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故鄉，別來無恙！

卅八年了，想不到離開一直被我認定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已經有這麼多年了，別
後我沒有回來過，這次選擇在今年的農曆新年過後回來，主要是為了已寫到最後一個
章節的長篇小說「隨海飄零」補上最後一筆，此外也想看看故鄉喜慶新年後的景象是
否與過去的印象一樣，再者是為了避開台北惱人的綿綿春雨吧。此次回來不知應是欣
喜還是哀傷，緊張還是惆悵，含著滿眶的淚水，拖著蹣跚的步履離開長榮航空的班
機，先生知我難以克制那股五味雜陳的心情，一直在身邊陪伴並攙扶著，步出機場時
我驀然抬首一看，此時胡志明市是個大晴天，但天空卻是灰濛濛一片，它是為了反映
我此刻的心情抑是正霾害嚴重呢?!

現在的新山一機場航廈看來還算
新穎的，日本人在2007年援助越共政
權興建這座代表著國家門面的主要機
場，航廈樓高4層，設有8條連接空橋，
面積約有10萬平方公尺，據說每年可
接待800萬~1000萬人次的旅客，也算
有點規模了，新山一機場比38年前我
離開時先進許多，原來那座1930年代
法國人建造的舊航廈(第一航廈) 仍保
留著給國內航班使用，國際航線都在
新航廈(第二航廈) 起降，整個機場的
環境外觀可以說已完全變了個樣。因
為此時正是農曆新春期間，出境處的

前方擺著一盆盛放的蠟梅正展開笑靨
新山一機場蠟梅迎春．



來迎我，似是給我一些鼓勵和慰藉，是的，久違了，美麗的蠟梅花，妳可知道我曾寫
了一篇《歲末夢裡蠟梅香》來懷念妳。

踏上這塊似熟悉又是陌生的土地，終於真的回到了離開快40年我魂牽夢縈的第二
故鄉，這些年來，每次在夢中說著回家就總是回到這個從小生長的地方，我在夢中竟
然極少有台灣這一頁，也許是因為我在台灣的生活平靜無波，一切都照著正常的步伐
進行，沒有觸動到那根刻骨銘心或是痛入心扉的神經，因此我在夢中經常會忽略了在
台灣生活的情節。

記得民國67年(1978)8月，我和母親一同準備離開西貢時，就在新山一機場的出境
處，我表演了一齣哭倒在地的鬧劇，這簡直是我這輩子最糗斃的事了，那時機場裡人
人都是歡天喜地的急著離開，我卻有如被千絲萬縷的離情羈絆著，剪不斷理還亂，在

極度傷感的情況下，我的雙腿突然一陣痠軟，站不穩了，好想蹲下去卻是跌倒在地上，
那時強忍住的淚水不禁奪眶而出，不知情的人看在眼裡，還以為我是想耍賴著捨不得
走呢！

其實從 1975~1978 南越易幟後的三年中，除了爸爸過世、媽媽曾患重病及哥哥失

蹤之外，家裡的日常生活表面上看來是沒有太大變化的，但我的心境卻有如跌落到萬
仞的深淵中，總覺得非常苦悶，每天盼望著嶄新的明天到來，卻不知是否還有明天，
即使有了明天，又將會是個怎麼樣的一天呢? 是福? 是禍? 是無奈? 當時那是個充滿
了變數與動盪不安的社會，一切均是不可預測的，時有突然傳來聳人的聽聞，說某某
人被打資產買辦財產都充了公只得上吊自殺，或又有人被趕去開墾新經濟區後百病叢
生去閻王爺處報到了，也有人逃亡出海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甚至聽說有人被抓去集中
營勞改竟死在獄中，近在眼前的就有很多煩惱事，住處所屬的坊管理還不時來催促去
義務勞動墾荒掘溝渠水道，或是又要換錢啦手上的舊鈔全都作了廢（我離開前一共換
了兩次貨幣），或是聽到廣播催促大家趕快排隊買公價糧食去，買回來的米卻是混著
沙粒要費很多功夫挑楝過才可食用，或是蕃薯有一半是發臭爛掉了，但是我總是還算
滿幸運的，我把才買回來的糧食乾脆立即轉手賣掉（因為有人家是不夠吃的），再補
貼些錢去市場買一些比較好的來吃，我家裡的錢不太多也不太少，故換錢時也不必過
於擔心（有人因錢太多了被指為資產買辦，也有人錢太少了就擔心被趕到新經濟區去
開墾），為了擋卻住處坊管理來找麻煩，我不得已與朋友合股投資一家半公營的雞眼
工廠，有個正當工作的藉口，並且以工廠也要勞動為由不必去參加坊的地方勞動，只
要樣樣打點妥當，我還可以暫時過著平安的生活。但是這三年來，我總是好像失魂落
魄似的，每天都是拖著煩悶的日子爛活著，或許是得了憂鬱症也說不一定，我不敢想
太多，因為下一分鐘將會發生什麼事？誰都說不得個準，只有老天爺知道吧，可老天
總是一直沉默，從不回答我。

當時我確是一直期待著要離開的，因為除了有如其他人想要離開的理由之外，我

還有更要離開的原因，但是在有機會動身之際，我竟然陷入了如此哀傷的離愁之中，
在機場我簽下了不再回來的文件之後，以為這輩子再也沒有機會回頭了，當年與我感

情最好的二姊還沒有可去美國依親移民的消息，看著她一家三口苦兮兮的為生活奔波，
我實在非常心酸，而失聯了三年的七哥始終沒有半點訊息，媽媽為他幾乎哭斷了腸，



她在離開前一週還大吐血，原來是嚴重的胃潰瘍，爸爸也在政局大逆轉時忽然重病去
世，骨灰罎正捧在我的手裡，這陣陣難以抑制的悲苦，教我如何能跟別人一樣歡天喜
地的離開呢? 我以為這麼一走了之後，就與我所關心的一切都斷了線，登時百感交雜
一併湧上心頭，許許多多不如意的事兒，也一幕幕從心底浮起，我萬分哀傷也不知所
以，很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但又不敢在眾目睽睽下丟人現眼，媽媽也是極度的心
煩意亂，看著我掉眼淚她也想哭，母女倆有說不出的傷心，好在爸爸的骨灰罎在我跌
倒在地上時，還好好地揣在懷裡，沒給我摔破倒得一地。登上飛機後情緒總算安定了
下來，國際紅十字會的代表上機來關切問好，回句 thanks，no problem，我就是如此
這般帶著落寞的心情回到了祖國台灣。

回台後一切得從頭做起，我徹底的改變了很多，一向柔弱的我變得堅強了起來，
快40年來，從一個單純的少女，成為人妻人母，年輕時更是奔波在家庭與工作兩頭兼
顧間，直到五年前不幸生了一場大病，我因而辭退了工作，退休後賦閒在家反而無所
事事，就只好埋頭寫作以排遣生活，2014年出版了一百篇隨筆散文集結的「善性循環
」第一輯，2015 年出版了另一百篇的第二輯，我撰寫的隨筆散文都是以善性的愛為
出發點，朋友問我那會有這麼多美好的事情讓你來寫? 我回答說我只是由衷地盼望各
事都有善性的循環，喜樂就會因而生生不息。但是，近年來我發覺自己隨著年齡增大，
好像逐漸變成了一隻駝鳥，至少是有駝鳥心態，總是不敢回頭去想過去的事，以為躲
在封閉中就能忘卻了一切，可這明明是自欺欺人，我的心時常被種種回憶糾纏著，總
是擺脫不了那股使我幾乎快要窒息的感覺，有朋友對我說，我一定得回去一趟，心結
解開了之後，就不會再自尋煩惱。

這些年來，每當看到有關故鄉的報導或是朋友捎來相關的訊息，我都極為關心，
看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不知怎的，想念歸想念，我總是不敢回去面對它，大概是不想
新山一機場哭倒在地的鬧劇，又再度上演吧。然而今天，我竟然鼓足了最大的勇氣回
來了，真的回來了，除了為長篇小說「隨海飄零」最後一個單元，說到現今的事物，
我非得親自目睹一些事實才能把故事完成之外，我也想給自己一個解開心結的機會，
但我不是帶著太多脫離現實的期許和夢想回來的，只是盼望一切如願平安和順遂就好。

我特地選擇住在西貢「八月革命街」的一家旅館，這是個新街名，噢！應該也不
算新了，這街名已經用了超過40年了吧，在南越易幟後就更換的，憑著歷史課本的記
載，我想起了歷史上的「八月革命」是指1945年越南人從法國殖民手中成功爭取獨立
的起義運動，有了八月革命才建立起由越南人自己當家作主的國家，這可偉大了，我
竟是在不知情下選擇住在這條有著偉大街名的「八月革命街」，而我原本只是想住在
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以減輕心靈的負擔而已。朋友告訴我這條街以前叫黎文悅大道，

就靠近濱城大街市，我都搞不懂，因為小時候我一直住在堤岸很少來西貢的，就是有
時來西貢所到的範圍也有限，我可能從沒有來過這條街，也可能來過了竟都忘得一乾

二淨，但有趣的是八月革命街卻有家西貢皇家旅館，皇家代表封建，原來革命也脫離
不了封建啊！這只是一句玩笑話。

我在想既是對這條街的環境不熟識，那就當是來到國外一個陌生的地方吧，這樣
對我來說也許會比較輕鬆一些呢，可是我卻躲不過總是有人在我身邊說著我熟識的越



南話，提醒我其實已回到了這個多年來魂牽夢縈的第二故鄉了，好吧，不是心理早有
準備要勇敢面對嗎?! 於是我跑過去旅館大廳的櫃檯，操著已經不大流利的越南話和
服務人員打招呼，還問東問西的說了一大堆，先生看在眼裡偷偷的在旁邊笑我，原來
我的越南話中摻著很多說慣了的國語助語詞「好啊…對啦…然後…」。

怪不得朋友說一切都是事在人為，我果然克服了一直以來的心理障礙，在先生的
陪同下展開了此次回鄉之旅，從南走到北，我到了北越河內，也去了南方的美荻和檳
椥，目睹了故鄉許許多多的改變和進步，心裡是滿感欣慰的，此行我不想打擾在地朋
友太多，但在回鄉之前我有向幾位朋友打聽好相關的一切，免得到時手忙腳亂，錯失
了應注意的各事項而給自己增添麻煩，謹在此向好友們致謝，在二月份的最後一天
(2/29)，我依依不捨地揮別了故鄉踏上飛返台北的班機，登機後才入座我向先生輕輕
一笑，哈！我從此不必躊躇不前了，親愛的故鄉，您別來無恙！

（二）回鄉之旅

在故鄉我已是無家可歸，原來的老家在1975年世局逆轉時母親已將它轉賣了，在
郊區新買的房子亦在離開前已捐獻給了越共政權，此次歸來我選擇住在跟以前的家有
點距離的西貢，因為從小生長在堤岸，由於父母管教過於傳統，很少有機會讓我自己
到西貢遊玩的，故有很多地方對我而言是全然的陌生，我在想此次回來住在陌生的環
境反而可使心情能放輕鬆一些，但有朋友跟我說，現在的胡志明市已變化很大，離開
了38年，即使以前很熟識的地方也不見得現在還能認得出來，我聽後就更是放心了，
因為這樣我不必被太多的緬懷心情所羈絆，回來就像是個遊客，以客觀的態度去看看
反而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或是憑著模糊的印象隨意到處去走走吧，能拾回多少記憶
就算有多少好啦。

以前雖然是一直住在堤岸，但有好幾年我也曾在西貢一家公司工作的，當時我十
分單純並古板得只會呆頭呆腦的每天循著固定的路線搭車去上下班，從來沒想過要走
出從家裡到公司那個自己劃好了的既定範圍，或是想在上班之外的其他時間與同事們
出去公司以外的地方走走的。幾年之後公司業務結束，我又回到堤岸工作，這樣過了
一段時間，甚至在離開故鄉之前，我早就已完全忘記了以前西貢公司的所在地了，只
記得是從堤岸阮豸街搭xe lam(林必打lambetta一種廂型的機動三輪車)到西貢濱城大
街市，再到市場前邊一條橫街轉車去的，其實也怪不得我，因為那家公司的所在地實
在有點偏僻，而此次回來我也不打算去尋找它，但一定是要回去看看以前居住過的地
方，雖然它已不再是我的家，但我是在那兒出生並生活了二十多年才離開的。

此次歸來，我盡量不想打擾在地朋友，但受到人情所託吩咐我帶在台北剛出刊的
自由僑聲丙申年年刊給在越南的文友，故我在抵胡志明市的當晚就邀約了氣如虹兄、
徐永華兄及王超逸兄來到我住的旅館餐廳見面，這時我才知道所住的旅館頂樓是360
度的旋轉餐廳,可鳥瞰西貢市的美麗街景，餐點也十分美味可口，包括他們的招牌菜
烤鴨三吃和椰子樹嫰莖的涼拌菜，使我在胡志明市留下極為美好的第一印象。最難得



2016.2.15 左起:向華強、氣如虹、林明弘-黃寶芝伉儷、徐永
華在西貢皇家酒店頂樓旋轉餐廳聚面．

2016.2.28 離越前夕，與鍾一峰(過客)及王國華(超逸)聚面.

2016.2.28 與前報界同事聚面，左起：陶妙然、 黃寶芝、王
鴻才、杭慰瑤、 林明弘．

的是我特地託人替我找到
老報人（前堤岸新論壇報
總經理王鴻才老先生）的
地址，他是我以前的上司，
今年已八十九歲了，行動
有些不便，我和先生特地
到他家裡去拜訪他，他也
有出來參加與老友的會面。
而文友過客兄和前報人杭
慰瑤兄也分別先後來電邀
約餐聚，前新論壇報同事
曾紀欣兄和另一位前報人
陶妙然小姐也應邀來參加
聚會，大家十分的開心。

接下來的日子裡，我
就以尋舊的心情和先生一
起展開了此次非常有意義
的回鄉之旅，先生建議第
一站不要
馬上回去堤岸，他的理由
是免得我情緒過於激動而
影響了以後的行程。我一
向有自知之明，有「路痴」
之稱的我跟先生出門在外
時，習慣了一切聽從他指
揮從不會有意見的，先生
愛帶我去那兒都行，怎麼
樣出門也行，總之我只有
在回到家裡才有發號施令
的機會。

眾所周知，胡志明市
素有「東方小巴黎」之稱，
也有人認為它是一顆最璀
燦的「 東方明珠」，朋
友說我離開了這麼多年，
應該對這個城市已全然陌
生了，但回來幾天之後，
我十分肯定地對它還是頗
有印象的，我深深地覺得



它的風采非但不減當年，簡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呢！大概是有心靈相通的感應吧，雖
然市區內有很多幢從未曾見過的高樓大廈，街頭巷尾也處處增加了不少新的規劃和設
施，但它的市容輪廓依舊尚在，幾幢地標性的建築物仍聳然屹立在原處，帶回我甚多
難以忘懷的記憶，尤其是到處充斥著美味的傳統越南小吃，簡直讓我著迷不已。

想不到胡志明市在我離開後，以最快的速度進行全面改革與重建，據說自1986年
實施開放政策後，由於有大量的外商資金投入與協助建設，使它的市容煥然一新，確
實有了很多顯著的改變，而且各方面也著實進步了不少，我認為它最低限度已擺脫掉
剛解放後的那幾年間，社會上時刻籠罩著那股動盪不安的負面情緒，現在它反而讓昔
日戰時大後方的紙醉金迷重新再現，市面被點綴得五光十色、熱鬧非凡。

有人說台灣的交通很亂，但我們都覺得它亂中還是有序的，而胡志明市的交通則
是完全離了大譜，沒有秩序可言。我發現胡志明市內各條馬路上經常都是車水馬龍，
那川流不息的大小車輛都是不大願意遵守交通規則地自顧呼嘯而過，甚至在綠色號誌
燈亮起後，從斜角的對街有如千軍萬馬般的汽、機車直衝過來，聲勢頗為驚人，但他
們卻似乎願意跟行人作某種程度的配合，經常好像與行人只是擦身而過，有人說行人
過馬路時只要不慌不忙、不疾不徐地走過去，聽說這樣是很少會出事的，當然先決條
件是行人除了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之外，還要有視情況來決定腳步快慢的判斷力，
馬路上的車子會一面大按喇叭一面閃避行人的，如果行人裹足不前不敢走過去的話，
那就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可走過馬路了，因為如龍的車隊時刻不停的飛馳著，有些
路口即使有紅綠燈也不管用，不遵守交通規則的車子照樣會從四方八面直衝而來，因
此行人過馬路必需要有十分的勇氣和足夠的膽色。

走在街上，大小的喇叭聲從不曾停過，先生跟我開玩笑說:「嗶!嗶!嗶!」是代表
「我來了」而「叭!叭!叭!」則是「請讓開」。他說得半點不差，交通號誌幾乎無人
理會，喇叭聲才是最管用的。過馬路時，先生一邊緊牽著我一邊用手勢來阻擋衝過來
的車潮，居然屢屢阻擋成功，只見那些猛按著喇叭的機、汽車竟然聽從他的手勢，配
合得恰恰好，我躲在先生身旁早已被嚇傻了，不敢稍為鬆開被先生緊握得有點發痛的
手，並靠在他身邊不敢越出雷池半步。

人行道上處處也是人潮洶湧、熙來攘往，更有小販們霸佔著人行道在忙著做生意，
甚至販賣東西的攤子已幾乎佔滿了行人道只剩下一點點小通路了，攤販還大剌剌地坐
在一個小櫈子上，把唯一的通路堵死，硬逼著行人走到馬路上去，使擁擠不堪變成了
水洩不通，行人走在馬路上只好小心著大按喇叭的往來車潮，好在橫衝直撞的車子都
非常合作，也不見會直接衝撞到行人的。我常常聯看到有穿著打扮入時的青少年男女，
成群結隊的在大街小巷裡穿梭遊玩和購物，或在商店行號的搶眼櫥窗前和漂亮的佈景
下競相用智慧型手機拍照，無論白天和夜晚到處都是人擠人、車擠車，市面上充斥著
一片喧嘩的嘈吵聲，包括機車聲和汽車聲，喇叭聲和嬉笑聲，真是熱鬧到了沸點。

入夜後，從西貢的濱城大街市到市政府大廈和阮惠大道一帶被華麗璀璨的燈火點
綴得美輪美奐，西貢河畔的白籐碼頭停靠著水上餐廳船隻，除了閃爍著光燦奪目的霓
虹燈，更是夜夜笙歌不絕，這是夜遊人們最愛的 Night Tour 場所，人們在船上一邊
在樂隊及歌聲相伴下品嚐傳統越南美食，一邊欣賞西貢河畔的燦爛夜色，陶醉在充滿



浪漫的越南情調當中；或者有人另有選擇，喜歡到喧囂的卡拉OK、KTV、迪斯可及夜
總會去度過愉快的夜晚，這些地方都是資本社會夜生活的娛樂場所；更有些人喜歡平
民化的生活方式，乾脆就圍坐在路邊小攤檔的矮櫈子聊天吃東西，消磨一整個炎熱的
夜晚，我覺得戰後胡志明市的熱鬧景象比戰時大後方麻醉式的繁榮超越了許多，有誰
會說這兒不正是社會昇平和完全資本化生活方式的景象呢，我也無法相信有人統計這
個國家的平均國民所得不到二千美元，即是說平均每人的每月收入只有兩百塊美元左
右，我在想也許有些國民所得並不是在他們的統計範圍內吧。

此次回故鄉最困擾我的是幣值差距的問題，目前越南盾(元)是全世界最低的幣值
(即使不是排行倒數第一也是第二名吧)，一美元可兌22300盾(元)或再多一些些，最高
面額的鈔票是50萬盾。我離開實在太久了，記得以前幣值並不是這樣的，現在的差距
竟這麼大，故我有些不習慣，花用動輒就是萬元起跳，我和先生除了吃飯時有飲料及
偶有買椰子來止渴之外，每天買一瓶九千盾或一萬盾的瓶裝水，我常跟先生開玩笑說
一口水就喝了上千元。普通的開支是數十萬甚至是上百萬元不等，讓我有敗家女揮金
如土的不自在感。在回來之前，在地朋友曾開玩笑說，這兒人人都是千萬富翁呢，我

當時並不太在意，因為台北的房地產動輒也是千萬元起跳，現時在台北市已經很難找
到千萬元以下的房子了，除非是在新北市一帶或是較偏遠的地方也許還有。此次回鄉，
我特地處處帶著計算機去兌算匯率，知道自己只花了數十元、數百元、或數千元台幣
而已，就比較能安心一些，先生笑我錙銖必較，他只管大帳對小開支是處之泰然不予
計較的，我的困擾也許只是一般小女人特有的淺見罷了。

2016.3.1

（三）統一宮看盡了南越的悲歡歲月

我們在胡志明市地圖上圈下第一個要去參觀的景點就是以前的獨立宮 Indepen-
dence Palace，現在稱為統一宮Reunification Palace，來到黎筍大道 Le Duan Boulevard
（以前的統一大道）遠遠就看到這幢曾經吒叱風雲，權極一時的建築物了，其實它是
座落在南圻起義街Đường Nam Kỳ Khởi Nghĩa(以前的公理街)，正門面對著黎筍大道。這
幢赫赫有名的建築物說來歷史並不算悠久，但它卻是經歷過第一代原建築物在吳廷琰
執政時被南越反叛空軍飛機發射火箭砲炸毀之後重新興建的第二代建築，並且在短短
不到十年間，曾經有六任南越總統在此度過長短不一的悲歡歲月。

「統一宮」看來和以前沒多大改變，它的外貎是平凡而樸實的，實在很難會讓人
想像到它曾經看盡了風光與繁華，卻也曾飽經憂患和悲情，它是一座樓高四層、橫向

長方型的白色建築物，屬於西洋式建築但卻沒有西方一些具威權背景的洋樓華麗裝飾，
從屋頂到樑柱以至門窗，也都沒有西方建築慣有的精緻雕塑點綴，而是剛直、敦厚及
四平八穩，聽說是曾榮獲1955年羅馬建築大獎的留法金牌建築師吳曰樹 Ngô Viết Thụ
所設計，他花了三年時間，到1966年才將這幢代表著南越權力中心的大樓建築完成，
竣工之時原來請他來設計的吳廷琰總統卻已在一次軍事政變中被叛軍槍殺了。後來這
幢大樓幾度易主，其中失敗得最徹底的就是阮文紹，他在這兒竟把南越政權搞垮了，



西貢獨立宮.

他聲淚俱下地發表了大罵美國政府背棄了他的公開辭職演說後，悄悄地帶了大包行李
經台灣逃亡到英國去避難，後來在美國終老，結束他並不榮譽的一生。最後是手持越
共旗幟的年輕越共士兵衝入這幢大樓，那位被臨時推出來只做了43個小時的南越末代
總統楊文明，從裡面走出來舉起雙手宣布投降，歷史上的南越政權就這樣從此正式結
束，越戰的悲劇也劃下了句點，獨立宮作了這些事蹟的見證，它的名字從此被改為「
統一宮」。

如今的統一宮像一座博物館，開放供遊人參觀，我以前從未曾想像到會有機會來
到這幢南越最高權力的府邸去參觀，因此我略帶著些兒興奮購買了門票後，穿過花木
扶疏的偌大花園，走進它的一樓大廳，放眼四周張望，它的內部擺設看來依然氣派，

包括當年總統及副總統接見外賓的大廳，總統接受外國使節呈遞國書的禮堂、會議室、
宴會室、及起居室等均一應俱全。朋友告訴我，現在為因應商業需求，一樓的會議廳
平時也供外商申請為商品展覽會之用，在商展期間有大批民眾湧入參觀，我在想也許
對年輕一代的越南人而言，新資訊的吸引力顯然已超過了歷史回顧的價值。

步上二、三樓，看到多個佈置相當典雅美觀的廳堂，包括當年總統夫人使用的會
客廳、娛樂廳及私人影院等，頂層有直升機起降場，在這兒可以俯噉整條黎筍大道和
南圻起義街的美麗街景，這兩條街道是胡志明市綠化最成功的林蔭大道，統一宮的前
面保留大片寬廣的花園，是現在來參觀的遊客最愛拍照留影的最佳所在。大門前的左
側擺放兩部在1975年4月30日由越共士兵駕駛並長車直入碾壓破當時「獨立宮」鐵門

檻衝進去的兩輛坦克車，和一架軍事噴射機，坦克和軍機是在戰時用來衝鋒陷陣的作
戰武器，如今看起來卻好像是拍攝電影的道具，我在想戰爭既已過去，將作戰的武器
作為道具擺放在這兒，是紀念越共士兵攻入南越總統府的歷史事蹟? 抑是提醒人們永
遠要記得這一切都是曾經歷過艱苦的戰爭用人命換來的?!



統一宮另一個值得參觀
的是地下室，裡面有當年南
越總統的作戰指揮室，除了
遺留著越戰時期南越軍所使
用的各種通訊設備之外，牆
壁上還掛有南越各省份的軍
事地圖，並設有參謀室和情
報室，休息室內並備有供總
統睡眠的臥床，每個地下室
之間皆有密道相通，據說有
條密道可通往西貢河，是準
備供總統在危難時作逃脫之
用，但直到1975年南越被解
放，顯然沒有一位南越總統
曾在危急時使用到它，這些
密道目前僅開放少部分供人
參觀，我們在這幢曾見證南越近代歷史悲歡與哀榮的建築物，流連了將近兩個多小時，
帶著很多感觸離開。

2016.3.2

（四）紅教堂名聞遐邇有聖跡可尋

我們從統一宮步行到緊鄰的紅教堂，這幢大教堂有著我許多童年的回憶，以前我
二姊在聖誕節常帶我來這裡湊熱鬧，也由於這緣故，我雖是非教徒但對這座天主教聖
母大教堂，有很親切的感情，它的外觀莊嚴而宏偉，當年在我小小的心靈裡，它永遠
是那麼的聖潔和崇高。

紅教堂的正面是兩座

獨立宮的總統會客廳.

西貢紅教堂室內陳設.

高高的尖塔型鐘樓，聽說
是仿巴黎聖母院作為建築
藍圖，由於全幢建築是由
紅色磚塊砌建而成，故大
家都稱它為紅教堂，據說
它的一切建材由水泥、鋼
材和內部陳設，甚至到螺
絲釘，全部都是從法國運
來的，它是法國名建築師
J.Bourad 所設計，在1876
年動工興建，到1877年10
月竣工啟用。



西貢紅教堂外貌.

紅教堂雖是位於胡志明市的市中心區，但它卻曾經歷過慘烈巷戰的洗禮，任誰都
難以想像到它前面那片綠油油的草坪和林蔭蒼翠的公園裡，在戊申年(1968)的春節戰
役中曾經橫屍遍地，當年這兒的戰鬥相當激烈，整個紅教堂四周簡直是籠罩在槍林彈
雨中，令人驚訝的是紅教堂竟然毫髮無傷，它外牆上的紅磚，不但不長苔蘚及不沾汙
漬，而且還經歷得起那場慘烈的槍戰。這麼多年來紅磚依然歷久彌新，色澤始終艷麗
如昔，並且從不曾有褪色或自動剝落損壞的情形（外牆的下面有小部份紅磚被不肖遊
人塗鴉及損壞），這幢大教堂始終保持著她那遺世獨立的風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紅教堂內有一組共六口由法國製造，在1879年運至西貢的巨
大和聲編鐘，鐘樓右側排有四口共為sol、do、re、mi的音級，左側排有兩口是la、si音
級，即一共是sol、la、si、do、re、mi六個音級的和聲編鐘，其總重為28,850公斤。每
口鐘上的花紋圖案極為精美別緻，其中“sol”鐘是世界最大鐘之一，有8,785公斤重，
口徑2. 25米，高3. 5米(從口緣至懸鈕處)，其鐘聲低沉，音響極為強大，有如合唱隊中
的低音部，平時是不輕易敲響此鐘的，只在每年聖誕平安夜才敲響一次，敲擊的過程
是十分講究的，敲鐘時至少有三至四人腳踏起動桿，讓鐘搖升至接近鐘架的高度，再
按三組電鈕驅動來敲擊。大教堂敲鐘是有嚴格規定的，每逢節慶或週日常敲 3 鐘，平
日只在早晚時分各敲響“mi” 鐘或“re”鐘一次。這組編鐘雖然缺少了“fa”鐘，但據說
當五鐘齊鳴時那音響尚算是完美的合奏，紅教堂的鐘聲與其他教堂是迥然不同的，鐘
聲直線傳播可達至10公里之外，這也是西貢紅教堂的一個特色。

紅教堂是屬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
風格的建築，整幢造型十分勻稱和壯
麗，由於它內部有經典裝飾及珍稀文
物，使它不僅是一座精美的宗教建築，
也頗富有文化和歷史的價值。這座新
羅馬風格的大教堂，總高度有57公尺，
寬37公尺，長93公尺，樑柱和門廊上
的雕飾十分精緻，教堂內四周都設有
小祈禱室，每一間神龕的裝飾都不盡
相同，不但富有變化而且非常美觀，
牆壁上鑲崁有當年法國設計家運來的
巨大美麗彩繪玻璃，增添了教堂內部
的華麗氣氛。此外，教堂內還有一塊
具紀念價值大理石，上面刻著每位捐
錢修建神壇的信徒名字，其中有一塊
是用中文書寫，我特地將它拍攝起來
留作紀念。

紅教堂的側門是沿著黎筍大道與
統一宮遙遙相望，正前方的花園廣場
上，佇立著一座重達四公噸的白色聖
母瑪麗亞雕像，這是1945年義大利羅



門前那棵看著我長
大的不知名大樹．

馬教會來訪時所贈送的，值得注意的是聖母瑪麗亞雕像的腳下踩踏著一條蛇，這可能
有著另一番宗教的含意吧。紅教堂一直以來是西貢市的地標性景點，現在幾乎每位遊
客來到胡志明市都會來參觀，教堂的一切設施依舊保存著，它仍然是市內天主教徒精
神寄託之所，每個星期天，都會有許多教徒前來做彌撒，結婚的新人也喜歡來這兒拍
婚紗照，來到這兒你會從回顧過去慘烈戰爭的傷感中超脫開來，受到宗教的神聖氛圍
所感召，我在教堂內外拍攝了不少照片，把我的整個心靈融和在每幀影像中，留下永
恆的回憶。

2016.3.2 

（五）我回家了，不是在夢中

我回家了，是真的回來了，不是在夢中。在飛抵胡志明市的翌日，我和先生搭計
程車從西貢沿著陳興道向西行直達堤岸的周文廉街（前總督芳街），然後拐個彎就到
了雄王大道（現與對面街共稱鴻龐大道）我以前的「家」。

正如意料中，回家我卻是不得其門而入，站在「家」門口徘徊良久，伸手撫摸著
門前那棵看著我長大的不知名大樹（有人說它叫 cây dầu 油樹，但不敢確定），我的

心裡有無限感觸。大樹啊！分別了快四十年，您長高了許多，筆直的樹幹依然英挺如
昔，您可還記得那個扶著您搖搖擺擺學走路的小女孩? 大樹無聲只顧隨風搖曳著枝頭



的葉子。現在不是大樹開花結果的時節，可是直到如今我在台北和弟弟聊天時，總是
談論大樹開花結果時的盛況。說起大樹的果子可真是十分有趣，果子是五十元銅板大
小的綠色果實，卻長著兩片5~6公分長2~3公分寬的紅彤彤大翅膀，當夏日的微風吹起，

成熟後的果子就隨風飄落，像極了小風車從天旋轉而降，也像是我們孩童時踼著玩的
小毽子，只見紅色的果翼在風中飛快的旋轉，讓人看得眼花撩亂，小時候的我常常在
樹下仰著頭目瞪口呆地痴痴的看，趁著微風稍竭之際，匆匆撿拾起飄落的果子，擺在
家裡客廳茶几上好些日子也不會褪色，我常常把玩著消磨了大半天的時光，果子不能
吃但就是相當漂亮，教人看了十分開心。

「家」現在是一家販賣電器用品的商店，除了門前的大樹與門牌之外，其他一切
全都改變了，沒有半點舊時的痕跡，進出的人也都是一些不熟識的面孔，我徘徊在
「家」門口良久，不斷地猛按快門拍下多幀照片以留著紀念，也禁不住好奇地往屋內
東張西望，我知道此時此刻的自己已失去了方寸，陷入近乎情緒失控中，先生在旁邊
一直提醒我務必要注意禮儀，不可引起屋主不愉快。我顧不得這麼多了，「家」有如
我久別重逢的親人，此時的我早已淚盈滿眶，失控的淚水不斷簌簌而下，最後竟是忍
不住的倒在先生懷裡痛哭失聲，果然立即引起人們的注意，把新屋主請了出來，這位
已有些年紀的老先生走到我身邊，輕聲問我是否以前曾住在這兒？我含著淚猛點頭，
竟發不出聲音來，因為此時我的喉嚨間已像打了個結，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淚水爬
了滿臉把自己弄得狼狽不堪，而先生也被我的突發狀況嚇得有點兒慌亂，不知如何是
好，只結結巴巴的說了聲「是的…是的…。」好在老先生很客氣，他不斷的安慰我不
要哭，過了許久我才終於控制住自己，連忙對他致歉。老先生向我說了他的故事，他
說他是花了兩次大筆金錢才把房子買回來的，原來他在政局轉變後曾離開過一陣子，
房屋被政府收管，後來他再花錢向當局買回來的。

我告訴他，媽媽在政局轉變在即時將房子轉賣掉之後，我們就在郊區另購房居住，
在離開前我曾經回來過，但當時這兒好像沒有人在居住，陌生的鄰居告訴我，屋子裡
在鬧鬼，沒人敢住，這到底是真是假? 老先生說他是第三手的屋主，第二手屋主因有
其他緣故不能遷入居住就亂放謠言說屋子裡有鬼，他笑著說「妳是在這兒出生長大的，
妳有見過鬼嗎？」使我不禁莞爾，心裡卻打著壞主意，希望屋子真的在鬧鬼，沒有人
敢來住，我就把房子買回來。

我們和新屋主聊了好一陣，不敢
打擾太久，拍了多幀照片後就只好向
他道別，離開前再三回首看了「家」
幾眼，並與門前的大樹說聲再見，我
對這兒熟識的一切仍然感情深厚，依
依不捨地跑過對街去再回頭給「家」
多拍幾幀照片。值得欣慰的是，夾著
雄王與鴻龐兩街中間的鐵路(火車路)
已經拆除，現在是一片公園綠地，種
著我最愛的雞蛋花和多彩的九層葛花。
小時候我常去玩耍嬉戲的關帝廟，景

鐵路變成了公園綠地．



關帝廟.

貎依然只是好像有點兒縮了水，
我笑著跟先生說：我們小時候
都是小鼻子小眼睛，故看的東
西都覺得很大，以前關帝廟的
院子在我的心中是十分寬敞的，
可現在看來只有這麼小小的一
塊地方。

街口大圓環旁邊的火車站
和大水鑊亦已拆除，現在是兩
幢二十多層樓高的辦公大廈及
順橋購物廣場和飯店，在街頭
轉彎處以前媽媽最常帶我去飲
茶的茶店(茶檯)已改變為補習
學校，對街街角的舊郵局（書
信館）改為一家銀行，梁如學
街的街景全變了，我在想如果
只憑建築物去尋找記憶的話，
一定會出錯，好在我是憑整體
的市容輪廓來辨認地方。老子
街的觀音廟還在原處，香煙依
然裊裊，總督芳街的娛樂（首
都）戲院現在荒廢著，倒是旁
邊的小市場仍然熱鬧，穿過小
市場，我們走到當年的五支燈
區一帶，然後經過福德中學，
直走到金邊市場及平西大街市。

稍事休息後，我也去了大
煙囪腳(已拆除)的傅基調街去
找小學時期要好的老同學，同
巷的老鄰居告訴我，老同學已
移民美國，雖然見不到她，但
我心中充滿了祝福。帶著萬般
惆悵和激動的心情離開小時候
常到的地方，我不禁數聲長嘆，
唉！別了，但願以後還有機會
再回來，即使景物有很多改變
並且人面全非，在我的心裡，
這兒仍然是我最值得懷念的地
方。

2016.3.2
火車站和大水鑊變成時氅大廈.



（六）郵政總局古意盎然 原來大有來頭

在紅教堂的左邊，我們看到一幢漂亮的法國殖民時期的古色古香建築，這是法國
殖民時期，越南最早的郵政總局，從1891年正式啟用至今已有125年的歷史，直到現
在它仍然不停地每天為越南人處理郵政事務，它是由法國著名建築師古斯塔夫‧艾菲
爾（Gustave Eiffel）所設計，這位建築設計師可真是鼎鼎大名，他是巴黎鐵塔的設計
人，因此巴黎鐵塔也稱為艾菲爾鐵塔 La Tour Eiffel，由此之故，在胡志明市這幢展現

濃濃法式風情的郵政總局，為遊客必訪之地，並成為胡志明市的著名地標，原來是大
有來頭，大家應能理解的。

我帶著懷舊與回憶的心情走進
這幢郵政總局大樓，它使我想起在
1975年 4月30日政局大逆轉後，有

好一段日子都不能與國外通訊聯絡，
當時我的心裡非常苦悶，後來聽到
恢復對外通訊的消息後，我馬上和
報館李社長的女兒，一同趕到這兒
來拍電報給在國外的家人報平安，
接著爸爸去世及媽媽病重，我都有
到這裡來拍電報給哥哥（當年家裡
是沒有電話或手機可與國外聯絡的
)，後來與國外恢復可郵寄通信後，
我就不必到西貢郵政總局來打電報
了，我可以去堤岸舊街市孔子大道
口(現稱海上懶翁街)那個老郵局去
寄信。

西貢郵政局內打國際長途電話的特色電話亭，牆上有
手繪的越南舊地圖．

郵政局內古典式的拱形天花板．

有人說這幢西貢郵政總局大樓
的外觀乍看好似是一座很有氣派的
歐洲風格老車站，正門上那個大鐘
是歐洲公共建築的特色，長窗及窗
邊的裝飾，很古意且非常典雅，郵
政總局的內部裝飾得十分華麗，有
古典式拱門形狀的天花板、圓形花
窗、大吊燈、以及花形壁燈等，走
進去讓我覺得彷如到了歐洲的某處，
大廳十分寬敞，廳堂的兩側設有供
遊客撥打國際長途電話的特色電話
亭，跟在西班牙的Correos打電話的

感覺很接近，電話亭上端的牆上有
手繪的越南舊地圖，令人有思古的



（七）嘉隆府變身博物館 卻忘不了過去

我們在西貢的遊興甚濃，不想錯過一些具有歷史紀念價值的地方，當我們走到與
統一宮和紅教堂僅有一街之隔的「胡志明市博物館」Bảo Tàng Thành-Phố Hồ-Chí-Minh,

不由得留住了腳步，眼前這幢優美的灰白色新古典式建築是頗有名氣的，它是一幢建
於1866年的古老建築，但維護得相當好，據說是法國名建築師Foulhoux 所設計建造的，

這座建築起初本是興建作為商業展覽館的用途，但竣工後，卻成為了一位南越總督的
府衙，在 1945年3月9日，法國殖民被日軍倒政後，這裡就成為了日本 Minoda 的總督
府，後來又改為欽差大臣阮文參Nguyễn- Văn-Sâm 的府衙。在八月革命後，這幢建築
曾一度作為南部臨時行政委員會會址，時間非常短暫，在1945年 9月法國殖民政府再

用它來做法國共和高委會的地址，未幾它又成為保大王任命為南越首相陳文友的南越
首憲府，當日內瓦和約在1954年簽定後，這裡又改稱為南份守憲府，後來吳廷琰主政
時，它被稱為「嘉隆宮」(或稱嘉隆府)，到了阮文紹執政時期，這兒又成為最高法院。

由於它一直以來與充滿波折及動盪不安的南越政治息息相關而有著十分曲折的歷史，
也使它長久以來成為威權的主要機關重地。到1976年南北越統一之後，起先稱為「革
命博物館」，到1999年又改名為「胡志明市博物館」。

這座建築物有著如此多的經歷，但它的風采的確是令人傾心著迷的，從整體設計
到每個環節都非常精緻講究，甚至每棟樑柱的頂端都有非常美觀的希臘式雕刻，內部
大廳裡有古色古香的螺旋梯，引人走入思古幽情的時光隧道，尤其是這幢博物館的地
下層，更是暗藏了玄機，其非常特殊之處乃是有鋼筋混凝土碉堡式的網狀地下密道可
直接與統一宮相通，據說當年吳廷琰兩兄弟在軍事政變時就是從獨立宮的地下道逃到

西貢郵政總局．

我們在郵局拍下多
幀照片，郵局內遊人甚
多，大家忙著購買明信
片立即寄到國外給親友，
我沒有購買，只是頑皮
地故意裝著在古老電話
亭打電話呢，我們在長
椅上休息了好一會，才
帶著愉快的心情離開。

2016.3.4

幽情，此外大廳裡還設有紀念品商店、ATM機、貨幣兌換處及服務遊客的資訊中心等，

還有，我們當然不會忽略掉掛在郵政總局大廳正中央位置最顯著的巨型胡志明主席遺
像，這裡明明與胡主席無關，巨大的遺像高高懸掛在大廳正面的中央，看來非常觸目，
想必是有政治的考量吧。



前嘉隆府．

還保留了當時的總統座車．

片，以及南北越戰爭
時的各項戰事遺跡，
其中包括當年為了躲
避轟炸及方便在戰區
內神出鬼沒而挖掘有
如迷魂陣似的古芝地
道之模型，並展覽在
長期戰爭中民眾所使
用的野炊鍋具，和用
以運輸暗藏武器給共
軍游擊隊的夾層小船，
也有展示越南傳統的
古老傢俱和婚禮的習
俗等。室外並陳列一
些戰時的坦克車和直
昇飛機。在這兒服務
的女性工作人員身材
真的好到沒話說，我
忍不住請她們讓我拍
照，她們都很開心地
故意以側身的站立姿
勢讓身材更是展示無
遺，配合度很高咧，
我們在這裡流連了許
久，總覺得還有很多
看不完的史物，我在
想我們到北部遊覽後
再返回胡志明市時，
再來仔細參觀一番吧。
（部份資料性文字取
材自有關機構的文宣）

2016.3.5  

這裡藏匿，然後再由親信開車到堤岸華裔潮州幫領袖馬國宣家裡避難，後來又躲避到
聖心大教堂，但最後在被叛軍拘捕押回政變總部的途中遇難，故在這幢前稱「嘉隆府」
的庭院裡，還保留了當時的總統座車，讓人們對歷史有所回憶。

它現在成為博物館後，是展示胡志明市的自然與歷史，一樓展覽胡志明市的經濟、
民生、地理、及水文學資訊等。二樓是展示胡志明市各個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圖片，
如法國殖民時期的抗法愛國事件、佛教高僧釋廣德在吳廷琰主政時為護教而自焚的照



（八）堤岸「阿婆廟」威名遠播

在胡志明市堤岸區有很多座具歷史性的中國式寺廟，其中最有名的當然是阮豸街
的阿婆廟（天后宮）了，這座廟宇佔地範圍並不大，名氣可是大得很，它有數百年歷
史，號稱是越南現存最古老的廟宇之一。

阿婆廟原建於清朝乾隆年間，後來分別在嘉慶五年，道光廿一年，咸豐九年，和
光緒八年都有重修過。它是當年從中國遠渡重洋來到越南謀生的廣東移民所興建的，
據說有很多建材都是由唐山（當年華僑對祖國的稱呼）運來的。阿婆廟以前只是香火
鼎盛，如今卻成為來到胡志明市觀光的遊客們必訪的景點，它的威名遠播海內外。

阿婆廟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廟宇，它的屋簷和樑柱間有極為珍貴的交趾燒雕塑，故
事性的人物雕像栩栩如生，外牆上的壁畫和屋頂脊飾歷經了兩個多世紀依然亮麗如昔，
廟內還有很多內容取材自中國歷史典故或神話故事的陶雕和灰塑，色彩繽紛而且十分
華麗，除此之外，在1796年鑄造的銅鐘和銅香鼎，以及有200多年歷史的天后神轎和
清光緒年間製作的牌匾等等，都是阿婆廟的珍貴古物。因此阿婆廟在1993年獲得越南
文化新聞部頒發越南國家級文化古蹟證書，並榮獲越南國家主席頒發三等勞動勳章，
以表彰該廟理事會為加強世界民族大團結、促進中越民族文化交流、及為社會公益事
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我對阿婆
廟是有著深厚
感情的，因為
在它的隔壁就
是我的小學和
中學初期的母
校「穗城學校
」，母校當年
除了得到穗城
會館的僑彥們
大力支助之外，
阿婆廟亦有撥
出眾信供奉的
資金來支持校
務，我在阿婆
廟流連忘返，
懷著感恩的心，
再三參拜，感
謝神恩。

2016.3.6 
筆者與丈夫攝於天后廟前．



（九）三所母校各有回憶

一、華英幼稚園

在鴻龐大道靠近花園仔(小公園)那頭有所小小的私立華英幼稚園，這兒就是我小
時候最初啟蒙的母校，校長李伯持是一位稍為體胖的中年人，非常慈愛並且很有耐心，
我始終難以忘懷他親自執著我的小手教我用毛筆寫「上大人、孔乙己……」的往事，
這所母校的原址已改建多年，現在成為一整排商店，完全看不到原校的痕跡，我在門
外徘徊良久，努力去回
想那段懵懂的童年，但
都不大記得了，只想起
我很愛哭，不開心時當
然會哭，被人關注時也
會哭，聽到小朋友大聲
說話也要哭，甚至外邊
刮風下雨都要好好地哭
一場，這個柔弱愛哭的
小女孩也許在老師和同
學們的心中是個標準的
小麻煩吧，小時候的我
實在一點都不可愛。華
英幼稚園的往事不覺間
已超過了一甲子，徒留
下片斷的回憶。

二、穗城學校

在堤岸第五郡市中心區阮豸街的穗城學校，有小學部和中學部，她是我小學及中
學初期的母校，在那段時期我的智慧還是開竅得很晚，一直懵懵懂懂、笨笨呆呆的，
故對這所母校留下的印象並不多，只記得一兩位印象較為深刻的老師和早已失去聯絡
的老同學，但是最近有朋友傳來一幀穗城母校的照片，倒是勾起了我一些滿不好意思
的有趣回憶，那是有一群小學童擠在母校正面的大鐵門內正伸手向門外的小販購買零
食的照片，其中有個小女學童手伸得特長，指著垂涎欲滴的潮州餡餅叫小販賣給她，
也記不得是要吃椰子餡還是花生餡了，那副饞相十分的滑稽，不知道照片中那個小女
學童是否真的是我(照片的影像已模糊不清)，可我猶記得自己的確有做過這件糗事，
好在當時沒有被老師逮到，否則一定要被罰站或記留堂呢。

有百多年歷史的穗城學校是越南華僑廣府幫人(廣東人的社團)開辦的學校，據說
從興建學校到維持校務的經費都是由學校隔壁的穗城會館多位僑彥贊助和阿婆廟（天
后宮）撥出眾信供奉的資金來支助的，因為穗城學校一向不以營利為目的，學費非常
低廉，早期並附有辦幫助清貧學生減免學雜費的「速成班」，「速成班」就學期間縮

鴻龐大道華英幼稚園已改建成一排商店．



短（小學四年結業），但學習科目並無偷工減料，照樣栽培出不少傑出的人材。後來
取消「速成班」後就改為可申請清貧補助學費。學校招收的學生並無規定是廣府人，
很多學生的籍貫包括潮州、福建、海南、客家……等等，都是一視同仁並無區分，這
是越南華僑互助互愛、同僑一家親的特色。

穗城學校在以前的穗義祠（公墓）旁邊有開辦一所穗城分校（後來改名為復興學
校），讓該區內的清貧子弟就讀，聽說在1975年政局轉變後整個穗義祠連同該校都一
併) 被拆除夷平了，規劃成一個新社區及興建了一些新的學校，我此次回去因時間並
不充裕，故並不打算去該區參觀。

我回到阮豸街的穗城母校，本來是打算悄悄地以遊客身份在校內各處拍照留念，
但警衛卻以職責所在閒人免進為由阻擋我進入，建議我請校友會的人來帶領參觀，我
打電話給校友會總幹事，但電話接不通，只好打給會長，想不到胡百全會長非常熱心，
馬上騎機車到學校來親自帶領我參觀，並給我引介校長和副校長，使我感動莫名，再
三的向他致謝並合照留念。離開前我欲從操場走過去學校側門的校舍，但有大鐵門封
鎖，與母校分隔開來，我惟有步出學校正門拐個彎走到學校側門的趙光復街（前廣東
街），此處原來佔了整條街的校舍已改為一排商店，但原來的側門仍在，我走了進去，
裡面已改為一所幼稚園，天井的金魚池已拆除不見了，現在放著一些兒童遊戲器具，
但樓上的教室仍在，記得讀國小低年級時我曾在這兒很多間教室都有留下不少模糊的
印象和足跡，正在感嘆間，幼稚園有位老師出來招呼我，知我是前校友，她特地指著
旁邊地上階級處的一頭小石獅對我說，幼稚園已盡量保護此處原來的景物，我稱讚謂
畢竟都是從事教育界，對維護古蹟是有用心的。

想起母校的歷
史，最早期的校名
是「穗城學校」，
在1962年南越政府
的越化政策下改名
為「越秀中學」，
我就是在「越秀」
時期在學校就讀的，
當時的校長是任奇
達(他的夫人是正宗
越南人，她的女兒
是我的越文老師)。
1975年南越易幟後
學校改名為「麥劍
雄學校」，是的，
麥劍雄，我還記得
他，因為當年爸爸
曾告訴我，麥劍雄
是穗城學校的校董 與穗城(越秀)校友會會長胡百全攝於校門．



之一，經常出入學校並參與校
政，但是當年在學校最有實權
的校董是鄺仲榮，當時就有傳
言說他們兩人不和睦，鄺仲榮
是親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和南越
政府的，而麥劍雄想必是親越
共的，後來鄺仲榮被越共槍擊
暗殺，多年之後又聽說麥劍雄
因資助越共事跡敗露恐怕被南
越政府逮捕而在家中自殺，他
自殺後一切就不了了之，如今
政局轉變後穗城學校（越秀中
學）改名為「麥劍雄學校」，
大概是越共政權報答他資助之
恩。

穗城母校的校舍和水塔

三、博愛學院

在半路西貢左關 Nang Xi  區阮豸街四號的博愛學院是我中學時期的母校，這所學
院是鼎鼎有名的學府，它的前身是中法學堂 Lycée Franco-Chinois，成立於1908年，由
當年數十位熱心教育的法國人及一些南越華僑領袖，本著栽培優秀中法雙語人才的教
學宗旨，在閩裔華僑富商謝媽延慷慨捐出約10萬平方公尺的土地上興建了中法學堂，
學堂果然不負眾望，栽培了非常多傑出的校友，大都成為社會上的菁英。

到了1958 年吳廷琰總
統為執行越化政策，中法
學堂改名為博愛學院
Collège Fraternité，增設了
英文部，即是學校有中法
越和中英越兩個部門，以
前、後棟校舍來區分兩部，
中英越部門在前棟校舍，
中法越部門在後棟校舍，
中間隔著一個中庭廣場，
前棟校舍的前面有前花園，
後棟校舍的後面也有一個
後花園，從左邊走過去是

一個滿廣闊的小型足球場，
旁邊就是學生最愛去光顧
販賣食物的合作社，還有
幾幢老師的宿舍。

博愛學院的前棟校舍



我當年進入博愛學院是就讀於中英越部門，即是包括有中文、英文、和越文三種
語文平均修讀各項科目，師資方面中文老師多是來自台灣，英文老師有美國人，而越
文老師是正宗的越南人。博愛學院的首任校長是陳培夀(他是中法學堂的首屆畢業生)，
王爵榮博士長期擔任副董事長兼校務委會主席，而歷來每屆董事長都是由法國人出任，
M. Michel Brun在歷屆法國董事長的支持下擔任法文部主任並代表法方積極參予校政，

越文主任是阮金鳳，他們對校務的推展皆是貢獻殊多。

在博愛學院就讀期間是我學生時代最快樂的時光，因為此時我竟在不自覺間打開
了智慧之門，學業成績大有進步，並且有好幾位知己好同學和我一同學習一起玩耍，
也經常參加校內的各項活動，媽媽知我已經長大了，對我的管教也稍為放寬了一些，
因此我在博愛學院留下了許多難忘的回憶。

1975年南越政局變遷之後，越共政權接管了博愛學院，並在翌年1976年解散了原

來的校委，博愛學院遂正式走入了歷史，由西貢大學所替代。在離開故鄉前我一直沒
有回校去探望，此次回來我決定撥出時間回到母校參觀，原來母校阮豸街四號的前門
現在改為做後門，反而安陽王街
（前鴻龐道）的後門卻改為做前
門，我在想可能是因為阮豸街前
門臨街處加建了一排與原校舍格
格不入的新建築，為了觀瞻起見
就只好把前門改為做後門吧，這
只是我個人的淺見。前花園因被
那排新校舍佔了部份空間而縮小
了它的範圍，好在入門右邊的學
校禮堂「中山堂」還在，學生戲
稱的「海南島」也還在原處，說
起「海南島」它是在中山堂的旁
邊，與原來上課的校舍分開而建，
作為音樂教室和童子軍及運動器
材室，學生們說它好像是一個孤
立的島嶼故戲稱它為「海南島」。

博愛學院的中山堂

博愛學院中庭大榕樹和後棟校舍

此次回到母校，我在原來的
前後兩幢校舍徘徊良久，這兒有
我太多的回憶，先生走累了就坐
在兩幢校舍之間中庭廣場的大榕
樹下等我，中庭廣場的升旗台和
那棵大榕樹還在原處，但左邊通
往足球場的一排男女廁所現則改
為飲食的販賣部，並設了一道大
鐵門還上了鎖，我好想走過去看
看，正在懊惱間，剛巧有位學校



職員走過，我用別扭的越語請他協助我，想不到這位年輕學校職員十分爽快一口就答
應我，他解釋說因為現在放年假故有些地方是禁止通行的，他匆匆走入辦公室拿著一
疊公文假裝著要去辦公事，就帶著我打開了鐵門讓我走到原來的足球場去，足球場已
變了個樣，看來沒有以前的廣闊反而變得有點雜亂，左右兩邊分別是小小的籃球場和
網球場，教職員宿舍不見了，合作社也不見了，使我若有所失，拍了幾幀照片後向這
位好心的學校職員謝過，我就走了出來，回到原來校舍樓上樓下的教室及中山堂一帶
流連忘返，世事多變化，景物依舊在而人事已全非，雖是唏噓但我仍然懷著感恩的心，
能回來看看亦於願足矣。

2016.3.6

（十）垂涎美食「牛肉七味」

越南女子的身材能保持得相當好，
大家都說是與飲食有很大的關係，其
實越南有很多美食，都是多以配食大
量的新鮮蔬菜和以檸檬及酸醋作為調
味的食品，這樣既可減低肉類脂肪和
膽固醇的吸收，而且在熱帶的高溫氣
候中，清爽可口及酸辣適中味道的食
物，著實使人胃口大開，但也不致於
增加體重的負擔。

在眾多的越南餐點中，我最喜歡
和難以忘懷的美食就是「牛肉七味」
thịt bò bảy món，離開故鄉後我一直
沒有機會品嚐到這道美食，可能台北
也有，但總是不能道地吧，因此在回
來之前，我就先向在地朋友打聽好此
道佳餚的最佳餐館所在，決定不嚐到
此美食絕不肯罷休。先生覺得很奇怪，
因為近年來我一直在節食，每餐都只
敢吃小半碗飯，好吃的菜餚也是淺嚐
即止，但是卻見我有愈減愈胖的趨勢，
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每次面對美食
那種猶豫與矛盾可想而知，但是為何
此次一提到「牛肉七味」，我就眉飛
色舞起來呢?

先生特別提醒我，一次就吃七個
餐點，問我可曾想到兩個人能吃得下

堤岸有名的牛肉七味餐廳．

我們在餐館幸會呂女士．



這麼多盤食物嗎? 我好整以暇地叫他不必擔心，我們一定能消受得了，除了我一直以
來太想念這道美食之外，其實我也十分慶幸著，在回來之前學姊介紹我認識一位她的
舊鄰居，這位充滿智慧的呂女士目前是在解放日報上班，我在電郵中曾向她討教過很

多事情，學姊說我和她也可算是同業了，相信我們會談得來的，其實我早已退休多年，
現在閒來無事只是天天在玩文字遊戲而已，因此我特地邀約了這位同業女士來與我們
分享這道佳餚「牛肉七味」。

我先生好奇地想知道到底「牛肉七味」是那七道口味? 我告訴他「牛肉七味」顧

名思義即以牛肉為主要素材，用七種不同的方法烹調出不同風味的餐點，包括有：涮、
烤、炸、煎、炒、蒸、煮等各種做法，使人一次就嚐遍了用牛肉做出七種不同風味的
美食。第一道是: 醋涮牛肉鍋(Bò nhúng dấm／Beef in boiling vin egar)，以火鍋的方式來
烹調，湯底主要是酸醋，吃來清爽可口，十分的開胃。第二道是: 洛葉烤牛肉（Bò

nướng lá lốt ／Grilled beef in “ La Lop” leaf），以一種有特殊香味的葉子捲著牛肉來烤，
散發出獨特的香味，令人聞之垂涎三尺。第三道是: 網油烤牛肉（Bò nướng mỡ chài／
Grilled beef in omelet fat），以網油捲著牛肉來燒烤，才上桌就香味四溢，可滿足老饕
們的味蕾，實是一道使人聞香下馬的美味。第四道是: 沙爹牛肉(Bò SATE／Fried beef   
with sate)，以沙爹醬醃牛肉來火炒，這是南洋一帶最有名的美食之一，適合大多數人
的口味，是一道令人回味無窮的餐點。第五道是: 清蒸牛肉餅(Chả đùm / Steamed beef 
pie)，以攪碎的牛肉做成圓餅再隔水蒸熟，十分清香可口，能吃出牛肉本身的香與甜，
尤其獲得女性饕客的喜愛。第六道是: 煎牛排 (Bít tết／Beefsteak)，綜合西式煎牛排的
方式，牛肉保持鮮嫩多汁，這是屬於大眾化口味的美食。第七道是: 牛肉粥(Cháo bò／
Rice gruel with beef），這是最適合中國人口味的餐點，可謂老幼咸宜，有清理腸胃亦
有填飽肚子的作用。

除了第一道醋涮牛肉和最後一道牛肉粥之外，其他餐點都可以用生菜或米紙加上
一些豆芽和香草，包起來沾魚露來吃，說來「牛肉七味」每道菜都各有其美味，可能
有些餐館的菜餚會稍有不同，但概括來說它不失為一種很有特色的越南餐點，我們花
了超過兩個多小時在餐館內慢慢品嚐，吃得不亦樂乎，餐廳服務人員也十分客氣，招

呼很週到，使我們大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這是我此次回來在胡志明市最難忘的一頓美
食。

2016.3.7

（十一）胡志明市三大市場魅力無窮

一、濱城大街市是交通指標

濱城大街市是胡志明市最顯著的地標也是交通樞紐的指標，它就在胡志明市的第
一郡，來到這個大街市，往東或南或北都是走向西貢市中心的各處，而往西則是走向
堤岸，這是我對此處的最基本認識，一向有「路痴」之稱的我，只要來到這兒就不至
於會迷路走失，因此我對濱城大街市充滿了依賴和好感，以前雖然很少有機會自個兒
來逛遊，但對它是不會陌生的。



濱城大街市號稱佔地超過一萬平方公尺，有東西南北的四個入口，正門是在南面，
它是一幢老舊的建築物，建於1914年，正門的上頭有個鐘樓，鐘樓的四個方向都有一
個大鐘，它的地理位置是在胡志明市的商業和觀光發展的市中心區，正門面對的大馬
路中央有個大圓環，這是市內多條交通要道的交匯處，包括:黎利 Lê-Lợi、咸宜 Hàm-
Nghi、陳興道Trần-Hưng-Đạo、黎來 Lê-Lai等……，圓環上有個騎著馬的越南民族英雄陳
元漢的大雕像，據說他是越南第一個使用信鴿的人，旁邊有個白色的女子半身塑像，
這是紀念1963年在這裡為反抗南越政權而被槍殺的越南女大學生郭氏莊。

濱城大街市是一座黃牆紅瓦的建築，它的風格顯然有著法國式建築的特色，這麼
多年來很少修飾，外貎看來也還算可以，但室來就有點陳舊和髒亂，整棟市場給人的
印象是狹窄和擁擠的，室內各商店和攤檔之間的走道只能容一人通行，又沒有空調設
備，通風和衛生條件不大好。聽說越共政權正在策劃興建以這幢市場為起點的首條地
鐵，想想不久的將來，濱城大街市和附近一帶的店舖生意和交通運輸將陷入更嚴重的
黑暗期，但是這兒的地價市值亦勢必以火箭的速度來飆升。

我們本來想在濱城大街市吃點越南小吃，在飲食區內左看右看都不合意，就只好
在市場裡面隨意的逛逛，市場內外商店和攤檔林立，有售賣各式紀念品、工藝品、日
用品、各種土產、咖啡、水果、雜貨、南北乾貨、食物、衣服和飾物、鞋子和布料等
多不勝數的商品，真是琳瑯滿目，使人眼花撩亂。這兒無論日夜都是人潮洶湧、熱鬧
非凡，到了傍晚，即使市場內的店舖已經打烊，市場外兩側還有甚多攤檔聚集，形成
小規模的
夜市，但
倘若觀光
客是想來
購物的話，
未必買到
合理價錢
的東西，
因為這兒
做生意的
人都很有
眼光，知
是觀光客
必獅子大
開口，我
不會殺價，
故只好到
處看看，
搖搖頭就
走開了。

西貢濱城大街市．



二、最有感的安東市場

以前我們都叫它做安東街市，從「家」往東直走，經過一家孤兒院和一間大產房
（故雄王大道又叫做產育街），再穿過一個有座小教堂的花園仔（小公園），再往前
走不遠就是安東街市了，爸爸以前常帶我來這個小公園做晨運，晨運後就帶我去安東
街市附近的一家很有名的廣東茶樓吃早餐（茶樓名稱我已忘了），然後就一路以散步
的心情沿路走回家，爸爸常常一邊走一邊給我說他年輕時各種經歷的故事，有時他說
得呵呵大笑，但多半是神色黯然，小小年紀的我也都跟著他的故事而思潮起伏，這是
我們父女間難得的共處時光，因此我對安東街市有著很深刻的懷念。

安東街市有著另一個使我念念不忘的因素是，「家」的隔壁住著我小時候的玩伴，
他們的老祖母過世後就搬到安東街市旁邊開了一間賣陶瓷碗盤的商店，後來小鄰居在
政局大逆轉後還有來找我，告訴我他們有個小兄弟偷渡到了美國，可能以後會舉家移

民去美國定居，我當時自己也是心煩意亂，故始終沒有回訪他們，就這樣時光稍縱即
逝，後來彼此各自到了有緣的落腳處，也就天各一方失去了聯絡，不知他們家的商店
是否仍在，我在安東市場外邊兜逛了好幾回，都看不到類似他們家的商店，心裡不免
有些惆悵。

安東市場的變化很大，除了原有的舊市場之外，還蓋了一棟新的市場大樓，大概

是因為它位居胡志明市華人最密集的第五郡，故我看到有很多商店的招牌是寫中文的，
跟老闆說國語也通，據說這兒台商很多，故購物使用台幣也是可以的，安東市場的貨
品種類繁多而且價格稍為合理，除了各類商品一應俱全之外，這兒最具特色的是有很
多家銀樓，售賣各樣金銀珠寶飾物。

比較上來說，來逛安東
市場是比較舒適的，新市場
大樓有六層樓高，各樓層分
門別類的商店林立，並有自
動電扶梯通連各層樓，及有
空調系統，且商店裝潢燈飾
明亮美觀，尤其是二樓販賣
服裝區有點像台北市南港區
的五分埔服裝批發市場。地
下層有很多小吃店，除了吸
引各地的觀光遊客之外，聽
說本地人也非常喜歡到這裡
來消費。我在安東市場買了
邦美蜀咖啡、腰果和酸子製
作的蜜餞，價廉物美十分值
得，這是送給我兩個孩子的
禮物，相信他們一定會喜歡。 堤岸安東市場舊廈．



三、平西市場有歷史回憶

平西大街市，亦稱為堤岸新街市，與堤岸老郵政局附近一帶的舊街市作為區分，
在地的朋友說，是古人才叫它「堤岸新街市」的，我說雖未曾作古，但我一直都叫它
堤岸新街市的，最近才跟著叫它平西大街市。因為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平西區一條小河
的西岸，故稱為平西大街市。

我對平西大街市是很有印象的，小時候媽媽舉凡要購買大宗物件或南北貨等乾糧
食物都會帶我和弟弟一同去，坐的士（計程車）來回，每次聽媽媽說要帶我去堤岸新
街市購物，我總是非常興奮及雀躍不已。二姊也會在空暇或是心情特別好的日子，叫
我和弟弟晚上早點去睡，翌日大清早帶我們坐機動三輪車 (xích-lo-máy) 去堤岸新街市
吃各種特色傳統小吃的早餐，及購買一些食物帶回家。故每當有大人帶去逛堤岸新街
市，就是我小時候最愉快的休閒活動。

還記得經過平西大街市旁邊的一條小河，有一座小小的基督教堂，就叫做平西堂，
我長大後偶爾會跟一位信了主的同學在週日上午同乘一部機車去教堂做禮拜，有時也
參加青年團契的活動，因為每次都有這位熟識的同學來接我，媽媽特別准我出門，難
得有機會出門去玩，我實在是開心到不得了，就這樣我對平西大街市的印象不但深刻
而且是超乎尋常的好。

這次回鄉時間並不充裕，但我還是特地選定了平西大街市作為在堤岸區必去的行
程，除此之外，我只打算在堤岸鴻龐、順橋、周文廉、陳興道、和阮豸街一帶隨便逛
逛走走便算了，朋友告訴我來到平西大街市一帶，還想著以過去的印象去尋覓當年的
記憶的話，保證我會如陷入迷宮一般，因為這兒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改變。好在我
是以整體市容的輪廓來辨認街道，我從堤岸郵政局徒步走到這兒，並不覺得有困擾，
沿途有經過一個金邊市場，我稍為到裡面逛了一會，就回到原來的大馬路直走到平西
大街市。我發現大街市旁邊的小河已被填平了，創造了一些陸地來，但聽說自從小河
被填平後，這兒附近一帶就逢雨必水浸街(淹水)，想來天然的小河果然是有洩洪的功
能，越共政權現在又考慮在原地再挖掘一條小河（或是水溝）來，以疏通雨後的積水。

堤岸安東市場新廈. 堤岸安東市場新廈.



說實在話，這兒確實有不少改變，如果沒有先生在身邊壯膽，我真的不敢單槍匹馬來
這兒尋找已逝去的回憶。

平西大街市一直以來就是南越的一個最大的批發市場，它位於胡志明市的第六郡，
據說是在1928年由一位祖籍潮州的華人大亨郭琰（覃）出資聘請法國工程師設計興建
的，可惜他壯志未酬在市場竣工前就因病去世了，看不到他一心要為各行各業的商販
蓋建一個集中式大型批發市場的落成。說起這位有善心並慷慨的「郭老闆」其實並不
是出身於富有的世家，他是在法屬時期靠收買破爛起家的，曾捱過不少苦頭，但他非
常精明能幹，經歷過社會的嚴苛磨練及各種因緣際會下（也有人說他在收破爛時收購

到奇寶，純金打造當是廢銅收購，他因而發了財，而他很有生意頭腦，有了資金之後，
就一本萬利的把生意做大，逐步累積起社會地位和豐厚的財富，建立起「通合」寶號

的金漆招牌（現居舊金山的報界前輩黃乃芹先生特地打長途電話指證該寶號名稱應是
「通合」，在越文「協」與「合」字是互通的，因為郭老闆是以一副對聯 Thông
thương sơn hải Hiệp quán càn khôn 「通商山海 合貫乾坤」來為其寶號取名的。) 

郭老闆的腳有點跛，因此在未成名時人們都叫他「跛通」。郭老闆過世後幸好他
的後人秉其遺命將平西大街市終於興建完成並獻給國家政府，後人並在市場的正門前
豎立起郭琰（覃）銅像以作為紀念，在1975年南越政局易幟後，越共政權將這位出資
興建平西大街市的郭琰（覃）全身銅像拆除了（遷移到胡志明市美術館）。許多年後，

為因應此間各商販對郭老闆的懷念，在
平西大街市內重新設立了郭琰(覃) Quách
Đàm半身銅像，並備有香爐供人們拜祭，
聽說直到如今商販們都會在初一、十五
或初二、十六的「做禡」日在郭老闆銅
像前焚香祭拜，在他們心目中「郭老闆」
已蛻變成「三覃叔財神爺」了！
（越南朋友喜稱他為三覃叔）

郭覃(琰)半身銅像.



（十二）美麗出眾的市政廳

胡志明市政府大樓亦稱為胡志明市政廳，其全名應稱為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大
廳，1975年政局轉變前叫西貢市政廳。這是一幢非常漂亮、具有濃烈法國風格的建
築，我以前就非常喜歡找機會從堤岸跑來欣賞它的風采，即使不能進入內參觀，在
其門前瞻 望一番已覺非常賞心悅目了。

此次回鄉，我們從濱城大街市往黎聖宗街走去，就看到這幢建於1908年非常華
麗的洛可可式風格的市政府辦公大廈，它的迷人風采果然依然存在，遠遠望去就像
一座古色古香的西洋宮殿，華麗而典雅，整幢建築物線條簡潔又明朗，外牆是淺淺
的黃色，配著紅瓦，看來十分的悅目，它樓高只有二層，其廊柱、門框、屋簷等部
位有西方神話人物和法國英雄人物為主要題材的精緻雕塑，巧奪天工的細緻裝飾使
這幢大廈顯得非常有氣派。市政廳門前有一個廣場花園，是遊人拍照的最佳地點，
也是結婚的新人喜歡到來拍攝婚紗照之處。花園中央有一尊胡志明主席抱著一個小

堤岸平西大街市．

平西大街市整幢市場大樓具有中國式的風格，樓分上下兩層，內部的設施大致跟
一般傳統菜市場很接近，市場建物的外牆是採用黃色磚砌建，再配上鏤空的花磚，看
來相當別緻，並有四個方向開放式店舖和入口，各式各樣的貨品充斥著不同的區域，
外圍的店舖有服飾、鞋、背包、文具，家用品、中藥、拜神用品、鮮花、和水果攤等
等，市場內包括出售南北乾貨、五金、塑膠用品，日用品、和各式生鮮和熟食等。每
日人潮不絕，據粗略估計市場每天都有超過十萬人出入往來，真是不同凡響。

我們在這兒雖然並無購物，但領略到這個超大兼超旺的大市場的榮景，總覺得是
不虛此行了。

2016.3.7 



女孩的塑像，使我想起剛解放時胡志明市街頭巷尾最流行的一首越共歌曲「ai yêu bác
Hồ-chí-Minh hơn chúng em nhi đồng……有誰比我們兒童更愛胡志明伯伯……」，胡志明

主席終身未娶也無子女，但他最疼愛兒童，喜歡和兒童在一起，故得到孩童們最親切
的感情。

說起這幢建築的興建過程也是頗有曲折的，在1892年當時的主政者原本就起議要
興建，但一直有甚多爭論和紛擾，竟歷經了十六年之久，終於在1908年才興建完成。

這幢政府辦公機構大廈一直以來都是不開放遊客入內參觀的，但人們來到西貢經過市
中心區必定會被這幢漂亮建
築的風采所吸引，而忍不住
在戶外留下了腳步。

此次，我們在接近傍晚
時分到來，不多久正是華燈
初上，市政府大樓亮起燦爛
奪目的燈飾，更增加了它的
美感，它的正門對著有花街
之稱的阮惠大道，這條街道
有燈光璀璨的徒步區，真是
美不勝收，這兒的確不愧是
胡志明市最令人難以忘懷的
經典夜景。

2016.3.8     

西貢市政廳.

阮惠大道徒步區.



（十三）首都河內瀰漫文化藝術氣氛

我對越南首都河內是全然陌生的，但我老早就規劃此次回鄉之旅必列入河內的行
程，故在台北時就先拜託在地朋友為我打聽好去河內的觀光狀況，我想參加全包式的
套裝旅遊，包括從胡志明市到河內的來回機票、食宿、帶領觀光、及景點門票等，這
樣一來省事，二來也可避免因不熟識當地環境而發生不必要的麻煩。抵越後，我跟著
先生首先在胡志明市各處跑足了四天之後，在第五天就跟隨旅行社的導遊搭乘VIETJET
越捷航空的國內班機飛抵河內的內牌機場 Sân bay Quốc-Tế Nội Bài展開北方之旅，心裡

著實有說不出的興奮。

河內是一個有一千多年悠久歷史的樸實藝術古城，有人說它是越南傳統文化的搖
藍，走在河內的街頭經常看到有如彈唱表演等的文娛活動，街道上充斥來自於中國及
法國殖民時期的古老建築。
自古以來，它曾有過很多名稱，
最有名的是稱為「昇龍」，據
說是因為李太祖曾看到有一條
龍從紅河水面上腾空升起而得
名，但最使人記得的是它曾叫
做「東京」，而當時的西貢(
胡志明市）則稱為「西京」。
因河內市的地理位置是在紅河
與墩河的匯流處，又處於紅河
與蘇瀝江之間，即是說此城市
是被環抱在紅河的大堤之內，
故因而稱為「河內」，它現今
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

河內是越南政治、經濟和
文化中心，市區幾條寬廣筆直
的大街，以還劍湖為中心，向
四周呈輻射狀延伸，街道兩旁
有四季長青的高大樹木，而且
由於市區內湖泊星羅棋佈，鮮
花盛開且風光秀麗，故它又有
「萬花春城」的美譽。我對它
嚮往已久，以前因南北越的政
治因素是不可能到河內遊覽觀
光的，南方解放後我又處於患
上憂鬱症中，此次相隔那麼多
年才回鄉，我毫不猶豫就決定
參加當地的 Guided tour。 我

上圖:河內街景． 下圖:人們十分友善，共同點是都喜歡圍
坐在街邊的小矮櫈上吃東西，連老外觀光客也都入鄉隨俗.



們清早七時就從胡志明市的新山一機場出發，只花了約兩個小時就飛抵河內的內牌國
際機場，這座在2011年由日本人援助興建的機場看來十分新穎美觀，據說目前每年客
流量超過1000萬人次，算是相當可觀了。從內牌機場進入河內市區，經過一座跨越紅

河的日新大橋，此座橋樑全長有3750公尺，是越南最長的一座橋樑，看來非常宏偉壯
觀，聽說有部份興建的資金也是日本政府援助的。

初抵河內，它給我的印象非常好，走在街頭發現人潮並不輸西貢，但好像是有點
秩序的，馬路上的車子也沒有西貢的恐怖，人們十分友善，共同點是都喜歡圍坐在街
邊的小矮櫈上吃東西，連
老外觀光客也都入鄉隨俗，
整排的坐在還劍湖附近一
帶徒步區的攤檔前吃東西，
我和先生還不大習慣，總
是笑笑就走開了，拍街景
時也怕惹來人家的反感，
好在他們都習以為常了。
我們幾天來都把握住自由
時間出門到處去遊逛，也
有圍觀在街邊的文娛表演
場，去感受那種特殊的氛
圍，真是收穫甚豐，心情
是相當愉快的。

2016.3.9

（十四）河內與紅河息息相關

我們從胡志明市飛抵河內內牌機場後，旅行社的專車來接我們，才離開機場就駛
往著名的日新大橋，這座由日本援助興建的橋樑，是跨越紅河通往河內市區的主要交
通設施，車子經過紅河時，我不禁目不轉睛地看著她，因為這條河流實在是太有名氣
了，在北越人民心目中她是一條母親河呢！

說起紅河 Sông Hồng，它是一條中、越兩國的跨境水系，全長有1280公里，在越
南境內長 508 公里，流域面積 75,700 平方公里，在中國境內長 627 公里，流域面積
76,276平方公里，它從西北往東南流向，是越南北部最大的河流，由於流域多經過紅
色沙頁岩的地層，故河水稍呈紅色，因而得名為「紅河」。

河內的地理位置與紅河是息息相關的，紅河孕育了河內的文化和經濟。自從1975

年南、北越統一後，河內首都的景觀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近幾年來，它的基
礎設施一直在升級及更新替換，闢建了多條道路，公共運輸系統也在不斷增加。今日
的河內市，城市面積由1954年的152平方公里擴展到如今的1000多平方公里。



上圖︰河內街頭彈唱表演＆文藝活動. 
下圖︰河內日新大橋 Cầu Nhật Tân.

河內分為內城（市區）和外城
（郊區）兩部分，內城又分紫城、
皇城和京城，由於自古以來經歷過
改朝換代的摧毀和內戰時期兵荒馬
亂的破壞，故有近千年歷史的李、
陳、黎、阮等各朝代的皇室古建築
幾已被摧殘殆盡，宮殿已蕩然無存，
城垣也只保存了不足 200米的正北

門以及官掌門，但是河內市內的其
他歷史文物仍然十分豐富，到處遍
佈著很多名勝與古蹟，著名的遊覽
勝地有：巴亭廣場、胡志明陵、還
劍湖、主席府、胡志明故居、西湖
等。此外，河內還有很多有名的廟
宇，如: 鎮國寺、文廟、玉山祠、
一柱廟、官掌門……等等，都是非
常值得遊人到來觀光遊覽的。

我們對河內充滿了好奇和新鮮
感，特別注意它的民眾生活，覺得
現在的河內彷彿已走入資本社會的
生活方式，民眾好像已得到了解放，
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小資本生意
非常蓬勃，也有個人的資產，完全
不見社會主義的共有財產或分配生
活物資的情形，亦不見有強力公權
力監管的狀況，這是我們所樂見的。

2016.3.9



（十五）巴亭廣場與胡志明故居及陵寢

我們從胡志明市飛抵河內，甫下飛機的當天，導遊即安排我們乘遊覽車到著名的
巴亭廣場 Quảng Trường Ba-Đình 參觀，廣場是位於河內的市中心，可說是河內首都的
心臟，佔地十分敞闊，長約有320米、寬近乎100米，據說可容納約二十萬人。它的四

周幾乎都是中央政府的重要機關及外國使館，廣場有數條呈輻射狀可通往河內市其它
地區的林蔭大道，其中一條長約1000多米，寬24米的雄王大道貫通整個廣場，除了主

要通道為柏油路面之外，其他地方都是綠油油的草坪，這兒是河內的一個有歷史價值
的地標。

巴亭廣場的取名是緣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清化省鵝山縣有一個叫「巴亭」的
偏鄉，爆發了最早的抗法愛國運動，後來當越南“八月革命”勝利後，為紀念越南人
民最先爭取獨立的偉大抗法鬥爭，遂以“巴亭”為此廣場命名。而胡志明主席在1945
年9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在巴亭廣場上宣讀越南獨立宣言，宣佈正式
脫離法國殖民統治，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這對越南人民來說，是一個很有意義和值
得紀念的偉大日子，因此巴亭廣場成為一個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地方。

現在巴亭廣場是河內首都舉行節日
活動或是重要集會的場所，廣場的西側
就是越南人最敬仰的胡志明主席陵寢，
也叫做胡志明紀念堂，這是一幢由青灰
色花崗石砌成的方型建築，據說其建築
概念是來自莫斯科的列寧墓，並加入越
南建築的特色。我們來的日子也許不對，
並沒有獲准進入內瞻仰故主席的遺容，
在室外拍攝多幀照片後，我們繞到就在
附近那幢莊嚴宏偉的主席府，據說這幢

胡志明主席故居.



河內巴亭廣場.

胡志明主席陵寢. 

主席府.相當氣派和華麗的建
築，是德國人所設計
建造的，在法國殖民
時期曾作為總督府，
現在是越南國家領導
人會見外賓和舉行重
要活動的地方，一直
以來是沒有對外開放
參觀的，甚至不允許
民眾靠近拍照。

繞過主席府後，
我們前往胡主席故居
及胡志明博物館，仔
細地參觀過後，給我
的感想是這位越南人
敬奉為國父的偉人，
他的居所簡單而樸實，
傢俱與陳設完全不講
究，處處顯示他並不
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和
舒適，但是整個環境
與周遭氣氛，總是呈
現寧靜與安祥，可能
在這樣的環境下，偉
人才能靜下心來為國
家及子民的未來籌劃
宏圖大略吧。有人說：
胡故主席為越南革命
鞠躬盡瘁、終身未娶、
生活儉樸，從平凡小
事的細節顯示出其超
凡的意志和高尚人格
的領袖風範，他不但
建立了越南不朽的豐
功偉績，更是給子民
留下自強不息的精神
遺產，我對他由衷的
欽敬。

2016.3.9



（十六）八長陶瓷村與還劍湖風光

我們跟隨著旅遊團前去參觀八長陶
瓷村（Bat Trang ceramic villages)，這是
個有 500多年歷史製作陶瓷器具的古鎮，
現場展示很多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
名貴而精美陶瓷藝品，我們逛了很多家
製作陶瓷器具的工廠，有的在做手拉坏，
有的正在陶瓷器具上繪畫，有的將已做
好的陶具送入窯爐，當然有的是在店前
招攬生意了，遊客並不多，已製成的陶
瓷商品可能要運到市區的賣場或百貨公
司去銷售吧。

離開八長陶瓷村，我們就前往參觀
著名的還劍湖 Hồ Hoàn Kiếm，這個湖名

氣很大，由於它碧水如鏡，故古時稱它為綠水湖，後來因為流傳著膾炙人口的有關黎
利王與烏龜之間歸還寶劍的故事而改名為還劍湖。

來到還劍湖，我們經過一道棲旭橋就走到在湖中的玉山島上的玉山祠 Đền Ngọc
Sơn，這座名聞遐邇的玉山古祠是建於1865年，即是在十八世紀黎朝末年，是一座中

式的古建築，祠廟仍保持完好，有三重門闕、大殿、廊房和亭塔等，頭門臨街的門牆
上有「福祿」二字；二門名曰「硯台」，右題「龍門」聯稱：「硯台筆塔大塊文章，
唐科宋榜士子梯階」，左題「虎榜」聯稱：「竇桂王槐國家楨幹，虎榜龍門善人緣
法」；三門為「得月樓」，樓後即是玉山祠的主殿。

八長陶瓷村陶瓷藝品和器具.

河內還劍湖.



攝於還劍湖畔玉山祠.

（十七）詩意的西湖與三十六行古街

來到河內的翌日，我們旅遊團一行人去參觀名聞遐邇的西湖，說起河內西湖 Tây
Hồ，它古稱「維潭」，位置是緊靠在紅河邊，在河內市的西面，故在1573年起改稱

為西湖。自古代陳朝和李朝以來，在西湖的湖畔便陸續興建了一些宮殿和廟宇，可惜
經過改朝換代和戰爭的洗禮，古代的宮殿現已不復存在，保存得很好的是寺廟，其中
最著名的是鎮國寺 Chùa Trấn-Quốc 和金蓮寺 Chùa Kim-Liên，都是在西湖的湖畔。

西湖是河內最大的湖泊，約有 466 公頃之廣，景色相當優美，是中國杭州西湖的

袖珍版，故政府當局專門成立了供遊人觀光的「西湖遊覽區」，經常有很多市民和觀
光客到來欣賞美景和休憩，此處已成為到河內觀光的遊客必到之風景名勝區。

玉山祠主殿供奉關帝、呂祖、文昌
帝君和越南民族英雄陳興道，此祠在越
南宗教和文學史上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乃因它曾刊印了大量的中國道教經書及
許多越南文人的著述，而受到河內文教
界的重視，目前它是河內市的文化古蹟
及旅遊勝地。

我們遊罷還劍湖的名勝後，入住河
內旅館休息，晚飯後是自由時間，我和
先生決定再到還劍湖周遭一帶仔細遊覽
一番，還劍湖的風光果然不同凡響，無
論白天和夜晚都是遊人如鯽，顯然它是
河內市民休閒憩息的好去處，它位於河
內市的舊城區，面積並不很大，但環境
相當優美，四周有樹木蒼翠的林蔭步道，
一直以來此處乃河內的主要地標。黃昏
過後，到處張燈結采，滿街名牌商店也
亮著迷人的霓虹燈，家家爭奇兼鬥艷，
而徒步區內也是攤販林立，人潮摩肩接
踵，個個衣著光鮮時髦，看來頗有消費
能力，各個攤子上都坐滿了人，多的是
外國遊客，都是在這兒飲飲食食，或是
高談闊論，樂得不可開支，我們跟著人
群在街頭圍觀文娛彈唱表演，這兒與資
本社會的夜生活實在沒有兩樣。

2016.3.10 



我們從西湖徒步走到著名的「36行古街」區，這個街區源自十五世紀，它是一個
饒富趣味及充滿古意的舊商業區，故叫做Old Quarter即老城區，所謂「36行，行行出
狀元」，顧名思義36行古街在以前是包括有很多條分別販賣同一個行業商品的街區，

即是說每條街有著特別的一個行當，所以叫做“行街”，譬如鞋商街、帽商街、銀商
街、皮革街、炊具街等等。這個古街區內的街道十分狹窄，而且錯綜複雜及曲折蜿蜒，
經過多年來社會環境的變遷，現在該區內每條街道所販賣的東西，已經和當年有些不
一樣了，除了有販賣各種當地的生活日用品之外，幾乎每條街上都有各具特色的工藝
品店，也有一些當地藝術家的工作室，每條街的街邊小吃店或食物攤檔林立，絕大多
數都是些越南特色小吃，每當華燈初上，還擺滿了各種包括衣飾和手工藝品等夜市排
檔，有些街頭也有賣藝和文娛活動的表演，真是熱鬧非凡，這兒的夜生活與台北的夜
市十分接近呢！

2016.3.12

河內西湖. 河內街頭一角.

河內三十六行古街.



（十八）歷史文化遺產－鎮國寺

鎮國寺 Chùa Trấn-Quốc是來河內參
觀的遊客必訪之地，它座落於西湖東南
方一座稱為金魚島的島上，經過一道小
堤道連接陸地，是河內最古老的佛寺之
一，寺內供奉的菩薩包括佛教和道教皆

有，因此它不僅是河內最漂亮的古建築，
也是香火最鼎盛的寺廟。

鎮國寺因其獨特的建築，在1989年

即被列為國家歷史文化遺產，它佔地有
1200 平方公尺，寺廟保存得相當完好，
據說它與古代的帝王家亦多有淵源，李
朝時代有太后在寺內參加法會及聽佛法，
歷史上並出過幾位國師，同時該寺一直
是各朝代的皇家行宮。

鎮國寺除了廟宇
本身別具特色之外，
院子外還有很多座古
色古香、大小不一的
古塔和古亭，供奉著
歷來升仙成道的菩薩，
上頭各有寫著漢字的
對聯。鎮國古寺原稱
「開國寺」，始建於
前李時期（李南帝
541年~547年）起先

是建於靠近紅河邊的
伊華村，由於河流的
侵蝕，後來到黎中興
年代（1615 年） 該

寺遷移到西湖的安阜
堤內，就建在李朝翠
華宮和陳朝韓元殿的
基礎上，即是現今的
位置，其後寺廟曾重
修過多次，阮朝初年
重修後並鑄鐘和造佛

筆者伉儷攝於鎮國寺外的古塔及古亭.

筆者攝於鎮國寺門前.



像，到1842年紹治皇帝到該寺參觀，

賜修繕費並改寺名為「鎮北寺」。到
了十七世紀時鄭王亦有出資修建該
寺，十九世紀時越南由阮朝統治，才
正式將該寺定名為「鎮國寺」，故在
大門口有漢字書寫的「鎮國古寺」字
樣，而且寺廟內處處、門裡門外都見
有漢字的對聯和匾額，讓我們看來倍
感親切。

鎮國寺的院子裡有一株菩提樹，

據說是切割自印度聖地菩提伽耶，佛
祖釋迦牟尼頓悟得道的那株菩提樹，
是1959年印度總統拉金德拉.普拉蕯德
（Rajendra Prasad）訪越時贈送的禮

物，如今已是數人合抱之大樹，可說
是鎮國寺之寶。

2016.3.12 

上圖:菩提樹是鎮寺之寶. 下圖︰鎮國古寺內殿
香火鼎盛.



（十九）春祀的文廟與一柱廟

春祀的文廟

來到河內文廟Văn Miếu Hà-Nội我們甚有親切感，因為這兒處處都有著濃濃的中華

文化氣息，文廟的本身是一座傳統的中國式孔廟建築，坐落於還劍湖的西側，佔地
26000 多平方米，坐北朝南的座向，據說它完全仿照中國曲阜孔廟的建築格局來興建，

大部分現有建築是十七世紀李朝建造，整個建築群由五組院落組成，門外立有下馬碑，
前院有一個大水池，大堂內的正中央高懸著一塊寫有“萬世師表”的漢字匾額，匾上
有註明是“康熙御書”，緊靠大門是一副長達38字的漢字對聯，兩邊精美的雕花石柱
上又有漢字對聯，大門正中上方有“文廟門”三個漢字，醒目而莊重。

文廟亦稱為國子監 Quốc-Tử-Giám，
它的正殿內設有孔子供桌，兩側則是奉
祀中、越兩國的儒家先賢，它可說是越
南第一所國學大學，據說起先是因重視
文學的李朝皇帝李聖宗讓皇親國戚到這
裡來讀書，從此文廟就兼有國學堂的職
能，公元1076年，李仁宗在文廟旁邊建
立了國子監，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個
正式的國學堂；公元1259年，陳朝的第

二個皇帝陳聖宗改國子監為國學院，作
為培養王公貴族的後代和全國優秀學者
的教育場所；到了
黎朝，又改稱太學
堂，成為越南的最
高學府。

文廟以存有
“進士碑”而聞名，
在奎文閣與大成門
之間有個著名的天
光井，其東西兩側，
整齊地排列著82塊
進士碑，每側有41
塊，每塊大小不一
的進士碑下面，都
有一隻雕塑得活靈
活現並昂著頭的石
龜馱著，此處頗有
西安碑林的風範，

上圖:文廟康熙御書匾額. 下圖︰筆者伉儷攝於河
內文廟前.



左圖:文廟進士碑.                       右圖︰文廟詩人節活動.

第一塊進士碑已經被石龜馱了500多年，此後每一次進土考試，便樹起一塊石碑，這
是科舉時代的珍貴遺物。越南直到1918年阮氏王朝才廢除了科舉制。

經過歲月滄桑的演變，國子監現已不復存在，只是留下了街名作為紀念，而文廟
則經過整修後，開放為河內市的重要觀光景點之一。直到如今，每年春節期間，文廟
都有舉行幾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動，還有舉辦朗誦、書法、下棋、吟詩等文化娛樂活
動。

我們到訪之日剛巧是越南的詩人節，廣場上搭了一個舞台，許多詩人輪番上台吟
詩，贏得不少掌聲，內殿廳堂裡亦有彈唱表演，當日文廟真是熱鬧非凡，到來參與盛
會的民眾各個年齡層都有，可見河內的文風相當鼎盛和普及。我們此次河內之行，雖
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觀賞聞名世界的《水上木偶戲》，幸好在文廟內殿聽到非常精彩的
彈唱表演和吟詩的朗誦會，也算是不錯的收穫。

賜子觀音一柱廟

遊罷河內文廟之後，我
們來到在河內享有盛名的一
柱廟（亦稱獨柱廟），這座
以優雅姿態建立在蓮花池
中，用木頭建造的的寺廟，
外型雖小但十分獨特，它是
以一根直徑1.25公尺的石柱
作為廟宇的支撐，故取名為
一柱廟。

一柱廟是越南李朝李太
宗皇帝在1409年興建的，在
戰時曾遭到破壞，到1954年
再度重建。據說一柱廟的建



（二十）「海上桂林」下龍灣

我們此次是在胡志明市參加 Saigontourist 旅行社的北越行程，因為來不及享受到
二月份的特惠價，兩人多花了270多萬越盾(約122美元)來到北越參觀遊覽，但也覺十

分值得，此家旅行社無論安排食宿及參觀景點都很妥當，尤其是那位導遊小姐更是滿
腹經綸，她年紀約只有卅多歲，但竟能出口成章，從古說到今、天文到地理、歷史到
文化、人文和風土等無一不精，詢問之下原來她是一位高中老師，每個景點她都解說
清楚，說到精彩處竟自動興起吟唱一些配合景點及古人的詩詞，其聲調與表情之流露，
真是精彩無比，讓大家都為之陶醉不已，難得的是同遊的旅客中有一位先生亦是箇中
高手，他按捺不住也和這位有老師經歷的導遊小姐唱和起來，一首詩來換一闋詞，使
整個遊覽行程充滿了文學，我們覺得此行真是賺到了 ( 可惜我的越文程度尚欠不足，

許多詩詞語句我都無法完全領會，先生還一直要我翻譯，真是苦惱不已，深覺少時不
努力，書到此時方恨少。)

在優美的詩歌吟唱聲中，我們不覺已來到了有「海上桂林」之稱的下龍灣 Vịnh
Hạ-Long，大家都說中國廣西省的「桂林山水甲天下」，而北越下龍灣的山水實在也

不差，它將桂林的喀斯特地貌之美移到海上來，風景更為靈秀，越南人以下龍灣為榮，
故有人說: “不到下龍灣，不算到越南”。聽說英國 007 電影《明日帝國》和法國

左圖:筆者攝於下龍灣.                          右圖︰下龍灣山水美如畫．

立是因為李太宗皇帝膝下無兒，於是他祈求神明賜給他一個兒子，可能其誠心感動了
上天，有一天夜裡他夢見觀世音菩薩坐在蓮花座上，手抱一個男嬰賜給他，過了沒多
久，皇后果真懷孕了並為他產下一個麟兒，皇帝非常歡喜，就在西湖畔蓋了這間寺廟
來供奉觀世音菩薩，以感謝神恩。

後來有許多也想祈求子嗣的越南的婦女，都會到一柱廟來上香膜拜，因此一柱廟
便成為民眾上香祈求子嗣的廟宇，也是河內的著名景點之一。

2016.3.12 



電影《印度支那》也都是在這兒拍外景的。

下龍灣一共有一千多個分別是石灰岩和
頁岩的島嶼，散佈並矗立在1553平方公里的

海上，簡直是蔚為奇觀，每個島嶼都覆蓋著
濃密的叢林植被，一片蒼翠，與海景同分春
色，有的是一山獨立彷如一柱擎天，有的則
是兩山靠攏相偎相依，有的卻是峰巒重迭顯
得嶙峋崢嶸，並分別有著不同的趣緻形狀，
有的看似龍稱為龍島，像猴子稱為猴島，有
的叫龜島、蟾蜍島、鬥雞島… 等等，任憑遊

人觀賞後盡情馳騁其豐富的想像力，那海上
栩栩如生的山石和深幽靜謐的山洞，引發了
許多令人嚮往的神話故事，因此下龍灣不僅
景色壯麗，還是個有著迷人風采的地方。

此間大部份島嶼因地勢陡峭，故長久以

來都是無人居住，因而得以保持純淨和自然
的景貎，而且在其蜿蜒水域和熱帶林中，孕
育了多種海生及陸生的哺乳動物、鱷、魚類
和鳥類等，有了這些生態價值的相輔相成，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4年將下龍灣列入世
界自然遺產，2011年更獲選為世界七大奇景
之一。

在煙波浩淼的海上，星羅棋佈著這麼多

突出水面上的大小別緻島嶼與奇峰怪石，看
來是水連著山而山也連著水，構成一幅幅鬼
斧神工、如夢似幻的人間仙境，據古老的民
間傳說，是有神龍為了要拯救當地眾神，現
身於下龍灣的上空，口中吐出大量的珍珠散
落於海上，珍珠幻化成各大小島嶼，而小島
間相連成一線，恍如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有抵抗外患入侵的功能，因而捍衛了國土的
安全。

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登上一座有標示
著「天宮洞」Động Thiên-Cung的島嶼，大家

來個大合照之後，就跟隨著導遊小姐爬上一
段陡峭的梯級，然後抵達一個鐘乳石洞口，
原來這個島的山裡藏著一個面積非常大的天
然鐘乳石洞，走進裡頭發覺洞內竟有幾疊樓

岩穴溶洞中綺麗無比的鐘乳石.



的高度，而且範圍十分大，我們沿著梯級不斷的爬高又爬低，如果腳力不足真是有得
辛苦，我是靠先生拖著走的，在洞內放眼看去，處處都是綺麗無比的鐘乳石，大小不
一，有高大的乳石石柱幾十人都合抱不住，站在它的腳下彷彿變成了小人國裡的人物，
洞裡也有許多形狀特殊、饒富趣味的石筍，人們憑著三分相似、七分想像來給這些鐘
乳石命名，有情侶石、觀音石、猴子石、獅頭石、和大象石等等……，加上多彩的燈
光照射下，真是美得震撼人心。

先生對地質和石頭頗有興趣和心得，他向我解釋鐘乳石的形成，原來鐘乳石大多
生成於山裡不見天日的岩穴溶洞中，由於山上的地下水穿過特殊地質的石灰岩層滲入
洞內後，從洞頂向下滴，當水滴暴露於洞內空氣中，因溫度與壓力下而蒸發，產生了
化學風化作用，而形成碳酸鈣的礦物附在岩壁上，此種碳酸鈣成份的沉積物經年累月
下遂形成了美麗的鐘乳石，鐘乳石需經過漫長歲月的生長期，一點一滴地積塑而成，
平均速度是十年才長一毫米，可見其長成之不易。

我們在龐大的鐘乳石洞裡觀賞約一個多小時，帶著讚嘆的心情，從另一端的洞口
走出來，再步下陡峭的階梯拾級而下，回到木船再繼續水上的行程，途中我們向漁家
購買了新鮮的皇帝蟹加菜，可惜此蟹虛有其名，蟹肉少得可以，算是得了一次教訓。

2016.3.14

筆者伉儷與旅行團友合影於
下龍灣的鐘乳石「天宮洞」.



（廿一）寧平拜亭古寺與長安湖生態保護區

我們來到有許多名勝古蹟的北越寧平省，導遊帶領我們去參觀一座號稱全越南最
大的佛寺「拜亭寺」Chùa Bái-Đình ，據說此寺的起源是李朝皇帝的御醫阮明通為了尋

找草藥，來到此處找到了十分難得的藥引，故在此建立了寺廟留作紀念，後來丁朝始
祖丁先皇皇帝也於此建立了祭天壇，故拜亭寺不但名氣很大而且看來是很有氣派和莊
嚴的。而越南佛教會為了發揚佛教，在 2008年將拜亭寺拓寬，佔地達 700公頃，寺廟

依山傍水延綿而建，分為拜亭古寺及拜亭新寺。.

拜亭寺有四項公認為全越南最大及最有價值的神像和古物:

1, 寺內以紅銅鑄造的釋迦牟尼佛像高33米、重達100噸。
2, 寺內有重量達36噸的大銅鐘。
3, 在寺內羅列了有500尊羅漢尊者石雕像。
4, 寺內有直徑30米、

深度6米而水源不
絕的千年古井。

此外，拜亭寺的「觀
世音殿」有重達90噸重的
千手千眼觀世音銅像；在
「釋迦佛殿」除了有重達
100噸的釋迦牟尼佛之外，
在殿前還有80噸重、約10
米高的笑口常開彌勒佛像，
而在「三世佛殿」內有供
奉過去、現今、及未來的

左圖︰拜亭寺依山傍水延綿而建. 右圖：在南越為護教而自焚的釋廣德和尚獲供奉在拜亭寺內．

寧平拜亭古寺．



三世佛像，每尊重達50噸。因此，拜亭寺除了增加更多的宗教價值之外，並成為著名
的觀光勝地，我們在寺裡寺外拍攝了不少照片，留作永恆紀念。

離開拜亭寺後，我們乘遊覽車直開往長安湖生態保護區，這兒的美景無論在國內
外都公認為與下龍灣齊名的，抵達後我們分成四人一組同乘一葉扁舟，暢遊長安湖的
風光，小舟沿著水波不興、平靜如鏡的蜿蜓曲折水道慢慢划開去，我們一邊觀看四周
聳立的山谷峭壁，一邊飽覽沿岸農家綠油油的田畦和山野奇趣的景色，在壯麗的山巒
與靈秀的水澤中，我們彷如到了寧靜無比與遺世獨立的人間仙境，亦好似走入了中國
筆墨下的山水畫，及意境縹緲的世外桃源，心情是非常愜意的。

船家的划船功夫十分了得，他帶領我們划著小舟穿越過數個巨石山下的龐大神秘
洞穴，在黑暗潮濕的洞穴內處處都有驚奇，船家有時叫我們低下頭來避開山洞內低垂
的岩石，有時又忙著向我們介紹石洞內的生態，當小舟穿過水中山洞，從另一頭划出
來時，眼前頓覺開朗，又是一片山明水秀的景色，我一邊撥弄著澄清的碧水，一邊飽
覽環繞著四周的五樂山脈美麗景色，感嘆著人生能有幾回如此的瀟灑呢！

長安湖生態保護區與陸龍灣同屬北越
寧平省的風景區，地點不同但景緻大同小
異，有人說此處的景色堪與中國四川省九
寨溝媲美，而並不差於名聞遐邇的下龍
灣，我認為都是見仁見智，感受因人而異
而已。

我在想此行選擇的季節與時間也許是
正確的，我們在北越享受到非常舒適的氣
候，涼爽而又沒有太大的陽光，是出門遊
玩的最佳天氣，在結束北越之旅後，我們
返回胡志明市，再籌劃另一個旅程。

2016.3.14
長安湖生態保護區



（廿二）愜意的湄公河水鄉之旅

我們從北越河內飛返西貢後，本來想走一趟高棉的金邊市和吳哥窟，但是在台北
時我們未有此項旅遊計劃，故我們只辦了一次回越簽證（沒有辦多次簽證），我們臨
時跑去台北駐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尋求協助，並到高棉駐越南領事館及越南外交部移
民局要求加簽，但結果均不得要領，只好取消了此旅遊計劃，改為參加湄公河的水鄉
之旅，包括去美萩、檳椥、和芹苴等三個南方城鄉的套裝旅遊行程。

大清早八時半吃過早餐後，我們跟隨旅遊團乘遊覽車從西貢出發，大約兩個小時
左右，就到達前江省的美萩市，我們參觀了一座聽說內裡保存有百年得道高僧肉身的
「永長古廟」Chùa Vĩnh-Trang，因為有高僧的加持，聽說是一座非常靈驗的寺廟，可
能是有求必應吧，我們只祈求此行一切平安順遂就好。

永長寺建於1849年，
在1907年有重修，它佔
地約2000平方公尺，整

座寺廟的建築採集歐、
亞的風格而建，處處有
巧奪天工的精緻雕塑和
裝飾，顯得非常壯麗而
美觀。寺內供奉的六十
尊珍貴佛像，全是用越
南南方最珍貴的黑檀木
雕塑而成，雕工之精美
堪稱二十世紀初木雕之
精品。

上圖：美萩永長古寺. 下圖：永遠懷念的湄公河.



別過永長古寺後，我們改搭一艘木船遊湄公河，在
前往檳椥的途中，我們有登上湄公河上的一些小島嶼參
觀，看當地人製作椰子糖，還讓我們玩大蟒蛇，這條蛇
好像有點人性，起先我不敢踫牠，後來看我先生把蟒蛇
掛在身上，我才壯了膽敢跟牠一起玩了，還與牠合拍了
幾幀照片呢。我們還有到另一個島嶼去看當地人養蜂，
品嚐到道地的蜂蜜茶和水果，並在充滿了田園風光的柚
子園裡進午餐，下午我們的旅遊團分成四人一小組改坐
狹小的小舟遊河，到另一個島上去騎腳踏車作環島遊覽
南越鄉野的風光，並參觀一個佔地廣闊的整片躺著生長
的榕樹林，實在蔚為奇觀。

與蛇共舞

我們抵達後江省芹苴市後，就在市內的旅館休息，當天的晚餐我終於吃到道地的
黃油雞，其鮮嫰可口、美味多汁的口感，自離鄉後我就不曾有機會品嚐到，台灣的雞
肉即使號稱是土雞、放山雞都難與之相比。想起以前媽媽對吃雞肉是相當講究的，她
特別要雞販給她挑選二黃頭的母雞，所謂二黃頭即是剛生過兩輪蛋的母雞，肉質剛剛
好，不太老也不太嫰。母親去世後，我失去了很多福氣，連吃都不會講究了。當天晚
餐，在懷舊的心情下，我胃口很好，吃了一盤雞飯後再加一碟雞肉，真是吃得不亦樂
乎，也不管先生在旁看得直瞪眼稱奇了。

翌日，我們乘一艘木船在芹苴河上遊覽當地的水上市場，遊客們紛紛向靠船兜售
水果的船家購買一些水果和點心，我在想大家花點小錢向他們購買些食物，也算是給
水上人家生活上一些小小的幫補吧，直到中午我們到一個島嶼上參觀當地人製作米
粉，並在一個遍種波羅蜜果和人參果的園子裡進午餐，然後才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啟
程返回西貢，結束此次愜意的水鄉澤國之遊，體驗到越南南方的鄉村農家純樸的生
活，心情是相當愉快的。

平躺著生長的榕樹林.



記得以前我有位好友住在檳椥，
我有時前往去拜訪她，每次都是坐
巴士到美萩後，都要轉搭渡輪，而
所搭的巴士也與我同時一起落渡輪，
渡輪除了載客之外，還可載兩至三
輛大巴士，到檳椥上岸後再搭巴士
繼續開到車站。以前從美萩到檳椥
就只有搭渡輪一途，但自2002年起
越共政權興建幾道大橋之後，兩地
的交通往來就不必靠渡輪了，確是
節省不少時間和旅程，也比較方便
多了，這就是南越邁向繁榮和進步
的一個明顯的例子。

2016.3.15

芹苴河上遊覽當地的水上市場

（廿三）迷糊印象中的白鐵街市

我們結束北越之旅回到胡志明市後，友人介紹我遷往堤岸第十一郡一位熟識朋友
所開的旅館，這兒大概就是以前的新馬路一帶，小時候媽媽曾帶我到這兒附近去拜訪
她的老朋友，但次數不多故我對此地的印象十分模糊。朋友帶我到大路口指著某個方
向告訴我，從這邊可走到傅基調街的白鐵街市，我喜不自勝，因為只要走到傅基調街，
我就會走出去順橋街直到以前的「家」一帶了。以前媽媽常帶我去白鐵街市買菜，此
次回鄉我本來是沒有打算去逛白鐵街市的，即使在我去傅基調街找已失聯多年的老同
學時，它就近在咫尺，我因怕走遠了會迷路而不敢往前再多走一些路。搬到第十一郡
的旅館後，我幾乎每天出門都經過白鐵街市，也順路去逛逛及買些新鮮的水果，真是
好開心。

其實白鐵街市應該是改變了好多
的，街市門口增加了很多家賣金銀珠
寶首飾的銀樓，這點不打緊，反正以
前雖然常跟著媽媽來，但我根本上完
全不記得它原來的樣貎了，因為很會
鑽小街窄巷的媽媽常常帶著我抄捷徑，
走入該區內屋與屋之間的小隙縫穿過
去就走進了街市內，根本很少從街市
大門口走進市場內的，她這個本事甚
至連住在當地的人都說佩服呢，好在
當時社會治安還算可以，否則是相當
危險的。小時候我一直迷迷糊糊地跟



（廿四）戰爭證跡博物館、西貢動物園與歷史博物館

一、戰爭證跡博物館

遊罷湄公河回到胡志明市後，還有兩天才返回台北，我們決定再補充一些胡志明
市的行程，先生在地圖上圈了「戰爭證跡博物館」與「歷史博物館」兩個景點。戰爭
證跡博物館 Bảo Tàng Chứng Tích Chiến Tranh 是在 1975 年南越政局轉變後所設，原稱
「美國戰爭罪惡館」，1995年越、美恢愎邦交，為避免傷害兩國友誼和感情才改名為
「戰爭證跡博物館」，它是在西
貢武文秦街 Võ-Văn-Tần (舊名陳貴
甲街)，原址是當年的美國情報局，

我曾多次聽朋友提起但總是興趣
缺缺，也許是只要聽到戰爭二字
我就起了反感，不想去觸踫它，
但此次先生既然圈了要去，我不
會有異議就跟著去吧。

戰爭證跡博物館用實物和圖
片記載了越南近代抗美救國的戰
爭，這場戰爭是越南國家近代史
上非常沉痛的一頁，其實戰勝與
戰敗都是輸家，因為彼此都已付
出了慘痛的代價。 戰爭證跡博物館．

著媽媽走，對白鐵街市是沒有具體印象的，不過我總是忘不了媽媽曾提示我常去的老
同學家那條傅基調街直直往前走，不遠處就是白鐵街市，這個十分明確又簡單的提示，
我一直緊記在心頭。

來到這一帶地方，我憑著迷糊的印象竟自告奮勇地做個帶路先鋒，要給先生指點
迷津，先生雖是半信半疑，但在地圖的對證下竟也屢屢正確無誤，我就洋洋得意地自
誇，在「家」周遭的範圍內，我根本不需要地圖的輔助，不管四周的建築物有多少變
化，甚至連整條街整排房屋都改建已完全變了個樣，我還是會記得附近的路是如何的
走，畢竟這麼多年來，我在每個夢中都是自己走路回「家」的啊！先生揶揄我說小迷
糊難得也有精明的時候，因為對他而言一切都是陌生的，就只好完全信賴我了。此次
我帶著先生回鄉，徒步走了不少路，因為惟有這樣才能讓我拾回許多難忘的回憶。

在未回鄉之前，我本來有打算去新馬路附近的慶雲南院拜祭我父母的牌位，但在
地朋友幫我去查詢，據悉該院的牌位處是每十年一更替，我離開已38年，已經幾度更
換了，我父母的牌位早已不復存在，我在想既前去已無意義，便取消了此計劃，心情
雖是落寞但也是無奈。

2016.3.15 



我們買了門票進入，在院子外面就看到展
示著戰時美軍所使用的多部坦克和戰機，館內
也展示了許多當年戰爭所使用的槍砲、彈藥和
各種武器，還有關押戰犯的鐵絲籠和水牢，以
及大量記錄著戰爭受害者的痛苦掙扎和扭曲面
容的照片，包括美軍使用的化學橙劑 (Agent 
Orange)造成越南民眾的傷殘畫面，及戰後各
種後遺症的為害等，甚至有因化學武器導致還
未出生就已死亡的嬰兒標本，在在令人感到驚
駭與髮指，無一不是讓人看了悲痛在心頭，而
我發現來參觀的西方遊客特別多。

二、西貢動物園與歷史博物館

離開戰爭證跡博物館後，心情輕鬆了許多，我們往七劃花園 (越南人稱草禽園
Thảo Cầm Viên SàiGòn，即是動物園)的方向走去，因為現時歷史博物館 Hồ-Chí-Minh 
City History Museum是在阮炳謙街Nguyễn-Bỉnh-Khiêm，所在位置是在西貢動物園的毗

鄰，其實我以前記得它是在動
物園裡頭靠近大門口處的，小
時候家人偶爾會帶我來動物園
遊玩，長大後我忙著讀書和工
作，就好像沒有再去動物園玩
了。

據說西貢動物園是排名全
世界第八歷史悠久的動植物園
（1869年完工後對外開放)它
佔地有32公頃的面積，分動物
和植物兩大區域。這個動物園
是一位法國人Admiral Pierre de 
la Grandière所提議興建的，因
其官階位居軍職七劃，故動物
園就稱為七劃花園，法國人並
在動物園靠近大門口處建了這

幢博物館。我曾問爸爸七劃軍
職是何等官階，爸爸也說不出
其所以然來，他只告訴我官階
很大，我在想軍職官階最大的
應該是星星才對，但我當時不
敢追問，這個疑問就一直存在
我的心中，至今未解。

展示戰時美軍所使用的多部坦克和戰機.

西貢動物園.



在歷史博物館的文獻中，我看到它是創建於1929年，最早的名稱是Blanchard de 
la Brosse ，設立之初是旨在介紹和展示越南的歷史與文化；1956年以後它成為西貢
越南國家博物館Saigon National Museum，最先陳列的內容主要是部份亞洲國家的古
代藝術品，幾經擴建之後，後來成為一所既具有越南民族特色，又體現越南南方社會
的文化與其他一些亞洲國家文化特徵的博物館；到1979年越共政權將它正名為胡志明
市歷史博物館，但大家習慣了稱它為越南歷史博物館，它主要的陳列內容分為兩個部
份，其一是展示從史前時期(距今約50萬年)至越南民主共和國建立之前(1945年8月)
的越南文化，其二是展示越南南方地區與部份亞洲國家的古代藝術品。

歷史博物館的本身是一座古老的建築，我們在博物館內看到3300年以來，越南各
個時期文化演變過程中的各種文物，如石器古銅器、石碑、銅鼓、占婆藝術、陶器、
和少數民族的服飾等，都是非常珍貴的收藏，這兒的確是個能讓我們了解越南歷史的
最佳所在。其實我簡單的歸納起來，博物館的展示其一是古代的越南，其二是越南共
產政權建立後的越南，收藏包括有南越和北越的重要歷史文物，其中有不少展品除了
反映越南古代文化，並提供可作佐證的事物。

歷史博物館前面的雄王殿(Đền Thờ Vua Hùng) .

在博物館後方三樓的圖書館裡，收藏了
法國殖民時期的古老書籍，可提供專題研究
的資料相當豐富。在博物館正對面有個雄王
殿 Đền Thờ Vua Hùng，是祭祀越南開國君主

及越南民族祖先雄王，我們在博物館參觀約
兩個小時，但沒有進去在博物館左邊緊鄰的
動物園，其實從博物館內是可以進去的，只
是要加購門票而已，因為天氣太熱了，我想
回旅館休息躲過中午時間的驕陽，只遠遠地
往小時候最愛來遊玩的動物園拍了張照片便
離開。

2016.3.16

歷史博物館.



（廿五）新興的「富美興」新市鎮

此次回鄉，原本在我的心中是定位為懷舊之旅，但是在地朋友卻一再鼓勵我去參
觀胡志明市的新社區，我在想故鄉的新舊並陳，實在也是個非常好的主意，於是在安
排去北方及遊覽湄公河水鄉之前，我特地去了胡志明市第七郡的「富美興新市鎮」。

「富美興新市鎮」的所在地，在開發前原本是一塊約達3300公頃的沼澤荒地，總
面積相等於台北市信義區三倍多之大，台商丁善理及其接班人在這塊遼闊的沼澤地
區，經過二十多年來進行翻天覆地式的開發和建設，其中包括填海造陸等重大工程，
在這兒打造出被稱為全越南最繁榮先進、生活機能最佳的「富美興新市鎮」，在 600
公頃地區成功複製星加坡和台灣的造鎮經驗，開發成非常先進的新住宅社區，另外有
150公頃則闢建為學校、工商業等公共建設。有人說富美興仿如台北市的天母區，這
點是見仁見智吧，應該是各地都有其特色的。

「富美興」是一個綜合都市住宅區、
大學城、金融商業區、物流中心、及大型
會展中心等的新興市鎮，它成功吸引了很
多外商進駐，包括韓國、加拿大、澳洲、
德國、法國等的大企業，使到「富美興」
獲得美國城市土地研究協會 Urban Land 
Institute（擁有「城市開發奧斯卡獎」之

稱）的年度傑出開發案獎，這是第一個獲
此殊榮的亞洲城市，同時《哈佛商業評
論》亦稱譽「富美興」新市鎮為「新興亞
洲都市擴張的最佳示範」。而創辦人丁善
理過世後仍得到越南國家主席追贈「友誼
勛章」以表彰他對南越社會的貢獻，這是
越南頒給外籍人士的最高榮譽，實在非常
難得。

我們大清早搭乘一部計程車taxi 直
開往富美興，年輕的司機先生問我要去那
一個區，他說富美興很大吔，我們一時也
拿不定主意，就告訴他帶我們去他認為最
漂亮的地方就行了，他知道我們是遊客，
一路上很細心地向我們介紹富美興，他說
打算帶我們去最多富有人家的住宅區去參
觀，我們沒有意見，其實我在國外內都有
去過很多所謂的豪宅區參觀過，對豪宅並
不陌生，但反正已打算到處走走，去那兒
看看都行。

上圖︰富美興保留了部份的河濱沼澤地
帶. 下圖︰富美興新市鎮的豪宅.



進入富美興後，有一種驚艷的感覺，整個新市鎮的佈局十分富有特色，在最精華
的住商區，有個新月灣湖，湖上保留著一片未開發的沼澤雨林地，使在這個先進的新
都中，仍有著大自然的風貎，使民眾隨時可觀賞到河濱的美景。除此之外，富美興的
綠化亦做得相當好，約佔總面積的 40%，到處都看到公園和綠地，讓富美興看來是一

個美麗的花園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城市設計亦非常先進，人行道所採用的地磚
是來自台灣成功研發的「會呼吸」的濾水地磚，它的排水功能非常好，能將水滲入到
路基底層，不但不會在路面積水並使水源還原儲存於地底下。

在總面積六平方公里的高級住宅區內，住著越南的政商名流和富有外商，這兒的
富豪不是社會新貴就是官宦世家的後裔，我們在區內到處散步，富美興的街道非常寬
闊，行車又少，車子路邊停泊根本不成問題，這兒的確有一股舒適及優閒的氣氛，與
胡志明市內其他各郡顯然有著天壤之別，我們拍攝了很多照片，並在社區內的咖啡館
喝咖啡，想靜靜地消磨個半天才離開。

富美興的街景.

當我們再搭乘一部計程
車欲返回胡志明市中心時，
這位年輕的司機先生更是熱
心，他問我們可曾去參觀富
美興的工商業區，我們就請
他帶我們前去，他一路細心
地介紹該區內各大企業的駐
點、辦公大樓、購物中心、
大會展場等，彷彿是一位稱
職的導遊。此次回鄉我對越
南(無論南北)的年輕一代很
有好感，他們大都十分和善
和熱心，無論我們在路邊問
路，或是請教一些問題，他
們一般都很有禮貎的給我們
最滿意的回覆，反而是老一
輩的人比較缺乏一些耐心。

在富美興新市鎮玩了大
半天，再返回胡志明市，我
們期盼著富美興是一個成功
的示範區，如果有朝一日，
胡志明市也逐步邁向這個美
好的新境界，那該有多好啊！

2016.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