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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見聞

　　大船離開基隆碼頭已是黃昏，慢慢的基隆港市

漸次遠離，一輪金紅色的大太陽依依不捨地沉入海

平線下，餘暉照映水面和雲層，五彩綺麗，真是美

不勝收。

　　大船的餐廳靠近房艙，八人座的長方桌沒有排

位置自由入座，清一色是華裔白衣黑褲的男服務

生；四菜一湯葷素都有，白飯、饅頭、麵包、水果

隨意取用，菜色大眾化但是可口。服務生提醒大

家，大船只供應早、午、晚正餐，不提供下午茶和

宵夜，希望大家帶些水果和麵包回房艙，以備肚饑

時食用。放眼在餐桌上的二百多位台灣旅客，大部

分是阿嬤阿公帶著 16歲以下的孫兒女，或年輕媽

媽帶著一、二歲的嬰兒，有一部分是沒帶家眷的

青、壯年的男人，全家移民的有數家，18歲左右

的女生有數位，男生就只欽泰一人而已。

航向巴西

第二章



40 41刺蔣，鎮山

都是數層高的樓房。

　　大船一邊的船梯己放下接近海面，不久海關小

船載來數位官員，上大船巡視一下就離去，接著數

艘小接駁貨船靠到大船旁邊，開始起卸貨物；兩艘

交通小船，一艘掛著「Hong Kong—Tjitjalengka」

牌子，另一艘掛著「Kowloon—Tjitjalengka」，開

始穿梭往來大船和香港、九龍之間；早上只有日本

人和洋人上下岸，台灣旅客全待在船上。午餐時

分，有位香港的西裝師傅上船來延攬生意，量身訂

作的西裝和襯衫，兩天就能交貨；欽泰母親在台灣

就知道，香港西裝師傅手工細緻、交件迅速，於是

付了訂金，給欽泰訂了夏秋兩套西裝；然後欽泰母

子就隨著那位西裝師傅，乘坐交通小船去香港，不

到二十分鐘，就到達天星碼頭（Star Ferry Pier）岸邊；

上岸後走路不遠就到中環（Central），附近大牌檔的

食物，美味可口、價廉物美。欽泰母子上岸遊玩吃

喝的消息，回船當晚就在台灣鄉親間傳開，一些人

　　晚餐後不久，大船已航行在台灣海峽（Taiwan 

Strait），前後左右規律地搖晃，幅度越發增高。欽

泰母子回到房艙休息，欽泰母親開始暈船，所有的

食物全嘔吐到小桶。欽泰提了小桶到廁所清理，男

廁早有一人扶著馬桶嘔吐，隔壁女廁也傳來數聲

「喔喔」嘔吐聲音，欽泰當下扶著馬桶大吐特吐，

胃裏酸水衝到喉嚨更是難受，趕快回到房艙躺下，

頭殼一轉動就想吐，只好一動也不敢動、身體僵硬

地躺在床上。隔天早餐和午餐也沒胃口，只能吃點

麵包和蘋果，直到第三天早上雖然頭仍暈暈地，但

已能正常活動。

　　第四天黎明前，欽泰躺在床上感到船身越來越

平穩，船速越來越慢，暈船的感覺也沒有了，就趕

快跑到後甲板上；當他聽到「漉漉漉」的急速落水

聲，前後的船錨（Anchor）已沈入海水中，大船停泊

在香港（Hong Kong）的維多利亞港（Victoria Harbor）中，

只見左岸的香港是一大片高樓大廈，右岸的九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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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去過日本和中國華南，很是羨慕，這次陪欽泰

去巴西，抱著觀光旅遊的好心境；欽泰則是自小衣

食無憂，又懷抱先去巴西，再去美國升學的理想。

母子倆人懷著愉快心情前往巴西，對於旅途的花費

也就沒有顧慮；相對的，大多數的移民或依親的台

灣鄉親，離鄉背井到異國，面對未知的將來，難免

惶恐，因此不太敢花費。

　　香港、九龍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街道清潔，

大牌檔整齊乾淨比台灣的攤販好得多；訂做西裝也

沒拿了訂金就逃跑，欽泰母親說香港人守時守信

用，跟日治時代的台灣人一樣。日本或英國的異國

殖民統治，跟中國人的統治，高壓手段雷同，但是

日本或英國官員講究效率！不收紅包！不貪污！

獨立前的新加坡

　　大船在香港的維多利亞港內停泊三天，白天吊

就準備隔天上岸觀光。

　　翌晨，欽泰母子偕同數位鄉親，到中環的山頂

纜車站，搭乘木造車廂的纜車到太平山頂（Victoria 

Peak），山頂高約四百公尺。當天豔陽高照、萬里

無雲，從山頂俯瞰山腳下的香港，高樓大廈星羅棋

布，維多利亞港內停泊著數艘大客貨輪、密集的小

型遊艇，盡收眼底；港的另一邊就是九龍半島，綿

延的小山丘接往中國。

　　隔天，一行人又再搭乘接客小船到九龍的尖沙

咀（Tsim Sha Tsui）碼頭，前往嗇色園黃大仙祠，這是

儒、釋、道的廟宇，聽說籤枝靈驗，香火鼎盛。欽

泰也隨人添油香，拜三拜抽了一枝籤，請問將來運

勢，還得了一張上上籤詩。當晚，欽泰的兩套西裝

已做好送到船上，因是量身訂製，不必修改就很合

身；雖然欽泰還是三分學生頭，穿上西裝竟然英挺

帥氣。

　　54歲的欽泰母親從沒離開過台灣，對於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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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吃飯時經常坐在欽泰旁邊，大家起哄叫她「心

埔仔」（新婦仔，媳婦）。因為欽泰母親和藹可親、

見識寬廣，又是富裕商家的姿態，一群年輕媽媽抱

著小嬰兒，爭相和欽泰母子同桌，或是坐在周圍鄰

桌。餐後，欽泰母親總是把台灣帶來的瓜子蜜餞、

香港買的仙楂和陳皮梅，攤在餐桌上，配著熱茶和

大家分享。

　　年齡 10到 20歲之間的男女少年約有三十多

位，用餐後，大家或是到前後甲板上打羽毛球、在

遊樂室打乒乓球，或是在餐桌玩象棋、紙牌等。相

處二、三天後，大家混得比較熟，欽泰成為這群男

女少年中的孩子王。男生群裡，欽泰胖胖的被叫做

「王哥」；14歲的阿清瘦瘦的叫做「柳哥」；15

歲的阿桂家開豆腐店就叫做「豆腐仔」，此外，還

有 12歲的「阿才」和「小丑仔」。女生群裡，20

歲的「林老師」師範學校畢業在當小學老師，去年

未婚夫獨自先去阿根廷工作；比林老師年輕三歲的

架不停的從小接駁貨船，吊上貨物到貨艙。開往新

加坡（Singapore）前，也上來一批旅客，香港人、歐

美白人、印度人、馬來西亞人、印尼人各有一些。

從香港到新加坡，大船在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

不停的航行七、八天。

　　剛離開香港維多利亞港不久，欽泰母子又開

始暈船，吐得一塌糊塗，隔天倒是迅速恢復正常，

可能是逐漸適應了大船前後左右搖晃的規律。旅途

中，經常和欽泰母子同餐桌的旅伴「謝太太」，她

是台北人，年齡跟欽泰母親相仿，她的女兒「陳太

太」大欽泰 6歲，手裏總是抱著一歲多的女兒「寶

貝」，她們去巴西是和陳先生團圓，陳先生在「寶

貝」剛滿月時，就先獨自去聖保羅市發展。另一位

六十多歲的「邱阿嬤」是台中人，帶著一位 15歲

初中剛畢業的孫女。三年前，大兒子帶媳婦和二位

孫兒先去聖保羅市，現在經商有成，請阿嬤帶孫

女去巴西團圓。孫女文文靜靜的，跟阿嬤形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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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高談闊論。

　　「陳老師」和「李先生」的談話，帶給欽泰許

多震撼。第一個震撼是聽到「陳老師」罵：「那個

臭頭仔，什麼民族的救星、世界的偉人！」我們在

台灣校園、公家機關、公共場所無所不在的蔣介石

肖像，下面總是緊貼著「民族救星，世界偉人」的

標語，因此從小認為偉人的稱號是理所當然的，這

位五十多歲的「陳老師」這樣罵蔣總統，令欽泰感

到意外、驚訝。

　　第二個震撼是聽到李先生說：「他×的，那

個絕子絕孫的老蔣，把我們從大陸帶到台灣，還說

『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

藉由李先生所言，欽泰才知道原來外省族群，也有

對蔣總統這樣深惡痛絕的！

　　李先生是山西人，五十多歲公務員退休，將移

民到阿根廷，他常和我們談論的是民初軍閥割據、

八年抗戰等中國歷史；陳老師則是台南人，初中老

表妹「愛哭仔」，她在離開基隆碼頭哭得最大聲，

父母二年前已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Argentina）開雜貨店；另外還有 17歲的「阿玉仔」

和 15歲的「心埔仔」。以上幾位男女少年比較合

得來，大多玩在一起。

　　當時一般的認知，男生 16歲就不能出國；欽

泰向同船的鄉親說他已 18歲，大家認為他騙人，

欽泰也不便告知他能出國的曲折。欽泰在這半年，

從一位懵懵懂懂、在母親保護傘下的無知少年，蛻

變成長，像海綿一般，快速的吸收各方面的知識；

開始睜開眼睛，見識到高雄之外，世界是如此之

大，要學習的實在太多、太廣。欽泰在大船上和老、

壯、青、少各年齡層都合得來，也和各年齡層能夠

對話與溝通。欽泰母親和年輕媽媽、阿嬤的婦女閒

聊，談的都是育兒媽媽經、廚藝大綜合、台灣各地

的美食等；欽泰往往聽一會兒就會開溜，不是去找

同年齡層的少年玩，就是去聽「陳老師」或「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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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後來併入馬來亞聯邦，1957年 8月馬來

亞聯邦從英國獨立出來；1963年新加坡加入馬來

西亞成為一州，號稱「星洲」；新加坡位於馬來半

島（Malay Peninsula）南尖端，介於南中國海和馬六甲

海峽（Strait of Malacca）交界處，是海洋貿易的重鎮；

1965年 8月 9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

欽泰母子乘坐的大船，於 1965年 7月初到達新加

坡，有幸遇到一個亞洲國家獨立自主的前夕。

　　大船清晨停在新加坡港中沒有靠岸，海關檢

查、旅客上下、貨物吊卸，進行的模式和香港一樣。

從香港上船的旅客，午後大多在新加坡下船，不是

在新加坡下船的旅客，不准當天上岸。從大船上遠

望新加坡，一片高樓大廈，和香港相似，但樓層沒

那麼高，也沒有那麼密。欽泰這群少年就向服務生

要了釣具，就是釣魚絲、鉛塊、魚鈎而已，不用釣

竿；魚餌就向廚師要了幾條冰凍魚，切小粒湊和著

用。女生圍著欽泰吵著綁魚鈎、掛魚餌，大家熱鬧

師退休，準備移民到巴西，常談論的是鴨母王、羅

漢腳、蔣家政權有錢判生無錢辦死、處處要紅包等

台灣社會歷史的狀況。李先生和陳先生分別代表中

國人和台灣人的一種典型，兩人關懷的重點不同，

以及對 228的不同解釋，帶給欽泰又一個震撼，讓

他發現雖然國民黨政權一直強調「我們都是中國

人」，但其實「中國人」和「台灣人」之間仍有很

深的鴻溝。

　　大船還沒到達新加坡，台灣鄉親的男生就分成

三派：一派三十多人以陳老師為首，大部分是福佬

人和二、三位客家人；一派十多人以李先生為首，

幾家外省家庭的男生和七八位客家人；基本上這兩

派人較不交談往來；另一大派是沈默的中間派，只

顧玩象棋、圍棋和紙牌，遊走在兩派之間。

　　馬六甲（Malacca）、新加坡（Singapore）、檳榔嶼

（Penang Georgetown）及附近諸小島，在二次大戰前是

英國殖民地；1946年 4月，新加坡成為英國直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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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加坡限水期間，上街洗手、上廁所有些不便。

星洲的清水大多是向馬來西亞購買進口，限水已有

一段時日，這可能是馬來西亞對新加坡獨立自主的

唯一懲罰手段。新加坡巿面太平，沒有槍砲滿街、

戰爭欲來的感覺；唯一看到拿槍的場景，是頭纏包

巾的印度錫克族警衛，手持散彈槍侍立在銀行大門

外。

印度洋戀曲與模里西斯人的啟發

　　大船從新加坡開往檳榔嶼前，上來了一批華

裔和印度裔單幫客（跑單幫就是從一地帶貨到另地賺取差

價），每人都有數大包行李，人聲嘈雜就像大市

場。大船沿馬六甲海峽北上，三天就到馬來西亞

的檳榔嶼（亦稱檳城，Penang）。檳城港灣美麗，碼頭

簡單，市面大都是老舊平房。檳城的三輪車另有

特色，車廂在前、車夫在後。到達檳城隔天早上，

一片，整個下午，一群人只釣上幾條小魚，欽泰則

是摃龜。

　　欽泰母子第二天早晨，乘第一班小交通船上

岸，再僱用碼頭邊的三輪車，前往新加坡的中國城

（China Town）—牛車水。此地的三輪車和台灣的

三輪車不一樣，台灣是車夫在前、車廂在後，新加

坡是車夫在右、車廂在左。牛車水街道清潔但狹

小，掛滿了中國字招牌，很多店家福建話「講馬也

通」；當地的美食「肉骨茶」，就是台灣的排骨藥

膳湯，很是可口；馬來沙爹（Satay）就是烤肉串，

沾滿特別醬汁，很有特色。第三天數位台灣鄉親

也跟著欽泰母子，去虎豹別墅（Haw Par Village），這

是販售萬金油致富的中國兄弟商人所擁有的花園別

墅，裏面很多西遊記、白蛇傳、八仙過海等題材的

水泥彩色塑像。

　　新加坡比香港和台灣還悶熱，大家整天汗流浹

背。大船在新加坡上下貨物停留了三天，剛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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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船在檳城停泊 2天，就往西南行，進入印度

洋，開往模里西斯（Mauritius）。模里西斯由數個火

山小島組成，在印度洋西南邊，離世界第四大島馬

達加斯加（Madagascar）約八百公里，距非洲大陸約

二千二百多公里，盛產蔗糖。模里西斯當時是英國

殖民地，於 1968年 3月 12日獨立，成立模里西斯

共和國，首都魯伊士港（Port Louis）。

　　從檳城到模里西斯，大船在印度洋上航行約

11、12天。印度洋波浪比較大，大船的搖晃也較

高，欽泰母子開船第一天有點暈船，但沒有嘔吐，

已經較適應海上生活。隔幾天早上，欽泰和「愛

哭仔」、「阿玉仔」、「心埔仔」四位，正在後

艙遊樂室玩紙牌，「豆腐仔」跑進來附著欽泰耳朵

曖昧地說：「王哥，我帶你去看金絲貓」。欽泰藉

口尿急，單獨隨著「豆腐仔」去前甲板。在新加坡

上船的旅客中，有一對正處壯年的白人夫婦，帶著

兩位金髮姊妹、一位年紀較大的黑人女傭，和一位

欽泰母子乘三輪車前往姓氏橋水上人家（Clan Jetties 

of Penang）。這是華人依其姓氏在海邊自成聚落，各

姓聚落再以木橋相連。隔天參觀臥佛寺（Wat Chaiya 

Mangkalaram），這是一座泰國佛寺，內供一尊釋迦牟

尼佛側臥佛像，臥佛有 33公尺長，非常宏偉壯觀，

欽泰母親也為子女添油香、點香燭祈福求平安。

　　檳城的各種熱帶水果非常豐富，路邊的水果

盤內有鳳梨、火龍果、香蕉、菠蘿蜜、紅毛丹等，

甜蜜又價廉；當地特色食品如油飯、炒粿條、蝦湯

麵等，非常可口；馬來甜點炸香蕉，是以香蕉沾上

玉米糊裏著芝麻，炸至金黃色再灑上糖霜，非常好

吃。欽泰聽船上廚師說榴連是果王，當褲子也要買

來吃，因此欽泰特別上岸去水果店，買了一個大榴

連，價錢不便宜，抱回船上請廚師剝開，少年男女

都圍過來品嘗，欽泰淺嘗一口，聞到那特殊味道就

吞不下去了 !一群人之中只有「阿玉仔」、「豆腐

仔」和「阿才」說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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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卻又曬不太黑？欽泰這群東方少年在船上不到

20天，光是陽光的折射就照成黑麻麻的。欽泰經

歷昨天初見比基尼金絲貓的新鮮刺激，今天已免疫

不再激情，當欽泰走到涼椅邊，小貓就先打招呼：

「Hey, how are you?（ 嘿，你好嗎？）」欽泰回說：「Fine, 

thank you.（好，謝謝！）」自從大兄去巴西後，欽泰

就立志有一天去美國留學，欽泰曉得自己初、高中

的英文學得太淺薄，因此每週固定花三個晚上的時

間，去補習班上英文會話課，同時早晚聽收音機的

空中英文教學，此時簡單的英文會話已能應付。小

貓想學中文，請欽泰教她；她們是模里西斯人，英

文、法文是官方語言；她父親經商，全家此次去新

加坡血拼（Shopping）、度假（Vacation）。欽泰母親的

日本料理店，顧用很多年輕女服務生，欽泰自初中

起，就被告知要尊重女生，不可踰矩；最近，和一

群女生玩在一起，尤其「愛哭仔」和「阿玉仔」跟

前跟後，欽泰母親更告誡不可以偷吃亂來，因為依

年輕的黑人保鏢，住在四樓的頭等艙；金髮姊妹大

約 17、18歲，身著兩件式比基尼泳衣（Bikini），正

在涼椅上享受日光浴，「豆腐仔」所說的金絲貓就

是她們。欽泰在高雄西子灣浴場見到的女生，都是

一件式連身泳衣，比基尼聽是聽過，這倒是第一次

見到，兩姊妹面貌姣好，緊繃的比基尼將美妙身材

表露無遺，大貓長髮披肩，小貓短髮到頸，大貓比

小貓較為豐腴。欽泰和「豆腐仔」繞行幾圈，看得

不夠，總不能一直繞下去吧？就到 2樓倚著欄杆裝

著遠望大海，其實偷瞄著青春胴體。小貓只是日

光浴，沒有搔首弄姿；大貓大概感受到 4隻色眼，

因此盡情賣弄她的性感，一會兒坐起來撫摸被風吹

起的金色長髮，一會兒仰臥秀出在布料下的堅挺雙

奶，一會兒俯躺賣弄蜜桃般的豐滿翹臀，兩位少男

看得血脈賁張。

　　隔天早上，欽泰走到前甲板，又見到那兩隻

金絲貓在曬太陽，心裡奇怪白人怎麼那麼愛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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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敢真的行動。到達模里西斯前一天午後，儷姿

來辭行，緊緊抱住欽泰久久不放眼淚直流，欽泰也

是離別依依、感傷地紅了眼眶。

　　從香港上船的一對五十多歲的陳姓夫婦，也是

住 4樓，他們喜歡中國菜，經常下來同台灣旅客共

餐。陳先生夫婦祖籍廣東梅縣，陳先生的祖父母來

模里西斯甘蔗園作長工，三代奮鬥有成，已有大甘

蔗農場，陳太太是移民第二代，夫婦倆的客家話還

好，但普通話不太好，跟欽泰都是以普通話加英語

溝通。他們很誠懇的邀請欽泰母子和兩位同船的

客家人，去他們農場參觀。大船航行到模里西斯、

魯伊士港外海已是黎明時分，這個大島前段是大平

原，中段是突起的連綿大山，環繞的近海清澈見

底，天然景觀美不勝收。船靠岸時，陳先生的三個

子女都來接船，欽泰母子坐陳家二兒子的車，從港

口到陳家農場開了一個多鐘頭，柏油路兩旁都是一

人多高的綠油油甘蔗。陳家大農場聽說有二百多公

台灣習俗如果把女生肚子搞大了，男生非娶不可。

　　小貓來後艙遊樂室找欽泰學中文，其實是找同

年齡層的玩伴，因為大貓忙著和黑人保鏢偷情沒空

陪伴妹妹。小貓來時總有薄粧、嘴唇點有胭脂，加

上天生雙眼皮，輪廓深刻嫵媚，比起「愛哭仔」和

「阿玉仔」發育不夠的胸部、單眼皮的素顏，欽泰

比較喜歡小貓。每日穿著色彩不同的短袖襯衫，小

貓上衣前兩顆鈕釦總是沒扣，豐滿的雙半球盡現眼

前。小貓名叫 Elizabeth，簡稱 Liz，欽泰替她翻譯

成中文「儷姿」，那群台灣女生總叫她「荔枝」。

欽泰教她一些「山、川、日、月」等簡單的文字意

涵和書寫，順便也學習英文會話；教她寫「儷姿」，

她就撒嬌說太難，要欽泰拉著她的手筆劃，欽泰只

好到她後方俯身牽著她的右手，臉頰碰上她的耳垂

和金髮，傲人的雙峯就在眼前，手臂不時碰上快蹦

出來的雙奶；礙於「阿玉仔」和「愛哭仔」就在不

遠處，面對這種挑逗，欽泰只有遐思幻想連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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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赤道祭的台灣歌舞與語言反思

　　南非共和國位於非洲大陸南端，礦產豐富，鑽

石、黃金產量世界排名前茅。1961年 5月 31日，

南非聯邦從英國自治領土獨立，成立南非共和國，

實行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 Segregation）；每一種族

在市區設立各自的商業區和居住區，不得混雜。白

人至上，黑人不得住在白人區；政府機構全是白

人，黑人只能在勞工階層；原本世居在這片土地的

黑人，淪為外來白人的次等勞工。

　　大船傍晚離開模里西斯的魯伊士港，開往南

非共和國的伊莉莎白港（Port Elizabeth）。第三天下

午，大船距非洲大陸數百公里，印度洋的大浪已變

小，大船較平穩，大船的服務生領班、香港人「阿

Sir」前來通知欽泰前面海域有很多鯊魚出沒，可

以船行垂釣。「阿 Sir」會講華語，欽泰上岸所買

回的零食、點心，總會分他一點，所以他對欽泰不

頃，主屋是數棟白牆紅瓦的殖民地式（Colonial style）

平房，午餐是西式烤肉（Barbecue）大餐，牛排、雞肉、

香腸、沙垃、水果、甜點，豐盛可口，欽泰是第一

次在戶外享受如此美食。

　　欽泰注意到陳先生夫婦在船上，經常講「我們

模里西斯人」，而不是講「我們中國人」，聽了感

到有點奇怪，但就是不確定問題的癥結。陳先生

的二兒子是第四代，只會講一點客家話，所以欽

泰用破英語在車上和他交談，陳先生的二兒子說：

「I am Mauritian, not Chinese.（我是模理西斯人，不是中

國人）」，欽泰問：「Why not Chinese?（為何你不是

中國人？）」，他回答說：「I love Mauritius, I am a 

Chinese descendant, but not Chinese.（我愛模理西斯，

我是華人後裔，但不是中國人。）」，這段話讓欽泰如雷

貫耳、永誌難忘，同時破解了欽泰的迷津：華人的

後裔，不一定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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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遊覽。20人座的小巴士，只有 5位東方人，

以外全是白人；小巴士先到祖魯（Zulu）觀光聚落，

在一個簡樸的半圓泥土包前，十幾位祖魯戰士，左

手持豎立的獸皮盾牌，右手持短矛，左擋右刺上下

跳躍，表演英勇的戰鬥舞，旁邊一群上空的婦女哼

唱著簡單的戰鬥曲；時空好像回到過去，彷彿看見

一群悲壯的袓魯戰士，衝向持槍侵略奴役他們的英

軍白人。小巴士再開進鄰近的野生動物園，近距離

觀賞散布在廣大貧瘠草原上的長頸鹿（Giraffe）、鴕

鳥（Ostrich）、野豬（Warthog）、長角羊（Antelope）、

犀牛（Rhinoceros）、豹（Leopard）、獅子（Lion）等稀

有的野生動物。最後，小巴士停在蛇園平房前，劇

毒的、無毒的、大的、小的、彩色的、單色的，各

種蛇類在平房內分格展出；欽泰印象最深刻的是一

條雙頭小蛇和一條雙角小蛇，這次參觀令人深感世

界之大無奇不有，讓欽泰大開眼界。

　　隔天清晨，大船沿著西海岸航向開普敦（Cape 

錯。因為這海域的鯊魚，大多是半公尺長的幼鯊，

才會大群的跟大船巡遊；因為釣鯊魚需要有點力

氣，欽泰就去召集了二十多位青壯男生，分布在大

船兩側；二人一組，一人手載粗棉手套，選用較粗

的釣絲、鉛塊和釣鈎，魚餌就用血淋淋的牛肉塊，

不用浮標只憑手來察覺魚兒是否上鈎；一人在旁待

命，準備幫忙拉魚上船。「阿 Sir」在船頭灑下一

桶滿是血水的牛肉塊，釣鯊魚的活動就開始了 !不

一會兒，就有人把上鈎的鯊魚拖上船，大家在一個

多小時內，總共釣上 30、40條半公尺上下的小鯊

魚，欽泰自己則是釣了 3條。由於大家釣魚只是玩

樂性質，故鯊魚釣上船後，解開魚鈎就擲回海上放

生。

　　隔晨到達伊莉莎白港，氣候涼爽，但因為治安

不好，欽泰母子不敢單獨上岸觀光，就參加船公司

安排的觀光活動。因為台灣鄉親省錢的關係，只

有欽泰母子和三位男生參加這次野生動物園（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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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到達開普敦（Cape Town）。

　　大船停靠在開普敦碼頭，從船上望向市區，

遠處就是桌面山（Table Mountain），顧名思義這座橫

躺的大山，沒有起伏的山峰，山頂就是像桌面的

大平台。開普敦和伊莉莎白港一樣有觀光團可以

參加，但參加的仍是原班人馬。大家先坐小巴士

到桌面山山腳下的纜車起點站，再搭乘纜車到約

一千公尺高的山頂；山頂的腹地很大，健行步道可

通山腳；從高處俯瞰開普敦市區青翠整齊，遠處太

平洋海浪的波粼線依稀可見。回程小巴士在百貨公

司（Department Store）停留 2小時自由活動，大門前

有塊標示「WHITE ONLY（白人專屬）」，欽泰母

子和三位台灣男生是黃皮膚的東方人，算是黑人

呢？還是白人呢？大家昂首進入大門，警衛也沒有

阻止；欽泰母子到餐廳午餐，欽泰還是第一次吃到

西式炸魚排和炸薯條（Fish & Chips）、霜冰淇淋（ice 

cream cone）；還買些巧克力（Chocolate）回船，給鄉親

Town）；下午進入針岬（Cape of Agulhas）海域，這是

非州大陸最南端，介於印度洋（Indian Ocean）和大西

洋（Atlantic Ocean）兩大洋交匯處；在進入這海域之

前，服務生領班「阿 Sir」就通知說前面的大浪將

有 20公尺高，大家要做好暈船的準備；欽泰安頓

好母親在床上休息之後，就到前甲板看巨浪；慢慢

的海浪愈來愈大，大船的船首起伏愈來愈高，欽泰

也忍不住到廁所扶著馬桶大吐特吐，直到胃裏酸水

都吐盡了，仍然堅持爬上前艙欄杆前看海！

　　欽泰雙手緊抓著、雙腳緊頂著前艙的欄杆，生

怕摔到甲板再摔到海中見海龍王；只見船首一寸又

一寸慢慢地沉入海洋中，就如大船慢動作駛進五層

樓高的懸崖，然後一寸又一寸地升回五層樓高的山

頂，一個巨浪接著另一個巨浪，就像速度很慢的雲

霄飛車，心頭緊繃但又非常刺激；全船的旅客，無

人像欽泰這麼大膽看這驚濤駭浪。大船過了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海域已是夜晚，海浪漸小，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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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各一邊一字排開，再來變換成男女一組，最後又

回到男女各一邊；但是男女誰跟誰配問題就來了，

愛哭仔與阿玉仔爭著和欽泰一組，心埔仔不要和豆

腐仔配對；最後林老師偏心，因為林老師是愛哭仔

的表姊，就指定愛哭仔和欽泰一組，阿玉仔和豆腐

仔配對；排演時，阿玉仔不高興嘀嘀咕咕的，欽泰

心想：「我陪母親去看歌仔戲，古代一位將軍擁有

三妻四妾，每個女人都講婦德禮讓，怎麼這兩個女

孩那麼難搞定！我不跳高山青免得兩個女孩爭吵不

休總可以吧！」欽泰就跟林老師說他不跳、敲鈴鼓

就好。當舞者手搖鈴鐺或腳拽鈴鐺，欽泰跟著手抖

鈴鼓，由於雙方鈴鐺必須同步響起，對於沒有音樂

細胞的欽泰來說，還是不容易準確掌握節拍，最後

只好由林老師自己敲鈴鼓，欽泰當他的孩子王，幫

忙林老師督導這群少年跳舞。

　　「高山青，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阿里山的少年壯如山呀！啊……啊，姑娘和那少年

嚐鮮。

　　傍晚大船開航西行，橫渡大西洋前往巴西

（Brazil）的「北練」（Belém）。「阿 Sir」來通知，

大船再 10天就接近赤道（Equator），船上會舉辦「赤

道祭」，希望台灣鄉親推出兩個表演節目。晚餐結

束，那些大人就開始討論節目如何安排，最後決定

由初中「陳老師」和小學「林老師」兩位老師，各

自找人手安排一項節目。隔晨早餐後，林老師就從

一群少年男女中，挑了 5位男生和 5位女生，準備

排演原住民舞蹈，欽泰、愛哭仔、阿玉仔、心埔仔、

豆腐仔、柳哥都被選上，每天早午都要排練。陳老

師找了十位 8、9、10歲的小朋友，準備演唱一首

台灣民謠。

　　林老師移民去阿根廷（Argentina），準備到首都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中文學校任教，所以「高山青」

的唱片、原住民男女舞蹈衣服、手和腳的鈴鐺、鈴

鼓都一應俱全；林老師編演的高山青舞蹈，先是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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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嬤，隨著歌詞情境表演：阿公到水芋田，挖掘

到一尾泥鰍，要煮一鍋芋頭泥鰍湯，阿公要鹹點，

阿嬤要淡點，倆人相爭把鍋子弄破了。陳老師的行

李有竹笠和唐衫，泥鰍就用紙捲個道具，鋤頭就拜

託「阿 Sir」到工具室，拿小木板挖洞套在木棍上，

權充道具鋤頭使用。此外，也請「阿 Sir」把中文

的「天黑黑」翻譯成英文❶，並製作中文和英文兩

張大字報。

　　「赤道祭（Equator Festival）」是慶祝到達赤道的

好日子，那天早上在後甲板中央架了舞台和音響，

午餐是中、西自助餐（Buffet），船長向四百多位旅

客致歡迎詞後，就開始赤道祭表演，有七、八個團

體和個人的表演節目。

　　高山青舞蹈的男女少年赤著腳站上舞台，身著

紅黑色原住民服飾，手腕、腳踝戴著鈴鐺，手腳隨

著音樂強勁的舞動，隊形變化整齊劃一，鈴鐺聲響

宏亮、富有節奏感，贏得全體觀眾熱烈掌聲。輪到

永不分呀，碧水常圍著青山轉。」

　　這嘹亮的國語歌曲一遍又一遍的播放著，這群

男女少年大汗也沒有白流，參差不齊的腳步聲和鈴

鐺聲，漸漸地趨於一致。

　　陳老師則選了一首台灣民謠「天黑黑」來表

演，歌詞是：

　　「天黑黑，要落雨，阿公仔舉鋤頭要掘芋，掘

啊掘，掘啊掘，掘得一尾旋鰡鼓，依啊嘿多，真正

趣味；阿公要煮鹹，阿嬤要煮淡，兩個相打弄破鼎，

弄破鼎，依啊嘿多，啷噹嗆噹嗆，哇哈哈。」

　　陳老師在日治時期上過漢學，民國以後在初中

執教，因為講一口台灣腔國語，後來就被外省人校

長從學校逼迫退休。陳老師先把歌詞寫在黑板上，

一邊教小朋友聽著兒童歌星唱的「天黑黑」唱片，

一邊教這群小朋友對嘴跟著唱，然後解釋歌詞的意

境；大家也從陳老師那裡，認識台灣芋頭，分為陸

芋和水芋，旋鰡鼓就是泥鰍。陳老師夫婦扮演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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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黑」的情境和意境的表達，不也是和國語的

「高山青」同樣優美？世界上各種語言，並沒有高

下之分，一個政府是應該鼓勵人民多學各種語言，

以便互相溝通。但是，蔣家國民黨政權禁止學生在

學校和公共場所講母語；母語就是母親講的話，老

一輩或許沒有能力、或許沒有那種環境，再學另一

種語言，那晚輩如何和父母、阿公、阿嬤溝通呢？

欽泰從小學就開始懷疑，為什麼我不可以講我母親

的話？到高中更思考，為什麼蔣家國民黨政權營造

台灣話是次等、下賤的語言？香港當時是英國殖民

地，英國並沒禁華文、粵語呀？！新加坡、模里西

斯也是數種官方語言，並沒有尊卑之分！

巴西南美風情與台灣史啟蒙

　　赤道祭前幾天，大船接近赤道，天氣又開始悶

熱，赤道祭之後大船沿著赤道西行，開往巴西的北

「天黑黑」台灣童謠上場，中、英文歌詞大字報先

豎立在舞台兩側，10位小朋友一字排開，天黑黑

音樂響起，小朋友對嘴張大口乾唱；阿公頭載竹笠、

身著黑色唐衫，赤腳荷著鋤頭彎腰上台，隨著歌詞

動作；隨後阿嬤臉上大紅腮，身著唐衫拿著鍋子上

台；陳老師夫婦誇張的將阿公和阿嬤演活，也是博

得熱烈掌聲。

　　赤道祭表演台灣歌舞使用不同的語言，觀眾卻

同樣能欣賞，觸發欽泰思索母語使用的問題。日本

統治台灣前期，除了較少數原住民語和少數客家語

外，在台灣的住民大多數使用閩南語。閩南語是上

古中原漢語傳承到福建泉州、漳州，輾轉傳到台

灣。在台灣的閩南語為大多數人使用，近代人就簡

稱台灣閩南語為「台灣話」，或是「台語」。台灣

話有七音八調（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

陽入）是可以用漢字書寫的。就如國語的「高山青」

和台語的「天黑黑」都可以用漢字書寫；台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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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配合不同的探戈舞曲，把男女的熱情，透過美

妙的舞姿表露無遺。

　　欽泰母親曾向欽泰兄弟說：「你們兄弟不可以

娶會打麻將的女生。」當時打麻將是犯法的，大多

數是軍公教偷偷打的。她的觀點是一般台灣人家庭

的小女生，將來是主管油、鹽、米、糖、醋的家庭

要員，是沒空打麻將的。看完探戈舞蹈表演後，欽

泰的母親又跟欽泰說：「會跳探戈舞的女生不可以

娶」，她的觀點是自己的媳婦，怎麼可以讓別的男

生假跳舞之名、到處摸來摸去！ 4條大腿又碰來碰

去！因此，欽泰將來娶妻的條件又加了一條。

　　隔兩天林老師就通知大家，在晚餐後 8時到 9

時，想學跳舞可以到遊樂室，她會教社交舞。欽

泰沒有音樂細胞根本不想學跳舞，但是「愛哭仔」

和「阿玉仔」晚餐後，硬拉著欽泰去當舞伴。當時

台灣的風氣還很保守，除了學校的康樂老師、眷村

的、公務員外，會跳舞的女生大多是舞女。台灣鄉

練港（Porto de Belém）。在南非開普敦（Cape Town）上

來了一團 10多人的阿根廷（Argentine）探戈（Tango）

舞蹈團，探戈在南美阿根廷是國舞，在首都布宜諾

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有許多舞蹈工作室，世界各

地舞者很多來此觀摩，當地舞者也是組團到各國巡

迴表演。這個舞團有 3對男女舞者（Dancers），有

小提琴師、大提琴師、手風琴師、鋼琴師等；在赤

道祭當晚，船長特別邀請這團客串壓軸演出，他們

是職業舞團，男女都是身高差不多的挺拔舞者，男

舞者英俊瀟灑、表情嚴肅，女舞者體格豐滿、表情

嫵媚。探戈舞曲是雙人舞（It takes two to Tango），起

源是秘密情人的偷情舞，因是偷情，男人必須保持

警覺，所以表情嚴肅；因是偷情，女人衣著暴露、

裙子開高衩到大腿盡處，容顏更是嫵媚。音樂抑揚

頓挫、節奏強烈，男舞者剛勁有力的引領、女舞者

優雅俐落旋轉和劈腿，男女雙方經常像似緊貼著共

舞，悅目而有點淫蕩。這 3對男女舞者，不同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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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教學停止。下午「豆腐仔」就來通知說後天就到

巴西「北練」了，他今晚要辦「少年惜別舞會」。

晚餐後，欽泰本來要去聆聽陳老師的台灣講古，但

是「愛哭仔」和「阿玉仔」兩人一邊一手強拉著欽

泰去惜別舞會。遊樂室本來燈光通明，今晚只開幾

個燈泡暗暗的；「豆腐仔」還找來那對台北眷村

16、17歲的姊妹花，哇塞，她們真會跳舞滿場飛，

還會教當時最新最流行的扭扭舞（Twist），屁股扭

得還蠻可愛的。欽泰不習慣這種場合，也不願學這

種扭屁舞，靜靜的坐在「愛哭仔」和「阿玉仔」中

間，欣賞這群少年的熱舞；偶爾華爾滋響起，就被

「愛哭仔」和「阿玉仔」輪流拉起陪跳。時間愈來

愈晚，和「阿玉仔」跳華爾滋舞，欽泰一直中規中

矩的右手搭在她的肩背上。輪到和「愛哭仔」跳，

她帶著欽泰轉到燈光昏暗的角落，她的左手把欽泰

的右手拉下，按到她的小蠻腰上；不知不覺的欽泰

雙手抱緊了她的腰，她的嘴唇緩緩的湊上來，小舌

親移民或依親到巴西或阿根廷，大家對於未知的將

來心情是沈重的，哪有心思去學社交舞？只有這群

少年不知天高地厚、不思遠景，大家起鬨在一起玩

樂就好。

　　林老師先放華爾滋（Waltz）舞曲，解釋「慢三

步」舞步，三拍是重、輕、輕；然後林老師叫欽泰

和她面對面對立，示範雙手的位置，和雙腳如何移

動。因為「愛哭仔」和「阿玉仔」就是不願意「豆

腐仔」和「柳哥」當她們的伴，欽泰只好一曲結束，

就換一個舞伴，輪流與她們共舞。欽泰除了沒音樂

細胞外，腳步更是遲鈍，經常踩到「愛哭仔」或「阿

玉仔」的腳。很奇怪的是，欽泰上次監督「愛哭

仔」和「阿玉仔」跳高山青舞蹈時，經常會碰觸到

她們的手、腳、身體，一直沒有什麼感覺，今晚就

開始有和她們親近的感受，這是左手握著她們右手

太久？或是右手在她們背肩搭了太久的關係呢？

　　隔天中午，林老師就宣布說大家不踴躍，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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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泰高中出國前對台灣史地認識有限，搭船往巴西

途中陳老師的台灣講古，也就成為欽泰認識臺灣史

重要的啟蒙。隨著台灣史知識的累積，他也了解到

教科書上說台灣人是明、清時代移民來台的漢人，

但是「台灣人，唐山過台灣，有唐山公，沒唐山

嬤」，唐山公和台灣阿嬤（大多是平埔嬤）通婚而在

這塊土地開花結果、落地生根，產生台灣獨有的歷

史文化與血統成分。因此，台灣人對歷史的認識不

應偏重於原鄉，身為台灣人必須了解在這塊土地產

生的獨特的歷史，否則便枉為台灣人！

頭頂開了欽泰不知所措的嘴唇，兩根舌頭溫柔的翻

湧，真是美妙的一刻；這種喇舌是第一次體驗，欽

泰的初吻就獻給她了。

　　隔天午餐後，欽泰到陳老師泡茶處，已有 30

多位鄉親在聊天。陳老師在日治時代是「國語家

庭」，精通日本語文；因為上過漢學私塾，也通曉

漢文，能夠用閩南語朗讀中國詩詞，並具有強烈的

台灣意識；在台灣經常偷偷收聽短波的日本廣播，

對於時事不會被蔣家國民黨政權完全蒙蔽。陳老

師餐後的台灣講古時間，欽泰經常去聆聽。在台

灣時，因為國民黨政權從小學到大學、有系統地排

除台灣歷史、地理教育，讓莘莘學子只知道中國有

五千年的歷史，卻不知台灣有四百年的歷史；只知

道中國有三山五嶽，卻不知玉山是台灣第一高山。

欽泰初中到旗津的同學家裏玩，在同學家附近初次

見到一些金髮藍眼的台灣人，才知道台灣曾被荷蘭

統治過，這些人有荷蘭人隔代血統。在此背景下，

�

❶�天黑黑英譯歌詞如下：It�was�dark,�and�it�was�going�to�rain.�
Grandpa�was�hoeing�at� the�water� taro� field.�Digging�after�
digging,�he�caught�a�loach.�It�was�interesting!�Grandpa�liked�
it�salty,�but�Grandma�liked�it�sweet.�The�pot�was�broken�after�
their�fighting.�It�was�funny.�Ha..ha�..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