椅子又搬到桌上椅子又搬到桌上椅子又搬到桌上椅子又搬到桌上，，，，然後掃地然後掃地然後掃地然後掃地

洗地洗地洗地洗地。。。。這種通力合作情景這種通力合作情景這種通力合作情景這種通力合作情景，，，，在悉尼在悉尼在悉尼在悉尼

或香港都不易見或香港都不易見或香港都不易見或香港都不易見，，，，為免礙了人家收為免礙了人家收為免礙了人家收為免礙了人家收

舖返屋企舖返屋企舖返屋企舖返屋企，，，，吃完便埋單吃完便埋單吃完便埋單吃完便埋單，，，，食咁多食咁多食咁多食咁多嘢嘢嘢嘢

都係都係都係都係 NNNNT$140T$140T$140T$140，，，，即係即係即係即係 A$5A$5A$5A$5 都唔駛都唔駛都唔駛都唔駛，，，，

決定明晚再來決定明晚再來決定明晚再來決定明晚再來。。。。    

    

飯店每晚有免費的演唱表演飯店每晚有免費的演唱表演飯店每晚有免費的演唱表演飯店每晚有免費的演唱表演，，，，演唱者水準參差不齊演唱者水準參差不齊演唱者水準參差不齊演唱者水準參差不齊，，，，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及及及及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就有就有就有就有亞美族亞美族亞美族亞美族的的的的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表演表演表演表演，，，，而而而而且歡迎且歡迎且歡迎且歡迎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加入加入加入加入。。。。那晚那晚那晚那晚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吃完飯吃完飯吃完飯吃完飯便便便便回回回回

飯店飯店飯店飯店，，，，忽忽忽忽然然然然聽聽聽聽到有到有到有到有古箏古箏古箏古箏在演在演在演在演奏奏奏奏《《《《蒼蒼蒼蒼海一海一海一海一聲笑聲笑聲笑聲笑》》》》的的的的聲音聲音聲音聲音，，，，原原原原來在飯店來在飯店來在飯店來在飯店接接接接

待處待處待處待處後面的一後面的一後面的一後面的一處處處處客人小客人小客人小客人小休休休休或或或或等等等等人的地人的地人的地人的地方方方方，，，，有一有一有一有一位穿位穿位穿位穿著著著著清代服飾清代服飾清代服飾清代服飾的小的小的小的小姐姐姐姐

在在在在彈奏古箏彈奏古箏彈奏古箏彈奏古箏，，，，我便我便我便我便坐下聽曲坐下聽曲坐下聽曲坐下聽曲。。。。當時那當時那當時那當時那裏裏裏裏很很很很少少少少人人人人，，，，而而而而且且且且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逗留片刻逗留片刻逗留片刻逗留片刻，，，，

也也也也許許許許有事便有事便有事便有事便離開離開離開離開，，，，有一有一有一有一段段段段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起起起起碼超碼超碼超碼超過過過過十十十十五分鐘五分鐘五分鐘五分鐘，，，，就是一對一的演就是一對一的演就是一對一的演就是一對一的演奏奏奏奏

會會會會。。。。當當當當她奏她奏她奏她奏完一完一完一完一曲曲曲曲後後後後，，，，與與與與我我我我攀談幾句攀談幾句攀談幾句攀談幾句，，，，我我我我告訴她告訴她告訴她告訴她我是香港人我是香港人我是香港人我是香港人，，，，移民澳移民澳移民澳移民澳

洲洲洲洲經年經年經年經年，，，，來來來來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是是是是行山行山行山行山的的的的。。。。她知道她知道她知道她知道我們會在太魯閣一我們會在太魯閣一我們會在太魯閣一我們會在太魯閣一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也感也感也感也感詫詫詫詫    



異異異異。。。。之之之之後又後又後又後又讓讓讓讓我點唱我點唱我點唱我點唱，，，，如如如如

《《《《小小小小城故城故城故城故事事事事》》》》     及及及及《《《《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灘灘灘灘》》》》     等等等等，，，，之之之之後一後一後一後一些些些些團團團團友陸友陸友陸友陸

續亦續亦續亦續亦到到到到，，，，她她她她重重重重彈彈彈彈了了了了《《《《蒼蒼蒼蒼海海海海

一一一一聲笑聲笑聲笑聲笑》》》》     及一及一及一及一些些些些香港人熟香港人熟香港人熟香港人熟

識識識識的的的的歌曲歌曲歌曲歌曲。。。。特特特特別別別別一點的一點的一點的一點的

是是是是，，，，在在在在接接接接待待待待處側處側處側處側有一有一有一有一籠籠籠籠小小小小

雲雀雲雀雲雀雲雀((((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叫石叫石叫石叫石燕燕燕燕))))，，，，當當當當

她彈古箏她彈古箏她彈古箏她彈古箏時時時時，，，，這這這這隻隻隻隻小小小小鳥鳥鳥鳥就就就就

高高高高唱唱唱唱，，，，一一一一彈彈彈彈一唱一唱一唱一唱，，，，真是天真是天真是天真是天

籟籟籟籟。。。。她告訴她告訴她告訴她告訴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明天明天明天明天輪輪輪輪

到到到到她她她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彈古箏彈古箏彈古箏彈古箏。。。。    

    

    

翌翌翌翌晚晚晚晚依依依依時時時時和和和和團團團團友友友友再到那再到那再到那再到那裏裏裏裏，，，，那晚人那晚人那晚人那晚人較較較較多多多多，，，，妹妹妹妹妹妹妹妹祇祇祇祇顧顧顧顧彈彈彈彈完一完一完一完一曲曲曲曲又一又一又一又一曲曲曲曲，，，，

節奏比較急速節奏比較急速節奏比較急速節奏比較急速，，，，且甚少與聽眾交談且甚少與聽眾交談且甚少與聽眾交談且甚少與聽眾交談，，，，相相相相比之下比之下比之下比之下，，，，姊姊姊姊姊姊姊姊的的的的古箏功古箏功古箏功古箏功力就力就力就力就較較較較

強強強強。。。。古箏古箏古箏古箏除了是除了是除了是除了是聽覺享受聽覺享受聽覺享受聽覺享受外外外外，，，，看著看著看著看著她她她她們的手們的手們的手們的手指指指指在在在在古箏古箏古箏古箏的的的的線絃線絃線絃線絃上上上上飛舞飛舞飛舞飛舞，，，，

也是一也是一也是一也是一件樂件樂件樂件樂事事事事。。。。    

    

太魯閣太魯閣太魯閣太魯閣六六六六晚晚晚晚怱怱怱怱怱怱怱怱而過而過而過而過，，，，我們又我們又我們又我們又起程往台東起程往台東起程往台東起程往台東，，，，車車車車剛離開剛離開剛離開剛離開天天天天祥祥祥祥不不不不久久久久，，，，車子車子車子車子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下下下下來來來來，，，，原原原原來來來來前前前前面有面有面有面有幾塊幾塊幾塊幾塊大大大大落石阻落石阻落石阻落石阻路路路路，，，，小陳出車小陳出車小陳出車小陳出車移開石移開石移開石移開石頭頭頭頭，，，，我我我我坐坐坐坐在在在在    

車車車車前前前前，，，，本想本想本想本想也也也也下下下下車車車車幫幫幫幫

助助助助，，，，司機與司機與司機與司機與小陳都小陳都小陳都小陳都叫叫叫叫唔唔唔唔

好好好好，，，，石石石石頭搬頭搬頭搬頭搬開開開開後後後後，，，，車又車又車又車又

再再再再行行行行。。。。小陳說他們小陳說他們小陳說他們小陳說他們受受受受過過過過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一路搬一路搬一路搬一路搬石石石石頭頭頭頭卻耳卻耳卻耳卻耳

聽八方聽八方聽八方聽八方，，，，倘若倘若倘若倘若有有有有甚麼異甚麼異甚麼異甚麼異                

聲異動聲異動聲異動聲異動，，，，他們便會他們便會他們便會他們便會飛奔逃命飛奔逃命飛奔逃命飛奔逃命，，，，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有團有團有團有團友幫助移開石友幫助移開石友幫助移開石友幫助移開石頭而頭而頭而頭而引致傷亡引致傷亡引致傷亡引致傷亡，，，，

保險保險保險保險公公公公司司司司唔會唔會唔會唔會負責負責負責負責，，，，他的他的他的他的導遊牌照導遊牌照導遊牌照導遊牌照也可能也可能也可能也可能被吊銷被吊銷被吊銷被吊銷。。。。我我我我心心心心裡裡裡裡想想想想：：：：在在在在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做做做做導遊導遊導遊導遊，，，，真係要搵條真係要搵條真係要搵條真係要搵條命命命命來來來來搏搏搏搏。。。。    

    

    

        
(10)(10)(10)(10)    

    

小小小小陳陳陳陳說說說說他帶他帶他帶他帶過過過過許許許許多團多團多團多團 ，，，，極少極少極少極少會在台會在台會在台會在台東東東東住住住住三三三三晚晚晚晚。。。。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事事事事後我後我後我後我卻卻卻卻覺覺覺覺得這個得這個得這個得這個

選選選選擇擇擇擇正正正正確確確確，，，， 起起起起碼碼碼碼那那那那裏裏裏裏沒有沒有沒有沒有陸客陸客陸客陸客團團團團 。。。。     

    

太太太太魯閣魯閣魯閣魯閣天天天天祥祥祥祥其實其實其實其實是是是是橫橫橫橫貫貫貫貫公公公公路路路路的的的的東東東東出口出口出口出口 ，，，，橫橫橫橫貫貫貫貫公公公公路路路路因為落因為落因為落因為落石石石石，，，，許許許許多多多多段段段段都都都都

已已已已封封封封閉閉閉閉，，，， 不再通車不再通車不再通車不再通車 。。。。 我們的旅遊車出天我們的旅遊車出天我們的旅遊車出天我們的旅遊車出天祥祥祥祥，，，，經經經經過過過過花花花花蓮蓮蓮蓮市市市市 ，，，，南南南南下台下台下台下台東東東東，，，，

這一這一這一這一段段段段都是都是都是都是沿沿沿沿海的海的海的海的單單單單線線線線雙行公雙行公雙行公雙行公路路路路，，，，路邊路邊路邊路邊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白白白白色色色色的的的的野野野野百百百百合花合花合花合花開開開開放放放放，，，，

小小小小陳陳陳陳說說說說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早兩星期到這裡早兩星期到這裡早兩星期到這裡早兩星期到這裡 ，，，，那那那那些些些些野野野野百百百百合花更合花更合花更合花更可可可可觀觀觀觀。。。。 在公在公在公在公路路路路接接接接近近近近山山山山邊邊邊邊

的的的的許許許許多多多多段段段段落落落落 ，，，， 我看我看我看我看見許見許見許見許多天主多天主多天主多天主教教教教或或或或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的的的的墳墓墳墓墳墓墳墓，，，，它它它它們都是面海們都是面海們都是面海們都是面海 ((((即即即即向向向向

東東東東 )))) ，，，，佛教講佛教講佛教講佛教講西方西方西方西方極樂極樂極樂極樂，，，，僧僧僧僧侶侶侶侶造造造造墓朝墓朝墓朝墓朝西西西西，，，， 這這這這裏裏裏裏的剛剛的剛剛的剛剛的剛剛相相相相反反反反，，，， 我我我我相信相信相信相信是早是早是早是早

期從美期從美期從美期從美國國國國來的來的來的來的傳傳傳傳教教教教士士士士，，，，客客客客死死死死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墓墓墓墓建於建於建於建於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島島島島的最的最的最的最東東東東邊邊邊邊，，，， 以以以以示示示示思思思思家家家家

望望望望鄉鄉鄉鄉。。。。     



        

小小小小陳陳陳陳說說說說花花花花蓮蓮蓮蓮及及及及台台台台東東東東都是都是都是都是漁漁漁漁港港港港 ，，，，花花花花蓮蓮蓮蓮最出最出最出最出名名名名的是的是的是的是曼波曼波曼波曼波魚魚魚魚 ((((MMMM o l a  o l a  o l a  o l a  mmmm o l a  o r  o l a  o r  o l a  o r  o l a  o r  

s un f i ss un f i ss un f i ss un f i shhhh )))) ，，，， 台台台台東東東東最出最出最出最出名名名名的是飛的是飛的是飛的是飛魚魚魚魚。。。。曼波曼波曼波曼波魚魚魚魚是一是一是一是一種種種種遠遠遠遠洋洋洋洋的上的上的上的上層層層層魚魚魚魚，，，， 是是是是硬硬硬硬骨骨骨骨     

魚目中魚目中魚目中魚目中最大的一最大的一最大的一最大的一種種種種，，，，體形體形體形體形及及及及體體體體態態態態奇特奇特奇特奇特，，，，體體體體

重可以重可以重可以重可以超超超超過一千公過一千公過一千公過一千公斤斤斤斤，，，， 這這這這種魚種魚種魚種魚過了過了過了過了幼幼幼幼魚魚魚魚

期期期期 ，，，， 便便便便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天天天天敵敵敵敵，，，，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它它它它的的的的皮皮皮皮夠夠夠夠厚厚厚厚且且且且韌韌韌韌，，，，

漁漁漁漁人人人人也也也也不不不不去去去去捉捉捉捉這這這這種魚種魚種魚種魚，，，，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它它它它的的的的肉肉肉肉不不不不 大大大大鮮鮮鮮鮮

美美美美 ，，，， 不知不知不知不知怎怎怎怎樣樣樣樣，，，，坊坊坊坊間間間間傳傳傳傳言言言言，，，， 謂謂謂謂曼波曼波曼波曼波魚魚魚魚的的的的魚魚魚魚

腸腸腸腸對對對對男男男男生有生有生有生有特特特特別別別別益益益益處處處處     ((((你你你你明明明明架架架架喇喇喇喇!!!! )))) ，，，，曼波曼波曼波曼波

魚魚魚魚的的的的魚魚魚魚腸腸腸腸被被被被當當當當黃金黃金黃金黃金咁賣咁賣咁賣咁賣，，，，那那那那些些些些曼波曼波曼波曼波魚就魚就魚就魚就慘慘慘慘             
了了了了 ，，，， 以前是以前是以前是以前是漁漁漁漁民民民民放放放放吊吊吊吊網網網網  ( d r i f ( d r i f ( d r i f ( d r i f tttt  n e n e n e n e t tt tt tt t i ni ni ni n gggg )  )  )  )  無無無無意意意意中中中中捕埋捕埋捕埋捕埋，，，，現現現現在在在在則則則則有有有有專專專專船船船船追追追追

殺殺殺殺，，，， 以前以前以前以前漁漁漁漁民民民民時時時時常常常常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捕捕捕捕到五百多到五百多到五百多到五百多斤斤斤斤以上的以上的以上的以上的曼波曼波曼波曼波魚魚魚魚，，，，現現現現在在在在偶偶偶偶或或或或捕捕捕捕到到到到

的的的的 ，，，， 都是二百幾公都是二百幾公都是二百幾公都是二百幾公斤斤斤斤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     

    

午間我們來到一午間我們來到一午間我們來到一午間我們來到一處吃處吃處吃處吃野野野野菜菜菜菜火火火火窩窩窩窩的的的的地地地地方用方用方用方用餐餐餐餐，，，， 每人每人每人每人自自自自己己己己一一一一窩窩窩窩，，，， 有海有海有海有海鮮及鮮及鮮及鮮及

肉肉肉肉類類類類供供供供選選選選擇擇擇擇，，，， 還有一個還有一個還有一個還有一個素素素素的的的的蓮蓮蓮蓮花花花花火火火火窩窩窩窩，，，， 人謂人謂人謂人謂「「「「牛牛牛牛嚼牡丹嚼牡丹嚼牡丹嚼牡丹」」」」，，，， 是說人是說人是說人是說人唔唔唔唔

識好識好識好識好嘢嘢嘢嘢而而而而浪浪浪浪費費費費。。。。現現現現在在在在「「「「人人人人嚼嚼嚼嚼蓮蓮蓮蓮花花花花」」」」，，，， 成成成成朵朵朵朵美麗的美麗的美麗的美麗的蓮蓮蓮蓮花花花花放放放放在在在在熱熱熱熱水水水水中中中中灼灼灼灼

熟熟熟熟，，，，加加加加些些些些豉豉豉豉油油油油及及及及沾沾沾沾些些些些     WWWW a s aa s aa s aa s a bbbb iiii ，，，，然然然然後後後後放放放放入入入入嘴嘴嘴嘴裡裡裡裡 ，，，，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感感感感覺覺覺覺就就就就有點有點有點有點好好好好像像像像污污污污

藐藐藐藐了這了這了這了這朵朵朵朵蓮蓮蓮蓮花花花花。。。。     

        

    

野野野野菜菜菜菜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任任任任吃吃吃吃，，，， 所謂所謂所謂所謂野野野野菜就菜就菜就菜就是我們一是我們一是我們一是我們一般般般般不不不不常常常常

吃吃吃吃的的的的疏疏疏疏菜菜菜菜，，，，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新新新新鮮鮮鮮鮮的的的的金金金金針針針針花花花花，，，，瓜瓜瓜瓜類類類類的的的的嫩莖嫩莖嫩莖嫩莖

(((( 本本本本地地地地叫叫叫叫龍龍龍龍鬚鬚鬚鬚菜菜菜菜 )))) ，，，，少見少見少見少見的的的的蓀類蓀類蓀類蓀類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 我我我我也也也也上上上上

了一了一了一了一課植課植課植課植物物物物課課課課，，，，例如雀例如雀例如雀例如雀巢芒巢芒巢芒巢芒  ( ( ( ( 本本本本地地地地叫山叫山叫山叫山蘇蘇蘇蘇 )  )  )  )  

的的的的嫩葉嫩葉嫩葉嫩葉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吃吃吃吃的的的的 ，，，， 家家家家中現中現中現中現有三有三有三有三盆盆盆盆，，，， 以前有位以前有位以前有位以前有位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送送送送我一我一我一我一盆植盆植盆植盆植物物物物，，，， 說是人說是人說是人說是人參參參參，，，，非非非非也也也也，，，， 這這這這植植植植

物物物物俗俗俗俗稱稱稱稱「「「「假假假假人人人人參參參參」」」」，，，，但但但但嫩葉嫩葉嫩葉嫩葉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食食食食用用用用，，，， 家家家家中中中中     

現現現現有兩有兩有兩有兩盆盆盆盆，，，，另另另另外外外外番薯番薯番薯番薯葉葉葉葉也也也也有幾有幾有幾有幾種種種種，，，， 有一有一有一有一種種種種是全是全是全是全紅紅紅紅色色色色的的的的 ，，，， 我家我家我家我家也也也也有有有有種種種種番番番番

薯薯薯薯，，，，見見見見了這些後了這些後了這些後了這些後 ，，，，計計計計劃劃劃劃將將將將前園前園前園前園部份部份部份部份改改改改為為為為野野野野菜菜菜菜園園園園 ，，，， 可可可可省省省省下一些下一些下一些下一些買買買買菜錢菜錢菜錢菜錢。。。。     

        

有位團有位團有位團有位團友友友友問問問問我我我我 ：：：： 這些這些這些這些「「「「野野野野菜菜菜菜 JJJJ」」」」現現現現在都是在都是在都是在都是農農農農夫夫夫夫種種種種出來出來出來出來 ，，，，何何何何「「「「野野野野」」」」之之之之有有有有？？？？     

        

我我我我答答答答道道道道：：：：現現現現代代代代人人人人衣衣衣衣食食食食豐豐豐豐足足足足，，，，嘴尖嘴尖嘴尖嘴尖了了了了 ，，，， 普通的普通的普通的普通的食材食材食材食材不不不不能能能能夠夠夠夠滿滿滿滿足足足足一些人的一些人的一些人的一些人的

要要要要求求求求，，，，除除除除了山了山了山了山珍珍珍珍海海海海錯錯錯錯外外外外 ，，，，雞雞雞雞就就就就要要要要吃吃吃吃山山山山雞雞雞雞，，，，豬豬豬豬就就就就要要要要吃吃吃吃土土土土豬豬豬豬，，，，菜就菜就菜就菜就是要是要是要是要吃吃吃吃

野野野野菜菜菜菜，，，， 以以以以表表表表現他現他現他現他們的們的們的們的品味品味品味品味與與與與身身身身份份份份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 。。。。     

        

我再說我再說我再說我再說 ：：：：現現現現在在在在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在大在大在大在大陸食陸食陸食陸食嘢嘢嘢嘢，，，，分分分分分分分分鐘鐘鐘鐘吃吃吃吃到到到到老老老老鼠鼠鼠鼠肉肉肉肉  ( ( ( ( 都都都都唔唔唔唔知知知知 )))) ，，，，但但但但保保保保証証証証

牠牠牠牠們一們一們一們一定定定定是是是是野野野野生的生的生的生的 。。。。     

        

團團團團友友友友又又又又問問問問：：：：吃吃吃吃了這個了這個了這個了這個 XXXXXXXX     有有有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好處好處好處好處？？？？     

        

我說我說我說我說 ：：：：現現現現代代代代人有了人有了人有了人有了錢錢錢錢又想又想又想又想長長長長命享命享命享命享，，，，補藥補藥補藥補藥祕祕祕祕方方方方大行大行大行大行其其其其道道道道，，，，你你你你問問問問人人人人食食食食了了了了 XXXXXXXX

有有有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好好好好？？？？賣賣賣賣嘢嘢嘢嘢俾俾俾俾你你你你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就就就就會說會說會說會說 ：：：：XXXXXXXX 有有有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甚麼甚麼甚麼甚麼的的的的好好好好，，，，總總總總言言言言之不之不之不之不離離離離有有有有

病治病病治病病治病病治病，，，，無無無無病病病病防防防防病病病病     ……………………。。。。其實你其實你其實你其實你幫幫幫幫他他他他買買買買 XXXXXXXX 就就就就係最係最係最係最好好好好。。。。此此此此風風風風一一一一長長長長，，，，搞搞搞搞

到我大到我大到我大到我大中中中中華華華華民民民民族族族族，，，，習習習習慣慣慣慣性性性性地地地地乜乜乜乜嘢嘢嘢嘢都都都都吹吹吹吹大大大大 DDDD 來來來來講講講講，，，，結結結結果果果果成為一個成為一個成為一個成為一個喜歡喜歡喜歡喜歡說說說說

大大大大話及話及話及話及聽聽聽聽大大大大話話話話的的的的民民民民族族族族     ……………………。。。。     

        

團團團團友友友友聽聽聽聽了沒趣了沒趣了沒趣了沒趣 ，，，， 以後都不再以後都不再以後都不再以後都不再問問問問我我我我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 11111111 ))))     

    

((((註註註註::::    前前前前一一一一篇末段篇末段篇末段篇末段，，，，自自自自覺覺覺覺當時當時當時當時反應反應反應反應太過太過太過太過激烈激烈激烈激烈，，，，現向該現向該現向該現向該團團團團友友友友說說說說聲聲聲聲「「「「對不對不對不對不

起起起起，，，，請原諒請原諒請原諒請原諒」」」」。。。。))))    

    

    

這這這這三三三三晚我們住在晚我們住在晚我們住在晚我們住在台東娜台東娜台東娜台東娜路路路路彎彎彎彎大飯店大飯店大飯店大飯店，，，，算算算算

是是是是台東台東台東台東最大最好的了最大最好的了最大最好的了最大最好的了，，，，這這這這幾幾幾幾天的天的天的天的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也也也也

很很很很頻密頻密頻密頻密，，，，入山入山入山入山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瓦瓦瓦瓦拉拉拉拉米步道米步道米步道米步道，，，，出海的出海的出海的出海的

有有有有東東東東海海海海岸國岸國岸國岸國家家家家風風風風景景景景區區區區，，，，團團團團裏裏裏裏有有有有幾幾幾幾個個個個壞孩壞孩壞孩壞孩

子子子子，，，，包包包包括括括括我在內我在內我在內我在內，，，，自以為係自以為係自以為係自以為係「「「「行行行行得得得得」」」」之之之之

人人人人，，，，其其其其實實實實都係都係都係都係「「「「老生老生老生老生聊發少聊發少聊發少聊發少年年年年狂狂狂狂」」」」，，，，小小小小

陳陳陳陳叫叫叫叫我們唔好我們唔好我們唔好我們唔好行行行行咁快咁快咁快咁快，，，，未講未講未講未講完我們就人完我們就人完我們就人完我們就人    

影影影影都唔見哂都唔見哂都唔見哂都唔見哂，，，，叫叫叫叫我們去到那裡便我們去到那裡便我們去到那裡便我們去到那裡便算算算算，，，，我們就一定我們就一定我們就一定我們就一定行行行行多一多一多一多一兩兩兩兩個個個個山山山山頭都唔頭都唔頭都唔頭都唔

止止止止，，，，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去到一去到一去到一去到一處處處處海海海海邊邊邊邊，，，，在在在在潮退潮退潮退潮退時可以時可以時可以時可以行行行行去去去去前前前前面的面的面的面的幾幾幾幾個小個小個小個小島島島島，，，，小陳帶小陳帶小陳帶小陳帶

我們到了我們到了我們到了我們到了第第第第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島島島島就就就就算算算算，，，，我們就我們就我們就我們就越行越遠越行越遠越行越遠越行越遠，，，，重重重重越行越高越行越高越行越高越行越高。。。。    

    

記記記記得中學時得中學時得中學時得中學時搞搞搞搞過一過一過一過一次次次次大大大大浪西灣浪西灣浪西灣浪西灣的的的的旅行旅行旅行旅行，，，，當時當時當時當時掛三號風球掛三號風球掛三號風球掛三號風球，，，，電電電電話又沒有話又沒有話又沒有話又沒有

現現現現在的在的在的在的方方方方便便便便，，，，於是去於是去於是去於是去彩虹村巴士站彩虹村巴士站彩虹村巴士站彩虹村巴士站通通通通知知知知他們他們他們他們，，，，點點點點知知知知去到唔單去到唔單去到唔單去到唔單止止止止人人齊人人齊人人齊人人齊

哂哂哂哂，，，，重話這是重話這是重話這是重話這是百百百百年不年不年不年不遇遇遇遇的的的的機機機機會會會會，，，，於是我於是我於是我於是我被被被被「「「「脅持脅持脅持脅持」」」」同往同往同往同往，，，，街街街街車車車車司機司機司機司機去去去去

到一到一到一到一處叫處叫處叫處叫「「「「吹風吹風吹風吹風口口口口」」」」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說說說說風風風風太大唔太大唔太大唔太大唔肯肯肯肯再去再去再去再去，，，，我們便我們便我們便我們便落落落落車車車車沿沿沿沿著車著車著車著車

路再路再路再路再向前行向前行向前行向前行，，，，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地地地地方方方方真係好大真係好大真係好大真係好大風風風風，，，，我們要手我們要手我們要手我們要手拖拖拖拖手手手手沿沿沿沿著著著著山邊山邊山邊山邊的的的的石壁前石壁前石壁前石壁前

行行行行，，，，真係真係真係真係唔唔唔唔識識識識死死死死，，，，雖然係雖然係雖然係雖然係剌激剌激剌激剌激。。。。    

    

今次今次今次今次又有差不多的又有差不多的又有差不多的又有差不多的體驗體驗體驗體驗，，，，最最最最遠遠遠遠的的的的島島島島上上上上

有個有個有個有個燈塔燈塔燈塔燈塔，，，，我們便我們便我們便我們便沿沿沿沿著一條著一條著一條著一條樓梯樓梯樓梯樓梯行行行行上上上上

去去去去，，，，那那那那裏裏裏裏風風風風勢勢勢勢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好似香港好似香港好似香港好似香港八號風八號風八號風八號風

球球球球咁咁咁咁，，，，我們都要我們都要我們都要我們都要緊握欄杆緊握欄杆緊握欄杆緊握欄杆或或或或扶扶扶扶手手手手前前前前

行行行行，，，，上有大上有大上有大上有大風風風風，，，，下下下下有有有有勁勁勁勁浪浪浪浪，，，，好唔好好唔好好唔好好唔好玩玩玩玩

你你你你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想下想下想下想下喇喇喇喇。。。。    

    
    

    

另另另另外一外一外一外一些些些些斯文斯文斯文斯文的的的的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就是去一就是去一就是去一就是去一處處處處

叫叫叫叫七七七七星星星星潭潭潭潭的漁的漁的漁的漁

村村村村，，，，在在在在黃昏黃昏黃昏黃昏時看時看時看時看

漁漁漁漁場場場場作作作作業業業業，，，，那天那天那天那天

他們的漁他們的漁他們的漁他們的漁獲獲獲獲不不不不

多多多多，，，，衹衹衹衹有一條有一條有一條有一條旗旗旗旗            
魚及一魚及一魚及一魚及一些些些些馬馬馬馬鮫鮫鮫鮫魚魚魚魚。。。。有一有一有一有一次次次次我們去了我們去了我們去了我們去了另另另另一個一個一個一個近近近近海小海小海小海小鎮鎮鎮鎮，，，，目目目目的是看看一的是看看一的是看看一的是看看一些些些些

海海海海蝕蝕蝕蝕的的的的岩岩岩岩石石石石及自然生及自然生及自然生及自然生態態態態。。。。那裡那裡那裡那裡剛剛剛剛巧舉巧舉巧舉巧舉行飛行飛行飛行飛魚魚魚魚節節節節，，，，飛飛飛飛魚的外魚的外魚的外魚的外貌貌貌貌似似似似常常常常見的見的見的見的

烏烏烏烏頭魚頭魚頭魚頭魚，，，，不過不過不過不過兩兩兩兩條條條條側側側側鰭鰭鰭鰭特特特特別發別發別發別發達達達達，，，，與與與與魚魚魚魚身身身身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同同同同長長長長，，，，這這這這些些些些魚可以魚可以魚可以魚可以從從從從

水中水中水中水中跳跳跳跳出出出出，，，，滑翔滑翔滑翔滑翔飛行十幾飛行十幾飛行十幾飛行十幾公公公公尺尺尺尺，，，，不過有一種不過有一種不過有一種不過有一種叫叫叫叫斧斧斧斧頭頭頭頭鬼鬼鬼鬼的魚的魚的魚的魚，，，，就就就就專專專專等等等等那那那那

些飛些飛些飛些飛魚魚魚魚剛剛剛剛從空從空從空從空中中中中下下下下水時水時水時水時，，，，將將將將飛飛飛飛魚魚魚魚咬咬咬咬著著著著吞吞吞吞吃吃吃吃，，，，但但但但這種魚這種魚這種魚這種魚又是又是又是又是旗旗旗旗魚的食魚的食魚的食魚的食

糧糧糧糧，，，，這這這這樣樣樣樣就是海就是海就是海就是海洋版洋版洋版洋版「「「「螳蜋捕蟬螳蜋捕蟬螳蜋捕蟬螳蜋捕蟬，，，，黃黃黃黃雀雀雀雀在後在後在後在後」」」」。。。。在在在在飛飛飛飛魚魚魚魚節節節節中中中中，，，，這這這這三三三三類類類類



魚都魚都魚都魚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出來出來出來出來，，，，我們在那我們在那我們在那我們在那裏裏裏裏吃了海吃了海吃了海吃了海膽膽膽膽，，，，NNNNT$100T$100T$100T$100 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便便便便宜但宜但宜但宜但真是吃真是吃真是吃真是吃入入入入

口的不多口的不多口的不多口的不多。。。。團團團團友友友友說說說說加加加加拿拿拿拿大的海大的海大的海大的海膽更膽更膽更膽更加加加加肥肥肥肥美美美美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講講講講到食這到食這到食這到食這方方方方面面面面，，，，台東台東台東台東真是魚真是魚真是魚真是魚米之米之米之米之鄉鄉鄉鄉，，，，那那那那裹裹裹裹有很多有很多有很多有很多稻田稻田稻田稻田，，，，綠綠綠綠油油油油油油油油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片片片片

又一又一又一又一片片片片。。。。小陳說以小陳說以小陳說以小陳說以前前前前是一年是一年是一年是一年三三三三造造造造的的的的，，，，為了不為了不為了不為了不使農使農使農使農地地地地透支透支透支透支，，，，現現現現在是一年在是一年在是一年在是一年

兩兩兩兩造造造造，，，，這裡的這裡的這裡的這裡的米米米米很出很出很出很出名名名名，，，，更更更更遠銷日本遠銷日本遠銷日本遠銷日本，，，，連連連連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司機司機司機司機都在那都在那都在那都在那裏裏裏裏買買買買了包了包了包了包

「「「「關關關關山米山米山米山米」」」」。。。。在我們的酒店在我們的酒店在我們的酒店在我們的酒店裏裏裏裏，，，，早餐也有標明早餐也有標明早餐也有標明早餐也有標明用用用用「「「「關關關關山米山米山米山米」」」」煲煲煲煲的的的的清清清清粥粥粥粥

供供供供應應應應。。。。    

    

此此此此外我們又吃過外我們又吃過外我們又吃過外我們又吃過「「「「原原原原住住住住民民民民」」」」的特的特的特的特色色色色餐餐餐餐，，，，由由由由以以以以前前前前稱稱稱稱那那那那些些些些為為為為「「「「土土土土著著著著」」」」，，，，跟跟跟跟

著為著為著為著為「「「「山山山山胞胞胞胞」」」」，，，，現現現現在在在在叫叫叫叫「「「「原原原原住住住住民民民民」」」」，，，，也也也也反反反反映映映映了了了了台灣本台灣本台灣本台灣本地地地地文化文化文化文化的的的的改變改變改變改變。。。。

那那那那些些些些特特特特色色色色餐都是餐都是餐都是餐都是野菜野菜野菜野菜及及及及山山山山豬豬豬豬肉肉肉肉。。。。那那那那些山些山些山些山豬豬豬豬肉吃肉吃肉吃肉吃起起起起來就來就來就來就如同如同如同如同廣廣廣廣東東東東人吃的人吃的人吃的人吃的

臘臘臘臘肉肉肉肉。。。。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亦亦亦亦去過一間去過一間去過一間去過一間造麻薯造麻薯造麻薯造麻薯的的的的工廠工廠工廠工廠。。。。麻薯麻薯麻薯麻薯其其其其實與實與實與實與

糯糯糯糯米米米米糍糍糍糍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那那那那廠廠廠廠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產品多產品多產品多產品多元化元化元化元化，，，，老老老老

闆闆闆闆自自自自稱卅稱卅稱卅稱卅年年年年前前前前拿拿拿拿著著著著 NNNNT$2000T$2000T$2000T$2000 起起起起家家家家，，，，是是是是現代現代現代現代

企企企企業業業業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典範典範典範典範。。。。在那在那在那在那麻薯麻薯麻薯麻薯店內店內店內店內，，，，各類各類各類各類產品都產品都產品都產品都

有有有有試試試試吃吃吃吃，，，，我吃完一我吃完一我吃完一我吃完一輪輪輪輪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省省省省去去去去下下下下一餐一餐一餐一餐，，，，團團團團

友友友友則則則則大包大包大包大包細細細細包的包的包的包的買買買買回回回回車上車上車上車上。。。。    

        
    

    

    

    
(12)(12)(12)(12)    

    

來來來來台東台東台東台東其其其其實實實實最主要是最主要是最主要是最主要是行瓦行瓦行瓦行瓦拉拉拉拉米步道米步道米步道米步道，，，，這條這條這條這條步道步道步道步道其其其其實實實實是是是是日日日日治治治治時時時時期期期期修建修建修建修建的的的的

古道古道古道古道，，，，亦亦亦亦是是是是玉玉玉玉山東山東山東山東面面面面登登登登山山山山口口口口之之之之一一一一，，，，不過不過不過不過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從從從從這這這這裏裏裏裏登玉登玉登玉登玉山山山山，，，，要要要要行行行行數數數數

天天天天，，，，且山且山且山且山路路路路崎嶇崎嶇崎嶇崎嶇險險險險峻峻峻峻，，，，不是一不是一不是一不是一般登般登般登般登山山山山人人人人仕所仕所仕所仕所能做到能做到能做到能做到。。。。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行行行行的是的是的是的是前前前前一一一一

段段段段，，，，計劃計劃計劃計劃一天來一天來一天來一天來回回回回。。。。    

    

行山前行山前行山前行山前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我們到我們到我們到我們到南安南安南安南安遊遊遊遊客中客中客中客中心心心心辦理登辦理登辦理登辦理登山山山山手手手手續續續續，，，，填填填填了一了一了一了一份份份份表表表表格格格格，，，，然然然然

後看了一後看了一後看了一後看了一套套套套有有有有關關關關該區該區該區該區生生生生態態態態及及及及原原原原住住住住民民民民的的的的短短短短片片片片，，，，那那那那份份份份表表表表格蓋格蓋格蓋格蓋了了了了幾幾幾幾個紅個紅個紅個紅印印印印，，，，

便是我們的便是我們的便是我們的便是我們的登登登登山山山山証証証証。。。。那那那那裏裏裏裏的的的的職員職員職員職員還還還還告訴告訴告訴告訴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入山入山入山入山時要帶備時要帶備時要帶備時要帶備謢謢謢謢照照照照，，，，以以以以

便便便便核核核核對對對對身份身份身份身份。。。。    

    

在在在在該該該該中中中中心心心心內內內內，，，，有一個大有一個大有一個大有一個大牌註牌註牌註牌註明明明明該區該區該區該區常常常常有有有有黑熊黑熊黑熊黑熊，，，，虎虎虎虎頭頭頭頭蜂蜂蜂蜂，，，，百步百步百步百步蛇蛇蛇蛇等等等等出出出出

沒沒沒沒，，，，請遊請遊請遊請遊客客客客隨隨隨隨時提時提時提時提高高高高警警警警覺覺覺覺，，，，注注注注意意意意自自自自身安全身安全身安全身安全。。。。另另另另外一個大外一個大外一個大外一個大牌牌牌牌則則則則是是是是教教教教導遊導遊導遊導遊

客客客客，，，，當當當當遇遇遇遇到到到到黑熊黑熊黑熊黑熊時時時時怎辦怎辦怎辦怎辦：：：：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遇遇遇遇到到到到黑熊黑熊黑熊黑熊，，，，而而而而熊熊熊熊未發現未發現未發現未發現你你你你，，，，宜宜宜宜保持保持保持保持安靜安靜安靜安靜，，，，儘儘儘儘速速速速以以以以反方向離開反方向離開反方向離開反方向離開。。。。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遇遇遇遇到到到到黑熊黑熊黑熊黑熊，，，，熊熊熊熊又見到又見到又見到又見到你你你你，，，，保持保持保持保持鎮鎮鎮鎮定定定定，，，，慢慢轉身慢慢轉身慢慢轉身慢慢轉身，，，，然然然然候候候候逃離現逃離現逃離現逃離現

場場場場，，，，絕絕絕絕不能不能不能不能驚擾牠驚擾牠驚擾牠驚擾牠。。。。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遇遇遇遇到到到到黑熊黑熊黑熊黑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詐詐詐詐死死死死，，，，那那那那些些些些都是都是都是都是虛擬虛擬虛擬虛擬故故故故事事事事。。。。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遇遇遇遇到到到到黑熊黑熊黑熊黑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爬樹爬樹爬樹爬樹逃逃逃逃生生生生，，，，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黑熊黑熊黑熊黑熊是是是是爬樹爬樹爬樹爬樹高高高高手手手手。。。。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遇遇遇遇到到到到黑熊黑熊黑熊黑熊，，，，無路無路無路無路逃逃逃逃生生生生，，，，便要便要便要便要同同同同牠牠牠牠搏搏搏搏過過過過，，，，或或或或許許許許牠牠牠牠會會會會知知知知難難難難而而而而退退退退。。。。    

    

小陳小陳小陳小陳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說說說說，，，，遇遇遇遇到到到到黑熊黑熊黑熊黑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向向向向上上上上坡坡坡坡逃逃逃逃，，，，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熊熊熊熊的的的的前前前前腳短腳短腳短腳短後後後後腳長腳長腳長腳長，，，，亦亦亦亦

是是是是爬爬爬爬山山山山能手能手能手能手，，，，逃逃逃逃走走走走的的的的方向應該方向應該方向應該方向應該是是是是下方下方下方下方斜斜斜斜行行行行，，，，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熊熊熊熊向下方向下方向下方向下方跑跑跑跑，，，，很易很易很易很易失失失失

控直滾控直滾控直滾控直滾。。。。小陳再小陳再小陳再小陳再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說說說說，，，，如果遇如果遇如果遇如果遇到到到到黑熊黑熊黑熊黑熊 BBBBBBBB，，，，唔好以為唔好以為唔好以為唔好以為牠牠牠牠們們們們    cutecutecutecute 好好好好

玩玩玩玩，，，，應該應該應該應該盡盡盡盡速逃離現速逃離現速逃離現速逃離現埸埸埸埸，，，，因為很多時因為很多時因為很多時因為很多時母熊母熊母熊母熊就在就在就在就在附近附近附近附近，，，，為為為為保保保保謢牠謢牠謢牠謢牠的的的的 BBBBBBBB，，，，

牠牠牠牠會會會會更兇惡更兇惡更兇惡更兇惡。。。。    

    

行山前行山前行山前行山前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我們已做好準備我們已做好準備我們已做好準備我們已做好準備，，，，還還還還記記記記得因為要在得因為要在得因為要在得因為要在山山山山中中中中午午午午餐餐餐餐，，，，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旅旅旅旅

遊遊遊遊車車車車在在在在市市市市內一間內一間內一間內一間麵麵麵麵包店停包店停包店停包店停下下下下，，，，團團團團員蜂湧員蜂湧員蜂湧員蜂湧入入入入內內內內，，，，一會一會一會一會兒兒兒兒便便便便將將將將該該該該店的店的店的店的麵麵麵麵包包包包

買光買光買光買光，，，，那店主收那店主收那店主收那店主收銀銀銀銀也收唔也收唔也收唔也收唔切切切切，，，，唔唔唔唔知知知知那天那天那天那天發發發發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甚麼甚麼甚麼甚麼事事事事。。。。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當當當當日日日日，，，，天天天天朗氣朗氣朗氣朗氣清清清清，，，，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從從從從瓦瓦瓦瓦拉拉拉拉米步道米步道米步道米步道口口口口

出出出出發發發發，，，，分分分分 AAAA 組組組組及及及及 BBBB 組組組組，，，，AAAA 組由組由組由組由    PeterPeterPeterPeter    LookLookLookLook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以以以以黃麻黃麻黃麻黃麻((((地地地地名名名名))))為為為為總總總總站站站站，，，，單單單單程程程程 9999....5555 公公公公

里里里里，，，，BBBB 組由組由組由組由小陳小陳小陳小陳率領率領率領率領，，，，終終終終站站站站為為為為佳佳佳佳心心心心((((地地地地名名名名))))，，，，

單單單單程程程程為為為為 4444....5555 公公公公里里里里。。。。我當然是我當然是我當然是我當然是屬屬屬屬於於於於 AAAA 組組組組((((共共共共 11113333

人人人人))))，，，，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行行行行了了了了 1111....5555 公公公公里里里里，，，，通過通過通過通過山風第山風第山風第山風第一一一一號號號號

吊吊吊吊橋橋橋橋，，，，便見便見便見便見山風山風山風山風瀑布瀑布瀑布瀑布，，，，不過水不過水不過水不過水量量量量不大不大不大不大，，，，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行山行山行山行山最有最有最有最有趣趣趣趣的是的是的是的是行吊行吊行吊行吊橋橋橋橋，，，，那那那那些吊些吊些吊些吊橋橋橋橋應該叫應該叫應該叫應該叫鐵鐵鐵鐵

索懸橋索懸橋索懸橋索懸橋，，，，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山與山之山與山之山與山之山與山之間間間間兩兩兩兩面都是面都是面都是面都是用鐵索連用鐵索連用鐵索連用鐵索連

著著著著，，，，腳踏腳踏腳踏腳踏的是的是的是的是木板木板木板木板，，，，天天天天祥祥祥祥的的的的吊吊吊吊橋橋橋橋就就就就結結結結實實實實得得得得

多多多多，，，，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兩兩兩兩面的面的面的面的橋座橋座橋座橋座是是是是用鋼根用鋼根用鋼根用鋼根水水水水泥泥泥泥做的做的做的做的，，，，而而而而

這裡的便這裡的便這裡的便這裡的便較較較較為為為為簡陋簡陋簡陋簡陋，，，，行行行行過過過過之之之之時時時時搖搖搖搖搖搖搖搖下下下下，，，，每每每每度度度度

橋橋橋橋都都都都寫寫寫寫明不可明不可明不可明不可超超超超過多過多過多過多少少少少人人人人，，，，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行行行行過的有標過的有標過的有標過的有標

明最多明最多明最多明最多二二二二十十十十個人個人個人個人，，，，亦亦亦亦有一有一有一有一些同些同些同些同一時間內一時間內一時間內一時間內，，，，祗祗祗祗    

可可可可容納四容納四容納四容納四個人通過個人通過個人通過個人通過，，，，一會一會一會一會兒兒兒兒我們便過了我們便過了我們便過了我們便過了山風第山風第山風第山風第二二二二號吊號吊號吊號吊橋橋橋橋，，，，跟跟跟跟著著著著沿沿沿沿途途途途都都都都

是是是是密密密密林林林林，，，，間中也間中也間中也間中也遇遇遇遇到一到一到一到一些些些些警警警警告牌告牌告牌告牌，，，，如如如如小小小小心心心心毒毒毒毒蜂蜂蜂蜂，，，，小小小小心心心心毒毒毒毒蛇蛇蛇蛇，，，，小小小小心心心心黑黑黑黑

熊熊熊熊，，，，可真可真可真可真嚇嚇嚇嚇人人人人。。。。    

    

出出出出乎乎乎乎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意意意意料外料外料外料外，，，，這這這這段段段段路雖然路雖然路雖然路雖然長長長長，，，，但但但但較較較較平平平平坦坦坦坦，，，，很快我們便到了很快我們便到了很快我們便到了很快我們便到了佳佳佳佳心心心心。。。。

行山活動行山活動行山活動行山活動其其其其實實實實可可可可粗粗粗粗分分分分三三三三種種種種，，，，第第第第一種是我們一種是我們一種是我們一種是我們現現現現在這種以在這種以在這種以在這種以步行方步行方步行方步行方式式式式的的的的行行行行

山山山山，，，，快快快快慢慢慢慢不是重點不是重點不是重點不是重點，，，，而是一路而是一路而是一路而是一路行行行行一路一路一路一路欣賞周圍欣賞周圍欣賞周圍欣賞周圍景景景景色色色色。。。。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種是種是種是種是近近近近年年年年興興興興

起起起起的的的的跑跑跑跑山山山山，，，，如如如如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毅毅毅毅行行行行者者者者」」」」，，，，四四四四人一人一人一人一組跑組跑組跑組跑 100100100100 公公公公里里里里的的的的麥麥麥麥理理理理浩徑浩徑浩徑浩徑，，，，

日日日日以以以以繼繼繼繼夜夜夜夜，，，，跑跑跑跑足足足足四四四四十十十十至至至至五五五五十十十十多小時多小時多小時多小時，，，，背背背背著的是著的是著的是著的是輕輕輕輕便的便的便的便的背囊背囊背囊背囊水水水水袋袋袋袋，，，，當然當然當然當然

途途途途中有食中有食中有食中有食物物物物補充補充補充補充。。。。其其其其實實實實這是馬拉這是馬拉這是馬拉這是馬拉松松松松跑跑跑跑步步步步的的的的變變變變種種種種，，，，由由由由大馬路大馬路大馬路大馬路跑轉跑轉跑轉跑轉為小為小為小為小山山山山

路路路路跑跑跑跑，，，，我個人不我個人不我個人不我個人不贊成贊成贊成贊成這種這種這種這種運運運運動動動動，，，，因為在因為在因為在因為在山山山山中中中中夜夜夜夜跑跑跑跑很很很很危危危危險險險險，，，，而而而而且且且且極極極極度度度度破破破破

壞壞壞壞自然自然自然自然環環環環境境境境。。。。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種是種是種是種是登登登登山山山山，，，，即是即是即是即是行山行行山行行山行行山行到到到到山山山山頂頂頂頂，，，，年年年年青青青青時時時時行行行行過過過過鳳凰鳳凰鳳凰鳳凰山山山山，，，，八八八八仙嶺仙嶺仙嶺仙嶺及及及及南南南南

蛇蛇蛇蛇尖尖尖尖等等等等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高山幾次高山幾次高山幾次高山幾次，，，，以為自已好以為自已好以為自已好以為自已好叻叻叻叻，，，，但但但但一一一一山山山山還有一還有一還有一還有一山高山高山高山高，，，，出來看看出來看看出來看看出來看看

原原原原來還有來還有來還有來還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高山高山高山高山，，，，可可可可惜惜惜惜超超超超過過過過 4000400040004000 公公公公尺尺尺尺的的的的高山高山高山高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己經無己經無己經無己經無緣緣緣緣，，，，

但但但但在在在在 basbasbasbaseeee----ccccampampampamp    望望望望上那上那上那上那些山些山些山些山尖尖尖尖，，，，也是一種很大的也是一種很大的也是一種很大的也是一種很大的滿足滿足滿足滿足。。。。    

    



從佳從佳從佳從佳心心心心出出出出發發發發，，，，經過一個經過一個經過一個經過一個紀念碑紀念碑紀念碑紀念碑((((是有是有是有是有關關關關日日日日治治治治時時時時期日期日期日期日本本本本警警警警察察察察與原與原與原與原住住住住民民民民衝突衝突衝突衝突

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便到便到便到便到達黃麻達黃麻達黃麻達黃麻，，，，我們就在我們就在我們就在我們就在黃麻黃麻黃麻黃麻吃吃吃吃午午午午餐餐餐餐。。。。根根根根據據據據原原原原先的先的先的先的行程行程行程行程安安安安排排排排，，，，吃吃吃吃

完完完完午午午午餐便要餐便要餐便要餐便要折折折折回回回回，，，，我們這我們這我們這我們這幾幾幾幾個個個個壞孩壞孩壞孩壞孩子子子子卻卻卻卻對這對這對這對這段段段段路路路路程心程心程心程心有不有不有不有不甘甘甘甘，，，，因為對因為對因為對因為對

我們來說我們來說我們來說我們來說實實實實在太在太在太在太容容容容易了易了易了易了，，，，看見時間尚早看見時間尚早看見時間尚早看見時間尚早，，，，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幾幾幾幾個便自個便自個便自個便自動動動動升升升升級為級為級為級為 AAAA++++

組組組組，，，，繼繼繼繼續前行續前行續前行續前行，，，，行行行行得得得得幾幾幾幾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幾幾幾幾多多多多，，，，總總總總言言言言之之之之在在在在下下下下午午午午三三三三點點點點半半半半前前前前返返返返回回回回到出到出到出到出發發發發

點點點點。。。。於是我們於是我們於是我們於是我們向前行向前行向前行向前行，，，，不不不不，，，，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是是是是向前向前向前向前跑跑跑跑，，，，我們又過了我們又過了我們又過了我們又過了黃麻黃麻黃麻黃麻第第第第一一一一號吊號吊號吊號吊

橋橋橋橋及及及及第第第第二二二二號吊號吊號吊號吊橋橋橋橋，，，，這這這這些吊些吊些吊些吊橋更橋更橋更橋更加加加加簡陋簡陋簡陋簡陋，，，，一個人經過都已經一個人經過都已經一個人經過都已經一個人經過都已經搖搖搖搖擺擺擺擺不定不定不定不定，，，，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腳踏木板腳踏木板腳踏木板腳踏木板也已也已也已也已損損損損壞壞壞壞，，，，我們都小我們都小我們都小我們都小心心心心翼翼翼翼翼翼翼翼，，，，兩兩兩兩手手手手緊握緊握緊握緊握著著著著鐵索鐵索鐵索鐵索而而而而行行行行，，，，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掉掉掉掉了了了了下下下下去去去去，，，，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深谷深谷深谷深谷，，，，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    

    

本本本本來我們來我們來我們來我們想想想想去到去到去到去到瓦瓦瓦瓦拉拉拉拉米山米山米山米山屋屋屋屋((((日日日日治治治治時時時時期日期日期日期日警警警警駐守駐守駐守駐守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現現現現在是在是在是在是行山行山行山行山者者者者

的中的中的中的中途途途途住住住住宿宿宿宿點點點點))))因為時間因為時間因為時間因為時間限制限制限制限制，，，，過了過了過了過了黃麻黃麻黃麻黃麻第第第第二二二二號吊號吊號吊號吊橋橋橋橋，，，，再再再再行行行行了一了一了一了一段段段段便便便便折折折折

回回回回。。。。回程回程回程回程途途途途中也是中也是中也是中也是跑跑跑跑的的的的。。。。    

    

不不不不久久久久便便便便追追追追上了上了上了上了    PeterPeterPeterPeter    LookLookLookLook    的的的的 AAAA 組組組組。。。。由由由由於有於有於有於有些些些些組員組員組員組員要去洗手間要去洗手間要去洗手間要去洗手間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呆呆呆呆著地著地著地著地等等等等。。。。    

    

PeterPeterPeterPeter    LookLookLookLook 說說說說：：：：「「「「都係一條路都係一條路都係一條路都係一條路，，，，你你你你可以先可以先可以先可以先行行行行。。。。」」」」    

    

我說我說我說我說：：：：「「「「不不不不行行行行，，，，倘若遇倘若遇倘若遇倘若遇到到到到黑熊怎辦黑熊怎辦黑熊怎辦黑熊怎辦？？？？」」」」    

    

PeterPeterPeterPeter    LookLookLookLook 笑道笑道笑道笑道::::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你你你你遇遇遇遇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便便便便應該應該應該應該買買買買六六六六合合合合彩彩彩彩。。。。」」」」    

    

於是我便自己一人先於是我便自己一人先於是我便自己一人先於是我便自己一人先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了很了很了很了很久久久久都不見都不見都不見都不見前方前方前方前方的團的團的團的團友友友友，，，，這條這條這條這條

路我路我路我路我走走走走過過過過，，，，且且且且沒有分沒有分沒有分沒有分歧歧歧歧路路路路，，，，我便我便我便我便加加加加快快快快步步步步伐伐伐伐，，，，突突突突然間然間然間然間，，，，在在在在左左左左下方下方下方下方的的的的叢叢叢叢林林林林

中中中中，，，，沙沙沙沙沙沙沙沙作作作作嚮嚮嚮嚮，，，，我定一定我定一定我定一定我定一定神神神神，，，，肯肯肯肯定定定定是有一是有一是有一是有一隻動隻動隻動隻動物物物物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移動移動移動移動，，，，我那我那我那我那刻刻刻刻

心心心心中中中中發發發發毛毛毛毛，，，，也不也不也不也不理理理理甚麼甚麼甚麼甚麼，，，，急步急步急步急步的的的的向前方向前方向前方向前方跑跑跑跑去去去去，，，，跑跑跑跑呀呀呀呀，，，，跑跑跑跑呀呀呀呀，，，，冷汗流冷汗流冷汗流冷汗流完完完完

到到到到熱汗流熱汗流熱汗流熱汗流，，，，過了一會過了一會過了一會過了一會，，，，才才才才見到見到見到見到前方前方前方前方的團的團的團的團友友友友，，，，跟跟跟跟著上著上著上著上回旅遊回旅遊回旅遊回旅遊車車車車，，，，心心心心才才才才定定定定

了了了了下下下下來來來來，，，，不過沒有不過沒有不過沒有不過沒有和和和和團團團團友友友友說說說說起起起起，，，，怕怕怕怕他們他們他們他們笑笑笑笑。。。。    

        



    

 
( 1 3 )  

 

前兩次來台灣前兩次來台灣前兩次來台灣前兩次來台灣 ，，，， 團團團團友友友友都有都有都有都有親親親親屬屬屬屬居居居居住住住住在這裡在這裡在這裡在這裡 ，，，，雖雖雖雖然然然然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 祇祇祇祇 是是是是他他他他們們們們親親親親屬屬屬屬

的的的的朋友朋友朋友朋友，，，，也也也也都都都都受受受受到到到到很熱很熱很熱很熱情情情情的的的的招招招招待待待待，，，， 這些這些這些這些經經經經歷歷歷歷使使使使我我我我覺覺覺覺得台灣人得台灣人得台灣人得台灣人 ，，，，民風民風民風民風敦敦敦敦

厚厚厚厚，，，， 人人人人情情情情味味味味濃濃濃濃，，，， 沒有香港人的沒有香港人的沒有香港人的沒有香港人的「「「「勢勢勢勢利利利利」」」」；；；；還記得有一次與同還記得有一次與同還記得有一次與同還記得有一次與同房房房房在在在在街街街街上上上上

逛逛逛逛，，，， 看看看看見見見見一個生一個生一個生一個生果檔果檔果檔果檔在開在開在開在開箱箱箱箱，，，，那那那那是是是是泰泰泰泰國國國國來的來的來的來的榴槤榴槤榴槤榴槤，，，， 我我我我和和和和同同同同房房房房都愛都愛都愛都愛吃吃吃吃榴榴榴榴

槤槤槤槤，，，，於於於於是上前是上前是上前是上前問問問問價價價價，，，， 不不不不貴貴貴貴，，，，約約約約 NNNN T$T$T$T$ 100100100100 一台一台一台一台斤斤斤斤 ((((約約約約 6666 00g00g00g00gmmmm )))) ，，，，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中中中中型型型型

的要的要的要的要 NNNN T$T$T$T$ 300300300300 多多多多 ，，，， 抵抵抵抵食食食食，，，，於於於於是是是是買買買買了個了個了個了個並並並並叫叫叫叫檔檔檔檔主主主主剖剖剖剖開開開開 ，，，，檔檔檔檔主主主主卻卻卻卻很很很很遲疑遲疑遲疑遲疑，，，，

說說說說道道道道：：：：「「「「這些這些這些這些榴槤榴槤榴槤榴槤要要要要放放放放兩三天才兩三天才兩三天才兩三天才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不不不不肯肯肯肯替替替替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剖剖剖剖開開開開 。。。。 我們祇我們祇我們祇我們祇好好好好

說說說說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改改改改天才來天才來天才來天才來買吧買吧買吧買吧」」」」。。。。 這真不可這真不可這真不可這真不可思思思思議議議議，，，， 在在在在其他地其他地其他地其他地方方方方，，，，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是是是是賣賣賣賣左左左左俾俾俾俾你兼你兼你兼你兼收收收收埋埋埋埋你錢你錢你錢你錢，，，，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的的的的關關關關人人人人 ，，，， 與團與團與團與團友友友友談談談談起起起起 ，，，，他他他他們都不以為們都不以為們都不以為們都不以為

意意意意，，，，反反反反而而而而說說說說飯飯飯飯店及店及店及店及旅遊車會因旅遊車會因旅遊車會因旅遊車會因榴榴榴榴連連連連的的的的特特特特殊殊殊殊氣氣氣氣味味味味，，，，而而而而拒絕拒絕拒絕拒絕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入入入入內內內內或或或或上上上上

車車車車 ，，，， 再再再再講講講講落落落落去去去去，，，， 我說我我說我我說我我說我吃吃吃吃了才上旅遊車了才上旅遊車了才上旅遊車了才上旅遊車吧吧吧吧，，，，他他他他們都說們都說們都說們都說唔好唔好唔好唔好，，，，OKOKOKOK，，，，唔食唔食唔食唔食

就唔食就唔食就唔食就唔食，，，， 這這這這就就就就是是是是集集集集體體體體主主主主義義義義。。。。     

        

小小小小陳陳陳陳介紹介紹介紹介紹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飯店飯店飯店飯店洗洗洗洗衣衣衣衣，，，， NNNN T$T$T$T$ 100100100100 一一一一袋袋袋袋，，，，

這真這真這真這真省省省省卻卻卻卻了我的了我的了我的了我的許許許許多多多多麻煩麻煩麻煩麻煩，，，， 因為來台因為來台因為來台因為來台已已已已有十有十有十有十

天天天天 ，，，，帶帶帶帶來的來的來的來的衣服衣服衣服衣服都著過一次以上都著過一次以上都著過一次以上都著過一次以上 ，，，， 內內內內衣衣衣衣褲褲褲褲雖雖雖雖

然然然然有洗有洗有洗有洗 ，，，，但但但但在在在在酒酒酒酒店店店店內內內內很很很很難難難難涼涼涼涼乾乾乾乾，，，， 有些內有些內有些內有些內衣衣衣衣褲褲褲褲

底底底底面面面面已已已已各各各各穿穿穿穿一次一次一次一次 ，，，， 本來一個本來一個本來一個本來一個袋袋袋袋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塞塞塞塞滿滿滿滿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洗的洗的洗的洗的衣衣衣衣物物物物，，，，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 NNNN T$T$T$T$ 100100100100 實實實實在在在在太太太太平平平平，，，，結結結結果果果果我我我我

都是都是都是都是分分分分開兩開兩開兩開兩袋袋袋袋，，，，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佔佔佔佔人家人家人家人家太太太太多便多便多便多便宜宜宜宜。。。。他他他他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真是真是真是真是好好好好，，，，晚晚晚晚上上上上八八八八時前時前時前時前交交交交去去去去，，，， 翌日翌日翌日翌日八八八八時時時時         
前便全前便全前便全前便全部部部部洗洗洗洗好好好好乾乾乾乾好好好好摺摺摺摺好好好好送送送送回回回回飯飯飯飯店店店店。。。。     

        

    

這一天我們這一天我們這一天我們這一天我們將將將將離離離離開台開台開台開台東東東東，，，， 早上在早上在早上在早上在酒酒酒酒店店店店

吃吃吃吃早早早早餐餐餐餐，，，，見見見見到到到到許許許許多多多多雄雄雄雄抖抖抖抖抖抖抖抖的的的的男女男女男女男女健健健健

兒兒兒兒，，，，打打打打聽聽聽聽之下之下之下之下 ，，，， 原來是台原來是台原來是台原來是台東舉東舉東舉東舉辦辦辦辦鐵鐵鐵鐵人人人人

三三三三項項項項賽賽賽賽，，，，即即即即跑跑跑跑步步步步，，，，游泳游泳游泳游泳及及及及踏踏踏踏單單單單車車車車 ，，，，而而而而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住住住住的的的的飯飯飯飯店店店店是這是這是這是這項項項項比比比比賽賽賽賽的註的註的註的註冊冊冊冊點點點點 ，，，，

看看看看見他見他見他見他們的們的們的們的體形體形體形體形，，，，運動運動運動運動服服服服裝裝裝裝及及及及名貴名貴名貴名貴的的的的

專業專業專業專業比比比比賽賽賽賽單單單單車車車車 ，，，， 真是真是真是真是使使使使我我我我羨羨羨羨慕慕慕慕，，，，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跑跑跑跑次次次次馬馬馬馬拉松拉松拉松拉松多多多多好好好好，，，，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的的的的 ，，，，跑跑跑跑個個個個半半半半馬馬馬馬 ((((即即即即 2222 0000 公公公公里里里里 ))))也也也也是是是是好好好好的的的的 。。。。     

在台在台在台在台東東東東，，，，離離離離開前我們還到開前我們還到開前我們還到開前我們還到訪訪訪訪了一了一了一了一處處處處叫叫叫叫慈慈慈慈濟濟濟濟佛教佛教佛教佛教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的的的的地地地地方方方方。。。。 這這這這地地地地方方方方也也也也

很特很特很特很特別別別別，，，， 是是是是 50505050 多多多多年年年年前前前前由由由由幾位比幾位比幾位比幾位比丘丘丘丘尼始尼始尼始尼始建建建建，，，， 她們她們她們她們自自自自耕耕耕耕自自自自作一些作一些作一些作一些手手手手工工工工業業業業，，，，

由由由由一間小一間小一間小一間小庵庵庵庵堂堂堂堂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擴擴擴擴建建建建又又又又擴擴擴擴建建建建，，，， 才才才才能能能能達到達到達到達到現現現現在的在的在的在的規規規規模模模模。。。。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參觀參觀參觀參觀的的的的

是是是是他他他他們的工作們的工作們的工作們的工作坊坊坊坊，，，， 看了看了看了看了他他他他們的發們的發們的發們的發展展展展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外面還有外面還有外面還有外面還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農田農田農田農田是她們是她們是她們是她們耕耕耕耕

種種種種的的的的 。。。。 有一點有一點有一點有一點特特特特別提別提別提別提一一一一提提提提，，，，佛佛佛佛家家家家提提提提出出出出 十十十十戒戒戒戒，，，， 她們她們她們她們另加另加另加另加兩兩兩兩戒戒戒戒，，，，就就就就是不是不是不是不參參參參

予予予予遊行遊行遊行遊行示示示示威威威威，，，， 不不不不參參參參予予予予政政政政治治治治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有團有團有團有團友友友友問問問問她們的大她們的大她們的大她們的大雄雄雄雄寶寶寶寶殿殿殿殿，，，， 她們說在她們說在她們說在她們說在維修維修維修維修中中中中，，，， 不便不便不便不便參觀參觀參觀參觀，，，， 我我我我相信相信相信相信都是都是都是都是

婉卻婉卻婉卻婉卻的的的的托托托托辭辭辭辭，，，，事事事事實實實實上上上上 我們又不是我們又不是我們又不是我們又不是佛教佛教佛教佛教徒徒徒徒，，，， 人家的大人家的大人家的大人家的大雄雄雄雄寶寶寶寶殿殿殿殿是是是是莊莊莊莊嚴嚴嚴嚴的靜的靜的靜的靜

修修修修地地地地方方方方，，，， 我我我我就就就就不不不不願願願願意意意意去去去去騒騒騒騒擾擾擾擾了了了了 。。。。 這點與這點與這點與這點與其他廟其他廟其他廟其他廟宇宇宇宇，，，，特特特特別別別別是是是是國國國國內的不內的不內的不內的不



同同同同 ，，，，年年年年前前前前去去去去過過過過西西西西安及安及安及安及成都成都成都成都 ，，，，那那那那裡的裡的裡的裡的寺寺寺寺院院院院就就就就越越越越起起起起越越越越宏偉宏偉宏偉宏偉，，，，但但但但與靜與靜與靜與靜修修修修無無無無

關關關關，，，， 是為是為是為是為吸吸吸吸引引引引遊遊遊遊客客客客的的的的 ，，，，佛佛佛佛像像像像就就就就越越越越做做做做越越越越多多多多越越越越大大大大 ，，，， 我想我想我想我想如果如果如果如果真真真真心心心心要要要要積積積積功功功功

德德德德，，，， 不不不不如如如如將將將將那那那那些些些些心心心心力力力力，，，，建建建建多一些多一些多一些多一些堅堅堅堅固固固固的的的的民民民民居居居居，，，，廉租廉租廉租廉租或或或或廉售予廉售予廉售予廉售予有有有有需需需需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人人人人 ，，，，慈慈慈慈濟濟濟濟在台在台在台在台東建東建東建東建造造造造及及及及經營經營經營經營一一一一座座座座很很很很有有有有規規規規模模模模的醫的醫的醫的醫院院院院，，，， 她們的她們的她們的她們的方方方方向是向是向是向是正正正正確確確確

的的的的 。。。。     

        

旅遊車旅遊車旅遊車旅遊車離離離離開台開台開台開台東東東東，，，， 要到台灣的要到台灣的要到台灣的要到台灣的南南南南端端端端墾丁墾丁墾丁墾丁，，，， 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 ：：：： 台台台台東東東東這這這這地地地地方方方方真真真真好好好好，，，，

吃吃吃吃有新有新有新有新鮮鮮鮮鮮海海海海魚魚魚魚、、、、野野野野菜菜菜菜、、、、關關關關山山山山米米米米，，，， 洗洗洗洗衣服衣服衣服衣服又便又便又便又便宜宜宜宜，，，， 生生生生活活活活消消消消費費費費低低低低，，，，居居居居民民民民又又又又

誠懇誠懇誠懇誠懇有有有有禮禮禮禮，，，， 是一是一是一是一處處處處退休退休退休退休後後後後值值值值得得得得停留停留停留停留的的的的好地好地好地好地方方方方。。。。隨隨隨隨後我們到了一後我們到了一後我們到了一後我們到了一處處處處北北北北迴迴迴迴

歸歸歸歸線線線線的的的的觀觀觀觀光點光點光點光點 ，，，， 還有一還有一還有一還有一處處處處叫叫叫叫「「「「水水水水向上向上向上向上流流流流」」」」的的的的地地地地方方方方。。。。 所謂所謂所謂所謂水水水水向上向上向上向上流流流流，，，， 是是是是

有一有一有一有一條條條條灌溉灌溉灌溉灌溉用用用用的的的的排排排排水水水水溝溝溝溝，，，，直直直直覺覺覺覺上真是上真是上真是上真是水水水水向上向上向上向上方方方方流流流流，，，，角度角度角度角度是是是是微微微微微微微微上上上上斜斜斜斜，，，，

團團團團友中友中友中友中有有有有許許許許多是多是多是多是念念念念物物物物理理理理的的的的、、、、念念念念工程的工程的工程的工程的、、、、念念念念地地地地理理理理的的的的 ，，，，各各各各自自自自提提提提出出出出他他他他們的們的們的們的論論論論

點點點點及及及及論論論論據據據據，，，，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就就就就沒有沒有沒有沒有官方官方官方官方的的的的正式正式正式正式的的的的答案答案答案答案，，，，但但但但有有有有嘢嘢嘢嘢講講講講大家便開大家便開大家便開大家便開心心心心，，，，很很很很

快快快快我們便從台灣的我們便從台灣的我們便從台灣的我們便從台灣的東東東東面面面面 ，，，，轉轉轉轉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台灣的台灣的台灣的台灣的西西西西面面面面 。。。。  

 

    

  
( 1 4 )  

 

小陳又說小陳又說小陳又說小陳又說，，，，我帶我帶我帶我帶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環環環環島島島島團這團這團這團這麼久麼久麼久麼久，，，，很很很很少少少少會在會在會在會在墾丁墾丁墾丁墾丁過過過過夜夜夜夜，，，，何況何況何況何況是是是是三三三三晚晚晚晚

這這這這麼麼麼麼多多多多。。。。這也是事這也是事這也是事這也是事實實實實，，，，一一一一般般般般的的的的環環環環島島島島團都是停花蓮或團都是停花蓮或團都是停花蓮或團都是停花蓮或台東台東台東台東，，，，再再再再往往往往墾丁墾丁墾丁墾丁公公公公

園園園園及及及及南南南南端端端端海海海海岸岸岸岸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同日同日同日同日便便便便打打打打道道道道到到到到高高高高雄雄雄雄或或或或台台台台南南南南過過過過夜夜夜夜。。。。    

    

從從從從台東往台東往台東往台東往墾丁墾丁墾丁墾丁，，，，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沿沿沿沿著著著著東東東東面的海面的海面的海面的海岸線岸線岸線岸線走走走走，，，，而是而是而是而是轉轉轉轉入入入入內內內內陸陸陸陸，，，，到到到到達達達達西岸西岸西岸西岸

時時時時才才才才沿沿沿沿海海海海邊邊邊邊南南南南下下下下。。。。這這這這段段段段路也很路也很路也很路也很別別別別緻緻緻緻，，，，開開開開始始始始時見到一時見到一時見到一時見到一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的的的的番番番番鬼鬼鬼鬼荔枝荔枝荔枝荔枝((((本本本本

地人地人地人地人叫叫叫叫悉悉悉悉迦迦迦迦))))果果果果園園園園，，，，後來又是一後來又是一後來又是一後來又是一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的的的的金針金針金針金針花花花花菜田菜田菜田菜田，，，，金針金針金針金針花當時花當時花當時花當時開開開開得得得得滿滿滿滿

園皆園皆園皆園皆是是是是，，，，頗頗頗頗為好看為好看為好看為好看。。。。當當當當旅遊旅遊旅遊旅遊車到了車到了車到了車到了西西西西面面面面，，，，卻卻卻卻是一是一是一是一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的香的香的香的香蕉園蕉園蕉園蕉園及及及及鳳梨鳳梨鳳梨鳳梨

園園園園，，，，可見在不可見在不可見在不可見在不同同同同的地的地的地的地區區區區，，，，農農農農民民民民就因不就因不就因不就因不同同同同的的的的氣候氣候氣候氣候及及及及土土土土壤壤壤壤，，，，種種種種植植植植不不不不同同同同的作的作的作的作

物物物物。。。。    

    

午午午午餐時小陳帶我們到一餐時小陳帶我們到一餐時小陳帶我們到一餐時小陳帶我們到一處叫處叫處叫處叫「「「「小小小小杜飽杜飽杜飽杜飽子子子子」」」」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他說這店他說這店他說這店他說這店極極極極負負負負盛盛盛盛

名名名名，，，，由由由由開開開開舖到舖到舖到舖到關關關關舖舖舖舖，，，，永永永永遠遠遠遠都有一條都有一條都有一條都有一條長長長長長長長長的人龍的人龍的人龍的人龍。。。。到到到到達達達達這這這這飽飽飽飽子店時子店時子店時子店時，，，，真真真真

係有條人龍在係有條人龍在係有條人龍在係有條人龍在買買買買飽飽飽飽，，，，小陳說我們好小陳說我們好小陳說我們好小陳說我們好彩彩彩彩，，，，今今今今天的是條小龍天的是條小龍天的是條小龍天的是條小龍。。。。他他他他建建建建議議議議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吃這店最出吃這店最出吃這店最出吃這店最出名名名名的大肉的大肉的大肉的大肉飽飽飽飽((((即即即即豬豬豬豬肉肉肉肉飽飽飽飽，，，，每個每個每個每個 NNNNT$40)T$40)T$40)T$40)。。。。團團團團友友友友們分們分們分們分工工工工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一會一會一會一會兒兒兒兒大肉大肉大肉大肉飽飽飽飽便到手便到手便到手便到手，，，，大小就大小就大小就大小就如如如如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傳統傳統傳統傳統的大的大的大的大飽飽飽飽，，，，香港的大香港的大香港的大香港的大飽頂部飽頂部飽頂部飽頂部是是是是

開開開開口的口的口的口的，，，，這裡的是這裡的是這裡的是這裡的是整整整整個個個個飽皮飽皮飽皮飽皮包著那包著那包著那包著那塊塊塊塊肉肉肉肉，，，，飽皮飽皮飽皮飽皮沒有香港的那沒有香港的那沒有香港的那沒有香港的那樣樣樣樣厚厚厚厚，，，，但但但但

更更更更鬆軟潔白鬆軟潔白鬆軟潔白鬆軟潔白，，，，那那那那塊塊塊塊肉也不肉也不肉也不肉也不鹹鹹鹹鹹不不不不淡淡淡淡，，，，夾夾夾夾著著著著飽皮飽皮飽皮飽皮一一一一起起起起吃吃吃吃，，，，很是可口很是可口很是可口很是可口，，，，特特特特別別別別

是是是是熱澄澄熱澄澄熱澄澄熱澄澄的的的的送送送送到到到到嘴嘴嘴嘴裡的一裡的一裡的一裡的一剎剎剎剎那那那那，，，，感感感感覺覺覺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我我我我連連連連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兩兩兩兩個大肉個大肉個大肉個大肉飽飽飽飽及一及一及一及一

個紅個紅個紅個紅豆奶豆奶豆奶豆奶油油油油甜飽甜飽甜飽甜飽((((NNNNT$T$T$T$33330)0)0)0)，，，，這就是個很這就是個很這就是個很這就是個很愜愜愜愜意意意意的的的的午午午午餐餐餐餐。。。。    

    

隨隨隨隨著我們便著我們便著我們便著我們便入入入入住在住在住在住在墾丁墾丁墾丁墾丁的一間的一間的一間的一間旅旅旅旅館館館館，，，，這這這這旅旅旅旅館不大館不大館不大館不大，，，，但但但但最最最最優勝優勝優勝優勝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座座座座落落落落在一條食在一條食在一條食在一條食街街街街，，，，除除除除兩邊兩邊兩邊兩邊店舖食店舖食店舖食店舖食肆肆肆肆外外外外，，，，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更更更更有有有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推推推推車車車車仔仔仔仔，，，，擺賣擺賣擺賣擺賣

著著著著各各各各式式式式各樣各樣各樣各樣的的的的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特特特特色色色色小吃小吃小吃小吃。。。。我對這我對這我對這我對這些些些些特特特特色色色色小吃無小吃無小吃無小吃無緣緣緣緣，，，，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習慣習慣習慣習慣上不上不上不上不

喜喜喜喜歡歡歡歡在在在在街邊街邊街邊街邊吃吃吃吃東西東西東西東西。。。。我就很我就很我就很我就很羨慕羨慕羨慕羨慕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同同同同房房房房，，，，他沒有我這他沒有我這他沒有我這他沒有我這些心些心些心些心理理理理障障障障礙礙礙礙，，，，

在在在在街邊街邊街邊街邊大吃大吃大吃大吃，，，，甚甚甚甚至至至至吃魚生吃魚生吃魚生吃魚生。。。。有時有時有時有時亦亦亦亦很很很很難理難理難理難理解解解解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在店舖裡吃魚生或在店舖裡吃魚生或在店舖裡吃魚生或在店舖裡吃魚生或

燒蠔燒蠔燒蠔燒蠔，，，，與與與與在在在在街邊街邊街邊街邊吃的吃的吃的吃的，，，，看看看看樣樣樣樣子食品子食品子食品子食品質素質素質素質素相差不大相差不大相差不大相差不大，，，，但但但但價錢相差價錢相差價錢相差價錢相差三三三三倍倍倍倍以以以以



上上上上，，，，而而而而    physiphysiphysiphysiccccalalalal    disdisdisdisttttanananancececece    祇祇祇祇是是是是十十十十公公公公尺尺尺尺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不過我不過我不過我不過我仍仍仍仍然然然然喜喜喜喜歡歡歡歡    

finfinfinfineeee----diningdiningdiningdining，，，，除了吃除了吃除了吃除了吃落落落落肚肚肚肚的的的的東西東西東西東西，，，，吃時的吃時的吃時的吃時的環環環環境也很重要境也很重要境也很重要境也很重要。。。。    

    

        

    

來來來來墾丁墾丁墾丁墾丁，，，，當然會去當然會去當然會去當然會去墾墾墾墾

丁丁丁丁公公公公園園園園。。。。墾丁墾丁墾丁墾丁公公公公園園園園內內內內

有很多海有很多海有很多海有很多海蝕蝕蝕蝕地地地地貌貌貌貌，，，，其其其其

實實實實整整整整個個個個台灣台灣台灣台灣，，，，都是都是都是都是幾幾幾幾

千萬千萬千萬千萬或或或或幾幾幾幾億萬億萬億萬億萬年年年年前前前前，，，，

從從從從海海海海底底底底升升升升上來的上來的上來的上來的，，，，故故故故此此此此

算算算算是是是是行行行行上上上上山山山山，，，，也見到也見到也見到也見到

許許許許多海多海多海多海蝕蝕蝕蝕洞穴洞穴洞穴洞穴及海及海及海及海蝕蝕蝕蝕

崖脊崖脊崖脊崖脊。。。。這裡的地這裡的地這裡的地這裡的地質質質質也也也也

很很很很複複複複雜雜雜雜，，，，基基基基本本本本上是上是上是上是珊瑚珊瑚珊瑚珊瑚

礁礁礁礁，，，，但但但但又有一又有一又有一又有一些石些石些石些石炭炭炭炭

岩岩岩岩的的的的溶洞溶洞溶洞溶洞，，，，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墾墾墾墾

丁丁丁丁的的的的觀觀觀觀光光光光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我們到了我們到了我們到了我們到了台灣島台灣島台灣島台灣島最最最最南南南南端端端端    ────    貓貓貓貓頭頭頭頭石石石石望望望望海海海海，，，，其其其其實實實實都沒有都沒有都沒有都沒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可可可可觀觀觀觀之處之處之處之處，，，，

衹衹衹衹是一是一是一是一片片片片汪汪汪汪洋洋洋洋，，，，但但但但碰碰碰碰到到到到陸陸陸陸客團客團客團客團湧湧湧湧至至至至，，，，我我我我左左左左穿穿穿穿右插才右插才右插才右插才逃逃逃逃出人出人出人出人群群群群。。。。有個有個有個有個陸陸陸陸

客真客真客真客真夠夠夠夠膽膽膽膽，，，，拿拿拿拿著著著著支支支支五五五五星星星星旗旗旗旗仔仔仔仔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搖搖搖搖搖搖搖搖下下下下，，，，這這這這些些些些光光光光景景景景，，，，在在在在數數數數年年年年前前前前，，，，是是是是

沒有人沒有人沒有人沒有人敢敢敢敢想想想想象象象象的的的的。。。。    

    

小陳帶我們到去小陳帶我們到去小陳帶我們到去小陳帶我們到去恆春恆春恆春恆春((((一個一個一個一個鄰鄰鄰鄰近近近近的小的小的小的小鎮鎮鎮鎮))))，，，，講講講講述述述述了那了那了那了那裏裏裏裏的一的一的一的一些古些古些古些古蹟蹟蹟蹟，，，，例例例例

如清如清如清如清朝朝朝朝建造建造建造建造的的的的古城古城古城古城牆牆牆牆。。。。小陳特小陳特小陳特小陳特別別別別介紹了介紹了介紹了介紹了電影電影電影電影《《《《海海海海角角角角七七七七號號號號》》》》    在那裡的在那裡的在那裡的在那裡的攝攝攝攝

影現影現影現影現場場場場，，，，興奮興奮興奮興奮地地地地告訴告訴告訴告訴我們那裡是我們那裡是我們那裡是我們那裡是郵局郵局郵局郵局，，，，那裡是那裡是那裡是那裡是男男男男主主主主角居角居角居角居住的小屋住的小屋住的小屋住的小屋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不過我就無不過我就無不過我就無不過我就無動動動動於中於中於中於中，，，，因為我因為我因為我因為我未未未未看過看過看過看過《《《《海海海海角角角角七七七七號號號號》》》》。。。。    

    

之之之之後後後後，，，，小陳又帶我們去一小陳又帶我們去一小陳又帶我們去一小陳又帶我們去一處處處處沙沙沙沙灘灘灘灘，，，，指指指指著說是著說是著說是著說是該片該片該片該片男女男女男女男女主主主主角角角角相相相相遇遇遇遇    kkkkississississ    

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我們都沒有多大我們都沒有多大我們都沒有多大我們都沒有多大反應反應反應反應，，，，跟跟跟跟著小陳又著小陳又著小陳又著小陳又指指指指著一著一著一著一些些些些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游泳游泳游泳游泳或或或或曬曬曬曬

太太太太陽陽陽陽的的的的女女女女生生生生，，，，「「「「bibibibikkkkiniiniiniini    呀呀呀呀，，，，bibibibikkkkiniiniiniini    呀呀呀呀，，，，」」」」的的的的叫道叫道叫道叫道。。。。我們又是沒有我們又是沒有我們又是沒有我們又是沒有

多大多大多大多大反應反應反應反應，，，，若若若若論沙論沙論沙論沙灘灘灘灘，，，，悉尼的又大又悉尼的又大又悉尼的又大又悉尼的又大又長長長長又多又多又多又多，，，，沙沙沙沙又又又又幼白幼白幼白幼白，，，，若若若若要要要要睇睇睇睇野野野野，，，，

到悉尼的到悉尼的到悉尼的到悉尼的    CCCCooooooooggggeeeeeeee    及及及及    PPPPalmalmalmalm    bbbbeeeeaaaacccchhhheeeessss，，，，露露露露點的都多的是點的都多的是點的都多的是點的都多的是，，，，小陳真是小陳真是小陳真是小陳真是少少少少

見多怪見多怪見多怪見多怪。。。。    

    

    

        
(15)(15)(15)(15)    

    

也也也也談談台灣談談台灣談談台灣談談台灣的的的的飲飲飲飲品品品品文化文化文化文化，，，，木木木木瓜牛奶瓜牛奶瓜牛奶瓜牛奶及及及及珍珠奶茶珍珠奶茶珍珠奶茶珍珠奶茶，，，，都已都已都已都已銷聲銷聲銷聲銷聲匿匿匿匿跡跡跡跡，，，，在在在在街街街街

邊邊邊邊，，，，最最最最流流流流行行行行的是的是的是的是愛愛愛愛玉玉玉玉子子子子飲飲飲飲料料料料((((約約約約 NNNNT$T$T$T$33330)0)0)0)。。。。愛愛愛愛玉玉玉玉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實實實實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果實果實果實果實

的外的外的外的外殼殼殼殼，，，，製製製製造造造造出來後出來後出來後出來後像像像像涼涼涼涼粉一粉一粉一粉一般般般般，，，，但但但但呈呈呈呈黃色黃色黃色黃色，，，，多多多多加加加加青檸青檸青檸青檸及及及及蜜糖蜜糖蜜糖蜜糖同同同同飲飲飲飲。。。。

另另另另外外外外市市市市面有面有面有面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新新新新潮潮潮潮的的的的飲飲飲飲料店舖料店舖料店舖料店舖，，，，現現現現在在在在流流流流行行行行的是的是的是的是洛仙洛仙洛仙洛仙花花花花茶茶茶茶，，，，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誤誤誤誤會會會會

與與與與傳傳傳傳說的說的說的說的洛洛洛洛水水水水神仙神仙神仙神仙有有有有關關關關，，，，純譯純譯純譯純譯音音音音    rorororosssseeeellallallalla    而而而而矣矣矣矣。。。。洛仙洛仙洛仙洛仙花花花花沖沖沖沖水後有一水後有一水後有一水後有一

種鮮種鮮種鮮種鮮紫紫紫紫紅紅紅紅色色色色的的的的顏顏顏顏色色色色浮浮浮浮現現現現，，，，多多多多加加加加糖飲糖飲糖飲糖飲用用用用。。。。那那那那些些些些店舖還店舖還店舖還店舖還賣賣賣賣烏烏烏烏龍龍龍龍茶茶茶茶，，，，甚甚甚甚多多多多配配配配

搭搭搭搭。。。。最最最最高高高高檔檔檔檔的的的的飲飲飲飲品當然是品當然是品當然是品當然是「「「「拿鐵拿鐵拿鐵拿鐵」」」」，，，，即即即即    lalalalattettettette    咖啡咖啡咖啡咖啡，，，，在在在在    



FamilyMaFamilyMaFamilyMaFamilyMartrtrtrt    及及及及    7777----11111111 有有有有售售售售，，，，最最最最低低低低要價要價要價要價 NNNNT$60T$60T$60T$60，，，，我見過有我見過有我見過有我見過有些些些些    cocococoffffffffeeeeeeee    

shshshshoooopppp    賣賣賣賣 NTNTNTNT$120$120$120$120 一一一一杯杯杯杯，，，，是一是一是一是一碗碗碗碗高高高高檔檔檔檔牛牛牛牛肉肉肉肉麵麵麵麵的價的價的價的價錢了錢了錢了錢了。。。。    

    

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旅旅旅旅館外的那條館外的那條館外的那條館外的那條夜夜夜夜市市市市街街街街也很特也很特也很特也很特別別別別，，，，除了吃除了吃除了吃除了吃

之之之之外外外外，，，，因為因為因為因為接接接接近近近近沙沙沙沙灘灘灘灘，，，，有有有有許許許許多店舖是多店舖是多店舖是多店舖是賣泳賣泳賣泳賣泳衣衣衣衣及及及及

沙沙沙沙灘灘灘灘用用用用品的品的品的品的；；；；最特最特最特最特別別別別的是有一的是有一的是有一的是有一些遊些遊些遊些遊戲戲戲戲店店店店。。。。我我我我開開開開

頭以為是頭以為是頭以為是頭以為是麻麻麻麻雀雀雀雀館館館館，，，，但但但但很多小很多小很多小很多小孩孩孩孩子在那裡子在那裡子在那裡子在那裡，，，，入入入入內內內內

一看一看一看一看，，，，原原原原來是來是來是來是用麻用麻用麻用麻雀雀雀雀作作作作橫橫橫橫直直直直的的的的    bingbingbingbingoooo    遊遊遊遊戲戲戲戲，，，，    

NNNNT$10T$10T$10T$10 便可以便可以便可以便可以開開開開始始始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遊遊遊遊戲戲戲戲，，，，中中中中獎獎獎獎的可得的可得的可得的可得毛毛毛毛公公公公            
仔仔仔仔，，，，不不不不用用用用花費多花費多花費多花費多少少少少，，，，一家大小也一家大小也一家大小也一家大小也玩玩玩玩得得得得笑笑笑笑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在這條在這條在這條在這條街街街街我我我我從從從從未未未未見過一見過一見過一見過一

個個個個警警警警察察察察或小或小或小或小販管販管販管販管理隊理隊理隊理隊巡巡巡巡員員員員，，，，在這條在這條在這條在這條街街街街擺擺擺擺擋擋擋擋的也很有的也很有的也很有的也很有秩序秩序秩序秩序，，，，這條這條這條這條街街街街製製製製造造造造

了了了了許許許許多人間多人間多人間多人間歡樂歡樂歡樂歡樂，，，，也也也也養養養養活活活活了不了不了不了不少少少少人人人人。。。。    

    

「「「「道道道道不不不不同同同同不相為不相為不相為不相為謀謀謀謀。。。。」」」」我我我我與同與同與同與同房房房房商商商商量量量量，，，，要吃好要吃好要吃好要吃好野野野野特特特特別別別別是海鮮不能是海鮮不能是海鮮不能是海鮮不能跟跟跟跟大大大大

隊隊隊隊，，，，因為人多因為人多因為人多因為人多意意意意見多見多見多見多，，，，講講講講得來鮮魚都已得來鮮魚都已得來鮮魚都已得來鮮魚都已變變變變成成成成鹹鹹鹹鹹魚魚魚魚。。。。於是我於是我於是我於是我倆倆倆倆自自自自行行行行探探探探路路路路

搵食搵食搵食搵食，，，，最後在一個後最後在一個後最後在一個後最後在一個後巷巷巷巷找到一間小店找到一間小店找到一間小店找到一間小店，，，，那裡那裡那裡那裡祇祇祇祇有有有有三三三三張張張張大大大大檯檯檯檯及及及及數數數數張張張張小小小小

檯檯檯檯，，，，前前前前晚經過時晚經過時晚經過時晚經過時高高高高朋朋朋朋滿滿滿滿座座座座，，，，有一條有一條有一條有一條金打金打金打金打的定的定的定的定律律律律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如果本如果本如果本如果本地人來地人來地人來地人來

吃吃吃吃，，，，排排排排隊隊隊隊都要吃都要吃都要吃都要吃，，，，那就一定好吃那就一定好吃那就一定好吃那就一定好吃。。。。這小店還標明自己有漁這小店還標明自己有漁這小店還標明自己有漁這小店還標明自己有漁船船船船出海出海出海出海捕捕捕捕

魚魚魚魚，，，，保保保保證證證證漁漁漁漁獲獲獲獲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新新新新鮮鮮鮮鮮。。。。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很早吃晚飯人很早吃晚飯人很早吃晚飯人很早吃晚飯，，，，這一晚這一晚這一晚這一晚六六六六時便來時便來時便來時便來，，，，在店在店在店在店前前前前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冰箱冰箱冰箱冰箱中中中中，，，，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選選選選了一條了一條了一條了一條從從從從未未未未見過的見過的見過的見過的新新新新鮮海魚鮮海魚鮮海魚鮮海魚 ( ( ( (NNNNT$T$T$T$333300)00)00)00)。。。。現代現代現代現代人人人人成成成成日日日日話要吃話要吃話要吃話要吃游游游游水水水水

魚魚魚魚，，，，此此此此言言言言差差差差矣矣矣矣，，，，游游游游水魚多水魚多水魚多水魚多數數數數是是是是養養養養魚魚魚魚，，，，未未未未出出出出運運運運前前前前一定會一定會一定會一定會同同同同佢佢佢佢沖沖沖沖個個個個孔孔孔孔雀石雀石雀石雀石

綠綠綠綠的的的的澡澡澡澡 ( ( ( (asasasas    trtrtrtradadadadeeee    pppprrrraaaactctctctiiiicececece))))，，，，以以以以殺菌消殺菌消殺菌消殺菌消毒毒毒毒，，，，雖然係雖然係雖然係雖然係    papapapartrtrtrt    pppperererer    

mmmmilliilliilliillioooonnnn，，，，魚的魚的魚的魚的皮皮皮皮膚膚膚膚就就就就吸吸吸吸唔唔唔唔少少少少，，，，我地就會吃唔我地就會吃唔我地就會吃唔我地就會吃唔少少少少。。。。雖然雖然雖然雖然專專專專家話家話家話家話你你你你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吃吃吃吃游游游游水水水水養養養養魚魚魚魚，，，，才才才才會有問會有問會有問會有問題題題題，，，，我都係我都係我都係我都係少少少少吃為吃為吃為吃為佳佳佳佳，，，，游游游游水海魚水海魚水海魚水海魚成成成成本本本本很很很很高高高高，，，，且且且且

那那那那些些些些魚魚魚魚被被被被捉捉捉捉回回回回來時來時來時來時三三三三魂魂魂魂唔見唔見唔見唔見左左左左七七七七魄魄魄魄，，，，這種這種這種這種失失失失魂魂魂魂魚魚魚魚，，，，算算算算是是是是游游游游水魚水魚水魚水魚，，，，其食其食其食其食

味味味味都大都大都大都大減減減減。。。。所所所所以以以以如果保如果保如果保如果保鮮得鮮得鮮得鮮得法法法法，，，，保保保保鮮時間鮮時間鮮時間鮮時間短短短短，，，，就係就係就係就係新新新新鮮的好魚鮮的好魚鮮的好魚鮮的好魚。。。。我對我對我對我對

店主說店主說店主說店主說用用用用薑薑薑薑用用用用蔥蒸蔥蒸蔥蒸蔥蒸那條魚那條魚那條魚那條魚，，，，另另另另外我們點了外我們點了外我們點了外我們點了灼灼灼灼蝦蝦蝦蝦，，，，蚵蚵蚵蚵仔豆仔豆仔豆仔豆腐腐腐腐及及及及鳳梨鳳梨鳳梨鳳梨苦苦苦苦瓜瓜瓜瓜

雞雞雞雞湯湯湯湯。。。。    

    

灼灼灼灼蝦先到蝦先到蝦先到蝦先到，，，，那那那那些些些些蝦是蝦是蝦是蝦是新新新新鮮的鮮的鮮的鮮的，，，，咬咬咬咬落落落落去那去那去那去那些些些些爽爽爽爽甜甜甜甜的的的的肉肉肉肉質質質質便便便便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蚵蚵蚵蚵仔豆仔豆仔豆仔豆

腐腐腐腐也很也很也很也很突突突突出出出出，，，，蚵蚵蚵蚵仔仔仔仔((((即即即即蠔蠔蠔蠔))))雖然雖然雖然雖然叫叫叫叫「「「「仔仔仔仔」」」」但但但但頗頗頗頗大大大大隻且隻且隻且隻且多多多多，，，，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火火火火

候候候候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好好好好，，，，過了過了過了過了火火火火，，，，蚵蚵蚵蚵仔仔仔仔會會會會縮縮縮縮水水水水變板變板變板變板，，，，豆豆豆豆腐腐腐腐會會會會變變變變老老老老。。。。這個這個這個這個菜菜菜菜蚵蚵蚵蚵仔仔仔仔及及及及豆豆豆豆

腐腐腐腐都都都都滑滑滑滑。。。。    

    

跟跟跟跟著著著著來的是魚來的是魚來的是魚來的是魚，，，，慘慘慘慘！！！！條魚條魚條魚條魚俾俾俾俾人人人人煎煎煎煎咗咗咗咗。。。。不不不不知知知知是是是是否否否否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國國國國語語語語不不不不靈靈靈靈使使使使店主店主店主店主聽聽聽聽

錯錯錯錯，，，，或是或是或是或是本本本本地人吃魚的地人吃魚的地人吃魚的地人吃魚的習慣習慣習慣習慣就是就是就是就是煎煎煎煎，，，，但但但但已做了出來已做了出來已做了出來已做了出來，，，，也就沒有也就沒有也就沒有也就沒有辦辦辦辦法法法法，，，，

魚還是魚還是魚還是魚還是蓋蓋蓋蓋滿滿滿滿薑薑薑薑蔥蔥蔥蔥，，，，這點沒這點沒這點沒這點沒錯錯錯錯。。。。一吃一吃一吃一吃之下之下之下之下，，，，都唔差都唔差都唔差都唔差，，，，新新新新鮮魚就係鮮魚就係鮮魚就係鮮魚就係新新新新鮮鮮鮮鮮

魚魚魚魚，，，，雖然係雖然係雖然係雖然係煎煎煎煎，，，，不是香港人的做不是香港人的做不是香港人的做不是香港人的做法法法法，，，，還是很好吃還是很好吃還是很好吃還是很好吃。。。。    

    

最後來的是湯最後來的是湯最後來的是湯最後來的是湯，，，，係好事係好事係好事係好事，，，，証証証証明係明係明係明係你你你你落落落落單他們單他們單他們單他們才才才才做做做做。。。。鳳梨鳳梨鳳梨鳳梨苦苦苦苦瓜瓜瓜瓜湯我湯我湯我湯我倆倆倆倆都都都都

從從從從未未未未吃過吃過吃過吃過，，，，苦苦苦苦瓜瓜瓜瓜是是是是白白白白玉玉玉玉苦苦苦苦瓜瓜瓜瓜，，，，較較較較正正正正式式式式的的的的苦苦苦苦瓜瓜瓜瓜苦味略遜苦味略遜苦味略遜苦味略遜，，，，而而而而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產的產的產的產的鳳鳳鳳鳳

梨梨梨梨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清清清清甜甜甜甜，，，，加加加加埋一埋一埋一埋一些些些些去了去了去了去了皮皮皮皮的的的的雞雞雞雞件同件同件同件同煲煲煲煲，，，，這個湯就是有這個湯就是有這個湯就是有這個湯就是有苦苦苦苦中有中有中有中有甘甘甘甘，，，，

甘甘甘甘中有中有中有中有苦苦苦苦的自然的自然的自然的自然味味味味。。。。埋單埋單埋單埋單 NNNNT$1200T$1200T$1200T$1200，，，，每人每人每人每人 NNNNT$600T$600T$600T$600，，，，即即即即 A$20A$20A$20A$20，，，，邊邊邊邊度度度度

搵搵搵搵。。。。    

    



        
(16)(16)(16)(16)    

    

邊邊邊邊度度度度搵搵搵搵？？？？現代現代現代現代的的的的電電電電子子子子技術技術技術技術真真真真厲害厲害厲害厲害，，，，有團有團有團有團友友友友    ddddoooowwwwnlnlnlnlooooadadadad    了了了了《《《《海海海海角角角角七七七七號號號號》》》》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給給給給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往往往往阿阿阿阿里里里里山山山山途途途途中中中中欣賞欣賞欣賞欣賞，，，，《《《《海海海海角角角角七七七七號號號號》》》》    當年在當年在當年在當年在台灣台灣台灣台灣首首首首影影影影，，，，打打打打

破破破破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歷歷歷歷來來來來本本本本土土土土電影電影電影電影的最的最的最的最高高高高票票票票房紀房紀房紀房紀錄錄錄錄。。。。    

    

我看了這我看了這我看了這我看了這電影電影電影電影，，，，卻卻卻卻有有有有另另另另一種感一種感一種感一種感受受受受。。。。《《《《海海海海角角角角七七七七號號號號》》》》    是是是是沿沿沿沿著上中著上中著上中著上中下三線發下三線發下三線發下三線發

展展展展的的的的，，，，上上上上線線線線是是是是講日講日講日講日治治治治時時時時代代代代，，，，一個一個一個一個日本日本日本日本男男男男子子子子，，，，到到到到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教教教教書書書書，，，，邂逅邂逅邂逅邂逅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

台灣少台灣少台灣少台灣少女女女女並並並並相相相相戀戀戀戀，，，，但二但二但二但二次次次次大大大大戰戰戰戰結結結結束束束束，，，，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是是是是戰敗戰敗戰敗戰敗國國國國，，，，男男男男子要返子要返子要返子要返回日回日回日回日

本本本本，，，，少少少少女女女女則則則則留留留留在在在在台灣台灣台灣台灣，，，，那那那那男男男男子子子子回回回回國國國國途途途途中中中中，，，，寫寫寫寫了七了七了七了七封封封封信給信給信給信給這這這這位少位少位少位少女女女女，，，，但但但但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寄寄寄寄出出出出,,,,    後來那後來那後來那後來那男男男男子子子子離離離離世世世世,,,,    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將將將將信寄信寄信寄信寄出出出出,,,,    因為那因為那因為那因為那少少少少女女女女已已已已搬了搬了搬了搬了

家家家家，，，，收不到那收不到那收不到那收不到那些些些些信信信信，，，，當那當那當那當那少少少少女女女女收到這收到這收到這收到這些些些些信信信信時時時時，，，，她她她她時年已時年已時年已時年已邁邁邁邁。。。。    

    

下線下線下線下線是是是是講講講講一個不一個不一個不一個不願願願願意意意意做做做做郵郵郵郵差的差的差的差的郵郵郵郵差差差差，，，，就是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這個郵郵郵郵差差差差偷讀偷讀偷讀偷讀了那了那了那了那些些些些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

收收收收信信信信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信信信信件件件件，，，，所所所所以以以以恆春恆春恆春恆春那那那那郵局郵局郵局郵局在在在在劇劇劇劇情上那情上那情上那情上那麼麼麼麼重要重要重要重要。。。。另另另另外這條外這條外這條外這條線線線線是是是是講講講講

父父父父與與與與子子子子之之之之愛愛愛愛與與與與望望望望的的的的矛盾矛盾矛盾矛盾，，，，((((男男男男主主主主角角角角與與與與其其其其繼繼繼繼父父父父村村村村長長長長，，，，郵郵郵郵差差差差父父父父子子子子))))，，，，做做做做父親父親父親父親

的的的的希希希希望望望望兒兒兒兒子子子子留留留留在在在在恆春恆春恆春恆春發發發發展展展展,,,,    繼成繼成繼成繼成父父父父業業業業，，，，有有有有所所所所作為作為作為作為，，，，做做做做兒兒兒兒子的又子的又子的又子的又另另另另有有有有嚮嚮嚮嚮

往往往往。。。。    

    

中中中中線線線線是是是是講講講講男女男女男女男女主主主主角角角角的的的的交往交往交往交往，，，，男女男女男女男女主主主主角角角角當然是當然是當然是當然是靚靚靚靚仔仔仔仔靚靚靚靚女女女女，，，，劇劇劇劇情情情情方方方方面當然面當然面當然面當然

會會會會加加加加上一上一上一上一些些些些煽煽煽煽情及情及情及情及搞笑搞笑搞笑搞笑的的的的場場場場面面面面，，，，我我我我覺覺覺覺得這得這得這得這線線線線最最最最弱弱弱弱，，，，有有有有些些些些情情情情節節節節，，，，過於做過於做過於做過於做

作作作作，，，，不合情不合情不合情不合情理理理理。。。。    

    

全套全套全套全套電影電影電影電影感人感人感人感人之處之處之處之處在於上在於上在於上在於上下線下線下線下線，，，，劇劇劇劇情很地情很地情很地情很地道道道道，，，，有真有真有真有真實實實實感感感感，，，，是很是很是很是很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人人人

的的的的。。。。上上上上線線線線展展展展示示示示一個大時一個大時一個大時一個大時代代代代裡的小人裡的小人裡的小人裡的小人物物物物，，，，雖然是雖然是雖然是雖然是純純純純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愛愛愛愛情情情情，，，，卻卻卻卻在一個在一個在一個在一個

沒有得沒有得沒有得沒有得選擇選擇選擇選擇的情的情的情的情況況況況下下下下，，，，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分分分分離離離離，，，，這這這這線線線線滲滲滲滲透透透透著一種無著一種無著一種無著一種無奈奈奈奈及無及無及無及無助助助助的的的的苦苦苦苦

悶悶悶悶。。。。    

    

下線下線下線下線是是是是講兩代講兩代講兩代講兩代人的情人的情人的情人的情意結意結意結意結，，，，時時時時代代代代是是是是急速急速急速急速改變改變改變改變，，，，做做做做父親父親父親父親的的的的希希希希望望望望兒兒兒兒子子子子向向向向 AAAA

方方方方面面面面走走走走，，，，但兒但兒但兒但兒子的子的子的子的志願志願志願志願是是是是走走走走向向向向 BBBB 方方方方面面面面，，，，做做做做父親父親父親父親的不的不的不的不想想想想壓迫壓迫壓迫壓迫兒兒兒兒子子子子走走走走向向向向

AAAA，，，，祇祇祇祇得得得得從從從從不不不不同同同同的的的的途途途途徑徑徑徑帶帶帶帶引引引引，，，，做做做做兒兒兒兒子的子的子的子的努努努努力地力地力地力地向向向向 BBBB 發發發發展展展展，，，，但但但但又不又不又不又不想想想想太太太太傷傷傷傷

害父親害父親害父親害父親的的的的心心心心。。。。    

    

有有有有朋朋朋朋友友友友讀讀讀讀完龍完龍完龍完龍應台應台應台應台的的的的《《《《大大大大江江江江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對我說對我說對我說對我說：：：：「「「「原原原原來以來以來以來以前前前前的人是這的人是這的人是這的人是這樣樣樣樣悲悲悲悲

慘慘慘慘的的的的，，，，我們真是我們真是我們真是我們真是幸幸幸幸福福福福((((幸幸幸幸運運運運？？？？))))」」」」《《《《大大大大江江江江大海大海大海大海》》》》    是是是是片段片段片段片段式式式式報報報報告告告告文文文文學學學學，，，，將將將將

一一一一些些些些小小小小故故故故事事事事串串串串連連連連在一在一在一在一起起起起，，，，它它它它所展所展所展所展示示示示的的的的，，，，就就就就如同如同如同如同《《《《海海海海角角角角七七七七號號號號》》》》    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線線線線情情情情

節節節節，，，，在大時在大時在大時在大時代代代代中中中中，，，，小人小人小人小人物物物物的的的的遭遭遭遭遇遇遇遇是是是是悲慘悲慘悲慘悲慘的的的的，，，，就就就就像像像像洪濤洪濤洪濤洪濤中的一中的一中的一中的一隻隻隻隻小小小小艇艇艇艇，，，，

沖沖沖沖到那到那到那到那裏裏裏裏便要到那裡便要到那裡便要到那裡便要到那裡，，，，甚甚甚甚至至至至做做做做甚麼甚麼甚麼甚麼事事事事，，，，都不會是個人的都不會是個人的都不會是個人的都不會是個人的意意意意願願願願。。。。    

    

這也這也這也這也使使使使我我我我想起想起想起想起小陳小陳小陳小陳，，，，他是一個真真他是一個真真他是一個真真他是一個真真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的地的地的地的地道台灣道台灣道台灣道台灣人人人人，，，，作為一個作為一個作為一個作為一個導導導導

遊遊遊遊，，，，對於對於對於對於政政政政治治治治，，，，宗宗宗宗教教教教及種及種及種及種族族族族((((民族民族民族民族))))，，，，都都都都盡盡盡盡量量量量避避避避而不而不而不而不談談談談，，，，算算算算是要是要是要是要講講講講，，，，都都都都

衹衹衹衹會說事會說事會說事會說事實實實實((((fafafafactctctct ) ) ) )，，，，而不會說出自己的而不會說出自己的而不會說出自己的而不會說出自己的意意意意見見見見((((oooopinipinipinipinioooonnnn ) ) ) )。。。。經過這經過這經過這經過這十十十十

數數數數天天天天與與與與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接接接接觸觸觸觸，，，，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我們都不是我們都不是我們都不是我們都不是「「「「硬繃繃硬繃繃硬繃繃硬繃繃的的的的亞亞亞亞毛毛毛毛」」」」，，，，有時又有時又有時又有時又流露流露流露流露

了一了一了一了一些心些心些心些心底底底底裡的話裡的話裡的話裡的話，，，，他說自他說自他說自他說自古古古古以以以以來來來來台灣島台灣島台灣島台灣島就是中就是中就是中就是中國國國國的一的一的一的一部部部部份份份份，，，，太太太太遠遠遠遠的的的的

不說了不說了不說了不說了，，，，由由由由明明明明朝朝朝朝說說說說起起起起，，，，因為中因為中因為中因為中央政府央政府央政府央政府要面對及要面對及要面對及要面對及處處處處理理理理許許許許多中多中多中多中原原原原的問的問的問的問題題題題，，，，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基基基基本本本本上是上是上是上是處處處處於沒有人於沒有人於沒有人於沒有人理理理理的情的情的情的情況況況況，，，，後來後來後來後來西西西西班牙班牙班牙班牙人來了人來了人來了人來了，，，，跟跟跟跟著的是著的是著的是著的是荷荷荷荷

籣籣籣籣人人人人，，，，跟跟跟跟著是著是著是著是鄭鄭鄭鄭成成成成功功功功，，，，跟跟跟跟著是著是著是著是清清清清廷廷廷廷官官官官員員員員，，，，跟跟跟跟著是著是著是著是日本日本日本日本人人人人((((馬馬馬馬關關關關條條條條約約約約))))，，，，

跟跟跟跟著是著是著是著是國民國民國民國民政府政府政府政府((((二二二二次次次次戰戰戰戰後後後後))))，，，，跟跟跟跟著的著的著的著的國民國民國民國民黨黨黨黨(4(4(4(49999 年年年年))))，，，，在這在這在這在這幾百幾百幾百幾百年的年的年的年的台台台台

灣灣灣灣近近近近代代代代史史史史中中中中，，，，在在在在日日日日治治治治時時時時期期期期，，，，日本日本日本日本人在人在人在人在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修鐵修鐵修鐵修鐵路路路路，，，，辦辦辦辦學學學學校校校校，，，，為為為為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人人人

帶來帶來帶來帶來文文文文明明明明，，，，所所所所以以以以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對人對人對人對日本日本日本日本人人人人反反反反感不大感不大感不大感不大；；；；蔣蔣蔣蔣經經經經國國國國推推推推行十行十行十行十大大大大建建建建設設設設，，，，使使使使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經經經經濟濟濟濟起飛起飛起飛起飛，，，，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都人都人都人都擁戴擁戴擁戴擁戴他他他他。。。。但但但但這這這這幾百幾百幾百幾百年的年的年的年的歷史歷史歷史歷史，，，，全全全全都是外來人都是外來人都是外來人都是外來人

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命命命命運運運運，，，，每個每個每個每個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都問人都問人都問人都問：：：：昨昨昨昨日如日如日如日如此此此此，，，，今日如今日如今日如今日如此此此此，，，，將將將將來又來又來又來又

怎樣怎樣怎樣怎樣？？？？    

        

《《《《大大大大江江江江大海大海大海大海》》》》    祇祇祇祇說了上一說了上一說了上一說了上一代代代代人是這人是這人是這人是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至至至至於於於於現代現代現代現代的人的人的人的人((((我們這一我們這一我們這一我們這一代代代代))))

又又又又怎樣怎樣怎樣怎樣？？？？將將將將來又來又來又來又怎樣怎樣怎樣怎樣？？？？《《《《大大大大江江江江大海大海大海大海》》》》    沒有提及沒有提及沒有提及沒有提及，，，，甚甚甚甚至至至至連連連連提提提提示示示示也沒有也沒有也沒有也沒有。。。。

反反反反而這而這而這而這些些些些問問問問題題題題，，，，在在在在《《《《海海海海角角角角七七七七號號號號》》》》    的的的的下線下線下線下線中間中間中間中間接接接接探討探討探討探討。。。。兩代兩代兩代兩代人的經人的經人的經人的經歷歷歷歷不不不不

同同同同，，，，取取取取向向向向自然有自然有自然有自然有異異異異，，，，但但但但處處處處理理理理問問問問題題題題，，，，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是感人是感人是感人是感性性性性的的的的，，，，雖然雖然雖然雖然時時時時代代代代的的的的巨巨巨巨輪輪輪輪

永永永永遠遠遠遠在在在在轉轉轉轉，，，，小人小人小人小人物仍物仍物仍物仍要在這要在這要在這要在這塊塊塊塊土土土土地上生地上生地上生地上生活活活活，，，，每天為生每天為生每天為生每天為生計計計計而而而而奔奔奔奔波波波波。。。。    

    

《《《《海海海海角角角角七七七七號號號號》》》》    為為為為甚麼甚麼甚麼甚麼在港在港在港在港台台台台那那那那麼受歡迎麼受歡迎麼受歡迎麼受歡迎，，，，並非並非並非並非那那那那些歌曲些歌曲些歌曲些歌曲好好好好聽聽聽聽，，，，更更更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男女男女男女男女主主主主角角角角相相相相愛愛愛愛大團大團大團大團圓圓圓圓結結結結局局局局，，，，而是因為而是因為而是因為而是因為它具它具它具它具備了一種備了一種備了一種備了一種意意意意識識識識，，，，吻吻吻吻合合合合現代現代現代現代人人人人

對以對以對以對以往往往往的的的的傷傷傷傷痛痛痛痛，，，，及對及對及對及對將將將將來的一點來的一點來的一點來的一點訴訴訴訴求求求求。。。。這種這種這種這種意意意意識識識識在龍在龍在龍在龍應台應台應台應台的的的的《《《《大大大大江江江江大大大大

海海海海》》》》中沒有中沒有中沒有中沒有直直直直接接接接的的的的寫寫寫寫出來出來出來出來，，，，但但但但也也也也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是小陳的是小陳的是小陳的是小陳的希希希希望望望望：：：：    

    

愛愛愛愛黨黨黨黨愛愛愛愛國國國國由你由你由你由你愛愛愛愛                            

要錢要要錢要要錢要要錢要威威威威((((或或或或權權權權))))任任任任你你你你要要要要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可可可可否否否否留留留留一個一個一個一個空空空空間間間間                        

讓讓讓讓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安安安安穩穩穩穩安靜安靜安靜安靜的生的生的生的生活下活下活下活下去去去去。。。。    

    

        
(1(1(1(17777))))    

    

旅遊旅遊旅遊旅遊車車車車離開離開離開離開墾丁墾丁墾丁墾丁，，，，有團有團有團有團友友友友說要說要說要說要    eeeennnncorecorecorecore    「「「「小小小小杜飽杜飽杜飽杜飽子子子子」」」」，，，，全全全全車車車車讚讚讚讚成成成成。。。。但但但但

車到店時車到店時車到店時車到店時，，，，知道十知道十知道十知道十時時時時才才才才開開開開始賣飽始賣飽始賣飽始賣飽，，，，我見我見我見我見門門門門口的口的口的口的牌牌牌牌子子子子，，，，明明是明明是明明是明明是寫寫寫寫八八八八點鐘點鐘點鐘點鐘

開開開開始始始始營營營營業業業業的的的的，，，，小陳說小陳說小陳說小陳說：：：：我們有時間我們有時間我們有時間我們有時間，，，，於是我們都說於是我們都說於是我們都說於是我們都說::::「「「「好好好好吧吧吧吧，，，，要吃好要吃好要吃好要吃好

嘢嘢嘢嘢，，，，等等等等就就就就等等等等。。。。」」」」    

    

在這在這在這在這空空空空閒閒閒閒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我又我又我又我又周圍周圍周圍周圍行下行下行下行下，，，，鄰鄰鄰鄰近近近近其其其其實亦實亦實亦實亦有一間有一間有一間有一間飽飽飽飽子店子店子店子店，，，，真係真係真係真係同同同同店店店店

唔唔唔唔同命同命同命同命，，，，所所所所賣賣賣賣的的的的飽飽飽飽,,,,    種種種種類類類類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價錢價錢價錢價錢亦亦亦亦相相相相若若若若，，，，但但但但是是是是門堪羅門堪羅門堪羅門堪羅雀雀雀雀，，，，有有有有現現現現

成飽成飽成飽成飽賣賣賣賣也沒有人也沒有人也沒有人也沒有人幫幫幫幫襯襯襯襯。。。。    

    

我我我我轉轉轉轉入入入入後後後後街街街街，，，，行行下行行下行行下行行下，，，，又見到一間又見到一間又見到一間又見到一間「「「「小小小小杜飽杜飽杜飽杜飽子子子子」」」」，，，，原原原原來這間是來這間是來這間是來這間是舊舊舊舊店店店店，，，，

生生生生意意意意好好好好，，，，於是於是於是於是從從從從後後後後街街街街擴擴擴擴展展展展到到到到前街前街前街前街。。。。進進進進入入入入這這這這舊舊舊舊店看看店看看店看看店看看，，，，卻發現十卻發現十卻發現十卻發現十多多多多二二二二十十十十

個個個個女女女女工工工工正正正正在做在做在做在做飽飽飽飽，，，，這裡這裡這裡這裡原原原原來就是來就是來就是來就是工場工場工場工場，，，，搓搓搓搓粉的粉的粉的粉的搓搓搓搓粉粉粉粉，，，，入入入入餡餡餡餡的的的的入入入入餡餡餡餡，，，，忙忙忙忙

個不停個不停個不停個不停，，，，我當時看得我當時看得我當時看得我當時看得入入入入神神神神，，，，忽忽忽忽然後面有人然後面有人然後面有人然後面有人叫叫叫叫我我我我：：：：「「「「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買你買你買你買飽飽飽飽

呀呀呀呀？？？？」」」」我說我說我說我說：：：：「「「「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於是那於是那於是那於是那女女女女工工工工帶我帶我帶我帶我行行行行過一過一過一過一些些些些窄巷窄巷窄巷窄巷，，，，從從從從正鋪正鋪正鋪正鋪的收的收的收的收

銀銀銀銀處處處處後面後面後面後面行行行行翻翻翻翻出來出來出來出來。。。。    

    

這時我就明這時我就明這時我就明這時我就明白白白白為為為為甚麼甚麼甚麼甚麼要要要要等等等等到到到到十十十十點鐘點鐘點鐘點鐘才賣飽才賣飽才賣飽才賣飽，，，，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十十十十點鐘點鐘點鐘點鐘首批首批首批首批飽才飽才飽才飽才做做做做

好好好好，，，，才才才才有有有有飽賣飽賣飽賣飽賣。。。。那那那那些些些些飽皮飽飽皮飽飽皮飽飽皮飽餡餡餡餡都是都是都是都是新新新新鮮做的鮮做的鮮做的鮮做的，，，，流流流流程程程程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即即即即搓搓搓搓粉粉粉粉，，，，即即即即



撈餡撈餡撈餡撈餡，，，，即包即包即包即包飽飽飽飽，，，，即即即即蒸蒸蒸蒸好好好好，，，，即即即即售售售售賣賣賣賣，，，，我們就即我們就即我們就即我們就即刻刻刻刻放放放放入入入入嘴嘴嘴嘴裡裡裡裡，，，，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好食好食好食好食

的的的的原原原原因因因因。。。。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我妻子我妻子我妻子我妻子同同同同來來來來，，，，我一定會我一定會我一定會我一定會叫她叫她叫她叫她在這裡在這裡在這裡在這裡打打打打工工工工學做學做學做學做飽飽飽飽，，，，做做做做飽飽飽飽的的的的

工工工工序序序序他們會他們會他們會他們會教教教教，，，，我我我我欠缺欠缺欠缺欠缺的就是的就是的就是的就是飽皮飽皮飽皮飽皮和和和和飽飽飽飽餡餡餡餡的的的的成成成成份份份份。。。。不過這不是問不過這不是問不過這不是問不過這不是問題題題題，，，，

叫叫叫叫妻子妻子妻子妻子臥臥臥臥底底底底偷偷偷偷一一一一些些些些半製成半製成半製成半製成品品品品回回回回來來來來，，，，然後作然後作然後作然後作化化化化驗驗驗驗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現代現代現代現代科技科技科技科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詳詳詳詳

細細細細分分分分折折折折內裡的內裡的內裡的內裡的成成成成份份份份及及及及比例比例比例比例。。。。咁我就在悉尼咁我就在悉尼咁我就在悉尼咁我就在悉尼開開開開番番番番間間間間「「「「小小小小林林林林飽飽飽飽子子子子」」」」店店店店，，，，

ssssttttaaaartrtrtrt    mymymymy    ssssecoecoecoecondndndnd    ccccaaaareerreerreerreer，，，，妻子妻子妻子妻子今次今次今次今次沒沒沒沒同同同同來來來來，，，，可可可可惜惜惜惜可可可可惜惜惜惜。。。。    

    

吃過小吃過小吃過小吃過小杜飽杜飽杜飽杜飽子子子子，，，，車又再車又再車又再車又再行行行行，，，，小陳帶我們去吃生小陳帶我們去吃生小陳帶我們去吃生小陳帶我們去吃生果果果果，，，，旅遊旅遊旅遊旅遊車在一個生車在一個生車在一個生車在一個生果果果果

店停店停店停店停下下下下，，，，有有有有許許許許多生多生多生多生果果果果試試試試食食食食，，，，例如例如例如例如芒芒芒芒果果果果喇喇喇喇、、、、蓮蓮蓮蓮霧霧霧霧喇喇喇喇、、、、木木木木瓜瓜瓜瓜等等等等喇喇喇喇都當都當都當都當造造造造，，，，

吃完吃完吃完吃完之之之之後團後團後團後團友友友友買買買買了一了一了一了一些些些些生生生生果果果果及及及及果果果果乾乾乾乾作手作手作手作手信信信信。。。。團團團團友剛友剛友剛友剛上車上車上車上車，，，，店主再來一店主再來一店主再來一店主再來一

個大個大個大個大折折折折扣扣扣扣，，，，團團團團友友友友又又又又蜂湧蜂湧蜂湧蜂湧下下下下車掃車掃車掃車掃貨貨貨貨，，，，買買買買買買買買買買買買，，，，真係真係真係真係賓賓賓賓主主主主共共共共歡歡歡歡，，，，共共共共同同同同推推推推進進進進

經經經經濟濟濟濟發發發發展展展展。。。。不過我就不過我就不過我就不過我就守守守守身身身身如如如如玉玉玉玉，，，，話話話話左左左左唔唔唔唔買買買買就唔就唔就唔就唔買買買買。。。。有團有團有團有團友友友友說說說說：「：「：「：「你你你你旅旅旅旅

行行行行唔唔唔唔買買買買嘢嘢嘢嘢，，，，都唔似去都唔似去都唔似去都唔似去旅行旅行旅行旅行的的的的。。。。」」」」我說我家我說我家我說我家我說我家習慣習慣習慣習慣祇祇祇祇吃吃吃吃三三三三餐餐餐餐，，，，不吃不吃不吃不吃零零零零食食食食。。。。    

    

有團有團有團有團友友友友說說說說：「：「：「：「你你你你應該應該應該應該買買買買些些些些禮禮禮禮物物物物，，，，送送送送給給給給妻子妻子妻子妻子。。。。」」」」我說我我說我我說我我說我和和和和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喜喜喜喜好很好很好很好很

不不不不同同同同，，，，旅遊旅遊旅遊旅遊時時時時買買買買嘢嘢嘢嘢給給給給她她她她，，，，倘她倘她倘她倘她不合不合不合不合用用用用，，，，又不可又不可又不可又不可替換替換替換替換，，，，重重重重麻麻麻麻煩煩煩煩，，，，故故故故干干干干趣趣趣趣

不不不不買買買買。。。。    

    

小陳又帶我們到一間小陳又帶我們到一間小陳又帶我們到一間小陳又帶我們到一間叫叫叫叫「「「「十十十十碗碗碗碗麵麵麵麵」」」」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吃吃吃吃午午午午飯飯飯飯，，，，小陳說這間店很小陳說這間店很小陳說這間店很小陳說這間店很旺旺旺旺

很出很出很出很出名名名名，，，，自自自自謂謂謂謂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賣賣賣賣十十十十碗碗碗碗麵麵麵麵就就就就夠皮夠皮夠皮夠皮，，，，小陳要小陳要小陳要小陳要打打打打幾次電幾次電幾次電幾次電話話話話訂檯訂檯訂檯訂檯。。。。我們到我們到我們到我們到

那店時那店時那店時那店時，，，，發覺發覺發覺發覺是住家是住家是住家是住家式式式式，，，，上上上上居居居居下下下下舖舖舖舖，，，，「「「「十十十十碗碗碗碗麵麵麵麵」」」」應該叫應該叫應該叫應該叫「「「「十位十位十位十位麵麵麵麵」」」」，，，，

因為地因為地因為地因為地方方方方細細細細，，，，最多最多最多最多同同同同時間時間時間時間祇祇祇祇可可可可招招招招待十待十待十待十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後來我們到了後來我們到了後來我們到了後來我們到了旁旁旁旁邊邊邊邊的車的車的車的車房房房房

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來來來來，，，，相相相相信信信信是生是生是生是生意意意意好好好好，，，，這裡是這裡是這裡是這裡是剛剛剛剛擴擴擴擴建建建建或或或或改改改改裝裝裝裝的的的的。。。。這店也是這店也是這店也是這店也是賣牛賣牛賣牛賣牛

肉肉肉肉麵麵麵麵，，，，我當然點了我當然點了我當然點了我當然點了，，，，吃過後吃過後吃過後吃過後，，，，都係一都係一都係一都係一般般般般級級級級數數數數，，，，名名名名過其過其過其過其實實實實，，，，這裡還標明這裡還標明這裡還標明這裡還標明

是是是是用用用用澳洲澳洲澳洲澳洲牛牛牛牛肉肉肉肉，，，，或或或或許許許許這會這會這會這會使使使使我們這團人自我我們這團人自我我們這團人自我我們這團人自我陶醉陶醉陶醉陶醉一一一一番番番番。。。。不過不過不過不過，，，，話一話一話一話一日日日日

賣賣賣賣十十十十碗碗碗碗麵麵麵麵就就就就掂掂掂掂，，，，我就唔會我就唔會我就唔會我就唔會信信信信，，，，除除除除非非非非他們他們他們他們兼兼兼兼賣白賣白賣白賣白粉粉粉粉。。。。    

    

    

    

吃完吃完吃完吃完麵麵麵麵後我後我後我後我和同和同和同和同房房房房行行行行了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出來往往往往鄰鄰鄰鄰街街街街走走走走，，，，看見一看見一看見一看見一

間間間間賣賣賣賣魯肉飯及魯肉飯及魯肉飯及魯肉飯及甜甜甜甜品的店舖品的店舖品的店舖品的店舖。。。。我們點了一個我們點了一個我們點了一個我們點了一個甜甜甜甜

品品品品，，，，碗碗碗碗底底底底放放放放了紅了紅了紅了紅豆豆豆豆，，，，上面是一上面是一上面是一上面是一堆刨冰堆刨冰堆刨冰堆刨冰，，，，再上面再上面再上面再上面

淋淋淋淋了一了一了一了一些些些些糖糖糖糖槳槳槳槳，，，，賣賣賣賣相相相相幾幾幾幾好好好好，，，，女女女女店主還店主還店主還店主還教教教教我們要我們要我們要我們要

沿邊沿邊沿邊沿邊吃吃吃吃起起起起，，，，也很有也很有也很有也很有趣趣趣趣。。。。不過這個店的不過這個店的不過這個店的不過這個店的招招招招牌牌牌牌很很很很

「「「「寸寸寸寸」」」」，，，，有個有個有個有個字字字字我都唔我都唔我都唔我都唔識識識識，，，，團團團團友友友友 SSSShanhanhanhan 姊姊姊姊((((中中中中

文文文文系系系系) ) ) ) 說是說是說是說是燒燒燒燒火火火火「「「「寸寸寸寸」」」」((((音音音音))))個個個個「「「「爨爨爨爨」」」」字字字字。。。。    

    

((((註註註註：：：：SSSShanhanhanhan 姊姊姊姊後來再來後來再來後來再來後來再來文文文文解解解解說是說是說是說是    ----    爨爨爨爨    ：：：：音音音音

寸寸寸寸，，，，燒燒燒燒火火火火做飯做飯做飯做飯    [[[[cookcookcookcook]]]]    又又又又如如如如：：：：爨爨爨爨人人人人((((爨爨爨爨夫夫夫夫‧‧‧‧廚廚廚廚

師師師師))))；；；；爨室爨室爨室爨室((((廚廚廚廚房房房房))))；；；；爨婦爨婦爨婦爨婦((((執炊執炊執炊執炊的的的的女女女女人人人人))))。。。。燒燒燒燒；；；；

燒燒燒燒煮煮煮煮[[[[bbbbururururnnnn]]]]爨爨爨爨，，，，炊炊炊炊也也也也。。。。《《《《廣廣廣廣雅雅雅雅》》》》取取取取其其其其進火謂進火謂進火謂進火謂

之之之之爨爨爨爨，，，，取取取取其其其其氣氣氣氣上上上上謂謂謂謂之之之之炊炊炊炊。。。。))))    

    

那個那個那個那個招招招招牌牌牌牌大大大大意意意意是說是說是說是說：：：：我我我我董嫂董嫂董嫂董嫂((((女女女女店主店主店主店主))))現現現現在在在在入入入入廚廚廚廚賣賣賣賣嘢嘢嘢嘢，，，，就就就就像像像像當年當年當年當年卓卓卓卓文文文文君君君君

一一一一樣樣樣樣。。。。    

    

卓卓卓卓文文文文君君君君是中是中是中是中國古代國古代國古代國古代才女才女才女才女，，，，為為為為追追追追求求求求自自自自由由由由戀戀戀戀愛愛愛愛而而而而與與與與人人人人私私私私奔奔奔奔，，，，後後後後賣賣賣賣酒為酒為酒為酒為活活活活，，，，

成成成成為為為為千千千千古古古古佳佳佳佳話話話話。。。。不過不過不過不過董嫂董嫂董嫂董嫂生於當生於當生於當生於當世世世世，，，，戀戀戀戀愛愛愛愛婚姻婚姻婚姻婚姻都係自都係自都係自都係自由由由由，，，，有有有有法律法律法律法律保保保保

障障障障，，，，已沒有要已沒有要已沒有要已沒有要私私私私奔奔奔奔這這這這回回回回事事事事，，，，她她她她的的的的招招招招牌牌牌牌這這這這樣寫樣寫樣寫樣寫法法法法，，，，真係作大真係作大真係作大真係作大。。。。    

    



來到來到來到來到台台台台南南南南((((台灣島台灣島台灣島台灣島的的的的西西西西面面面面))))，，，，就感就感就感就感覺覺覺覺到到到到台灣東台灣東台灣東台灣東面的人面的人面的人面的人與西與西與西與西面的人有很大面的人有很大面的人有很大面的人有很大

分分分分別別別別，，，，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兩例兩例兩例兩例就明就明就明就明顯顯顯顯反反反反映映映映出出出出西西西西面的人面的人面的人面的人，，，，喜喜喜喜歡歡歡歡利利利利用用用用啅啅啅啅頭頭頭頭，，，，製製製製造造造造風風風風頭頭頭頭賺賺賺賺

錢錢錢錢。。。。    

    

    
 (1 (1 (1 (18888))))    

    

來來來來台灣旅遊台灣旅遊台灣旅遊台灣旅遊，，，，去去去去阿阿阿阿里里里里山山山山差不多是差不多是差不多是差不多是指指指指定定定定項項項項目目目目，，，，今次今次今次今次來來來來阿阿阿阿里里里里山山山山，，，，是是是是第三次第三次第三次第三次

了了了了。。。。記記記記得上一得上一得上一得上一次次次次(1(1(1(1999988883333))))來時來時來時來時，，，，是是是是行行行行上來的上來的上來的上來的，，，，當時我在當時我在當時我在當時我在觀觀觀觀塘塘塘塘牛牛牛牛頭頭頭頭角角角角政務政務政務政務

處處處處做做做做 EOEOEOEO，，，，成成成成立立立立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義義義義工組工組工組工組織織織織叫東叫東叫東叫東牛青牛青牛青牛青年年年年組組組組，，，，我有個我有個我有個我有個助助助助手是在手是在手是在手是在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的的的的

大學大學大學大學畢畢畢畢業業業業，，，，並並並並且且且且曾曾曾曾在在在在台灣服台灣服台灣服台灣服過過過過兵役兵役兵役兵役，，，，於是我於是我於是我於是我搞搞搞搞了個了個了個了個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團團團團，，，，由由由由他當他當他當他當導導導導

遊遊遊遊。。。。    

    

還還還還記記記記得當年我們在得當年我們在得當年我們在得當年我們在台台台台中中中中火火火火車車車車站站站站寄寄寄寄存存存存了大了大了大了大件件件件的的的的行行行行李李李李，，，，背囊背囊背囊背囊祇祇祇祇帶了帶了帶了帶了兩兩兩兩天天天天用用用用

衣衣衣衣物物物物，，，，乘乘乘乘車到車到車到車到溪溪溪溪頭頭頭頭，，，，便一路便一路便一路便一路行行行行上上上上阿阿阿阿里里里里山山山山，，，，最最最最記記記記得的是有一得的是有一得的是有一得的是有一處叫處叫處叫處叫「「「「英英英英雄雄雄雄

坡坡坡坡」」」」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全全全全程程程程斜斜斜斜上上上上，，，，那時我們都係那時我們都係那時我們都係那時我們都係廿廿廿廿幾幾幾幾歲咋歲咋歲咋歲咋，，，，都都都都行行行行到死到死到死到死下下下下死死死死下下下下，，，，

不過那不過那不過那不過那次旅遊次旅遊次旅遊次旅遊真係真係真係真係開心開心開心開心。。。。    

    

上上上上次次次次住的是小住的是小住的是小住的是小旅旅旅旅館館館館，，，，今次入今次入今次入今次入住的是住的是住的是住的是阿阿阿阿里里里里山山山山賓賓賓賓館館館館，，，，以以以以前前前前是是是是招招招招待待待待元元元元首首首首級人級人級人級人

物物物物的的的的。。。。這是我這這是我這這是我這這是我這世世世世仔仔仔仔住得最住得最住得最住得最豪華豪華豪華豪華的的的的房房房房間間間間，，，，那那那那張張張張床床床床大到可以大到可以大到可以大到可以容納容納容納容納我一家我一家我一家我一家

四四四四口口口口同同同同睡睡睡睡，，，，雖然雖然雖然雖然床床床床是大了是大了是大了是大了，，，，這晚我都是在這晚我都是在這晚我都是在這晚我都是在床床床床的一的一的一的一角角角角睡睡睡睡。。。。    

    

觀觀觀觀日日日日出是出是出是出是遊遊遊遊阿阿阿阿里里里里山山山山的一的一的一的一項項項項熱熱熱熱門門門門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不過我就沒有多大不過我就沒有多大不過我就沒有多大不過我就沒有多大興興興興趣趣趣趣，，，，原原原原因是因是因是因是

前兩次前兩次前兩次前兩次到到到到阿阿阿阿里里里里山山山山都有看都有看都有看都有看日日日日出出出出，，，，且且且且我已經我已經我已經我已經被訓練被訓練被訓練被訓練為一個為一個為一個為一個 7777----11111111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即是即是即是即是

上上上上午午午午七時七時七時七時起起起起床床床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十十十十一時一時一時一時睡睡睡睡覺覺覺覺，，，，睡睡睡睡少少少少或或或或睡睡睡睡多了多了多了多了，，，，整整整整天都會天都會天都會天都會精精精精神神神神恍恍恍恍

惚惚惚惚，，，，渾渾渾渾身身身身不不不不舒舒舒舒服服服服。。。。((((註註註註：：：：遲遲遲遲些些些些會介紹大家一個不會介紹大家一個不會介紹大家一個不會介紹大家一個不用用用用花花花花錢錢錢錢，，，，又可以又可以又可以又可以舒舒舒舒舒舒舒舒服服服服

服服服服看看看看日日日日出的出的出的出的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不看不看不看不看日日日日出出出出，，，，到到到到阿阿阿阿

里里里里山山山山也要看也要看也要看也要看「「「「神神神神

木木木木」」」」。。。。神神神神木木木木者者者者，，，，

就是年就是年就是年就是年紀紀紀紀逾逾逾逾千千千千年年年年

的的的的古古古古樹樹樹樹，，，，阿阿阿阿里里里里山山山山

有有有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原原原原始始始始森森森森

林林林林，，，，盛盛盛盛產紅產紅產紅產紅檜檜檜檜    

(T(T(T(Taiaiaiaiwwwwananananeeeesssseeee    RRRReeeedddd    CypCypCypCyprerereressssssss))))，，，，日本日本日本日本人在人在人在人在阿阿阿阿        

里里里里山山山山建建建建了了了了許許許許多多多多鐵鐵鐵鐵路路路路，，，，為的就是為的就是為的就是為的就是運運運運輸輸輸輸這這這這些些些些木木木木材材材材下山下山下山下山，，，，高高高高而而而而直直直直的紅的紅的紅的紅檜檜檜檜都都都都砍砍砍砍

下下下下運運運運走走走走，，，，餘餘餘餘下下下下的是的是的是的是下下下下端端端端開開開開差的差的差的差的「「「「劣劣劣劣」」」」樹樹樹樹，，，，卻卻卻卻免於免於免於免於難難難難，，，，這又這又這又這又証証証証明了明了明了明了莊莊莊莊子子子子

所所所所說的說的說的說的「「「「無無無無用用用用之之之之為為為為用用用用」」」」的的的的哲哲哲哲學學學學。。。。    

    

阿阿阿阿里里里里山山山山有有有有許許許許多紅多紅多紅多紅檜檜檜檜都有都有都有都有幾百幾百幾百幾百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歲歲歲歲，，，，甚甚甚甚至至至至有一有一有一有一些些些些是過是過是過是過千千千千年的年的年的年的，，，，這這這這些些些些

樹樹樹樹現現現現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受受受受到很好的到很好的到很好的到很好的保保保保謢謢謢謢，，，，看見這看見這看見這看見這些些些些千千千千年年年年古古古古樹樹樹樹，，，，就感就感就感就感覺覺覺覺到相對地到相對地到相對地到相對地，，，，人人人人

生就生就生就生就較較較較短短短短暫暫暫暫。。。。另另另另一一一一方方方方面看著這面看著這面看著這面看著這些些些些千千千千年年年年古古古古樹樹樹樹，，，，一絲情一絲情一絲情一絲情懷懷懷懷油油油油然而生然而生然而生然而生，，，，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它它它它們們們們陪伴陪伴陪伴陪伴著我們中著我們中著我們中著我們中華華華華民族民族民族民族的的的的發發發發展展展展。。。。    

    



在這個紅在這個紅在這個紅在這個紅檜檜檜檜樹林樹林樹林樹林的的的的觀觀觀觀光光光光點點點點，，，，所所所所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步道步道步道步道梯梯梯梯級及級及級及級及扶扶扶扶手都是手都是手都是手都是用用用用紅紅紅紅檜檜檜檜木木木木做做做做

的的的的，，，，心心心心裡裡裡裡想道想道想道想道：：：：這真是這真是這真是這真是浪浪浪浪費費費費啊啊啊啊，，，，因為這因為這因為這因為這些些些些木建木建木建木建築築築築在在在在空空空空曠曠曠曠的的的的戶戶戶戶外外外外，，，，日日日日曬曬曬曬

雨雨雨雨淋淋淋淋，，，，最多最多最多最多祗祗祗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十十十十年年年年，，，，那那那那些些些些紅紅紅紅檜檜檜檜木木木木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拿拿拿拿來做家來做家來做家來做家私私私私，，，，建建建建屋或屋或屋或屋或室室室室

內的內的內的內的裝裝裝裝修修修修設設設設計計計計。。。。    

    

另另另另外在這個紅外在這個紅外在這個紅外在這個紅檜檜檜檜樹林樹林樹林樹林觀觀觀觀光光光光區區區區，，，，種種種種植植植植了一了一了一了一些些些些新新新新樹樹樹樹，，，，細細細細看看看看之下之下之下之下，，，，是是是是櫻櫻櫻櫻花花花花

樹樹樹樹。。。。近近近近年來年來年來年來觀賞觀賞觀賞觀賞櫻櫻櫻櫻花花花花成成成成風風風風，，，，許許許許多多多多觀觀觀觀光光光光點都點都點都點都遍遍遍遍植植植植櫻櫻櫻櫻花以花以花以花以吸吸吸吸引遊引遊引遊引遊客客客客，，，，這這這這樣樣樣樣

發發發發展展展展下下下下去去去去，，，，真是真是真是真是「「「「千千千千樹樹樹樹一面一面一面一面」」」」。。。。其其其其實實實實阿阿阿阿里里里里山山山山地地地地區區區區，，，，亦亦亦亦適適適適合種合種合種合種植植植植梅梅梅梅花及花及花及花及

山山山山茶茶茶茶花花花花等等等等，，，，而而而而且且且且這這這這些些些些花的花花的花花的花花的花期較期較期較期較長長長長，，，，管管管管理容理容理容理容易易易易，，，，可可可可惜惜惜惜這這這這些些些些植物植物植物植物的自然的自然的自然的自然

觀賞觀賞觀賞觀賞價價價價值值值值，，，，都都都都給給給給甚麼甚麼甚麼甚麼「「「「商商商商業業業業第第第第一一一一，，，，遊遊遊遊客客客客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等等等等口口口口號號號號，，，，蓋蓋蓋蓋過了過了過了過了。。。。    

    

        
(1(1(1(19999))))    

    

    

看完看完看完看完神神神神木木木木，，，，我們到了我們到了我們到了我們到了今今今今晚的住晚的住晚的住晚的住所所所所    ────    「「「「東東東東

埔埔埔埔山山山山莊莊莊莊」」」」稍稍稍稍停停停停，，，，然後又去看然後又去看然後又去看然後又去看「「「「鐵木鐵木鐵木鐵木」」」」。。。。這這這這

株株株株鐵木鐵木鐵木鐵木，，，，特點就是特點就是特點就是特點就是夠夠夠夠大大大大，，，，我們先到我們先到我們先到我們先到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加加加加

旅旅旅旅客中客中客中客中心心心心，，，，然後然後然後然後沿沿沿沿著一條著一條著一條著一條步道步道步道步道而上而上而上而上，，，，行行行行了了了了

約半約半約半約半小時小時小時小時，，，，便見到那便見到那便見到那便見到那鐵木鐵木鐵木鐵木。。。。那那那那鐵木鐵木鐵木鐵木真係真係真係真係高高高高

大大大大威威威威猛猛猛猛，，，，樹樹樹樹的主的主的主的主榦榦榦榦要要要要十十十十個人以上手個人以上手個人以上手個人以上手拖拖拖拖手手手手才才才才

合合合合攏攏攏攏起起起起來來來來；；；；樹樹樹樹冠冠冠冠則則則則亭亭亭亭亭亭亭亭如如如如蓋蓋蓋蓋，，，，伸伸伸伸展展展展幾十幾十幾十幾十公公公公    

尺尺尺尺，，，，周圍周圍周圍周圍都沒有其他都沒有其他都沒有其他都沒有其他雜雜雜雜樹近樹近樹近樹近生生生生，，，，可可可可謂謂謂謂霸霸霸霸道道道道。。。。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今今今天就見了一天就見了一天就見了一天就見了一些些些些最最最最

長長長長壽壽壽壽及最及最及最及最巨巨巨巨大的大的大的大的樹樹樹樹王王王王。。。。    

    

這這這這株株株株鐵木附近鐵木附近鐵木附近鐵木附近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牌牌牌牌寫寫寫寫著著著著距距距距離離離離「「「「玉玉玉玉山山山山登登登登山山山山口口口口」」」」祗祗祗祗有有有有 1111....2222 公公公公里里里里，，，，得到得到得到得到

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PeterPeterPeterPeter    LookLookLookLook    的的的的同同同同意意意意，，，，我便我便我便我便向向向向玉玉玉玉山山山山登登登登山山山山口口口口進進進進發發發發。。。。其其其其實實實實都都都都是條車是條車是條車是條車    

路路路路，，，，不不不不知知知知怎樣怎樣怎樣怎樣，，，，1111....2222 公公公公里里里里並並並並不是很不是很不是很不是很長長長長的的的的距距距距離離離離，，，，

但但但但好好好好像像像像行行行行極極極極都都都都行行行行不到不到不到不到。。。。心心心心中中中中正正正正在在在在猶疑猶疑猶疑猶疑之之之之際際際際，，，，見見見見

到到到到同同同同房房房房行行行行來來來來，，，，這又這又這又這又增增增增加加加加了了了了信信信信心心心心，，，，於是一齊再於是一齊再於是一齊再於是一齊再向向向向

登登登登山山山山口口口口進進進進發發發發，，，，途途途途中還看到中還看到中還看到中還看到帝鴙帝鴙帝鴙帝鴙，，，，是這裡一種是這裡一種是這裡一種是這裡一種罕罕罕罕

有及有及有及有及受保受保受保受保謢謢謢謢的的的的鳥鳥鳥鳥類類類類。。。。行行行行了好一會了好一會了好一會了好一會，，，，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終終終終於到於到於到於到

達達達達了了了了玉玉玉玉山山山山的的的的登登登登山山山山口口口口。。。。登登登登山山山山口有一口有一口有一口有一塊塊塊塊很大的很大的很大的很大的石石石石頭頭頭頭        
，，，，上上上上書書書書「「「「玉玉玉玉山山山山登登登登山山山山口口口口」」」」，，，，側側側側面有一個面有一個面有一個面有一個牌牌牌牌寫寫寫寫了了了了入山入山入山入山的的的的守守守守則則則則，，，，當然包當然包當然包當然包括括括括需需需需

要要要要入山入山入山入山証証証証。。。。登登登登山山山山口就是一條口就是一條口就是一條口就是一條步道步道步道步道，，，，婉延婉延婉延婉延而上而上而上而上，，，，在在在在視視視視線線線線的的的的範範範範圍圍圍圍內內內內，，，，那條那條那條那條

步道步道步道步道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伸伸伸伸展展展展到到到到雲雲雲雲端端端端，，，，即是說即是說即是說即是說，，，，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沿沿沿沿著這條著這條著這條著這條步道步道步道步道走走走走，，，，我們就會我們就會我們就會我們就會

行入雲行入雲行入雲行入雲中中中中，，，，在這在這在這在這十十十十多天的多天的多天的多天的旅行旅行旅行旅行中中中中，，，，雲雲雲雲海就見得多海就見得多海就見得多海就見得多，，，，行入雲行入雲行入雲行入雲中就中就中就中就未未未未試試試試

過過過過。。。。    

    

其其其其實今次實今次實今次實今次玉玉玉玉山山山山登登登登山之旅山之旅山之旅山之旅泡泡泡泡了湯了湯了湯了湯，，，，是是是是壞壞壞壞事事事事亦亦亦亦是好事是好事是好事是好事，，，，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成成成成行行行行，，，，是是是是昨昨昨昨天天天天

由由由由這裡為這裡為這裡為這裡為起起起起點點點點，，，，行行行行五五五五至至至至六六六六個小時到個小時到個小時到個小時到    basbasbasbaseeee    ccccampampampamp    「「「「排排排排雲山雲山雲山雲山莊莊莊莊」」」」過過過過夜夜夜夜，，，，

翌日三翌日三翌日三翌日三點點點點起起起起床床床床，，，，再再再再行三行三行三行三個多小時到個多小時到個多小時到個多小時到玉玉玉玉山之山之山之山之巔巔巔巔觀觀觀觀日日日日出出出出，，，，之之之之後後後後依依依依來來來來程程程程返返返返

家家家家。。。。昨昨昨昨天這裡天這裡天這裡天這裡下下下下大大大大雨雨雨雨，，，，係唔係小係唔係小係唔係小係唔係小嘢嘢嘢嘢的大的大的大的大雨雨雨雨，，，，路路路路濕濕濕濕地地地地滑滑滑滑，，，，起步起步起步起步更更更更要小要小要小要小

心心心心，，，，雨雨雨雨中中中中行行行行，，，，我們到我們到我們到我們到「「「「排排排排雲山雲山雲山雲山莊莊莊莊」」」」最最最最少少少少要七要七要七要七至至至至八八八八個小時個小時個小時個小時，，，，極極極極不易不易不易不易挨挨挨挨，，，，

況況況況且且且且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rrrrainainainain----ggggeeeeaaaarrrr 不不不不夠夠夠夠，，，，在在在在全身全身全身全身濕濕濕濕透透透透的情的情的情的情形形形形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中中中中行行行行，，，，自己也自己也自己也自己也懷疑懷疑懷疑懷疑

自己有自己有自己有自己有否否否否有有有有這種能這種能這種能這種能耐耐耐耐。。。。玉玉玉玉山山山山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四四四四千千千千公公公公尺尺尺尺高高高高，，，，本本本本來就不是來就不是來就不是來就不是兒兒兒兒戲戲戲戲，，，，加加加加

上上上上濕雨濕雨濕雨濕雨天天天天全全全全年年年年達達達達 140140140140 天天天天，，，，對我這個對我這個對我這個對我這個慣慣慣慣在在在在寫寫寫寫字檯字檯字檯字檯工工工工作的人作的人作的人作的人，，，，真是一個很真是一個很真是一個很真是一個很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考考考考驗驗驗驗。。。。不過來過這不過來過這不過來過這不過來過這次次次次，，，，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    rrrrainainainain----ggggeeeeaaaarrrr 設設設設備不備不備不備不足足足足，，，，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自己沒有在自己沒有在自己沒有在自己沒有在滂沱滂沱滂沱滂沱大大大大雨雨雨雨中中中中行山行山行山行山的的的的心心心心理理理理準備準備準備準備，，，，未未未未嘗嘗嘗嘗不是一不是一不是一不是一件件件件好事好事好事好事。。。。    

    

與同與同與同與同房房房房站站站站在在在在玉玉玉玉山入山入山入山入口口口口處處處處良良良良久久久久，，，，眺眺眺眺望望望望雲雲雲雲端端端端，，，，回回回回首首首首亦知道亦知道亦知道亦知道自己已經自己已經自己已經自己已經步步步步出自出自出自出自

己的己的己的己的壯壯壯壯年年年年期期期期，，，，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不不不不知知知知何何何何時時時時，，，，再有再有再有再有機機機機會來會來會來會來探探探探望望望望這個這個這個這個玉玉玉玉山山山山登登登登山山山山口口口口，，，，自己自己自己自己

更更更更不不不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那時那時那時那時，，，，還有沒有那種還有沒有那種還有沒有那種還有沒有那種勇勇勇勇氣氣氣氣及及及及能能能能耐耐耐耐，，，，能能能能登登登登上上上上玉玉玉玉山之山之山之山之巔巔巔巔了了了了。。。。    

    

回回回回到到到到東東東東埔埔埔埔山山山山莊莊莊莊，，，，其其其其實實實實這裡是這裡是這裡是這裡是攀攀攀攀登玉登玉登玉登玉山山山山的的的的第第第第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basbasbasbaseeee    ccccampampampamp，，，，海海海海拔拔拔拔

2500250025002500kkkkmmmm，，，，登登登登山山山山者在這裡者在這裡者在這裡者在這裡集集集集合合合合，，，，過過過過第第第第一晚一晚一晚一晚夜夜夜夜，，，，明早到明早到明早到明早到登登登登山山山山口口口口，，，，開開開開始始始始他們他們他們他們

的的的的攀攀攀攀登玉登玉登玉登玉山之旅山之旅山之旅山之旅。。。。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東東東東埔埔埔埔山山山山莊莊莊莊衹衹衹衹住了一個大住了一個大住了一個大住了一個大嬸嬸嬸嬸，，，，其他的都是過客其他的都是過客其他的都是過客其他的都是過客，，，，她她她她就是一個人就是一個人就是一個人就是一個人招招招招呼呼呼呼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全全全全團的晚餐及早餐團的晚餐及早餐團的晚餐及早餐團的晚餐及早餐。。。。團團團團友之友之友之友之中有一中有一中有一中有一位叫位叫位叫位叫大陳的大陳的大陳的大陳的，，，，他說自己是客家他說自己是客家他說自己是客家他說自己是客家

人人人人，，，，客家人就是一客家人就是一客家人就是一客家人就是一些些些些人人人人由由由由於種種於種種於種種於種種原原原原因因因因，，，，離開原離開原離開原離開原居居居居的中的中的中的中原原原原地帶地帶地帶地帶，，，，他們到他們到他們到他們到

了了了了異異異異地地地地((((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廣廣廣廣東東東東))))，，，，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土土土土地已地已地已地已給給給給原原原原住住住住民民民民佔佔佔佔了了了了，，，，他們他們他們他們祇祇祇祇有在有在有在有在山區山區山區山區野野野野地地地地

中中中中求求求求生生生生活活活活，，，，大陳說大陳說大陳說大陳說兒兒兒兒時在時在時在時在廣廣廣廣東東東東他家他家他家他家，，，，常常常常吃一種吃一種吃一種吃一種野野野野生的生的生的生的艾艾艾艾菜菜菜菜，，，，他他他他發覺東發覺東發覺東發覺東

埔埔埔埔山山山山莊莊莊莊周圍周圍周圍周圍，，，，都生都生都生都生滿滿滿滿了這種了這種了這種了這種艾艾艾艾菜菜菜菜，，，，他他他他採摘採摘採摘採摘了一了一了一了一些些些些給給給給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加加加加餸餸餸餸。。。。東東東東埔埔埔埔山山山山

莊莊莊莊大大大大嬸嬸嬸嬸真能真能真能真能幹幹幹幹，，，，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搞搞搞搞掂掂掂掂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三三三三圍圍圍圍檯檯檯檯的晚餐不的晚餐不的晚餐不的晚餐不止止止止，，，，還還還還將將將將大陳大陳大陳大陳摘摘摘摘下下下下來來來來

的的的的艾艾艾艾菜菜菜菜加加加加雞雞雞雞蛋蛋蛋蛋及一及一及一及一些些些些肉肉肉肉碎碎碎碎炒炒炒炒好好好好，，，，給給給給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嘗嘗嘗嘗試試試試。。。。那那那那艾艾艾艾菜菜菜菜入入入入口有一點口有一點口有一點口有一點苦苦苦苦澀澀澀澀

味味味味，，，，但但但但再再再再咬咬咬咬下下下下去去去去，，，，那種那種那種那種苦苦苦苦澀澀澀澀的的的的味味味味覺覺覺覺便沒有了便沒有了便沒有了便沒有了，，，，這這這這艾艾艾艾菜菜菜菜未未未未必必必必可口可口可口可口，，，，但但但但對對對對

那那那那些離些離些離些離鄉鄉鄉鄉別別別別井井井井的的的的貧貧貧貧苦苦苦苦人人人人，，，，有一有一有一有一些些些些不不不不用用用用錢錢錢錢買買買買而可以而可以而可以而可以果果果果腹腹腹腹的的的的，，，，就有一定的就有一定的就有一定的就有一定的

值值值值價及情價及情價及情價及情誼誼誼誼。。。。對於我們對於我們對於我們對於我們現現現現在這在這在這在這些移民些移民些移民些移民來說來說來說來說，，，，或或或或許許許許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叫叫叫叫做做做做「「「「另類另類另類另類客家客家客家客家

人人人人」」」」，，，，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何何何何嘗嘗嘗嘗不是時不是時不是時不是時常常常常寄寄寄寄掛掛掛掛著著著著兒兒兒兒時或香港好吃的時或香港好吃的時或香港好吃的時或香港好吃的東西東西東西東西？？？？    

    

與與與與昨昨昨昨晚的晚的晚的晚的總總總總統統統統級級級級套套套套房房房房比較比較比較比較，，，，反反反反差真是太大差真是太大差真是太大差真是太大，，，，東東東東埔埔埔埔山山山山莊莊莊莊的的的的廁廁廁廁所所所所及及及及浴浴浴浴室室室室都都都都

很很很很 pppprrrrimiimiimiimittttiiiivvvveeee，，，，這晚我們這晚我們這晚我們這晚我們全全全全團人住在一個大團人住在一個大團人住在一個大團人住在一個大房房房房，，，，睡睡睡睡的是的是的是的是入入入入門門門門後後後後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兩兩兩兩

排排排排兩兩兩兩層層層層的的的的碌架床碌架床碌架床碌架床，，，，差過以差過以差過以差過以前前前前中大中大中大中大臨臨臨臨宿宿宿宿多多多多多多多多聲聲聲聲。。。。開開開開頭我提頭我提頭我提頭我提議議議議說說說說：：：：男男男男生手生手生手生手

腳腳腳腳快快快快爬爬爬爬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格格格格床床床床方方方方便便便便，，，，故故故故男男男男生生生生睡睡睡睡上上上上格格格格，，，，女女女女生生生生睡睡睡睡下下下下格格格格，，，，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女女女女團團團團友反友反友反友反

對對對對，，，，謂謂謂謂怕怕怕怕睡姿睡姿睡姿睡姿給給給給男男男男生在生在生在生在落行落行落行落行時見到時見到時見到時見到。。。。我又提我又提我又提我又提議議議議說說說說：：：：男男男男生生生生睡睡睡睡左左左左面面面面，，，，女女女女生生生生

睡睡睡睡右右右右面面面面，，，，又有又有又有又有女女女女團團團團友反友反友反友反對對對對，，，，說說說說希希希希望望望望老公老公老公老公睡睡睡睡在在在在身身身身邊邊邊邊，，，，最後我都係決定收最後我都係決定收最後我都係決定收最後我都係決定收

聲聲聲聲，，，，等等等等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揀揀揀揀完完完完揀剩揀剩揀剩揀剩，，，，有有有有個個個個被被被被洞洞洞洞沒有人沒有人沒有人沒有人入入入入住住住住，，，，便便便便鑽鑽鑽鑽了了了了入入入入去去去去。。。。    

    

東東東東埔埔埔埔山山山山莊莊莊莊大大大大嬸嬸嬸嬸說晚上說晚上說晚上說晚上拾拾拾拾時後時後時後時後，，，，全全全全莊熄莊熄莊熄莊熄燈燈燈燈，，，，經小陳經小陳經小陳經小陳周周周周旋旋旋旋，，，，決定一決定一決定一決定一些些些些路路路路

口口口口，，，，走走走走廊廊廊廊及及及及廁廁廁廁所所所所，，，，整整整整晚都晚都晚都晚都開開開開燈燈燈燈。。。。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有人說那晚有人說那晚有人說那晚有人說那晚睡睡睡睡得好得好得好得好，，，，一定是一定是一定是一定是騙騙騙騙人人人人

的的的的；；；；不過我就不過我就不過我就不過我就發發發發了一個好了一個好了一個好了一個好夢夢夢夢。。。。夢夢夢夢裏裏裏裏我我我我和和和和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同遊台灣同遊台灣同遊台灣同遊台灣，，，，是我是我是我是我駕駕駕駕著著著著隻隻隻隻綿綿綿綿

羊羊羊羊仔仔仔仔((((即即即即 sssscootercootercootercooter))))，，，，妻子在後面妻子在後面妻子在後面妻子在後面攬攬攬攬著我的著我的著我的著我的，，，，市鎮市鎮市鎮市鎮過過過過市鎮市鎮市鎮市鎮地地地地遊遊遊遊玩玩玩玩著著著著。。。。在在在在

台東台東台東台東及及及及墾丁墾丁墾丁墾丁都見過很多都見過很多都見過很多都見過很多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是這人是這人是這人是這樣樣樣樣旅行旅行旅行旅行的的的的，，，，可能可能可能可能日日日日有有有有所所所所見見見見，，，，夜夜夜夜有有有有所所所所

夢夢夢夢吧吧吧吧！！！！    

    

夢夢夢夢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可是太可是太可是太可是太短短短短。。。。開心開心開心開心得醒了過來得醒了過來得醒了過來得醒了過來，，，，看看手表看看手表看看手表看看手表，，，，才才才才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兩兩兩兩點點點點

鐘鐘鐘鐘，，，，未未未未能再能再能再能再寐寐寐寐，，，，於是於是於是於是起起起起床床床床出外看看出外看看出外看看出外看看。。。。外面外面外面外面漆漆漆漆黑黑黑黑一一一一片片片片，，，，由由由由於有於有於有於有雲雲雲雲，，，，一點一點一點一點

星星星星光光光光也見不到也見不到也見不到也見不到。。。。地是地是地是地是濕濕濕濕的的的的，，，，甚甚甚甚是是是是寒寒寒寒冷冷冷冷，，，，唯唯唯唯一的一的一的一的光光光光源源源源是是是是正門正門正門正門頂頂頂頂上的上的上的上的燈燈燈燈。。。。

那那那那盞盞盞盞燈燈燈燈本本本本來就不很來就不很來就不很來就不很光光光光，，，，加加加加上很多上很多上很多上很多飛飛飛飛蛾蛾蛾蛾及小及小及小及小昆蟲趨昆蟲趨昆蟲趨昆蟲趨光光光光飛飛飛飛撲撲撲撲，，，，那那那那光光光光就就就就更更更更加加加加

微微微微弱弱弱弱及及及及飄飄飄飄忽忽忽忽了了了了。。。。看看地上看看地上看看地上看看地上，，，，有很多有很多有很多有很多撞撞撞撞死死死死撞撞撞撞傷傷傷傷的的的的飛飛飛飛蛾蛾蛾蛾，，，，一一一一些些些些就就就就掙扎掙扎掙扎掙扎著著著著想想想想

爬爬爬爬起起起起來來來來。。。。這這這這才才才才明明明明白白白白，，，，省省省省電電電電可能是可能是可能是可能是東東東東埔埔埔埔山山山山莊莊莊莊大大大大嬸嬸嬸嬸要要要要拾拾拾拾點點點點熄熄熄熄燈燈燈燈的的的的原原原原因因因因之之之之

一一一一，，，，或或或或許許許許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更更更更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原原原原因因因因，，，，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憐憫憐憫憐憫憐憫蒼蒼蒼蒼生生生生。。。。    

    



    

    
(20)(20)(20)(20)    

    

離開東離開東離開東離開東埔埔埔埔山山山山莊莊莊莊，，，，今今今今天我們會到天我們會到天我們會到天我們會到台台台台中過中過中過中過夜夜夜夜，，，，亦亦亦亦是我在這個是我在這個是我在這個是我在這個旅行旅行旅行旅行團最後的團最後的團最後的團最後的

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和和和和我一我一我一我一樣樣樣樣，，，，有有有有十十十十多個團多個團多個團多個團友離友離友離友離團團團團，，，，餘餘餘餘下下下下的團的團的團的團友友友友分分分分 AAAA 組組組組及及及及 BBBB

組組組組。。。。AAAA 組由另組由另組由另組由另一一一一位位位位專業專業專業專業行山導遊行山導遊行山導遊行山導遊帶帶帶帶領領領領，，，，並並並並僱僱僱僱用用用用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pppporterorterorterorter 及一個及一個及一個及一個

cookcookcookcook，，，，進進進進行行行行為為為為期期期期五天五天五天五天，，，，極極極極富富富富挑挑挑挑戰性戰性戰性戰性的的的的聖陵聖陵聖陵聖陵線之旅線之旅線之旅線之旅；；；；BBBB 組由組由組由組由小陳小陳小陳小陳續續續續領領領領，，，，

往往往往武陵武陵武陵武陵農場農場農場農場及及及及鄰鄰鄰鄰近近近近自然生自然生自然生自然生態態態態的的的的觀觀觀觀光光光光點點點點遊遊遊遊覽覽覽覽，，，，五天後五天後五天後五天後 AAAA 組組組組及及及及 BBBB 組組組組再再再再匯匯匯匯

合合合合，，，，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回台回台回台回台北散北散北散北散團團團團。。。。    

    

這天我們會去一這天我們會去一這天我們會去一這天我們會去一處叫處叫處叫處叫「「「「奮奮奮奮起起起起湖湖湖湖」」」」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觀觀觀觀光光光光及及及及午午午午餐餐餐餐。。。。奮奮奮奮起起起起湖湖湖湖其其其其實實實實是是是是阿阿阿阿

里里里里山山山山火火火火車的一個中車的一個中車的一個中車的一個中轉轉轉轉站站站站，，，，小陳說小陳說小陳說小陳說奮奮奮奮起起起起湖湖湖湖的的的的火火火火車便當在車便當在車便當在車便當在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極極極極出出出出名名名名。。。。對對對對

於於於於火火火火車便當車便當車便當車便當，，，，我就有一種無明的我就有一種無明的我就有一種無明的我就有一種無明的恐懼恐懼恐懼恐懼感感感感，，，，還還還還記記記記得得得得許許許許多年多年多年多年前前前前，，，，那時是那時是那時是那時是華華華華

國國國國鋒鋒鋒鋒「「「「你辦你辦你辦你辦事我事我事我事我放放放放心心心心」」」」的年的年的年的年代代代代，，，，與國與國與國與國內內內內親親親親戚戚戚戚坐坐坐坐火火火火車車車車從廣從廣從廣從廣州州州州往往往往肇慶肇慶肇慶肇慶途途途途

中中中中，，，，親親親親戚戚戚戚買買買買了個飯了個飯了個飯了個飯盒盒盒盒給給給給我當我當我當我當午午午午餐餐餐餐，，，，那那那那些些些些飯真係飯真係飯真係飯真係難難難難吃吃吃吃，，，，不不不不識識識識怎樣怎樣怎樣怎樣形形形形容容容容，，，，

飯面有一飯面有一飯面有一飯面有一些些些些肥肥肥肥豬豬豬豬肉肉肉肉，，，，連連連連皮皮皮皮帶帶帶帶毛毛毛毛，，，，那時人人都是吃這那時人人都是吃這那時人人都是吃這那時人人都是吃這些些些些，，，，我最後都係我最後都係我最後都係我最後都係挨挨挨挨

了了了了半半半半盒盒盒盒。。。。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次次次是上是上是上是上次次次次 1111999988883333 年來年來年來年來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乘乘乘乘火火火火車到車到車到車到台台台台中中中中，，，，中中中中途途途途在在在在火火火火車上車上車上車上買買買買了個便了個便了個便了個便

當當當當，，，，打打打打開開開開一看一看一看一看，，，，有一有一有一有一隻隻隻隻雞雞雞雞蛋蛋蛋蛋及一及一及一及一塊塊塊塊鹵鹵鹵鹵水五花水五花水五花水五花腩腩腩腩，，，，還有一大還有一大還有一大還有一大塊塊塊塊染染染染了了了了黃色黃色黃色黃色

的的的的蘿蘿蘿蘿蔔蔔蔔蔔，，，，我是不吃我是不吃我是不吃我是不吃醃漬醃漬醃漬醃漬的的的的甜甜甜甜酸酸酸酸物物物物的的的的，，，，但但但但那那那那些些些些黃色黃色黃色黃色的的的的酸汁酸汁酸汁酸汁卻卻卻卻染染染染滿半滿半滿半滿半盒盒盒盒

飯飯飯飯。。。。我問我的我問我的我問我的我問我的助助助助手手手手，，，，他說以他說以他說以他說以前前前前當當當當兵兵兵兵一一一一日三日三日三日三餐都是吃餐都是吃餐都是吃餐都是吃類類類類似這似這似這似這些些些些的的的的東西東西東西東西。。。。

可可可可想想想想而而而而知知知知，，，，那那那那時在時在時在時在台灣服台灣服台灣服台灣服兵役兵役兵役兵役是多是多是多是多麼麼麼麼辛辛辛辛苦苦苦苦的的的的，，，，那那那那次次次次我我我我衹衹衹衹是吃了那是吃了那是吃了那是吃了那隻隻隻隻

蛋蛋蛋蛋，，，，一一一一些些些些肉及肉及肉及肉及少許少許少許少許飯飯飯飯。。。。    

    

經過這經過這經過這經過這兩次兩次兩次兩次經經經經歷歷歷歷，，，，唔係自己唔係自己唔係自己唔係自己身身身身嬌嬌嬌嬌肉貴肉貴肉貴肉貴，，，，而係而係而係而係火火火火車便當這車便當這車便當這車便當這樣樣樣樣嘢嘢嘢嘢，，，，可免可免可免可免則則則則

免了免了免了免了。。。。今次今次今次今次這這這這麼遠麼遠麼遠麼遠來到這裡來到這裡來到這裡來到這裡，，，，為的就是來吃為的就是來吃為的就是來吃為的就是來吃火火火火車便當車便當車便當車便當，，，，我真是我真是我真是我真是想和想和想和想和小小小小

陳陳陳陳講講講講：：：：「「「「全全全全世世世世界界界界最出最出最出最出名名名名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火火火火車便當都係車便當都係車便當都係車便當都係火火火火車便當車便當車便當車便當，，，，我地又唔係無我地又唔係無我地又唔係無我地又唔係無

錢錢錢錢，，，，可唔可以搵其他可唔可以搵其他可唔可以搵其他可唔可以搵其他 DDDD 嘢嘢嘢嘢食食食食？？？？」」」」不過見到小陳這不過見到小陳這不過見到小陳這不過見到小陳這樣樣樣樣推推推推薦薦薦薦，，，，我我我我想想想想都係自都係自都係自都係自

己個人的問己個人的問己個人的問己個人的問題題題題多多多多些些些些，，，，不不不不應應應應將將將將自己的問自己的問自己的問自己的問題題題題，，，，變變變變成成成成小陳或小陳或小陳或小陳或整整整整個個個個團的問團的問團的問團的問題題題題，，，，

最多去到自己唔食最多去到自己唔食最多去到自己唔食最多去到自己唔食罷罷罷罷了了了了。。。。    

    

來到這間便當店來到這間便當店來到這間便當店來到這間便當店，，，，真真真真吧吧吧吧閉閉閉閉，，，，要要要要預預預預訂訂訂訂。。。。午午午午餐時間尚早餐時間尚早餐時間尚早餐時間尚早，，，，小陳又帶我們小陳又帶我們小陳又帶我們小陳又帶我們行行行行

下下下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奮奮奮奮起起起起湖湖湖湖的老的老的老的老街街街街。。。。「「「「老老老老街街街街夜夜夜夜市市市市」」」」這這這這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在在在在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真是真是真是真是氾氾氾氾濫濫濫濫成成成成災災災災，，，，

許許許許多多多多所所所所謂謂謂謂老老老老街街街街就就就就像像像像兒兒兒兒時時時時母母母母親親親親帶我去帶我去帶我去帶我去街街街街市買市買市買市買餸餸餸餸一一一一樣樣樣樣，，，，外外外外觀觀觀觀不不不不甚甚甚甚整潔整潔整潔整潔，，，，重重重重

行行行行到到到到成成成成腳泥腳泥腳泥腳泥濘濘濘濘，，，，不過那不過那不過那不過那些些些些市市市市集集集集都有都有都有都有試試試試食食食食，，，，食完又可以食完又可以食完又可以食完又可以買土買土買土買土產產產產，，，，於是於是於是於是旅旅旅旅

行行行行團就團就團就團就「「「「逢逢逢逢街街街街必逛必逛必逛必逛，，，，逢逢逢逢市市市市必必必必食食食食」」」」，，，，這就是一這就是一這就是一這就是一般般般般台灣旅遊台灣旅遊台灣旅遊台灣旅遊特特特特色色色色。。。。    

    

「「「「奮奮奮奮起起起起湖湖湖湖」」」」並並並並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湖湖湖湖，，，，衹衹衹衹因因因因四四四四面面面面環環環環山山山山，，，，自自自自稱稱稱稱「「「「湖湖湖湖」」」」。。。。自自自自從從從從公路公路公路公路接接接接通了通了通了通了

阿阿阿阿里里里里山山山山，，，，這個這個這個這個火火火火車中車中車中車中轉轉轉轉站站站站使使使使便便便便失失失失卻卻卻卻其其其其效效效效用用用用,,,,    這裡是這裡是這裡是這裡是山區山區山區山區，，，，搵食搵食搵食搵食艱艱艱艱難難難難，，，，

故故故故勉勉勉勉人要人要人要人要奮奮奮奮發發發發圖圖圖圖強強強強，，，，起起起起來來來來創創創創業業業業維維維維生生生生，，，，起起起起「「「「奮奮奮奮起起起起湖湖湖湖」」」」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名名名名的人無中生的人無中生的人無中生的人無中生

有有有有，，，，但但但但頗頗頗頗具具具具思思思思維維維維。。。。之之之之後我們又到了一間後我們又到了一間後我們又到了一間後我們又到了一間火火火火車車車車博博博博物物物物館館館館，，，，參參參參觀觀觀觀一一一一些些些些以以以以前前前前((((包包包包

括日括日括日括日治治治治期期期期間間間間))))的的的的火火火火車頭車頭車頭車頭。。。。    

    



隨隨隨隨後我們便後我們便後我們便後我們便回回回回到便當店到便當店到便當店到便當店用午用午用午用午餐餐餐餐，，，，打打打打開開開開個個個個用用用用銻銻銻銻做的做的做的做的圓圓圓圓形形形形便當便當便當便當盒盒盒盒，，，，好好好好彩發彩發彩發彩發

現現現現唔到那唔到那唔到那唔到那件件件件黃色黃色黃色黃色的的的的蘿蘿蘿蘿蔔蔔蔔蔔，，，，那那那那盒盒盒盒填填填填得得得得滿滿滿滿滿滿滿滿，，，，一一一一半半半半是是是是餸餸餸餸一一一一半半半半是飯是飯是飯是飯，，，，有有有有半半半半隻隻隻隻

鹵鹵鹵鹵水水水水蛋蛋蛋蛋，，，，一一一一塊塊塊塊去去去去骨骨骨骨雞雞雞雞扒扒扒扒，，，，一一一一塊塊塊塊豬豬豬豬扒扒扒扒及一及一及一及一些些些些蔬蔬蔬蔬菜菜菜菜，，，，NNNNT$1T$1T$1T$133330000 一一一一盒盒盒盒，，，，真係抵真係抵真係抵真係抵

食食食食夾夾夾夾大大大大件件件件，，，，另另另另送送送送草草草草菰菰菰菰荀荀荀荀絲湯絲湯絲湯絲湯任任任任飲飲飲飲。。。。這便當店的這便當店的這便當店的這便當店的成成成成功功功功有其因有其因有其因有其因素素素素，，，，這個便這個便這個便這個便

當我就當我就當我就當我就全全全全盒盒盒盒吃吃吃吃光光光光，，，，以以以以前前前前對便當的對便當的對便當的對便當的陰陰陰陰影影影影，，，，應該應該應該應該一掃而一掃而一掃而一掃而空空空空。。。。    

    

吃完便當吃完便當吃完便當吃完便當，，，，店主店主店主店主((((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代代代代))))出來出來出來出來和和和和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拍拍拍拍照照照照，，，，這是這是這是這是近近近近年來很年來很年來很年來很流流流流行行行行的的的的宣宣宣宣傳傳傳傳

手手手手法法法法，，，，和和和和他他他他拍拍拍拍照照照照後後後後，，，，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必必必必會會會會將將將將這這這這些旅行照片些旅行照片些旅行照片些旅行照片給親給親給親給親戚戚戚戚朋朋朋朋友友友友觀觀觀觀看看看看，，，，甚甚甚甚至至至至

上上上上網網網網，，，，這這這這樣樣樣樣便間便間便間便間接接接接地地地地，，，，但但但但極極極極有有有有實實實實效效效效地地地地替替替替他們他們他們他們宣宣宣宣傳傳傳傳。。。。可可可可惜惜惜惜他是他是他是他是穿和服穿和服穿和服穿和服

的的的的，，，，我我我我想想想想堂堂堂堂堂堂堂堂中中中中國國國國人人人人，，，，為為為為甚麼甚麼甚麼甚麼要要要要扮扮扮扮日本日本日本日本仔仔仔仔？？？？不過再不過再不過再不過再想想想想一一一一下下下下，，，，中中中中國國國國的的的的所所所所

謂謂謂謂國服國服國服國服，，，，女女女女生的生的生的生的穿穿穿穿旗旗旗旗袍袍袍袍，，，，拿拿拿拿著一著一著一著一把把把把折折折折扇扇扇扇或或或或油油油油紙傘紙傘紙傘紙傘，，，，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千千千千嬌嬌嬌嬌百百百百媚媚媚媚，，，，無無無無

得得得得頂頂頂頂。。。。但但但但是是是是男男男男生生生生((((如如如如那店主那店主那店主那店主))))，，，，穿穿穿穿著著著著長長長長衫衫衫衫馬馬馬馬掛掛掛掛，，，，重重重重戴戴戴戴頂頂頂頂卜帽添卜帽添卜帽添卜帽添，，，，我就真我就真我就真我就真

係係係係頂頂頂頂唔唔唔唔順順順順，，，，不過這是不過這是不過這是不過這是題題題題外話外話外話外話，，，，不不不不談談談談了了了了。。。。  

    

        
(21)(21)(21)(21)    

    

吃完吃完吃完吃完火火火火車便當車便當車便當車便當，，，，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旅遊旅遊旅遊旅遊車又到了一車又到了一車又到了一車又到了一處與處與處與處與小陳相熟的小陳相熟的小陳相熟的小陳相熟的茶茶茶茶葉葉葉葉店店店店。。。。在在在在阿阿阿阿

里里里里山山山山，，，，凍凍凍凍頂頂頂頂烏烏烏烏龍龍龍龍茶茶茶茶是最出是最出是最出是最出名名名名的的的的，，，，純純純純茶飲茶飲茶飲茶飲略略略略可分可分可分可分三三三三種種種種，，，，第第第第一種為一種為一種為一種為綠綠綠綠花花花花((((或或或或

叫叫叫叫青茶青茶青茶青茶))))，，，，產產產產江江江江南南南南一帶一帶一帶一帶，，，，如如如如龍龍龍龍井井井井，，，，是是是是未未未未經過經過經過經過發發發發酵酵酵酵的的的的，，，，茶茶茶茶葉摘葉摘葉摘葉摘下下下下來便來便來便來便炒炒炒炒

乾乾乾乾。。。。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種為紅種為紅種為紅種為紅茶茶茶茶((((或或或或稱黑稱黑稱黑稱黑茶茶茶茶))))，，，，產產產產雲雲雲雲南南南南及貴及貴及貴及貴州州州州，，，，如如如如普洱普洱普洱普洱，，，，是是是是讓讓讓讓其其其其持續持續持續持續

發發發發酵酵酵酵的的的的。。。。綠綠綠綠茶茶茶茶的的的的保保保保存存存存期期期期最多最多最多最多兩兩兩兩年年年年，，，，故故故故此此此此飲飲飲飲綠綠綠綠茶茶茶茶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喜喜喜喜歡歡歡歡試試試試新茶新茶新茶新茶。。。。紅紅紅紅茶茶茶茶

就不就不就不就不同同同同，，，，越久越越久越越久越越久越好好好好，，，，近近近近年有年有年有年有些些些些人人人人炒炒炒炒作作作作，，，，將將將將一一一一些遠些遠些遠些遠年年年年普洱普洱普洱普洱當當當當黃黃黃黃金金金金咁咁咁咁賣賣賣賣。。。。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種是種是種是種是半半半半發發發發酵酵酵酵茶茶茶茶，，，，即是即是即是即是茶茶茶茶葉摘葉摘葉摘葉摘下下下下來便來便來便來便讓讓讓讓其自然其自然其自然其自然發發發發酵酵酵酵，，，，一一一一段段段段時間後時間後時間後時間後才才才才

將將將將茶茶茶茶葉葉葉葉加加加加熱熱熱熱炒炒炒炒乾乾乾乾，，，，至至至至於多於多於多於多久久久久才才才才停停停停止止止止茶茶茶茶葉葉葉葉發發發發酵酵酵酵，，，，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茶茶茶茶商商商商的的的的商商商商業業業業祕祕祕祕密密密密

了了了了。。。。半半半半發發發發酵酵酵酵茶茶茶茶源源源源自自自自福福福福建鐵建鐵建鐵建鐵觀觀觀觀音音音音茶茶茶茶系系系系，，，，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的的的的烏烏烏烏龍龍龍龍茶茶茶茶與與與與其其其其同同同同系系系系。。。。    

    

店主店主店主店主熱熱熱熱情地情地情地情地招招招招待待待待我們我們我們我們飲茶飲茶飲茶飲茶試試試試茶茶茶茶，，，，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茶茶茶茶客客客客，，，，怎樣怎樣怎樣怎樣好好好好飲飲飲飲我不我不我不我不識識識識形形形形容容容容

了了了了。。。。那店主很客那店主很客那店主很客那店主很客氣氣氣氣，，，，還帶我們去參還帶我們去參還帶我們去參還帶我們去參觀觀觀觀他的他的他的他的茶園茶園茶園茶園及及及及製茶製茶製茶製茶工場工場工場工場。。。。那個那個那個那個茶園茶園茶園茶園

很大很大很大很大，，，，事事事事實實實實上這上這上這上這區區區區全全全全部部部部山山山山坡坡坡坡都是種都是種都是種都是種茶茶茶茶的的的的，，，，一一一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綠色綠色綠色綠色的的的的茶茶茶茶葉葉葉葉小小小小樹樹樹樹，，，，真真真真

是好看是好看是好看是好看。。。。全全全全園園園園都分都分都分都分裝裝裝裝了自了自了自了自動動動動洒洒洒洒水水水水系系系系統統統統，，，，店主說店主說店主說店主說，，，，除除除除下下下下雨雨雨雨天天天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日日日日出出出出

便便便便洒洒洒洒水水水水，，，，製製製製造造造造晨晨晨晨霧霧霧霧效效效效果果果果。。。。在在在在茶園茶園茶園茶園一一一一側側側側，，，，卻卻卻卻有一個小有一個小有一個小有一個小菜菜菜菜園園園園////花花花花園園園園////果果果果園園園園和和和和

一個小一個小一個小一個小瓜瓜瓜瓜棚棚棚棚，，，，店主說是店主說是店主說是店主說是給給給給媽媽媽媽媽媽媽媽種種種種嘢嘢嘢嘢玩玩玩玩的的的的。。。。我在那裡我在那裡我在那裡我在那裡卻卻卻卻像像像像上了一上了一上了一上了一堂堂堂堂植物植物植物植物

課課課課，，，，因為那裡有因為那裡有因為那裡有因為那裡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植物植物植物植物都不都不都不都不常常常常見見見見，，，，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寶寶寶寶蓮花蓮花蓮花蓮花、、、、咖啡咖啡咖啡咖啡樹樹樹樹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我我我想想想想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媽媽媽媽媽媽媽媽真有真有真有真有福福福福，，，，有個這有個這有個這有個這麼識麼識麼識麼識做的做的做的做的孝順孝順孝順孝順仔仔仔仔。。。。    

    

傍傍傍傍晚晚晚晚旅遊旅遊旅遊旅遊車到了車到了車到了車到了台台台台中的一間海鮮酒中的一間海鮮酒中的一間海鮮酒中的一間海鮮酒樓樓樓樓，，，，當然又是又平又好吃當然又是又平又好吃當然又是又平又好吃當然又是又平又好吃。。。。過了過了過了過了今今今今

晚便晚便晚便晚便勞勞勞勞燕燕燕燕分分分分飛飛飛飛，，，，要要要要回回回回到悉尼到悉尼到悉尼到悉尼，，，，眾眾眾眾團團團團友友友友才才才才可再見面可再見面可再見面可再見面。。。。這晚我們特這晚我們特這晚我們特這晚我們特別別別別邀邀邀邀請請請請

了小陳及了小陳及了小陳及了小陳及司機司機司機司機一齊一齊一齊一齊用用用用餐餐餐餐，，，，今次旅遊今次旅遊今次旅遊今次旅遊特特特特別別別別好好好好玩玩玩玩，，，，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功功功功勞勞勞勞絕絕絕絕不可不可不可不可缺缺缺缺；；；；

特特特特別別別別是是是是小陳小陳小陳小陳，，，，對我們這對我們這對我們這對我們這班班班班壞孩壞孩壞孩壞孩子子子子，，，，算算算算是很包是很包是很包是很包容容容容了了了了。。。。小陳也很小陳也很小陳也很小陳也很本本本本事事事事，，，，對對對對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的天的天的天的天氣氣氣氣、、、、地地地地理理理理、、、、政政政政治治治治、、、、經經經經濟濟濟濟及及及及社社社社會都很會都很會都很會都很理理理理解解解解，，，，對我們一對我們一對我們一對我們一些些些些無無無無厘厘厘厘頭頭頭頭

問問問問題題題題，，，，都對都對都對都對答答答答如如如如流流流流，，，，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街邊街邊街邊街邊看到一看到一看到一看到一些些些些廣廣廣廣告告告告說說說說「「「「劈劈劈劈腿腿腿腿」」」」，，，，他他他他解解解解

說是說是說是說是謂謂謂謂人一人一人一人一腳踏腳踏腳踏腳踏兩兩兩兩船船船船，，，，即係有外即係有外即係有外即係有外遇遇遇遇，，，，那那那那些些些些廣廣廣廣告告告告是是是是婚姻婚姻婚姻婚姻輔輔輔輔導導導導的的的的。。。。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的是他唔的是他唔的是他唔的是他唔識識識識就去就去就去就去    GGGGooooooooglglglgleeee    sssseeeeaaaarcrcrcrchhhh，，，，唔唔唔唔亂亂亂亂講講講講嘢嘢嘢嘢塞塞塞塞責責責責。。。。我特我特我特我特別別別別讚讚讚讚賞賞賞賞他的他的他的他的

是是是是：：：：我們一我們一我們一我們一些些些些團團團團友友友友((((包包包包括括括括我在內我在內我在內我在內))))的的的的哎哎哎哎吔吔吔吔國國國國語語語語，，，，他都他都他都他都聽聽聽聽得明得明得明得明，，，，而而而而且且且且有有有有耐耐耐耐



性性性性去去去去聽聽聽聽。。。。做做做做導遊導遊導遊導遊的我就的我就的我就的我就俾俾俾俾足足足足 100100100100 分分分分佢佢佢佢，，，，故故故故此此此此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覺覺覺覺得小陳及得小陳及得小陳及得小陳及司機超司機超司機超司機超

值值值值。。。。除除除除旅行旅行旅行旅行社社社社指指指指定的定的定的定的 ttttipsipsipsips 外外外外，，，，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另另另另外外外外加碼加碼加碼加碼，，，，那晚真是那晚真是那晚真是那晚真是皆皆皆皆大大大大歡歡歡歡喜喜喜喜。。。。    

    

還有一點還有一點還有一點還有一點想講講想講講想講講想講講的是這晚海鮮餐的的是這晚海鮮餐的的是這晚海鮮餐的的是這晚海鮮餐的尾尾尾尾菜菜菜菜，，，，我也不我也不我也不我也不知知知知是是是是餸餸餸餸還是飯後還是飯後還是飯後還是飯後果果果果，，，，

每人每人每人每人派派派派一一一一支支支支茭茭茭茭白白白白筍筍筍筍，，，，這這這這並非並非並非並非竹竹竹竹類類類類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是一種在是一種在是一種在是一種在江江江江南南南南地地地地區區區區的水的水的水的水邊邊邊邊生生生生長長長長

的的的的禾禾禾禾本本本本植物植物植物植物，，，，以以以以前前前前在香港的在香港的在香港的在香港的南南南南貨貨貨貨舖舖舖舖((((即即即即賣賣賣賣大閘大閘大閘大閘蟹蟹蟹蟹或或或或金金金金華華華華火火火火腿的地腿的地腿的地腿的地方方方方))))見見見見

過過過過，，，，可能因為可能因為可能因為可能因為遠程遠程遠程遠程運運運運輸輸輸輸，，，，全身全身全身全身都是都是都是都是用用用用濕濕濕濕泥泥泥泥包著包著包著包著。。。。今次今次今次今次所所所所見的不見的不見的不見的不同同同同，，，，全全全全

支支支支晶瑩翠晶瑩翠晶瑩翠晶瑩翠綠綠綠綠，，，，一看便一看便一看便一看便知知知知是是是是極新極新極新極新鮮的鮮的鮮的鮮的，，，，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掾掾掾掾開開開開葉葉葉葉片片片片，，，，然後吃內裡的然後吃內裡的然後吃內裡的然後吃內裡的白白白白

色色色色部部部部份份份份，，，，咬咬咬咬落清落清落清落清爽爽爽爽微微微微甜甜甜甜，，，，甚甚甚甚為可口為可口為可口為可口，，，，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有有有有機機機機會再來這裡會再來這裡會再來這裡會再來這裡，，，，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要要要再再再再

嘗嘗嘗嘗試試試試。。。。  

        
(22)(22)(22)(22)    

    

    

這一天在這一天在這一天在這一天在台台台台中中中中，，，，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回台回台回台回台北北北北的的的的高高高高鐵鐵鐵鐵下下下下

午四午四午四午四時時時時才才才才開行開行開行開行，，，，早上還有一早上還有一早上還有一早上還有一段段段段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我我我我和幾位和幾位和幾位和幾位團團團團友友友友便去參便去參便去參便去參觀觀觀觀台台台台中中中中國國國國立立立立美美美美術術術術

館館館館。。。。這個這個這個這個美美美美術術術術館館館館建建建建築築築築頗頗頗頗為為為為宏宏宏宏偉偉偉偉，，，，外面外面外面外面

的公的公的公的公園園園園也也也也擺擺擺擺放放放放了了了了許許許許多大多大多大多大型型型型的的的的雕塑雕塑雕塑雕塑，，，，不不不不

過過過過    PeterPeterPeterPeter    LookLookLookLook    不在不在不在不在，，，，沒有人沒有人沒有人沒有人講講講講

解解解解，，，，不不不不知知知知作者的作者的作者的作者的心心心心意意意意表表表表達達達達。。。。參參參參觀觀觀觀是免是免是免是免

費的費的費的費的，，，，入入入入內時就內時就內時就內時就覺覺覺覺得沒有得沒有得沒有得沒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睇睇睇睇頭頭頭頭，，，，

內內內內裏裏裏裏有有有有兩兩兩兩個大個大個大個大型型型型展覽展覽展覽展覽，，，，一個是外一個是外一個是外一個是外國國國國人人人人

的的的的，，，，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立立立立體三體三體三體三角角角角型型型型的的的的視視視視覺覺覺覺藝藝藝藝術術術術，，，，    

即係即係即係即係你由你由你由你由左左左左面看面看面看面看，，，，中間看中間看中間看中間看，，，，右右右右面看面看面看面看，，，，都不都不都不都不同同同同，，，，千千千千多年多年多年多年前前前前蘇蘇蘇蘇東東東東坡坡坡坡詩云詩云詩云詩云::::    

「「「「橫橫橫橫看看看看成嶺成嶺成嶺成嶺則則則則成成成成峰峰峰峰，，，，遠遠遠遠近近近近高高高高低低低低各各各各不不不不同同同同」」」」，，，，十十十十四四四四個個個個字字字字已已已已總總總總括括括括其其其其創創創創作作作作概概概概

念念念念。。。。另另另另外一個是外一個是外一個是外一個是本本本本地人的地人的地人的地人的畫畫畫畫展展展展，，，，在在在在入入入入口口口口處處處處，，，，看見他的學看見他的學看見他的學看見他的學歷歷歷歷、、、、師師師師承承承承、、、、頭頭頭頭

銜銜銜銜及經及經及經及經歷歷歷歷，，，，成成成成幅幅幅幅牆牆牆牆都都都都寫寫寫寫唔哂唔哂唔哂唔哂，，，，可見可見可見可見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很著重這人很著重這人很著重這人很著重這些些些些嘢嘢嘢嘢。。。。入入入入去看他的去看他的去看他的去看他的

現代現代現代現代創創創創作作作作畫畫畫畫，，，，謙謙謙謙虛虛虛虛一點一點一點一點，，，，我就唔係我就唔係我就唔係我就唔係幾識幾識幾識幾識欣賞欣賞欣賞欣賞，，，，藝藝藝藝術術術術這這這這樣樣樣樣東西東西東西東西，，，，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純純純純

學學學學歷歷歷歷、、、、師師師師承承承承、、、、頭頭頭頭銜銜銜銜及經及經及經及經歷歷歷歷，，，，便可以便可以便可以便可以砌砌砌砌出來出來出來出來，，，，給給給給人看看人看看人看看人看看你你你你的作品的作品的作品的作品，，，，雖然雖然雖然雖然

亦亦亦亦有很多主有很多主有很多主有很多主觀成觀成觀成觀成份份份份，，，，但但但但眾眾眾眾多人的主多人的主多人的主多人的主觀觀觀觀加起加起加起加起來便是客來便是客來便是客來便是客觀觀觀觀，，，，作者有作者有作者有作者有幾幾幾幾多多多多功功功功

夫夫夫夫，，，，是有是有是有是有目共目共目共目共睹睹睹睹的的的的，，，，當然作者可以當然作者可以當然作者可以當然作者可以解解解解說說說說，，，，謂謂謂謂眾眾眾眾人人人人皆皆皆皆醉醉醉醉我我我我獨獨獨獨醒醒醒醒。。。。    

        

    

很快便很快便很快便很快便逛逛逛逛完這個完這個完這個完這個美美美美術術術術館館館館，，，，用用用用電電電電腦腦腦腦的的的的術語術語術語術語說說說說：：：：個個個個殼殼殼殼((((infinfinfinfrrrrasasasastructuretructuretructuretructure))))

就就就就夠夠夠夠勁勁勁勁，，，，不過不過不過不過 DDDD 餡餡餡餡((((cocococonnnntetetetennnnttttssss))))就唔得就唔得就唔得就唔得。。。。後來我上後來我上後來我上後來我上網網網網做了個做了個做了個做了個調查調查調查調查，，，，原原原原來來來來

台台台台中地中地中地中地位位位位特特特特殊殊殊殊，，，，台灣島台灣島台灣島台灣島北北北北面是面是面是面是藍藍藍藍營營營營的的的的，，，，以以以以台台台台北北北北為中為中為中為中心心心心，，，，南南南南面的是面的是面的是面的是綠綠綠綠營營營營

的的的的，，，，以以以以高高高高雄雄雄雄為中為中為中為中心心心心，，，，台台台台中在中中在中中在中中在中央央央央，，，，便是便是便是便是兩兩兩兩營營營營兵兵兵兵家家家家必必必必爭爭爭爭之之之之地地地地，，，，以以以以前前前前打打打打扙扙扙扙

用用用用刀刀刀刀用用用用鎗鎗鎗鎗，，，，現代現代現代現代打打打打扙扙扙扙是是是是燒燒燒燒錢錢錢錢紙紙紙紙，，，，就就就就象象象象澳洲澳洲澳洲澳洲大大大大選選選選時時時時，，，，那那那那些些些些    mamamamarrrrginalginalginalginal    



sssseeeeaaaattttssss    一一一一樣樣樣樣，，，，為為為為爭爭爭爭取選取選取選取選民民民民支支支支持持持持((((正正正正確確確確點說是為了點說是為了點說是為了點說是為了選票選票選票選票))))，，，，兩兩兩兩營營營營在在在在台台台台中中中中，，，，

起起起起完完完完醫院醫院醫院醫院起起起起大學大學大學大學，，，，醫院醫院醫院醫院及大學都及大學都及大學都及大學都夠夠夠夠了了了了，，，，便便便便起美起美起美起美術術術術館及館及館及館及歌歌歌歌劇劇劇劇院院院院，，，，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國國國國

立立立立美美美美術術術術館便是在這種情館便是在這種情館便是在這種情館便是在這種情況況況況下下下下擠擠擠擠出來出來出來出來。。。。不過不過不過不過藝藝藝藝術術術術這這這這東西東西東西東西，，，，如前如前如前如前所所所所說說說說，，，，也也也也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用用用用錢錢錢錢紙紙紙紙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燒燒燒燒出來出來出來出來的的的的。。。。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可可可可觀觀觀觀，，，，我便出來我便出來我便出來我便出來逛逛逛逛街街街街，，，，過了過了過了過了美美美美術術術術館的停車館的停車館的停車館的停車場場場場，，，，見了一見了一見了一見了一些高些高些高些高尚尚尚尚

住住住住宅宅宅宅，，，，像像像像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九九九九龍龍龍龍塘塘塘塘，，，，除住除住除住除住宅宅宅宅外外外外，，，，還有還有還有還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高高高高級食級食級食級食肆肆肆肆。。。。行行下行行下行行下行行下，，，，見見見見    

    

    

了一間了一間了一間了一間叫叫叫叫    JJJJamiamiamiamieeee 食食食食肆肆肆肆，，，，說自己的說自己的說自己的說自己的麵麵麵麵食食食食絕絕絕絕不不不不

落落落落味味味味精精精精等等等等。。。。這時也是這時也是這時也是這時也是午午午午飯時飯時飯時飯時間間間間，，，，於是於是於是於是入入入入內內內內，，，，

叫叫叫叫了一客了一客了一客了一客牛牛牛牛肉肉肉肉麵麵麵麵。。。。牛牛牛牛肉肉肉肉麵麵麵麵上來上來上來上來，，，，看看看看樣樣樣樣子子子子，，，，沒沒沒沒

有老有老有老有老抽抽抽抽的的的的顏顏顏顏色色色色，，，，先先先先喝喝喝喝一口湯一口湯一口湯一口湯，，，，幾幾幾幾好好好好，，，，再吃一再吃一再吃一再吃一

口口口口麵麵麵麵，，，，不不不不錯錯錯錯，，，，咬咬咬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牛牛牛牛肉肉肉肉，，，，都都都都爽爽爽爽口好口好口好口好味味味味，，，，估估估估

不到不到不到不到踏踏踏踏破破破破鐵鐵鐵鐵鞋鞋鞋鞋無無無無覓覓覓覓處處處處，，，，得來得來得來得來全全全全不費不費不費不費功功功功夫夫夫夫，，，，在在在在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十十十十多多多多碗碗碗碗牛牛牛牛肉肉肉肉麵麵麵麵，，，，這這這這碗碗碗碗是最好的是最好的是最好的是最好的。。。。    

    

其其其其實實實實吃吃吃吃牛牛牛牛肉肉肉肉麵麵麵麵，，，，湯及湯及湯及湯及麵各麵各麵各麵各佔佔佔佔 25252525 分分分分，，，，餘餘餘餘下下下下的的的的

50505050 分分分分留留留留給給給給牛牛牛牛肉肉肉肉。。。。湯湯湯湯底底底底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為為為為甚麼第甚麼第甚麼第甚麼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

要要要要飲飲飲飲湯湯湯湯，，，，因為很多因為很多因為很多因為很多劣劣劣劣廚廚廚廚者都係者都係者都係者都係「「「「係咁係咁係咁係咁二二二二」」」」，，，，

唔會做唔會做唔會做唔會做足足足足功功功功夫夫夫夫煲煲煲煲好個湯好個湯好個湯好個湯，，，，很多時就係很多時就係很多時就係很多時就係用用用用味味味味精精精精

及及及及鹽鹽鹽鹽搭夠搭夠搭夠搭夠，，，，遇遇遇遇到這到這到這到這些些些些情情情情況況況況，，，，我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撈撈撈撈了了了了麵麵麵麵及及及及

肉吃肉吃肉吃肉吃，，，，湯就湯就湯就湯就留下留下留下留下。。。。坊坊坊坊間時間時間時間時興興興興甚麼甚麼甚麼甚麼刀刀刀刀切麵切麵切麵切麵，，，，手手手手

拉拉拉拉麵麵麵麵等等等等自自自自稱稱稱稱是即做手是即做手是即做手是即做手功功功功麵麵麵麵，，，，這種這種這種這種麵麵麵麵事事事事實實實實上上上上永永永永

遠遠遠遠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機機機機器器器器做的好做的好做的好做的好，，，，機機機機器器器器做的做的做的做的搓搓搓搓粉粉粉粉均勺均勺均勺均勺，，，，切切切切

粉齊粉齊粉齊粉齊整整整整。。。。做做做做麵麵麵麵與與與與麵麵麵麵包不包不包不包不同同同同，，，，麵麵麵麵包有一定的包有一定的包有一定的包有一定的流流流流

程程程程作作作作業業業業，，，，做做做做麵麵麵麵的不的不的不的不同同同同，，，，麵麵麵麵做好後可以做好後可以做好後可以做好後可以放放放放一一一一段段段段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祇祇祇祇要不是雪藏要不是雪藏要不是雪藏要不是雪藏貨貨貨貨或或或或隔隔隔隔夜夜夜夜的的的的，，，，效效效效果果果果都是都是都是都是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淥淥淥淥麵麵麵麵者的者的者的者的功功功功藝藝藝藝。。。。我以我以我以我以前前前前

就吃過一就吃過一就吃過一就吃過一些些些些湯湯湯湯麵麵麵麵，，，，真係真係真係真係冷冷冷冷河都唔過便河都唔過便河都唔過便河都唔過便盛盛盛盛出出出出        
    

來來來來，，，，當然以後我就不會再當然以後我就不會再當然以後我就不會再當然以後我就不會再幫幫幫幫襯襯襯襯了了了了。。。。至至至至於於於於牛牛牛牛肉肉肉肉，，，，以以以以前講前講前講前講過過過過，，，，不不不不贅贅贅贅了了了了。。。。        

高高高高興興興興之之之之餘餘餘餘，，，，自己又自己又自己又自己又想想想想，，，，今日今日今日今日所所所所吃的吃的吃的吃的麵麵麵麵和和和和在香港吃的在香港吃的在香港吃的在香港吃的牛牛牛牛腩腩腩腩麵麵麵麵又有又有又有又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呢呢呢呢？？？？差差差差別別別別好好好好像像像像祇祇祇祇是在香港吃的是是在香港吃的是是在香港吃的是是在香港吃的是粵粵粵粵式式式式生生生生麵麵麵麵，，，，而在這裡吃的是而在這裡吃的是而在這裡吃的是而在這裡吃的是陽春陽春陽春陽春

麵麵麵麵，，，，我雖然在這裡吃了一我雖然在這裡吃了一我雖然在這裡吃了一我雖然在這裡吃了一碗碗碗碗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牛牛牛牛肉肉肉肉麵麵麵麵，，，，但但但但是是個是是個是是個是是個改改改改良良良良版版版版，，，，不是真不是真不是真不是真

正正正正的的的的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牛牛牛牛肉肉肉肉麵麵麵麵，，，，想想想想到這裡到這裡到這裡到這裡，，，，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心心心心情情情情，，，，又又又又從從從從高處高處高處高處掉掉掉掉了了了了下下下下來來來來。。。。  

    

        
(2(2(2(23333))))    

    

下下下下午午午午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乘乘乘乘高高高高鐵鐵鐵鐵往台往台往台往台北北北北，，，，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的的的的高高高高鐵鐵鐵鐵成成成成套套套套是是是是從從從從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搬來搬來搬來搬來，，，，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用用用用了了了了

十十十十年年年年，，，，當然沒有當然沒有當然沒有當然沒有國國國國內的內的內的內的新新新新淨淨淨淨，，，，但但但但亦亦亦亦快而快而快而快而舒適舒適舒適舒適，，，，個多小時的車個多小時的車個多小時的車個多小時的車程程程程便到便到便到便到台台台台

北北北北巿巿巿巿。。。。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入入入入住的住的住的住的叫叫叫叫「「「「東東東東京京京京國國國國際際際際飯店飯店飯店飯店」」」」，，，，是團是團是團是團友友友友介紹的介紹的介紹的介紹的，，，，與剛與剛與剛與剛來時住的來時住的來時住的來時住的旅旅旅旅館館館館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房房房房又又又又細細細細，，，，走走走走廊廊廊廊又又又又窄窄窄窄，，，，lifliflifliftttt 得一得一得一得一部部部部，，，，打打打打開開開開窗帘窗帘窗帘窗帘看到的是看到的是看到的是看到的是別別別別人的後人的後人的後人的後

窗窗窗窗，，，，而而而而且且且且距距距距離離離離捷捷捷捷運運運運站站站站又又又又遠遠遠遠，，，，附近附近附近附近還有還有還有還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色色色色情情情情架架架架步步步步，，，，唯唯唯唯一的好一的好一的好一的好處處處處是是是是附附附附



近近近近有有有有許許許許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同同同同形形形形式式式式的食的食的食的食肆肆肆肆，，，，不過對我來說不過對我來說不過對我來說不過對我來說，，，，已沒有已沒有已沒有已沒有意意意意義義義義，，，，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前前前前天天天天磅磅磅磅

過過過過，，，，超超超超哂重哂重哂重哂重，，，，已經是肥已經是肥已經是肥已經是肥仔仔仔仔一一一一名名名名，，，，要要要要進進進進入第入第入第入第一級一級一級一級節節節節食食食食狀狀狀狀態態態態了了了了。。。。    

    

((((註註註註::::    第第第第一級一級一級一級節節節節食食食食狀狀狀狀態態態態是一是一是一是一日三日三日三日三餐不吃一餐餐不吃一餐餐不吃一餐餐不吃一餐，，，，通通通通常常常常是不吃晚餐是不吃晚餐是不吃晚餐是不吃晚餐，，，，兼兼兼兼不吃不吃不吃不吃

甜甜甜甜食食食食，，，，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級級級級節節節節食就是食就是食就是食就是祇祇祇祇吃一餐吃一餐吃一餐吃一餐，，，，且且且且以以以以素素素素食為主食為主食為主食為主，，，，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級級級級節節節節食就是食就是食就是食就是三三三三

餐都唔食餐都唔食餐都唔食餐都唔食，，，，即係即係即係即係絕絕絕絕食食食食，，，，祇祇祇祇飲飲飲飲清清清清水水水水))))。。。。    

    

我在我在我在我在台台台台北北北北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祇祇祇祇有有有有今今今今晚晚晚晚和和和和明天明天明天明天全全全全日日日日，，，，後天早後天早後天早後天早上會上會上會上會乘乘乘乘八八八八點鐘點鐘點鐘點鐘飛機飛機飛機飛機到香到香到香到香

港港港港。。。。原本原本原本原本計劃計劃計劃計劃明天明天明天明天全全全全日日日日在在在在故故故故宮宮宮宮參參參參觀觀觀觀，，，，不過不過不過不過剛剛剛剛來時來時來時來時逛逛逛逛過過過過故故故故宮宮宮宮一個早上一個早上一個早上一個早上，，，，

感感感感覺覺覺覺是是是是故故故故宮宮宮宮今今今今非非非非昔昔昔昔比比比比，，，，是是是是否否否否故故故故宮宮宮宮的主的主的主的主事事事事人人人人，，，，不不不不想陸想陸想陸想陸客看到太多的客看到太多的客看到太多的客看到太多的超超超超級級級級

國國國國寶寶寶寶，，，，而特而特而特而特意將意將意將意將大大大大部部部部份份份份超超超超級級級級國國國國寶寶寶寶收藏收藏收藏收藏起起起起來來來來呢呢呢呢？？？？這個就不可這個就不可這個就不可這個就不可言言言言知知知知了了了了。。。。    

    

「「「「老老老老街街街街夜夜夜夜市市市市」」」」我己經我己經我己經我己經    blablablablackckckcklislislislistetetetedddd，，，，但但但但餘餘餘餘下下下下的也是一個很的也是一個很的也是一個很的也是一個很長長長長的的的的 lislislislistttt::::    

•  書書書書局局局局街街街街      

•  美美美美術術術術街街街街((((國國國國立立立立師師師師飽飽飽飽範範範範大學大學大學大學附近附近附近附近) () () () (買買買買雲雲雲雲林林林林國國國國畫畫畫畫紙紙紙紙))))      

•  花花花花博博博博及及及及鄰鄰鄰鄰近近近近的的的的台台台台北北北北市市市市立立立立美美美美術術術術館館館館      

•  誠誠誠誠品品品品書書書書店店店店((((敦敦敦敦南總南總南總南總店店店店))))      

•  錢錢錢錢穆穆穆穆故故故故居居居居      

•  林林林林語語語語堂堂堂堂故故故故居居居居      

•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博博博博物物物物館及館及館及館及鄰鄰鄰鄰近近近近的的的的植物園植物園植物園植物園      

•  光光光光華華華華電電電電子子子子商商商商場場場場((((買買買買手手手手寫版寫版寫版寫版))))      

•  鶯鶯鶯鶯歌歌歌歌陶陶陶陶瓷瓷瓷瓷館館館館((((在在在在台台台台北北北北市市市市外外外外))))      

•  朱銘雕塑朱銘雕塑朱銘雕塑朱銘雕塑館館館館((((在在在在台台台台北北北北市市市市外外外外))))    

    

這晚我這晚我這晚我這晚我和幾和幾和幾和幾個團個團個團個團友友友友去重去重去重去重慶慶慶慶南南南南路一路一路一路一段段段段的的的的「「「「書書書書局局局局街街街街」」」」逛逛逛逛逛逛逛逛，，，，書書書書局局局局街街街街即是即是即是即是許許許許

多多多多書書書書局局局局聚聚聚聚集集集集在一在一在一在一起起起起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計計計計程程程程車去到那裡時車去到那裡時車去到那裡時車去到那裡時，，，，見到有見到有見到有見到有六六六六七間七間七間七間書書書書局局局局在在在在

營營營營業業業業，，，，不過每間不過每間不過每間不過每間所所所所賣賣賣賣的的的的書書書書都大都大都大都大同同同同小小小小異異異異。。。。在在在在書書書書店的店的店的店的前方位前方位前方位前方位置置置置，，，，多多多多擺賣擺賣擺賣擺賣中中中中

外外外外雜雜雜雜誌誌誌誌，，，，入入入入內一內一內一內一些些些些，，，，就是就是就是就是賣賣賣賣中小學的中小學的中小學的中小學的教教教教科書科書科書科書及及及及「「「「天天天天書書書書」」」」。。。。天天天天書書書書者者者者，，，，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專教專教專教專教人人人人讀書讀書讀書讀書考考考考試試試試的的的的書書書書本本本本，，，，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天天天天書書書書甚甚甚甚至至至至教教教教人人人人考考考考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工工工工及一及一及一及一些些些些公公公公營營營營機機機機

構構構構工工工工作的作的作的作的。。。。一一一一 papapapackckckck 天天天天書書書書份量份量份量份量不不不不少少少少，，，，例如例如例如例如考考考考鐵鐵鐵鐵路路路路局局局局的有的有的有的有六六六六大大大大本本本本，，，，每每每每本本本本考考考考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科科科科目目目目，，，，即是要即是要即是要即是要考考考考六六六六個個個個科科科科目目目目筆筆筆筆試試試試，，，，可見可見可見可見競爭競爭競爭競爭的的的的厲害厲害厲害厲害。。。。在一個地在一個地在一個地在一個地庫庫庫庫

內內內內，，，，竟竟竟竟然然然然發覺發覺發覺發覺有大有大有大有大陸陸陸陸書書書書賣賣賣賣，，，，當然是當然是當然是當然是簡簡簡簡體體體體字字字字的的的的，，，，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在這在這在這在這方方方方面面面面，，，，真是真是真是真是開開開開

放放放放了了了了許許許許多多多多。。。。    

    

在一個在一個在一個在一個街街街街口見到口見到口見到口見到「「「「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商務商務商務商務印印印印書書書書局局局局」」」」的大的大的大的大招招招招牌牌牌牌，，，，但燈但燈但燈但燈沒有沒有沒有沒有開開開開著著著著，，，，地地地地下下下下

的舖的舖的舖的舖卻卻卻卻是是是是售售售售賣賣賣賣一一一一些些些些便便便便宜宜宜宜衣衣衣衣物物物物的的的的。。。。提提提提起起起起「「「「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商務商務商務商務印印印印書書書書局局局局」」」」就不能不提就不能不提就不能不提就不能不提

王王王王雲雲雲雲五五五五，，，，王王王王先生是個先生是個先生是個先生是個商商商商人人人人，，，，以以以以「「「「印印印印書書書書救救救救國國國國」」」」為己為己為己為己任任任任，，，，原本原本原本原本經經經經營營營營「「「「商務商務商務商務

印印印印書書書書局局局局」」」」，，，，他他他他希希希希望望望望出出出出版版版版多多多多些些些些好好好好書書書書，，，，使使使使多多多多些國些國些國些國人有多人有多人有多人有多些些些些好好好好書讀書讀書讀書讀，，，，咁咁咁咁國國國國人人人人

就可以醒就可以醒就可以醒就可以醒 DDDD 叻叻叻叻 DDDD，，，，國國國國家便有家便有家便有家便有希希希希望望望望。。。。王王王王先生來先生來先生來先生來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後後後後，，，，祇祇祇祇將將將將書書書書局局局局名名名名增增增增上上上上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二二二二字字字字，，，，繼繼繼繼續續續續出出出出書書書書印印印印書書書書，，，，他還他還他還他還模仿模仿模仿模仿英英英英國國國國當時當時當時當時流流流流行行行行的的的的掌掌掌掌中中中中書書書書，，，，掌掌掌掌

中中中中書書書書的的的的設設設設計計計計是是是是方方方方便便便便讀讀讀讀者者者者攜攜攜攜帶及帶及帶及帶及閱閱閱閱續續續續，，，，書書書書的大小的大小的大小的大小剛剛剛剛好好好好適適適適合合合合放放放放入入入入男男男男生的生的生的生的衣衣衣衣

袋袋袋袋或或或或女女女女生的手包生的手包生的手包生的手包。。。。還還還還記記記記得得得得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即即即即 1111999977776)6)6)6)來來來來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時時時時，，，，買買買買了一了一了一了一本本本本「「「「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商務商務商務商務印印印印書書書書局局局局」」」」出出出出版版版版的的的的掌掌掌掌中中中中書書書書，，，，是是是是金金金金耀耀耀耀基基基基所寫所寫所寫所寫的的的的《《《《從從從從傳統傳統傳統傳統到到到到現代現代現代現代》》》》((((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下下下下學學學學期期期期要要要要修修修修讀讀讀讀他他他他教教教教的的的的「「「「社社社社會會會會組組組組織織織織」」」」必必必必修修修修科科科科))))。。。。現現現現在看到在看到在看到在看到「「「「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商務商務商務商務印印印印書書書書

局局局局」」」」這這這這番番番番光光光光景景景景，，，，是是是是否否否否時時時時代代代代在在在在變變變變，，，，掌掌掌掌中中中中書書書書已不合時已不合時已不合時已不合時宜宜宜宜？？？？或是或是或是或是它它它它己經完己經完己經完己經完成成成成

了了了了它它它它的的的的歷史任務歷史任務歷史任務歷史任務？？？？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乘乘乘乘計計計計程程程程車車車車回回回回飯店飯店飯店飯店，，，，這時這時這時這時剛剛剛剛過了過了過了過了十十十十點點點點，，，，途途途途經經經經台台台台北北北北車車車車站站站站，，，，忽忽忽忽見人見人見人見人山山山山人人人人

海海海海，，，，而而而而且且且且大都是大都是大都是大都是青青青青年人年人年人年人，，，，就就就就像像像像紅紅紅紅磡磡磡磡體體體體育育育育館個演唱會館個演唱會館個演唱會館個演唱會散散散散場場場場一一一一樣樣樣樣，，，，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司司司司

機機機機叔叔叔叔叔叔叔叔，，，，這裡這裡這裡這裡原原原原來是來是來是來是補補補補習習習習學學學學校校校校集集集集中地中地中地中地，，，，他們是他們是他們是他們是補補補補完完完完習習習習回回回回家家家家。。。。我我我我想想想想芸芸芸芸芸芸芸芸

學子學子學子學子，，，，由由由由朝朝朝朝讀讀讀讀到晚到晚到晚到晚，，，，他們他們他們他們回回回回到家時會是到家時會是到家時會是到家時會是 11111111 點了點了點了點了，，，，明早又要返學明早又要返學明早又要返學明早又要返學，，，，不過不過不過不過

這這這這些些些些也不是我們也不是我們也不是我們也不是我們應該應該應該應該評評評評論論論論的的的的，，，，正正正正如如如如他們一他們一他們一他們一樣樣樣樣，，，，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我們都祇祇祇祇是人是人是人是人群群群群中的一中的一中的一中的一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24)(24)(24)(24)    

    

這這這這天在飯店天在飯店天在飯店天在飯店頂頂頂頂樓樓樓樓吃早餐吃早餐吃早餐吃早餐，，，，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員員員員見我時說見我時說見我時說見我時說：：：：O h a yōg o z a i ma s u，，，，當當當當咗咗咗咗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日本日本日本日本仔仔仔仔，，，，我都係我都係我都係我都係喜喜喜喜歡聽歡聽歡聽歡聽到到到到：：：：「「「「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你你你早早早早」」」」或或或或「「「「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你你你好好好好」」」」。。。。和幾和幾和幾和幾

位位位位團團團團友友友友討討討討論論論論後後後後，，，，決定早上去花決定早上去花決定早上去花決定早上去花博博博博公公公公園園園園及及及及台台台台北北北北市市市市立立立立美美美美術術術術館館館館，，，，下下下下午午午午到到到到敦敦敦敦南南南南

的的的的誠誠誠誠品品品品書書書書店店店店。。。。    

    

在在在在網網網網頁頁頁頁中見到中見到中見到中見到 2010201020102010 年時年時年時年時台灣國台灣國台灣國台灣國際際際際花花花花卉卉卉卉展覽展覽展覽展覽會的會的會的會的照片照片照片照片，，，，當時是當時是當時是當時是美美美美侖侖侖侖美美美美

奐奐奐奐，，，，多多多多姿姿姿姿多多多多采采采采的的的的，，，，博博博博覽覽覽覽會後會後會後會後原原原原址址址址便是便是便是便是現現現現在的花在的花在的花在的花博博博博公公公公園園園園。。。。見到時見到時見到時見到時竟竟竟竟然然然然像像像像

維維維維多多多多利利利利亞亞亞亞公公公公園園園園一一一一般般般般，，，，石石石石屎屎屎屎建建建建築築築築多過多過多過多過樹林樹林樹林樹林，，，，花花花花木木木木稀稀稀稀少少少少，，，，更更更更不不不不用用用用想想想想有有有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

小小小小橋橋橋橋流流流流水水水水，，，，奇花奇花奇花奇花異異異異卉卉卉卉，，，，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場場場場館館館館更更更更是是是是關關關關閉閉閉閉或或或或裝裝裝裝修修修修中中中中。。。。    

    

後來到了一個是後來到了一個是後來到了一個是後來到了一個是由由由由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塑膠塑膠塑膠塑膠廠廠廠廠贊贊贊贊助助助助的的的的展覽展覽展覽展覽館館館館，，，，整整整整個個個個展覽展覽展覽展覽館是館是館是館是用用用用

PPPPEEEETTTT ( Po l y e t h y l e n e  t e r e p h t h a l a t e )瓶砌瓶砌瓶砌瓶砌成成成成，，，，看看看看起起起起來來來來十十十十分分分分別別別別緻緻緻緻，，，，這館這館這館這館宣宣宣宣

傳傳傳傳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recrecrecrecyyyycccclllleeeedddd    PPPPEEEETTTT。。。。說說說說 recrecrecrecyyyycccclllleeeedddd    PPPPEEEETTTT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製製製製造造造造纖纖纖纖維維維維，，，，用用用用以以以以製製製製造造造造

衣衣衣衣服服服服，，，，內裡內裡內裡內裡更展覽更展覽更展覽更展覽了一了一了一了一些些些些用用用用 recrecrecrecyyyycccclllleeeedddd    PPPPEEEETTTT 做的做的做的做的運運運運動動動動衣衣衣衣。。。。其其其其實實實實這這這這些些些些都都都都

是在做是在做是在做是在做秀秀秀秀，，，，在在在在現代現代現代現代社社社社會會會會,,,,    固固固固體體體體廢廢廢廢物物物物污污污污染染染染得最得最得最得最嚴嚴嚴嚴重的重的重的重的，，，，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塑膠塑膠塑膠塑膠製製製製成成成成

品品品品，，，，那那那那些些些些用用用用完即完即完即完即棄棄棄棄的的的的塑塑塑塑料料料料瓶瓶瓶瓶及餐及餐及餐及餐具具具具，，，，焚焚焚焚化化化化之之之之會會會會放放放放出出出出毒毒毒毒氣氣氣氣，，，，堆堆堆堆填填填填之之之之要要要要許許許許

多年多年多年多年才才才才分分分分解解解解，，，，且且且且染染染染污污污污土土土土壤壤壤壤及河及河及河及河流流流流，，，，做做做做衣衣衣衣服服服服的的的的化化化化學學學學纖纖纖纖維維維維有有有有專業專業專業專業的生產的生產的生產的生產系系系系

統統統統，，，，recrecrecrecyyyycccclllleeeedddd    PPPPEEEET T T T 雖然可以做雖然可以做雖然可以做雖然可以做纖纖纖纖維維維維做做做做衣衣衣衣服服服服，，，，但但但但成成成成本本本本很很很很高高高高，，，，商商商商業業業業效效效效益益益益

不大不大不大不大。。。。    

    

後來我們到了後來我們到了後來我們到了後來我們到了台台台台北北北北市市市市立立立立美美美美術術術術館館館館，，，，這個這個這個這個美美美美術術術術館館館館由由由由於於於於歷史歷史歷史歷史久遠久遠久遠久遠，，，，相對於相對於相對於相對於台台台台

中的中的中的中的國國國國立立立立美美美美術術術術館館館館，，，，展展展展品的品的品的品的質質質質與與與與量量量量就好得多就好得多就好得多就好得多。。。。我特我特我特我特別別別別喜喜喜喜歡歡歡歡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展覽展覽展覽展覽，，，，是是是是

介紹介紹介紹介紹美美美美術術術術館館館館如如如如何何何何處處處處理理理理一一一一些些些些送送送送來的來的來的來的舊舊舊舊畫畫畫畫，，，，他們特他們特他們特他們特別別別別在在在在牆牆牆牆後後後後掘掘掘掘空空空空一個一個一個一個洞洞洞洞，，，，

使使使使畫畫畫畫的的的的背背背背後也後也後也後也給給給給人看得一人看得一人看得一人看得一清清清清二二二二楚楚楚楚，，，，很有很有很有很有新新新新意意意意。。。。另另另另外有一點提一提外有一點提一提外有一點提一提外有一點提一提，，，，滿滿滿滿

六十六十六十六十歲歲歲歲以上的人參以上的人參以上的人參以上的人參觀觀觀觀這個這個這個這個美美美美術術術術館是免費的館是免費的館是免費的館是免費的。。。。事事事事實實實實上在上在上在上在台台台台北北北北市市市市，，，，許許許許多公多公多公多公

共共共共甚甚甚甚至至至至私私私私人的人的人的人的文文文文娛康娛康娛康娛康樂樂樂樂設設設設施施施施，，，，對對對對六十六十六十六十歲歲歲歲或以上的人或以上的人或以上的人或以上的人，，，，不是免費就是不是免費就是不是免費就是不是免費就是減減減減

費費費費，，，，所所所所以到自己以到自己以到自己以到自己六十六十六十六十歲歲歲歲生生生生日日日日，，，，應應應應說說說說來來來來一來一來一來一來台台台台北北北北享受享受享受享受一一一一下下下下這裡這裡這裡這裡的的的的福利福利福利福利。。。。    

    

下下下下午午午午我們到我們到我們到我們到訪訪訪訪位位位位於於於於敦敦敦敦南南南南的的的的誠誠誠誠品品品品書書書書店店店店，，，，這問這問這問這問書書書書店其店其店其店其實實實實很很很很像像像像 SSSSydnydnydnydneeeeyyyy 的的的的    

KKKKininininokuokuokuokuniyaniyaniyaniya 書書書書屋屋屋屋，，，，店內裡當然很店內裡當然很店內裡當然很店內裡當然很多多多多書書書書，，，，特特特特別別別別是是是是美美美美術書術書術書術書，，，，那裡那裡那裡那裡專專專專設設設設了一了一了一了一

些些些些座座座座位方位方位方位方便人便人便人便人閱閱閱閱讀讀讀讀，，，，不過不過不過不過僧僧僧僧多多多多粥粥粥粥少少少少，，，，連樓梯連樓梯連樓梯連樓梯，，，，角角角角落落落落的地的地的地的地下下下下也也也也坐坐坐坐滿滿滿滿人人人人，，，，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真是人真是人真是人真是喜喜喜喜歡歡歡歡讀書讀書讀書讀書。。。。這這這這幾幾幾幾年我已經很年我已經很年我已經很年我已經很少少少少買買買買書書書書了了了了，，，，包包包包括括括括在外地在外地在外地在外地，，，，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以以以以前前前前買買買買了了了了許許許許多多多多書書書書還還還還未未未未讀讀讀讀完完完完，，，，有有有有些些些些書讀書讀書讀書讀了一了一了一了一次次次次便不會再便不會再便不會再便不會再讀讀讀讀，，，，送送送送給給給給別別別別人也人也人也人也

沒有人要沒有人要沒有人要沒有人要，，，，放放放放在家中又在家中又在家中又在家中又佔佔佔佔位位位位置置置置，，，，現現現現在我多到在我多到在我多到在我多到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借借借借書書書書看看看看，，，，或在或在或在或在書書書書店店店店

打打打打書書書書釘釘釘釘。。。。事事事事實實實實上有上有上有上有幾本講幾本講幾本講幾本講手手手手繪繪繪繪速速速速描描描描 ( ( ( (ffffreereereereehandhandhandhand    ssssketcketcketcketchhhh) ) ) ) 的的的的工工工工具書具書具書具書是是是是

想想想想買買買買的的的的，，，，不過不過不過不過拿拿拿拿了上手一會了上手一會了上手一會了上手一會，，，，結結結結果果果果都是都是都是都是放放放放回原處回原處回原處回原處。。。。    

    



在在在在誠誠誠誠品看品看品看品看書書書書的人多的人多的人多的人多，，，，買買買買書書書書的人不多的人不多的人不多的人不多，，，，而而而而樓樓樓樓下下下下的食的食的食的食肆肆肆肆卻卻卻卻生生生生意意意意興興興興隆隆隆隆，，，，時時時時近近近近

午午午午飯時間飯時間飯時間飯時間，，，，我便在那裡的食我便在那裡的食我便在那裡的食我便在那裡的食肆肆肆肆逛逛逛逛逛逛逛逛，，，，發覺發覺發覺發覺最好生最好生最好生最好生意意意意的是一間的是一間的是一間的是一間素素素素食店食店食店食店。。。。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的人的人的人的飲飲飲飲食食食食走走走走兩兩兩兩極極極極化化化化，，，，雖然有雖然有雖然有雖然有些些些些人大魚大肉人大魚大肉人大魚大肉人大魚大肉，，，，但但但但亦亦亦亦有有有有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喜喜喜喜歡歡歡歡吃吃吃吃

素素素素，，，，因因因因此此此此素素素素食是一個大食是一個大食是一個大食是一個大市場市場市場市場，，，，做做做做素素素素的的的的廚廚廚廚房房房房功功功功藝藝藝藝就就就就較較較較香港為香港為香港為香港為高高高高。。。。有一點有一點有一點有一點

是相對於香港是相對於香港是相對於香港是相對於香港素素素素食的食的食的食的，，，，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的的的的素素素素菜菜菜菜很很很很少少少少稱稱稱稱甚麼甚麼甚麼甚麼「「「「素素素素雞雞雞雞」」」」，，，，「「「「素素素素鵝鵝鵝鵝」」」」及及及及

「「「「素素素素魚魚魚魚」」」」的的的的，，，，我就我就我就我就讚讚讚讚成成成成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的說人的說人的說人的說法法法法，，，，吃吃吃吃素素素素便吃便吃便吃便吃素素素素，，，，要那個要那個要那個要那個仿葷仿葷仿葷仿葷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幹幹幹幹甚麼甚麼甚麼甚麼！！！！    

    

這間這間這間這間素素素素食館還有一個特食館還有一個特食館還有一個特食館還有一個特色色色色，，，，是自是自是自是自助助助助餐餐餐餐形形形形式式式式，，，，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拿拿拿拿隻隻隻隻碟碟碟碟去去去去選選選選菜菜菜菜，，，，選選選選完完完完

之之之之後後後後，，，，將將將將那那那那碟碟碟碟在在在在磅磅磅磅稱稱稱稱一一一一稱稱稱稱，，，，按按按按重收錢重收錢重收錢重收錢。。。。我我我我選選選選完完完完之之之之後去後去後去後去稱稱稱稱，，，，發覺實發覺實發覺實發覺實在太在太在太在太

平平平平，，，，於是於是於是於是加叫加叫加叫加叫一一一一碗碗碗碗最貴的最貴的最貴的最貴的雜雜雜雜菰菰菰菰羹羹羹羹((((NNNNT$T$T$T$33330)0)0)0)。。。。    

    

這間這間這間這間素素素素食店食店食店食店唯唯唯唯一一一一未未未未能能能能盡盡盡盡善善善善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是餐是餐是餐是餐具具具具，，，，除除除除碟碟碟碟外外外外全全全全都是都是都是都是用用用用完即完即完即完即棄棄棄棄的的的的，，，，

那那那那竹竹竹竹筷筷筷筷是是是是 recrecrecrecyyyycccclllleeeedddd，，，，((((即已一分為即已一分為即已一分為即已一分為二二二二者者者者))))，，，，其其其其實實實實那那那那些些些些 recrecrecrecyyyycccclllleeeedddd 竹竹竹竹

筷筷筷筷，，，，雖然是雖然是雖然是雖然是消消消消毒毒毒毒過過過過，，，，但但但但那那那那些些些些用用用用來來來來消消消消毒毒毒毒的的的的東西東西東西東西，，，，其其其其實實實實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更更更更毒毒毒毒的的的的毒物毒物毒物毒物，，，，

那那那那些些些些毒物毒物毒物毒物滲滲滲滲入入入入竹竹竹竹筷筷筷筷內很內很內很內很難難難難消消消消除除除除，，，，如果該如果該如果該如果該店店店店推推推推行行行行一個自帶餐一個自帶餐一個自帶餐一個自帶餐具具具具優優優優惠惠惠惠計計計計

劃劃劃劃，，，，如如如如凡凡凡凡自帶餐自帶餐自帶餐自帶餐具具具具者者者者九九九九折折折折或或或或送送送送湯湯湯湯送送送送飯飯飯飯，，，，這這這這樣樣樣樣做的話做的話做的話做的話，，，，就就就就更更更更加功加功加功加功德德德德無無無無

量量量量，，，，阿阿阿阿彌陀佛彌陀佛彌陀佛彌陀佛了了了了。。。。    

    

        
(25)(25)(25)(25)    

    

在在在在誠誠誠誠品品品品溜漣溜漣溜漣溜漣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下下下下午午午午，，，，因為團因為團因為團因為團友友友友對對對對電電電電子子子子用用用用品品品品興興興興趣趣趣趣不大不大不大不大，，，，我便自己一我便自己一我便自己一我便自己一

個人去個人去個人去個人去光光光光華華華華電電電電子子子子商商商商埸埸埸埸。。。。在地在地在地在地圖圖圖圖上看上看上看上看，，，，光光光光華華華華商商商商場場場場距距距距離離離離敦敦敦敦南南南南都係都係都係都係幾隻幾隻幾隻幾隻手手手手指指指指

位位位位，，，，於是便大於是便大於是便大於是便大步行步行步行步行去去去去，，，，行行下行行下行行下行行下迷迷迷迷了了了了途途途途，，，，問問路人問問路人問問路人問問路人，，，，路人路人路人路人指指指指著著著著應向應向應向應向那那那那方方方方

走走走走，，，，說路說路說路說路程程程程有有有有兩兩兩兩公公公公里里里里，，，，要要要要半半半半小時小時小時小時，，，，說我可以說我可以說我可以說我可以乘乘乘乘公車公車公車公車。。。。我多我多我多我多謝謝謝謝了他了他了他了他但但但但繼繼繼繼

續前行續前行續前行續前行，，，，心心心心裡裡裡裡想想想想：：：：今次遊台灣今次遊台灣今次遊台灣今次遊台灣是要是要是要是要行山行山行山行山的的的的，，，，行山行行山行行山行行山行唔唔唔唔夠夠夠夠，，，，行街行街行街行街補補補補番番番番

數數數數。。。。    

    

於是便於是便於是便於是便依依依依所所所所指方向前行指方向前行指方向前行指方向前行，，，，見了一間見了一間見了一間見了一間祇祇祇祇賣牛賣牛賣牛賣牛肉肉肉肉

麵麵麵麵的店舖的店舖的店舖的店舖，，，，外面外面外面外面排排排排了人龍了人龍了人龍了人龍，，，，內裡內裡內裡內裡坐坐坐坐滿滿滿滿人人人人，，，，店店店店

主主主主則則則則在舖在舖在舖在舖前前前前用用用用一個平一個平一個平一個平鍋炆鍋炆鍋炆鍋炆牛牛牛牛肉肉肉肉，，，，如前如前如前如前所所所所述述述述的的的的

定定定定律律律律：：：：倘若本倘若本倘若本倘若本地人都食地人都食地人都食地人都食，，，，排排排排隊隊隊隊都要食都要食都要食都要食，，，，那一那一那一那一

定係好食定係好食定係好食定係好食。。。。想想今想想今想想今想想今天是在天是在天是在天是在台台台台北北北北最後的一天最後的一天最後的一天最後的一天，，，，

不不不不知知知知何何何何日日日日君君君君再來再來再來再來，，，，肥就肥肥就肥肥就肥肥就肥喇喇喇喇，，，，於是學人於是學人於是學人於是學人排排排排

隊隊隊隊，，，，吃的當然是吃的當然是吃的當然是吃的當然是牛牛牛牛肉肉肉肉麵麵麵麵。。。。送送送送來的來的來的來的牛牛牛牛肉肉肉肉麵麵麵麵外外外外觀觀觀觀        
並並並並無特無特無特無特別別別別，，，，喝喝喝喝一口湯及一口湯及一口湯及一口湯及再再再再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麵麵麵麵都很平都很平都很平都很平常常常常，，，，吃那吃那吃那吃那些些些些牛牛牛牛肉時肉時肉時肉時卻卻卻卻有不有不有不有不

同同同同，，，，因為那因為那因為那因為那些些些些牛牛牛牛肉是肉肉是肉肉是肉肉是肉連連連連筋筋筋筋一一一一起起起起的的的的，，，，要要要要咬咬咬咬許許許許多口多口多口多口才才才才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吞吞吞吞下下下下，，，，這種這種這種這種牛牛牛牛

肉便是很有肉便是很有肉便是很有肉便是很有「「「「趙趙趙趙頭頭頭頭」」」」，，，，頗頗頗頗有特有特有特有特色色色色，，，，很很很很難難難難說這是很好的說這是很好的說這是很好的說這是很好的牛牛牛牛肉肉肉肉麵麵麵麵，，，，但但但但這這這這碗碗碗碗

牛牛牛牛肉肉肉肉麵麵麵麵肯肯肯肯定是很地定是很地定是很地定是很地道道道道的的的的。。。。    

    

吃完吃完吃完吃完麵麵麵麵又又又又向前行向前行向前行向前行，，，，無無無無端端端端端端端端下下下下大大大大雨雨雨雨，，，，大到大到大到大到擔擔擔擔著著著著把把把把遮遮遮遮都唔都唔都唔都唔掂掂掂掂，，，，於是於是於是於是走近走近走近走近一一一一

些街些街些街些街舖的舖的舖的舖的簷簷簷簷底底底底避避避避雨雨雨雨，，，，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忽忽忽忽然有人然有人然有人然有人叫叫叫叫我我我我：：：：「「「「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走走走走入入入入一一一一些些些些」」」」。。。。

我以我以我以我以前前前前曾曾曾曾經在一個店舖外經在一個店舖外經在一個店舖外經在一個店舖外等等等等人人人人，，，，俾俾俾俾人話我人話我人話我人話我阻阻阻阻著著著著佢佢佢佢做生做生做生做生意意意意，，，，被被被被喝喝喝喝走走走走就就就就試試試試

過過過過，，，，被被被被人人人人請入請入請入請入內內內內避避避避雨雨雨雨的的的的，，，，真是人生的真是人生的真是人生的真是人生的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看看這店看看這店看看這店看看這店，，，，是是是是靠靠靠靠牆牆牆牆舖舖舖舖，，，，

賣賣賣賣的是的是的是的是愛愛愛愛玉玉玉玉子子子子飲飲飲飲品品品品((((NNNNT$T$T$T$33330)0)0)0)，，，，好好好好，，，，就就就就幫幫幫幫襯襯襯襯一一一一杯杯杯杯愛愛愛愛玉玉玉玉子子子子，，，，其其其其實實實實這這這這杯杯杯杯是是是是檸檸檸檸



檬檬檬檬加加加加蜜糖蜜糖蜜糖蜜糖水水水水，，，，愛愛愛愛玉玉玉玉子沒有子沒有子沒有子沒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味味味味道道道道，，，，像像像像 jjjjeeeellyllyllylly 一一一一樣樣樣樣，，，，但但但但啜啜啜啜入入入入口中口中口中口中，，，，喉喉喉喉

嚨嚨嚨嚨有一種有一種有一種有一種清清清清涼涼涼涼的感的感的感的感覺覺覺覺。。。。    

    

飲飲飲飲完完完完愛愛愛愛玉玉玉玉子子子子，，，，雨雨雨雨停了點停了點停了點停了點，，，，便便便便繼繼繼繼續向續向續向續向光光光光華華華華電電電電子子子子商商商商場場場場進進進進發發發發。。。。光光光光華華華華電電電電子子子子商商商商場場場場

很很很很像像像像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高高高高登登登登商商商商場場場場，，，，不過有五不過有五不過有五不過有五六六六六層層層層之之之之多多多多，，，，除地除地除地除地下下下下外外外外，，，，全全全全部部部部都都都都是是是是售售售售賣賣賣賣

電電電電子子子子電電電電腦腦腦腦電電電電訊訊訊訊產品的產品的產品的產品的，，，，但但但但以種以種以種以種類類類類而而而而言言言言，，，，不不不不夠夠夠夠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選擇選擇選擇選擇之之之之多多多多，，，，牌牌牌牌子也子也子也子也集集集集

中是中是中是中是 AAAASSSSUUUUSSSS 及及及及 AAAACCCCEEEERRRR，，，，HHHHPPPP，，，，TTTTOSOSOSOSHIHIHIHIBBBBA A A A 及及及及 SSSSAAAAMMMMSSSSUUUUNNNNGGGG 祇祇祇祇佔佔佔佔小小小小部部部部份份份份。。。。我我我我想想想想買買買買

的手的手的手的手寫板寫板寫板寫板，，，，卻卻卻卻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問一問一問一問一些些些些店店店店員員員員，，，，他們說不他們說不他們說不他們說不賣賣賣賣這這這這東西東西東西東西，，，，最後有一個最後有一個最後有一個最後有一個

店店店店員員員員帶我到帶我到帶我到帶我到另另另另一個舖頭一個舖頭一個舖頭一個舖頭，，，，那裡那裡那裡那裡才才才才有手有手有手有手寫板寫板寫板寫板賣賣賣賣。。。。他他他他告訴告訴告訴告訴我我我我，，，，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是不人是不人是不人是不

用用用用手手手手寫板寫板寫板寫板入電入電入電入電腦腦腦腦的的的的，，，，這時我這時我這時我這時我才才才才恍恍恍恍然大然大然大然大悟悟悟悟，，，，問價錢問價錢問價錢問價錢，，，，要要要要約約約約 HKHKHKHK$$$$777700000000，，，，但但但但我我我我

預預預預算算算算是是是是 HKHKHKHK$500$500$500$500，，，，想想想想一一一一下下下下，，，，多多多多謝謝謝謝了那個店了那個店了那個店了那個店員員員員，，，，決定在香港決定在香港決定在香港決定在香港才才才才買買買買，，，，因為會因為會因為會因為會

較較較較便便便便宜宜宜宜。。。。    

    

回回回回到到到到商商商商埸埸埸埸地地地地下下下下，，，，忽忽忽忽然然然然聞聞聞聞到一到一到一到一陣陣陣陣陣陣陣陣像像像像似香港雞似香港雞似香港雞似香港雞

蛋蛋蛋蛋仔仔仔仔的香的香的香的香氣氣氣氣，，，，原原原原來是來是來是來是由由由由一問一問一問一問賣賣賣賣夾夾夾夾餅餅餅餅的店舖的店舖的店舖的店舖傳傳傳傳

出來的出來的出來的出來的。。。。走近走近走近走近一看一看一看一看，，，，還有一還有一還有一還有一張張張張報報報報紙紙紙紙剪剪剪剪片片片片，，，，是是是是

劉德劉德劉德劉德華華華華拿拿拿拿著這著這著這著這些些些些夾夾夾夾餅餅餅餅的的的的。。。。於是我於是我於是我於是我叫叫叫叫了一客了一客了一客了一客番番番番

薯薯薯薯夾夾夾夾餅餅餅餅，，，，店主即時做店主即時做店主即時做店主即時做給給給給我我我我，，，，當他做當他做當他做當他做餅餅餅餅時時時時，，，，我我我我

便便便便和和和和他他他他談談談談話話話話。。。。    

    

    

我說我說我說我說：：：：「「「「是是是是劉德劉德劉德劉德華華華華來來來來你你你你店吃店吃店吃店吃夾夾夾夾餅餅餅餅碼碼碼碼？？？？」」」」    

    

他說他說他說他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這是這是這是這是宣宣宣宣傳傳傳傳的的的的，，，，但但但但他是吃過這他是吃過這他是吃過這他是吃過這

種種種種夾夾夾夾餅餅餅餅。。。。」」」」    

    

我說我說我說我說：：：：「「「「我我我我和和和和劉德劉德劉德劉德華華華華在在在在同同同同一間中學一間中學一間中學一間中學讀書讀書讀書讀書。。。。」」」」

((((可可可可立立立立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他說他說他說他說：：：：「「「「是是是是嗎嗎嗎嗎，，，，他他他他讀書讀書讀書讀書時時時時怎樣怎樣怎樣怎樣？？？？」」」」    

    

我說我說我說我說：：：：「「「「他他他他讀書讀書讀書讀書時已經時時已經時時已經時時已經時常常常常在學在學在學在學校校校校的的的的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中演話中演話中演話中演話劇劇劇劇及表演及表演及表演及表演。。。。」」」」    

    

我我我我續續續續說說說說：：：：「「「「就一個人來說就一個人來說就一個人來說就一個人來說，，，，他對他對他對他對某某某某種種種種東西東西東西東西有有有有興興興興趣趣趣趣，，，，自己又有天自己又有天自己又有天自己又有天份份份份在那在那在那在那

裡裡裡裡，，，，而做這而做這而做這而做這樣樣樣樣東西東西東西東西又可以又可以又可以又可以養養養養家家家家，，，，這就是最好這就是最好這就是最好這就是最好，，，，劉德劉德劉德劉德華華華華就是個就是個就是個就是個例例例例子子子子。。。。」」」」    

    

他說他說他說他說：：：：「「「「我以我以我以我以前前前前是在是在是在是在電電電電視視視視台台台台工工工工作的作的作的作的，，，，不過年不過年不過年不過年紀紀紀紀大了大了大了大了，，，，沒有人沒有人沒有人沒有人聘聘聘聘用用用用了了了了，，，，

祇祇祇祇可以在這裡做可以在這裡做可以在這裡做可以在這裡做夾夾夾夾餅餅餅餅。。。。」」」」    

    

我說我說我說我說：：：：「「「「那也不是問那也不是問那也不是問那也不是問題題題題，，，，能能能能夠夠夠夠養養養養家便是好家便是好家便是好家便是好。。。。」」」」    

    

他說他說他說他說：：：：「「「「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付付付付了錢了錢了錢了錢，，，，接接接接過他的過他的過他的過他的夾夾夾夾餅餅餅餅來來來來吃吃吃吃，，，，也很好吃也很好吃也很好吃也很好吃。。。。走走走走出出出出光光光光華華華華商商商商埸埸埸埸，，，，心心心心裡裡裡裡想想想想：：：：來來來來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買買買買手手手手寫板寫板寫板寫板真是真是真是真是傻傻傻傻，，，，就就就就像像像像走走走走入入入入佛佛佛佛門門門門，，，，問問問問和和和和尚尚尚尚借梳借梳借梳借梳一一一一樣樣樣樣。。。。我我我我心心心心又又又又想想想想：：：：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有有有有樣樣樣樣東西東西東西東西，，，，在那裡沒有或很在那裡沒有或很在那裡沒有或很在那裡沒有或很少少少少人人人人用用用用，，，，算算算算是有得是有得是有得是有得賣賣賣賣，，，，都會是貴的都會是貴的都會是貴的都會是貴的；；；；

反反反反過來說過來說過來說過來說，，，，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有有有有樣樣樣樣東西東西東西東西，，，，那裡人人都那裡人人都那裡人人都那裡人人都用用用用或或或或要要要要用用用用，，，，就會很平就會很平就會很平就會很平。。。。想想想想著來著來著來著來

時時時時，，，，接接接接近光近光近光近光華華華華商商商商場場場場的一條的一條的一條的一條街街街街，，，，有有有有幾幾幾幾間店舖間店舖間店舖間店舖連連連連在一在一在一在一起起起起，，，，都是都是都是都是賣賣賣賣電電電電單車單車單車單車((((即即即即

綿羊綿羊綿羊綿羊仔仔仔仔或或或或 sssscootercootercootercooter ) ) ) )頭頭頭頭盔盔盔盔的的的的，，，，這裡的這裡的這裡的這裡的綿羊綿羊綿羊綿羊仔仔仔仔是是是是市市市市民民民民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交交交交通通通通工工工工具具具具之之之之



一一一一，，，，而而而而駕駕駕駕駛者及駛者及駛者及駛者及乘乘乘乘客客客客必必必必須佩須佩須佩須佩戴戴戴戴頭頭頭頭盔盔盔盔是是是是法律法律法律法律上上上上規規規規定定定定。。。。為為為為証証証証明我的明我的明我的明我的    

hyphyphyphypotototothhhheeeesissississis，，，，我便我便我便我便朝朝朝朝那那那那些些些些店舖店舖店舖店舖走走走走去去去去。。。。    

    

當我當我當我當我拿拿拿拿起起起起一個頭一個頭一個頭一個頭盔盔盔盔觀觀觀觀看時看時看時看時，，，，那個店主便那個店主便那個店主便那個店主便走走走走過來過來過來過來，，，，我對他說我我對他說我我對他說我我對他說我想想想想要個最要個最要個最要個最

普普普普通通通通，，，，或是最多人或是最多人或是最多人或是最多人用用用用的頭的頭的頭的頭盔盔盔盔，，，，他於是他於是他於是他於是拿拿拿拿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了一個給給給給我看我看我看我看，，，，問問價錢問問價錢問問價錢問問價錢，，，，

NNNNT$2T$2T$2T$277770000，，，，即是即是即是即是約約約約 A$A$A$A$9999，，，，証証証証明我的明我的明我的明我的 hyphyphyphypotototothhhheeeesissississis 是是是是正正正正確確確確的的的的。。。。    

    

那店主不那店主不那店主不那店主不知知知知我是來做學我是來做學我是來做學我是來做學術研究術研究術研究術研究的的的的((((正正正正確確確確點說是點說是點說是點說是「「「「渾渾渾渾吉吉吉吉」」」」))))，，，，他他他他殷殷殷殷勤勤勤勤地介地介地介地介

紹其他紹其他紹其他紹其他較較較較好好好好((((即即即即較較較較貴貴貴貴))))的頭的頭的頭的頭盔盔盔盔給給給給我我我我。。。。我這時又我這時又我這時又我這時又想想想想，，，，我是住屋的我是住屋的我是住屋的我是住屋的，，，，時時時時常常常常要要要要

爬爬爬爬上上上上爬爬爬爬下下下下釘釘釘釘釘釘釘釘補補補補補補補補，，，，做做做做些些些些維維維維修工修工修工修工作作作作，，，，妻子妻子妻子妻子許許許許多時便是我的多時便是我的多時便是我的多時便是我的助助助助手手手手，，，，有時有時有時有時

不小不小不小不小心心心心，，，，個個個個鎚鎚鎚鎚掉掉掉掉了了了了下下下下來來來來，，，，或或或或擲擲擲擲中中中中她她她她的頭的頭的頭的頭，，，，我就有我就有我就有我就有嘢嘢嘢嘢賴賴賴賴了了了了，，，，我可以說我可以說我可以說我可以說：：：：

「「「「都係都係都係都係妳妳妳妳唔好唔好唔好唔好，，，，買買買買咗咗咗咗個頭個頭個頭個頭盔盔盔盔俾俾俾俾妳妳妳妳，，，，妳妳妳妳唔唔唔唔戴戴戴戴，，，，而家而家而家而家整整整整親親親親個頭個頭個頭個頭，，，，唔唔唔唔關關關關我事我事我事我事

架架架架。。。。」」」」想想想想到這裡到這裡到這裡到這裡，，，，A$A$A$A$9999 都唔係都唔係都唔係都唔係乜乜乜乜錢錢錢錢。。。。於是對店主說於是對店主說於是對店主說於是對店主說想想想想買買買買個頭個頭個頭個頭盔盔盔盔送送送送給給給給妻妻妻妻

子子子子，，，，那店主便那店主便那店主便那店主便選選選選了個粉紅了個粉紅了個粉紅了個粉紅色色色色的的的的給給給給我我我我買買買買下下下下。。。。    

    

買買買買完頭完頭完頭完頭盔盔盔盔便便便便沿沿沿沿路到路到路到路到捷捷捷捷運運運運站站站站，，，，乘乘乘乘地地地地鐵鐵鐵鐵回回回回酒店酒店酒店酒店，，，，出了地出了地出了地出了地鐵鐵鐵鐵閘閘閘閘，，，，要要要要行行行行一一一一段段段段地地地地

下街下街下街下街，，，，現現現現在在在在才才才才發覺發覺發覺發覺，，，，這條這條這條這條狹狹狹狹窄窄窄窄而而而而長長長長的地的地的地的地下街下街下街下街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兩兩兩兩面都是面都是面都是面都是書書書書店店店店，，，，那裡那裡那裡那裡

的的的的書書書書全全全全部部部部 20202020%%%%    ooooffffffff，，，，買買買買五五五五本本本本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再有再有再有再有優優優優惠惠惠惠。。。。於是於是於是於是把把把把心心心心一一一一橫橫橫橫，，，，走走走走入入入入

一間一間一間一間書書書書店內店內店內店內，，，，果果果果然然然然給給給給我找到在我找到在我找到在我找到在誠誠誠誠品品品品想想想想買買買買的的的的幾本幾本幾本幾本書書書書，，，，於是於是於是於是買買買買足足足足五五五五本本本本，，，，想想想想

付款付款付款付款時時時時，，，，卻卻卻卻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付款付款付款付款處處處處，，，，最後問人最後問人最後問人最後問人，，，，跟跟跟跟著著著著行行行行了差不多一了差不多一了差不多一了差不多一百百百百公公公公尺尺尺尺，，，，才才才才

找到那個找到那個找到那個找到那個付款付款付款付款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我我我我想如想如想如想如我我我我拿拿拿拿了那了那了那了那些些些些書書書書，，，，唔唔唔唔俾俾俾俾錢就錢就錢就錢就行行行行人人人人，，，，都沒有都沒有都沒有都沒有

人人人人理理理理會會會會，，，，((((當然我不會這當然我不會這當然我不會這當然我不會這樣樣樣樣做做做做))))，，，，心心心心中中中中不不不不禁禁禁禁讚讚讚讚嘆嘆嘆嘆：：：：「「「「這真是個這真是個這真是個這真是個「「「「君君君君子子子子

國國國國」」」」呀呀呀呀。。。。」」」」    

    

這一晚這一晚這一晚這一晚睡睡睡睡得很好得很好得很好得很好，，，，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連連連連破破破破五五五五戒戒戒戒，，，，第第第第一在一在一在一在節節節節食食食食期期期期內吃內吃內吃內吃第三第三第三第三餐餐餐餐，，，，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是是是是

在在在在街邊街邊街邊街邊食食食食嘢嘢嘢嘢，，，，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是在是在是在是在節節節節食食食食期期期期內吃內吃內吃內吃甜甜甜甜品品品品，，，，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是是是是買買買買嘢嘢嘢嘢送送送送給給給給妻子妻子妻子妻子，，，，第第第第五五五五

是是是是買買買買書書書書。。。。人就是這人就是這人就是這人就是這樣樣樣樣，，，，生生生生活活活活規規規規範範範範太多太多太多太多，，，，有時要有時要有時要有時要違違違違反反反反一一一一些些些些守守守守則則則則，，，，平平平平衡衡衡衡一一一一

下心下心下心下心理理理理，，，，感感感感覺覺覺覺就會好就會好就會好就會好些些些些，，，，這是這是這是這是有有有有需需需需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 2 6 )  

 

睡睡睡睡得好也沒得好也沒得好也沒得好也沒用用用用，，，，五點鐘便五點鐘便五點鐘便五點鐘便    mmmmororororningningningning    ccccallallallall，，，，五點五點五點五點三三三三他們還他們還他們還他們還拍拍拍拍門門門門，，，，確確確確保保保保

我不會返我不會返我不會返我不會返睏睏睏睏。。。。五點五點五點五點半半半半預預預預定的定的定的定的計計計計程程程程車來了車來了車來了車來了，，，，由由由由於於於於飯飯飯飯店店店店前前前前面已面已面已面已泊泊泊泊了車了車了車了車，，，，計計計計

程程程程車車車車泊泊泊泊在外在外在外在外線線線線，，，，這時這時這時這時下下下下很大的很大的很大的很大的雨雨雨雨，，，，一一一一男男男男一一一一女女女女的櫃的櫃的櫃的櫃檯檯檯檯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員員員員幫幫幫幫我上車我上車我上車我上車，，，，

男男男男的的的的幫幫幫幫我我我我將將將將行行行行李李李李篋篋篋篋放放放放入入入入車的行李車的行李車的行李車的行李廂廂廂廂內內內內 ，，，，女女女女的的的的拿拿拿拿著著著著傘遮傘遮傘遮傘遮著我上車著我上車著我上車著我上車 。。。。 當時當時當時當時

真是真是真是真是很很很很大大大大雨雨雨雨，，，， 上車後上車後上車後上車後 ，，，， 回回回回頭頭頭頭一看一看一看一看 ，，，，他他他他們都們都們都們都變變變變了了了了「「「「落湯落湯落湯落湯雞雞雞雞」」」」，，，， 本想本想本想本想給他給他給他給他

們們們們 tttt iiii pppp ssss 以多以多以多以多謝謝謝謝他他他他們們們們 ，，，，無無無無奈奈奈奈車車車車已已已已開行開行開行開行 ，，，，心心心心想想想想他他他他們這們這們這們這麼麼麼麼好好好好的的的的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下次來下次來下次來下次來

台北台北台北台北 ，，，， 一一一一定定定定要要要要入入入入住住住住這間這間這間這間飯飯飯飯店店店店。。。。     

        

個多小時的車個多小時的車個多小時的車個多小時的車程程程程，，，，我便到了我便到了我便到了我便到了機機機機場場場場並並並並    cccchhhheckeckeckeck----inininin，，，，買買買買了一了一了一了一些些些些早點吃早點吃早點吃早點吃，，，，時時時時

間尚早間尚早間尚早間尚早，，，，便在便在便在便在機機機機場場場場逛逛逛逛逛逛逛逛。。。。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機機機機場場場場很很很很靜靜靜靜，，，，行行行行到一間到一間到一間到一間賣紀念賣紀念賣紀念賣紀念品及品及品及品及麻薯麻薯麻薯麻薯的的的的

商商商商店店店店，，，，麻薯麻薯麻薯麻薯每包標價每包標價每包標價每包標價 NNNNT$100T$100T$100T$100。。。。我在看時我在看時我在看時我在看時，，，，店店店店員走員走員走員走過來說過來說過來說過來說，，，，謂謂謂謂這這這這些些些些麻薯麻薯麻薯麻薯

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我我我我拿拿拿拿了一包看了一包看了一包看了一包看，，，，她她她她說說說說現現現現在是在是在是在是 99995555 折折折折，，，，我再看時我再看時我再看時我再看時，，，，她她她她再說再說再說再說現現現現在在在在買買買買

十十十十送送送送一一一一，，，，我我我我想想想想我可能是我可能是我可能是我可能是她今她今她今她今天的天的天的天的第第第第一個顧客一個顧客一個顧客一個顧客，，，，想想想想想想想想自己還有自己還有自己還有自己還有千千千千多多多多圓圓圓圓



NNNNT$T$T$T$不不不不知知知知怎用怎用怎用怎用，，，，於是於是於是於是傾傾傾傾囊囊囊囊奉獻奉獻奉獻奉獻，，，，買買買買了了了了十十十十多包多包多包多包麻薯麻薯麻薯麻薯，，，，至至至至此此此此真是真是真是真是財財財財散散散散人人人人安安安安

樂樂樂樂，，，，一一一一身身身身鬆鬆鬆鬆哂哂哂哂。。。。    

    

((((註註註註：：：：為了為了為了為了省省省省錢錢錢錢，，，，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買買買買悉尼悉尼悉尼悉尼至至至至台台台台北北北北的的的的機機機機票票票票，，，，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祇祇祇祇是是是是 trtrtrtransiansiansiansitttt，，，，回程回程回程回程

時時時時，，，，旅行旅行旅行旅行社社社社安安安安排排排排我早我早我早我早機機機機至至至至港港港港，，，，晚晚晚晚機離機離機離機離港港港港，，，，這這這這樣樣樣樣就可以在香港免費停就可以在香港免費停就可以在香港免費停就可以在香港免費停留留留留

一天一天一天一天。。。。))))    

    

飛機飛機飛機飛機九九九九時時時時半半半半準時到港準時到港準時到港準時到港，，，，乘乘乘乘巴士巴士巴士巴士到到到到麗麗麗麗港港港港城姊姊城姊姊城姊姊城姊姊住的地住的地住的地住的地方方方方，，，，已差不多已差不多已差不多已差不多拾拾拾拾一一一一

點點點點半半半半。。。。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麗麗麗麗港港港港城城城城沒有中沒有中沒有中沒有中國國國國銀銀銀銀行行行行，，，，今今今今天又是天又是天又是天又是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準備準備準備準備飛飛飛飛的的的的士士士士到到到到觀觀觀觀

塘塘塘塘，，，，搞搞搞搞掂校掂校掂校掂校友友友友會會會會匯匯匯匯錢錢錢錢入入入入小小小小扁擔扁擔扁擔扁擔戶戶戶戶口的事口的事口的事口的事宜宜宜宜。。。。姊姊姊姊姊姊姊姊說說說說：：：：她她她她以以以以前前前前在在在在銀銀銀銀行行行行

做做做做，，，，這這這這方方方方面面面面她她她她熟手熟手熟手熟手，，，，可以在可以在可以在可以在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幫幫幫幫我做我做我做我做。。。。她她她她再再再再說說說說：：：：一年也沒有一一年也沒有一一年也沒有一一年也沒有一次次次次

見面見面見面見面，，，，眾眾眾眾弟弟弟弟妹都已在妹都已在妹都已在妹都已在茶茶茶茶樓樓樓樓等等等等候候候候。。。。於是到了於是到了於是到了於是到了茶茶茶茶樓樓樓樓與姊姊與姊姊與姊姊與姊姊及及及及弟弟弟弟妹妹妹妹傾偈傾偈傾偈傾偈，，，，直直直直

至至至至下下下下午午午午兩兩兩兩點多點多點多點多。。。。    

    

跟跟跟跟著便到著便到著便到著便到旺旺旺旺角角角角及及及及深深深深水水水水埗埗埗埗買買買買東西東西東西東西，，，，有個有個有個有個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和和和和我一我一我一我一起起起起謂謂謂謂幫幫幫幫我我我我拿拿拿拿東西東西東西東西。。。。逛逛逛逛

了一會了一會了一會了一會，，，，當然當然當然當然買買買買了個手了個手了個手了個手寫板寫板寫板寫板，，，，便便便便和和和和弟弟弟弟弟弟弟弟走走走走進進進進一間一間一間一間茶茶茶茶餐餐餐餐廳傾偈廳傾偈廳傾偈廳傾偈。。。。經過這經過這經過這經過這

次台灣之旅次台灣之旅次台灣之旅次台灣之旅，，，，就學就學就學就學懂懂懂懂甚麼甚麼甚麼甚麼是人情是人情是人情是人情味味味味，，，，買買買買東西東西東西東西時時都可以時時都可以時時都可以時時都可以買買買買，，，，亦亦亦亦永永永永遠遠遠遠買買買買

不不不不盡盡盡盡，，，，平時見到平時見到平時見到平時見到弟弟弟弟弟弟弟弟都是大都是大都是大都是大夥夥夥夥人人人人，，，，兄兄兄兄弟弟弟弟單單單單獨傾偈獨傾偈獨傾偈獨傾偈的就不的就不的就不的就不常常常常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很快又到很快又到很快又到很快又到回機回機回機回機場場場場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正正正正式式式式踏踏踏踏上上上上歸歸歸歸家家家家之之之之途途途途。。。。    

    

先先先先前前前前說過一個免費而又說過一個免費而又說過一個免費而又說過一個免費而又舒舒舒舒服服服服的看的看的看的看日日日日出出出出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其其其其實實實實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坐飛機坐飛機坐飛機坐飛機看看看看日日日日出出出出，，，，

條條條條件件件件是是是是從從從從香港香港香港香港至至至至悉尼悉尼悉尼悉尼，，，，坐坐坐坐夜夜夜夜機機機機，，，，訂訂訂訂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AAAA 字字字字頭的頭的頭的頭的座座座座位位位位，，，，不不不不論論論論那間那間那間那間航航航航空空空空

公公公公司司司司，，，，那個那個那個那個機機機機種種種種，，，，都會是都會是都會是都會是窗窗窗窗口口口口位位位位，，，，且向東且向東且向東且向東。。。。早上早上早上早上六六六六時時時時許許許許((((悉尼時間悉尼時間悉尼時間悉尼時間))))，，，，

將將將將窗窗窗窗打打打打開少許開少許開少許開少許，，，，便見到便見到便見到便見到遠處遠處遠處遠處的的的的雲雲雲雲，，，，一一一一片片片片青青青青光光光光，，，，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地那地那地那地那雲雲雲雲由由由由青青青青變黃變黃變黃變黃，，，，

由黃變由黃變由黃變由黃變橙橙橙橙，，，，由由由由橙橙橙橙轉轉轉轉紅紅紅紅，，，，最後就是一個最後就是一個最後就是一個最後就是一個赤赤赤赤紅的紅的紅的紅的火火火火球球球球昇昇昇昇上來上來上來上來，，，，昇昇昇昇出的時間出的時間出的時間出的時間

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幾幾幾幾分鐘可看分鐘可看分鐘可看分鐘可看，，，，之之之之後便要後便要後便要後便要關關關關窗窗窗窗，，，，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光光光光線線線線太太太太強強強強，，，，會會會會影影影影響響響響其他其他其他其他乘乘乘乘客客客客。。。。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飛機飛機飛機飛機在一在一在一在一萬萬萬萬多公多公多公多公尺尺尺尺上上上上空空空空，，，，是是是是同同同同溫溫溫溫層層層層，，，，即是在即是在即是在即是在雲雲雲雲的上面的上面的上面的上面飛行飛行飛行飛行，，，，雲雲雲雲下下下下        

面面面面算算算算是是是是打打打打風落風落風落風落雨雨雨雨，，，，都唔都唔都唔都唔關你關你關你關你事事事事，，，，除除除除非非非非

太太太太陽陽陽陽不再不再不再不再從從從從東方東方東方東方昇昇昇昇起起起起，，，，你你你你就可以這就可以這就可以這就可以這樣樣樣樣

舒舒舒舒服服服服地看地看地看地看日日日日出出出出，，，，這種看這種看這種看這種看日日日日出出出出方方方方法法法法，，，，我我我我

就就就就屢屢屢屢試試試試不不不不爽爽爽爽。。。。    

    

飛機飛機飛機飛機抵抵抵抵達達達達悉尼悉尼悉尼悉尼前前前前半半半半小時小時小時小時，，，，機機機機長長長長通通通通知知知知謂謂謂謂

悉尼悉尼悉尼悉尼機機機機場場場場大大大大霧霧霧霧要要要要轉轉轉轉飛飛飛飛 BrBrBrBrisbanisbanisbanisbaneeee，，，，於於於於

是是是是飛機飛機飛機飛機去了去了去了去了 BrBrBrBrisbanisbanisbanisbaneeee 並並並並加加加加油油油油，，，，再返再返再返再返

回回回回悉尼悉尼悉尼悉尼，，，，我後來再我後來再我後來再我後來再乘乘乘乘火火火火車到車到車到車到 PPPPeeeennannnannnannnantttt            
HHHHiiiillsllsllslls，，，，妻子在妻子在妻子在妻子在火火火火車車車車站接站接站接站接我我我我，，，，回回回回到家時已是到家時已是到家時已是到家時已是下下下下午二午二午二午二時時時時半半半半，，，，打打打打開開開開個個個個行行行行李李李李

篋篋篋篋，，，，將將將將那個那個那個那個坐坐坐坐綿羊綿羊綿羊綿羊仔仔仔仔用用用用的頭的頭的頭的頭盔盔盔盔交交交交給給給給妻子妻子妻子妻子，，，，並並並並說是說是說是說是送送送送給給給給她她她她的的的的。。。。她她她她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的的的的

望望望望著我著我著我著我，，，，或或或或許她心許她心許她心許她心中這中這中這中這樣樣樣樣想想想想：：：：這個這個這個這個 SSSStetetetevvvveeee 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成成成成三三三三個個個個星期星期星期星期，，，，老老老老遠遠遠遠

的的的的買買買買個頭個頭個頭個頭盔盔盔盔給給給給我我我我，，，，是是是是否否否否他去他去他去他去旅行旅行旅行旅行，，，，去到去到去到去到「「「「shshshshortortortort」」」」咗咗咗咗呢呢呢呢????    

    

    

全文全文全文全文完完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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