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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記得去年某日退休同事阿珠在

line留下六甲八色鶇準備育雛和
安定鄉的燕鴴戲水及台南平實公園稀

有噪鵑的精彩照片，同時附上 Google
鳥點定位。拍鳥群組也不斷有鳥友 po
上有夢幻般寶藍鮮豔羽翼的八色鶇美

照。雖然前年家族宜蘭旅遊夜宿羅東民

宿，利用清晨 5點脫隊到三星鄉龍泉瀑
布拍攝小八，鳥美景優，短短 3個小時
的美麗接觸，令人流連忘返，留下深刻

印象，期許下一次的邂逅。看到六甲也

來了八色鶇，開車只要 90分鐘，不禁
怦然心動，致命的吸引力在內心深處蠢

蠢欲動。正好這三種鳥老婆都沒見過，

於是決定慫恿老婆週末一起賞鳥。通常

賞鳥總是以清晨時段最佳，為了顧及老

婆週末睡個好眠，決定早上 8點準時出
發，預定 90分鐘到達鳥點。

以往南部鳥迷拍八色鶇要到雲林

湖本鄉龍過脈的竹林裡拍攝，這是八色

鶇夏候鳥的大本營，盛名遠播，尤其日

本鳥迷指定鳥導帶隊賞鳥。但隨著都市

發展，土地開發等因素，造成棲息地環

境破壞，近幾年來網路上再也沒有湖

本鄉八色鶇育雛消息。取而代之，三星

鄉夏天高溫多雨潮濕，又臨龍泉瀑布，

鳥巢在左半邊的山壁草叢，隔著小溪，

遊客無法到達，非常隱秘安全，周圍昆

蟲、蚯蚓多，食物來源充足，引來八色

鶇的駐足。這次鳥訊傳來全台北中南均

有八色鶇的育雛消息，令人振奮，這代

表著八色鶇在台灣育雛環境變好。首先

是鳥友 po三星鄉小白點的照片，和前
年我所拍的一模一樣，因為這隻八色鶇

左臉頰有一白點非常特別，與眾不同，

很好辨認。大自然真是奧妙，台灣與印

賞鳥一日遊

郭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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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婆羅洲隔海相距千里，一年往返兩

次，不知耗費多少體力，而八色鶇短尾

巴，真不知牠如何控制飛行平衡，橫渡

千山萬水，南北往返。看到小白點格外

高興，慶幸牠安然返回第二故鄉育雛。

其次中部的大坑也傳來八色鶇育雛消

息，不少鳥迷趕著去拍照。最令人吃驚

竟在六甲出現八色鶇的消息，南部的鳥

友這次算是有福了，不用披星戴月舟車

勞頓北上宜蘭拍鳥。

週末一早 5點就自動起床，躡手
躡腳，小心翼翼，先驅車前往大寮忠義

國小拍黃鸝育雛，來到操場，早起的市

民三五成群正在做各式運動。只聽到

黃鸝咻咻的叫聲，一棵高大的黑板樹約

莫 5公尺高的末端樹枝，黃鸝咬著木棉
花絮正在築巢，巢的上端有茂密樹葉遮

蔽，若不留意，不容易發現這隱秘的鳥

巢。先前在籃球場旁的舊巢空空如也，

似乎已被棄巢。眼看黃鸝築新巢還沒孵

蛋，親鳥到處咬巢材，四處飛翔，拍攝

不易，7：30趕緊回家。

回家途中加滿油，到麥當勞得來

速點了 2份滿福堡配研磨冰咖啡，準備
在路上吃早餐。8點和老婆準時出發，
北上 1號國道，經 86號東西快速公路
接 3號國道，在六甲下交流道來到烏山
頭水庫應該往北接 174縣道，竟然轉
錯彎往南走，眼看來到省道 1號接近
官田，才驚覺走錯路，趕緊迴轉，浪費

10分鐘。過了八田與一紀念館朝 171
縣道往東行，山路崎嶇蜿蜒，兩旁盡是

竹林與果園，偶而一輛小貨車會車經

過，開了 15分鐘，人煙稀少，沒有來
車，手機 google地圖找不到現有位置，
趕緊停車，關閉手機重新啟動，地圖上

顯示車子已快到關子嶺，這才想起山區

網路訊號不佳，往往錯誤引導。只好迴

轉，不再依靠手機導引，改依地圖在

36K水東流地名左轉入產業道路，約莫
4分鐘，見到有兩輛汽車迎面而來，這
時才放心，鳥點應該不遠了。10：10
總算來到鳥點，與預期慢約 40分鐘，
多走了冤枉路，不過並沒有埋怨為何山

區的網路這麼不靈光，影響拍鳥的情

緒，反而提醒自己凡事不能只靠現代科

技，以前沒有網路時代，不也一樣開到

陌生的山林景點。由於群組早有提示僅

能單邊停車，不要影響農民進出。我數

著路旁的車輛有 35輛，心想今日週末
賞鳥人多，可是沒想到這麼偏遠的竹林

裡還有這麼多人，可見這八色鶇的吸引

力有多大。

轉入小徑約 50公尺，一叢高大的
竹林下擠滿 40餘隻大小砲，或坐或站，
還好竹林夠高夠大，樹蔭下拍照還算舒

服，偶有陣風吹來，清涼舒爽。前兩排

坐者，我排在最左邊的第三排站著拍，

只能等待有人離場再往前遞補，拍鳥秩

序井然有序。距離鳥點約 10公尺處，
地上擺著竹子，意即拍攝者請務超過此

線。鳥點後方為土黃色的小山坡，同好

為求綠背景，在後方舖上姑婆竽葉子，

但此時正值光線強，反差大，葉子反光

造成背景亮，主題暗，畫面不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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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緊架好三腳架，調好拍攝的模式快

門、光圈、ISO，突然聽到右側的鳥友
傳來鳥在林間，一時之間，鴉雀無聲，

大夥緊握相機注視鳥點。一隻八色鶇

出現左側竹林，從我的位置正好被竹林

遮著無法見到，右側的鳥友開始按下快

門，我回頭看見老婆正用望遠鏡注視著

小八動靜，用手指著左側，似乎叫我留

意。隔壁先來的鳥友一派輕鬆，小聲的

說不用緊張，待會小八就會跳上預先放

置的枯木上。果真小八站上枯木，一時

所有快門齊發，喀嚓聲此起彼落，不絕

於耳。小八只顧覓食，不在乎快門聲，

偶爾抬頭注視這群鳥友，又繼續覓食，

約莫 2分鐘突然飛離。我趕緊檢視畫
面，背景較主題明亮，反差大，不甚理

想。這輪結束早到的鳥友有人離去，趁

此機會移到右側第二排，隨然距離鳥點

較遠但整體對比較柔和。

此時認識的同好建議趁中場休息

時間整理右側竹林，我也加入整理，資

深的鳥友利用鐮刀整理出一塊空地至

少可以容納 8人拍攝，只是擺在中央的
人造 U字型鞦韆，無法拍到。有些鳥
友在枯木上噴水防止螞蟻爬上，因為小

八不喜歡螞蟻。由於姑婆竽的葉子仍會

反光，有鳥友撿拾竹葉放在姑婆葉上，

減少反光。為了營造夢幻背景，還有鳥

友自帶小紅花灑在鳥點四週。其實八色

鶇有八種顏色，只要綠背景就能襯托牠

美麗的身影，不需紅花陪襯。中場休息

時間，大夥閒聊，還有熱心的鳥友提

議，他要訂便當，詢問有沒有人要一起

訂。台灣商人真厲害，連這荒郊野外竟

然還有餐飲店送便當，真是服務週到。

小八不在時，一隻白腰鵲鴝串場，翹著

長長的尾巴站上枯木覓食，由於鵲鴝是

外來種，早年林務局為保護台灣本土原

生種，曾大力撲殺，但鵲鴝非常適應本

土環境，繁殖快速，數量少時沒有成功

移除，目前公園內都有牠的足跡。雖然

鵲鴝算是普鳥，但覓食神態悠閒，姿態

文雅，仍然吸引不少鳥迷青睞。

▲ 白腰鵲鴝

▲ 八色鶇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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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陽光依舊強烈，鳥點後方
的光點隨著光線移動消失不見，色溫正

好，適合拍攝。右側不遠處的竹林裡不

時傳來小八的求偶鳴叫，不知是否已經

配對。眼尖的左側鳥友發出鳥從右側接

近，閒聊的鳥友立即安靜無聲，聚精會

神注視右側的路徑，一隻小八飛上枯

木覓食，突然另一隻小八從背後飛來

追逐，一時之間一對精靈林間飛舞，色

彩繽紛，目不暇給，令人驚艷，但因小

八動作快，無法精準對焦，只好放下快

門，欣賞這難得的一幕。

午餐時刻，便當店果真送來便當，

老婆說她不餓，我以早餐剩下的麵包果

腹。與隔壁王姓鳥友閒聊，才知道他也

遠從高雄而來，首次拍小八，利用網路

導航，也因網路斷斷續續，沒有即時更

新，開過頭，冤枉多開 30分鐘，與我
如出一轍。正午時分，或許是小八已吃

飽，或許是牠休息時間，距離上次出現

已 1個小時，我盤算還要去安定區拍燕
鴴，決定先離開。王姓鳥友半開玩笑的

說通常大師走了，鳥就來了，我還希望

那天能成為大師。反正民生問題重要，

（顧佛祖嘛愛顧巴度），先到麻豆吃碗

阿蘭碗粿再說。2：20到了餐廳，生意
還真好，點了碗粿、花生豬腳湯，外加

檸檬豆花，冷氣房裡消暑一下。老婆說

阿蘭碗粿出名，但比起台南著名古早味

碗粿少了紅蔥肉燥的香氣與味道，略為

遜色。我也有同感，或許台南古都小吃

多，養成台南人較挑剔的味蕾。

用餐後，啟動 Google導航，不用
12分鐘來到安定區鳥點。一塊休耕的
農田緊臨一間舊工廠，但拍攝一定得

借用工廠的後院，才能拍到來此戲水覓

食的燕鴴。這時也有一輛車停在前方，

出來的竟是在六甲拍小八的謝姓鳥友，

同屬群組。驅前打招呼，才知台南鳥友

偶然發現此地有燕鴴，和工廠老闆說明

可否借用其後院拍攝，老板不僅大方接

受，還特地引水進農田。消息傳開後，

引來不少鳥迷前來。進到後院，原來已

有 8位鳥迷站在屋簷下的蔭影拍照，正
巧都是六甲拍完小八的鳥友。我只能站

在烈日下拍照，還好已過 4點，日頭西
斜，溫度稍減。約有 10餘隻燕鴴陸續

由北往南依序飛翔降落在水田裡，戲水

覓食，一點都不在乎拍攝的我們。數分

鐘後飛離，在空中盤旋數圈後又降落，

如此反覆好幾回，我趕緊將 AV模式轉
換 M運動模式，利用降落時刻拍攝燕
鴴飛行版。有時燕鴴降落的地點緊鄰農

田，金黃色的稻穗結實纍纍，水中倒影

黃綠交錯，甚是好看。只可惜距離較

遠，我的小砲無法拍出細膩的畫面。

台灣四月份夏候鳥陸續飛抵，燕

鴴是最具代表鳥類之一。燕鴴體長約

24公分，背部茶褐色，嘴黑色，喉部
乳黃色，外圍有一類似絡腮鬍的黑圈，

非常時尚，很像 NBA勇士隊射手湯普
森 Thompson的山羊鬍。此時正值繁殖
季節，嘴基部由暗紅色轉為紅色，好似

塗上紅色口紅吸引異性，喉部乳黃色，

外緣黑色；腰部及尾羽白色，尾羽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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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鵑

▲ 黃頭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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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黑色並有明顯分叉。尾羽長，呈深叉

狀，像穿了燕尾服般相當好認。每年 4
月開始配對繁殖，10月間雛鳥長大後
再一起離開，為典型夏候鳥。

燕鴴飛行靈巧，像大型的燕子，

故得名。習慣空中覓食，以金龜子、蚊

蠅、蜻蜓等飛蟲為食，為蝗蟲的天敵。

地面休息時，抬頭挺胸，注視前方，好

像穿者燕尾服的紳士，氣質非凡。

燕鴴起降頻繁，正好適合練習拍

飛行版，但因燕鴴飛行技巧高超，往往

已經對焦，牠卻突然急速翻轉，無法跟

上立馬失焦。經過幾次練習，才略微抓

到追焦技巧。此時黃頭鷺也插一腳飛來

覓食，由於脖子以上長滿黃色羽毛，非

常容易分辨與小白鷺的不同。

眼見 5點快到，還有台南平實公
園的噪鵑未拍，趕緊驅車前往。平實公

園位於中華路分行附近，以前是眷村，

經市府重整為工商住宅區，留有不少眷

村的老樹。來到公園，繞著外圍兩圈，

未見鳥迷，直到見到一棵高大的榕樹，

樹下架著十餘隻大炮，趕緊停好車走

去，只見噪鵑躲在高大茂盛的榕樹裡，

無法看到全貌，遮很大，換了幾個位

置，依舊遮遮掩掩。眼見夕陽時段，光

線轉弱，只好拍照留下紀錄。

回到家裡已是燈火通明，吃完外

帶晚餐，洗完澡，累得想蒙頭大睡，

明早週日技擊館還有一場羽球要打。

9點躺在床上，滿腦子都是小八的精彩
畫面，疲憊不堪的身軀，很快的進入夢

鄉。難得一日賞二種夏侯鳥，一種稀有

迷鳥，多愜意的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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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髮族」一語，係現代社會用語，

指頭髮灰白的老年人族群。柴扉

先生本名柴世 ，湖北省蘄春縣人，陸

軍官校畢業，軍旅生涯因身體不適轉任

國小、國中教師，從事寫作五十餘年。

退休後，以讀書、寫作自娛，年登耄

耋，執筆不輟。

柴扉先生於民國 51年初，曾經在
南投縣竹山鎮中州國小當了六年國小

老師，直到 57年轉任鹿谷國中教師，
在國中教了 27年國文，教學相長，足
見他的國學、文學素養有多深厚。

因緣際會，柴老師於中州國小教

過一位學生曾玉鳳小姐，她也是內人黃

菊英女士教過的學生。幾年前內人應邀

參加學生們舉辦的同學會，筆者陪同赴

會，經內人介紹得與久仰的柴老師認識

結緣，非常榮幸。

九十二歲高齡的柴老師，身體硬

朗，神采奕奕。酷愛文學、大自然的

他，在山川秀麗、鳳麓飛煙的鹿谷，讀

書寫作不斷，隱逸數十年如一日。他退

而不休，常常出國旅遊，歐、美、亞各

地名勝古跡及大陸風光，所見所聞，都

銀髮族的楷模

柴扉先生
莊松文

▲  民國 53年 6月南投縣竹山鎮中州國校全
體教師合照（前排右五柴扉老師、後排右
六莊春季校長、右二黃菊英老師）

▲ 參拜「三峽祖師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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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校園杜鵑花盛開（於椰林大道）

是他寫作的好素材。杜甫說：「讀書破

萬卷，下筆如神」，柴扉老師筆耕勤讀

不懈，如今著作等身，有如此豐碩的文

學成果，良有以也。

活到老、讀到老；寫到老，學到

老。這是柴老師最令人敬佩的地方。記

得五年前我曾經拜讀過他的第 12本大
作「上天堂差一步」散文集的新書，他

引述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名言「酒店關

門我就走。」彰顯他豁達、積極的人生

觀。斗室天堂裡，他讀書、寫作⋯非常

快樂。頭上的白髮更是他豐富人生閱歷

及充滿人生智慧的象徵。

柴老師說寫作常被稱為「爬格

子」，大家又自稱爬蟲，爬到老年自然

是老爬蟲了。柴老師自民國 51年 2月
出第一篇文章起，便正式當起爬蟲來。

爬到現在 107年已經有 56年的經歷，
為著爬格子這檔事，起早睡晚是常有的

事。早年投稿難免會有被退稿、再投

稿，讓他嘗受一把辛酸一把淚的滋味。

實在令人同情、感動，也是一位成功名

作家的心路歷程。柴老師說，早年有一

天他碰巧看到一篇題為「不怕退稿談

寫作」的文章，文內告訴自己寫作要

不怕退稿，沒有一個成名的作家，不

是從退稿中磨鍊出來的。他退他的稿，

你寫你的稿，初學寫作要抱著「屢退屢

投、愈挫愈勇、勤練多寫、不怕退稿」

的決心。窮年累月，孜孜不倦地一直寫

下去，總有成功的一日。筆者求學時期

有位國文老師說：寫作需要三多，即多

讀、多寫與多看。「多讀」下筆如有神，

寫作資源豐富，會有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好像有枝神來之筆。「多寫」文章

自然好，有時靈感忽然到來，要抓住

便寫，稍縱即逝；多寫可以磨鍊筆鋒，

愈寫愈見功力。「多看」生活經驗多，

除了多讀書以外，還得多觀察世間的事

務，應該把「閱歷多」也包括在內。所

以，除了「讀萬卷書」以外，還得能「行

萬里路」，以增加實際見聞。柴扉先生

堪稱是一位「多讀、多寫與多看」的最

佳典範學者。

柴扉先生著有散文集：（綠滿柴

扉）、（靈感與寫作）、（一縷新綠）、

（心中常養一枝春）、（鮮花滿抱）、

（十二生肖叢談）、（聖誕紅又盛開）、

（蘭花盛開時）；及小說集（再來的春

天）；以及散文集（上天堂差一步）等

書 12本。可謂著作等身，讓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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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六甲（Melaka）市

馬六甲，位於馬六甲州西南部，

扼馬六甲海峽咽喉，有重要的海上貿易

地位，曾為早年的馬六甲王國，帶來可

觀的財富。

馬六甲是馬來西亞的古都，人口

僅約 20萬人，是第九大城，於 2008年
7月 8日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馬六甲曾在 1396年建立王國，當
時曾和中國有貿易上的往來，亦曾向中

國朝貢，明鄭時期，鄭和七次下西洋，

就是以馬六甲作為船隊停泊的基地，所

以馬六甲留下了甚多與中國有關的遺

跡。

歷史曾經記載，明朝為了與馬六

甲結盟，將漢麗寶公主（Puteri Hang Li 
Poh）許配給王國蘇丹，現在在三寶山，
就留下了稱為漢麗寶井和城牆的遺跡。

由於馬六甲有貿易上的重大利益，

所以從 1511年起，西方列強便開始侵
擾馬六甲，其中荷蘭和葡萄牙就佔領了

約 300年，直到 1824年，葡萄牙割讓
給英國為止，前後有 500年，由於受到
這些西方國家的統治，所以為馬來西亞

留下了頗為完整的典章制度。

馬來西亞

探親、休閒之旅－（下）
林國軒

▲  馬六甲海上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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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六甲海上清真寺 馬六甲分為新、舊城區，所有古

蹟幾乎都在舊城區，甚為集中，均徒步

可達，一天就可以遊遍，媳婦在馬六甲

安排了三天二夜，所以相當悠閒，幾乎

享受了這個古城所有的風色。

茲列馬六甲我參訪過的一些古蹟

如下：

1. 雞場街

這條街道，就是馬六甲的唐人街，

入夜人潮洶湧，非常熱鬧，長度約 800
公尺，路口有一家名為三叔公的糕餅

店，買伴手禮，這家店是首選。

這裡也是中國味頗重的地方，整

條街道，到處都是中國店招，我就看到

很多林姓招牌，包括林氏祠堂，還看到

賣刻有百家姓的筷子，本想買幾十雙回

國送給兄弟，可惜林姓的都賣光光了，

看來林姓移民到馬六甲的人相當多。

在街道中段，有一塊空地，其上搭

了一座舞台，晚上演出野台戲，很多當

地人，拿著椅子群聚看戲，能夠在國外

看到這種臺灣早年的場景，倍感親切。

2. 聖方濟各．沙勿略教堂（st. Francis 
Xavier's Church）

教堂離雞場街入口約 100公尺，
聖方濟各‧沙勿略是西方早期到亞洲

傳教的代表性人物，他 1506年誕生於
西班牙，後來創立「 耶蘇會」，開始
到亞洲傳教，因而涉足印度和馬六甲地

區，後來於 1845年，在馬六甲建造這
一座教堂，至今已有 130的歷史了。

這座教堂，外觀樸實，是一座哥

德式建築，我在現場觀察，感覺似乎有

點傾斜，為避免古蹟湮滅，馬六甲政府

似乎要予以重視，略加維護。

▲

 聖方濟各．沙勿略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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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荷蘭廣場

這座廣場是荷蘭殖民時代的行政

中心所在，所有房舍都漆紅色，跟臺灣

淡水紅毛城是一樣的感覺，這可能是荷

蘭建築物的風格。

廣場中間有一座維多利亞女王紀

念碑和噴泉，碑建於英國統治的 1904
年，是為慶祝女王登基 60週年而建，
據說其砌石，還是由英國運來；至於另

一側，則有一座大鐘樓，建於 1886年，
這裡是觀光客小憩的地方，聚集了很多

的觀光三輪車以及路邊咖啡座。

4. 基督教堂

荷蘭廣場有一座很漂亮的教堂，

是荷蘭人於 1753年建造的，大門門楣
就雕有 1753字樣，據稱原來是路德教
派的教徒做禮拜用的，目前已開放所有

教派的基督徒都可以使用。

據說啟建當時，為維持荷蘭的本

土風格，所有使用的紅磚，都是由荷蘭

本國直接海運進口，更顯它的珍貴。

5. 聖保羅教堂

荷蘭廣場行政中心背面是山丘，

在山丘的廣場中，有一座鄭和塑像屹立

其中，可以印證幾百年前，馬來西亞和

中國的關係；至於山頂，則有聖保羅教

堂的殘蹟，山牆非常厚實、堅固，是葡

萄牙人於 1511年啟建，當時是葡萄牙
人的信仰中心。

荷蘭人趕走葡萄牙人之後，另在山

下啟建基督教堂，聖保羅教堂因而廢棄，

經過多年歲月的摧殘，終於趨向隳落，

但是由於建體厚實，所以才能留存至今，

現場的頹牆旁邊，還立有十幾片的石碑，

因而留下了供後人憑弔的文字足跡。

在教堂右後側，則有一棟華美的

西式建築，據稱是當年的總督官邸。

▲ 荷蘭行政中心

▲

 聖保羅教堂殘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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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聖地亞哥城堡

由聖保羅教堂拾級而下，即是聖地

亞哥城堡，這是一座防禦性城堡，是葡

萄牙人於 1512年所建，目前僅留下了
一個城門，屹立穹蒼中，供後人憑弔。

因為城堡上有大砲，所以英國人

佔領馬六甲之後，便開始雇工拆除，但

在將要拆光的 1808年，有一位英國的
萊弗士爵士出面強力反對，才沒有全部

被拆光，而留下了目前古樸的殘貌。

7. 回教清真寺

在雞場街中段的橫巷中，有一棟

古樸華麗的回教寺院，時當中午，我聽

到鐘聲，不經意前往一觀，原來是一座

老舊的回教寺院，不過維修得很好，見

大門洞開，信步而入，裡面沒人，本想

瀏覽一下，因不知回教禮儀，所以即行

退出。

回國一查，原來是 Kampung King
回教堂，是馬來西亞最古老的回教寺院

之一，這座教堂與一般中東的圓頂教堂

有點不同，據說是蘇門答臘的風格，可

能是早年馬來西亞的回教，是由爪哇傳

入的關係。

8. 青雲亭

青雲亭是馬來西亞最古老的中國

式廟宇，建於何時不可考，的說是明、

萬曆 28年（西元 1600），甚至有人說
是更早，其間經過多次維修，建築物更

加古樸華麗，目前除列入聯合國文化遺

產名錄之外，2003年更獲得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

在早期中國移民進入馬來西亞之

後，因祭祀和聯絡鄉誼的需要，啟建

了青雲寺，除了作為華人的信仰中心

之外，亦擔負起華人社會行政仲裁的機

能，這個機能，直到 1911年才結束，
目前青雲寺只是一座華人拜拜的場所，

寺內供奉儒、釋、道三教的神祉，也就

是傳統的中國人信仰。正殿門楣懸掛一

塊「靈山第一」的匾額。

▲ Kampung King清真寺

▲

 青雲亭「靈山第一」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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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三寶山福德廟

  廟聯：

魂依甲地萬古幽冥沾福德

公庇征人千年享祀配春秋

在國內，福德廟一般來說規模都

不大，但是馬六甲的這座福德廟卻是

大不相同，不但富麗堂皇，而且頗具歷

史，建於何時並不可考，不過由廟內有

乾隆 60年的建祀壇功德碑，以及光緒
17年的重修碑記來看，實在頗有歷史，
至少已有 200多年了。

啟建這座福德廟，是有相當內涵

的，最主要的意義是要「保障幽明」，

就是要保佑生的人平安之外，還要庇護

死去的人獲得安祥，這是對當時移民去

的中國人的一種福德，意義重大。 

福德廟曾經過一段相當大的波折，

由於寺廟位處於市中心，因而影響了都

市開發，所以曾有二次被拆除的困擾，

一次是 1866年英國統治時期，另一次
是 1984年，州政府因都市計畫擬拆除，
還要剷平山丘填海，後經華人的強烈反

對，最後華人以集資購買其他地點，與

政府以換地的方式解決。

廟後的整個山丘，都是一些華人

的墳墓，雖是墳墓區，但是往訪的遊客

甚多，大家並不忌諱。至於廟的左後側

山腰，則有一座由蔣中正題「忠貞足

式」的石碑，是為紀念二戰期間受害的

華人，這是跟臺灣有點關係的東西，能

夠留存至今，相當可貴。

10.漢麗寶公主井

在三寶山福德廟左前方，是漢麗

寶公主井及城牆遺跡，漢麗寶公主井又

稱王井，但很少遊客知道造訪，據看板

說明，是說在滿蘇沙蘇丹時代（1458∼
1477），蘇丹下令為來自中國的妻子漢
麗寶公主挖這口井，以供飲用，傳說喝

過這口井水的人，都會再回到馬六甲。

由於井水在乾旱時也不會枯竭，

因此葡萄牙人侵佔馬六甲時，當時的

柔佛人便在井中下毒，造成葡萄牙人死

亡。之後，葡萄牙人如法炮製，毒死荷

蘭人，荷蘭人佔領後，因此便在井邊築

起城牆，並架上大砲保護。

到了英國佔領馬六甲後，予以廢

井，目前城牆遺跡還在，井則用磚塊砌

高加蓋保護，仍可看到井水。

▲ 忠貞足式碑

▲ 

漢麗寶公主井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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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成瓦煲肉骨茶店

二、特色美食

1. 肉骨茶

肉骨茶是屬於非常高湯的食物，其

由來是說，由中國去的錫礦採礦工人，

收入不佳，但採礦需要體力，因此一些

華人，便用骨頭連肉熬成高湯，供礦

工食用，客人可以自帶茶葉沖泡，不必

附帶點湯，節省消費費用，比較傳統的

店家，都會在角落擺放正在燒開的水。

媳婦小舅特別帶我們到吉隆坡一

家叫亞成瓦煲肉骨茶店，這是一家很傳

統的店家，吃很傳統的肉骨茶，因為沒

有自帶茶葉，所以只好點飲料。

第二次吃肉骨茶是一家名叫寶香

的店，這是一家連鎖店家，看壁上貼有

店名的嵌名聯，一時手癢，給店名詩改

了幾個字，較符古詩平仄，詩如下：

寶香綁線新煮流  肉實甜美絕不油

骨亦幽香留客駐  茶為藥膳傳千秋

2. 印度拉餅

到馬來西亞第六天，前往雲頂高

原的時候，媳婦小舅叫大家不要吃早

餐，帶我們到八打林市的一家印度餐廳

吃早餐，這家餐廳名叫「原木餐廳」，

到達時，已快十點，但已高朋滿座，大

概有上百個座位。

原來這家店最有名的是拉餅，在

地人習稱衛生紙餅，因為是很薄的關

係，吃起來很脆，相當特殊好吃。

3. 娘惹餐

娘惹，是說中國人到馬來西亞後，

免不了會和馬來人通婚，生出來的女

生，便稱為娘惹，馬來人不吃豬肉，但

中國人吃，因此風俗上，特許娘惹可以

煮豬肉的餐，也容許吃豬肉，因而衍生

出娘惹餐的這一特色餐點，有點像臺灣

的小吃。

在馬六甲的第二天午餐，我們去

一家叫小姑娘惹餐館用餐，有四色餐盤

以及類似臺灣的美食及沙爹，沙爹是像

國內的烤豬肉串，她們在牆壁上還掛了

一幅詩，也是一時手癢，在不動原文意

的情況下，共改了六個字，調了四個

字，以符合平仄和韻腳，而讓嵌名詩脫

胎換骨，詩曰：

小巧古典美食館  姑媽廚藝味道濃

娘在甲州揚名萬  惹做佳餚客競從

餐飲款式繁多樣  館座常滿生意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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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咖啡

馬來西亞也是一個盛產咖啡的國

家，他們出產的咖啡稱為白咖啡，據媳

婦說，是淺度烘焙的關係，但是據我觀

看歐客佬放映的咖啡影片，看到在一些

咖啡豆中，工人把白色的豆豆撿出來，

好像是跟咖啡品種有關。不過以我在馬

來西亞喝的感覺，咖啡味道有稍微淡一

點，看來應該是媳婦說的理由才對。

在馬來西亞光顧的咖啡店以星巴

克最多，但是在馬六甲時，則光顧了

二家有特色的店家，其中一家叫 Wild 
Coriander的店家，內裝古樸，屋後枕
著馬六甲河，時見遊艇穿梭其中，感覺

頗具詩意。

至於另一家則是狒狒屋咖啡屋，

但見大門關閉，但門栓上則掛著 Open
的牌字，路過時，媳婦一看，說這家有

營業耶！於是跨步進入。

進入之後，經過黑漆漆的兩個房

間後，豁然開朗，但見木造二樓都已隳

落不堪，可是屋內卻是高朋滿座，其中

有頗多的西洋觀光客，悠閒的靜坐其

中。我趁等候時間，瀏覽了一遍，店深

約有 100公尺，前後共有四個中庭，每
個中庭都是花木扶疏，並且都有一口古

井，這也許是它招來客戶的魅力所在，

此外，後圍牆外還有一片林木蔥翠的綠

地，真是令人驚羨。

5. 碟子蒸糕

碟子蒸糕又稱嘟嘟糕，原是馬來

人和印度人賣的糕點，但是被馬六甲的

華人，另加其他原料調配，然後在馬六

甲大為發揚光大，成為特色糕點。

糕點原料，是用白米粉加椰糖，

蒸好後底部再加椰絲和香蕉汁，製作程

序非常繁瑣，但是很好吃，是馬六甲著

名的小甜點，購買時必須排很長的隊伍

才可以買到，盛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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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出國旅遊，每個人的感覺都是不

一樣，這趟馬來西亞休閒之旅，看到他

們空曠的國土，清麗的山原，對照國內

的擁擠，不禁有一份羨慕，尤其對於他

們國人，開車不按喇叭，以及彼此禮讓

的風度，更是印象深刻。

我曾到過不丹，這是一個政教合

一國家，每一個行政單位的旁邊，一定

有一棟寺廟，方便供首長朝拜，沒想到

我在馬來西亞也感受到有這種情形，例

如新蓋的總理府旁邊，也特別蓋了一座

非常堂皇的回教寺院，可能也是方便總

理按時齋戒。

馬來西亞人口還不到 3,000萬人，
所以政府鼓勵投資移民，計畫到 2020
年，整個國家的人口，能夠達到 5,000
萬人，目前看起來似乎是遙不可及，所

以這一塊素地，應該是一個值得國人進

入經營的地方，只是馬來人的優越地

位，可能是新南向政策的隱憂。

現在看來，馬來西亞政權輪替，

由改革政黨接手，因此在可預見的將

來，整個經濟一定會快速崛起，而且因

為地廣人稀，再加上地理條件的優越，

應該前途可期，自然成為政府新南向政

策規劃中的重要國度。

∼完∼ 

▲ 聖地雅哥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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