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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毛利族青少年組團來

台灣尋根，部落領袖從山巔看到

日出，想到與台灣有共同的祖先，感

動落淚，台灣是南島語族的發源地，

這一段在東亞全球都很重大的人類遷

移史，在台灣反而被輕忽掉，歷史課

都未提起，令人費解，5200 年前阿美

族人駕船由台灣出發，在南太平洋島

嶼間往東遷徙，經過數世紀，抵達紐

西蘭定居，後代成了「毛利人」，維

基百科有很詳細的遷徒圖，首批歐洲

人荷蘭東印度公司是 1642 才抵達，

庫克船長於 1769 上島，1840 成了英

國殖民地，直到 1947 獨立。紐西蘭

地處世界邊緣，不似歐洲國家有綿長

的歷史文化，也沒有宏偉的教堂城堡

和宮殿，主要觀賞自然風景，尤其「魔

戒」電影大賣後，再掀起一陣觀光熱

潮。

我們搭機中停雪梨 (2018 4/18)，
再飛往北島第一大城奧克蘭。紐西蘭

由南北兩大島構成，北島多火山和溫

泉，南島多冰河和湖泊，北島最有名

的溫泉觀光城就是羅吐魯阿。座落於

羅吐魯阿湖南岸。是毛利人最集中的

地方，也是紐西蘭原住民文化重鎮，

根據 DNA 基因序列分析、語言及傳

統建築等的明確證據都證明毛利人的

祖先是花東縱谷的阿美族人。在毛利

文化村除了欣賞噴出高達 30 米熱水

柱的間歇噴泉 (1) 及保育屋內的紐西

蘭國寶奇異鳥。住在羅吐魯阿當然少

不了要觀賞毛利戰士傳統戰舞和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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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波里尼西亞溫泉浴。 
D4 搭乘紐西蘭最古老的滾軸式

遊輪「皇后號」悠遊於羅吐魯阿湖上

(2)，邊享用早餐，邊欣賞休眠火山湖

週邊的奇特景觀，船上的服務員中，

一位是來自台中的工讀小姐，接著

參訪愛哥頓牧場，除了常見的牛羊還

有很多來自南美不同品種的可愛的羊

駝 讓遊客餵食拍照，處處是陸客。後

前往屢次獲獎的景觀餐廳享用牛肉料

理，牆上掛著湯姆克魯斯拍攝「最後

武士」時到此用餐之相片，電影描述

的是日本幕末明治維新的故事，演員

也大多都是日本人，但影片卻是在紐

西蘭拍的，紐西蘭仍有很多處女地，

非常適合拍古裝片，下午搭機前往南

島第一大城－基督城。

D5 前往庫克山國家公園途中儘

是賞心悅目的湖光山色，蒂卡波湖畔

有一座著名的牧羊人教堂，教堂不大

但在壯麗的山湖景色襯托下，特別顯

目突出，吸引不少攝影客。庫克山國

家公園，主峰庫克山，海拔 3754 公

尺是紐境內第一高峰 (3)，附近環繞

著 18 座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整個

山脈被稱為南阿爾卑斯山。 
下午搭乘由美女掌舵的小艇，悠

遊於塔斯曼冰河之寶藍色湖水中，欣

賞冰河融化掉入湖中成了小冰山的奇

景 (4)，美女對冰河冰山的形成過程，

幽默解說配上豐富的表情手勢，讓艇

上增添不少歡樂，小艇還開近浮冰，

1. 毛利村的間歇噴泉 2. 滾軸式遊輪「皇后號」

3. 庫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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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團員觸摸冰山，擁抱浮冰照相，最

後在冰湖上飆船，不時來個急轉彎，

衝波激浪，水花飄濺，引來連連驚叫，

大呼過穩。夜宿於公園內頗負盛名的

隱士飯店，正如其名，在此寂靜的山

中，如隱身仙境，一出屋即可仰望南

極絢爛的夜空，月色皎潔，星光滿天。

D6 一早在公園內健行，庫克山

巔終年積雪不融，巍峨聳峙，氣勢軒

昂，山谷開闊寂靜，人跡全無，氣息

清新，忍不住多吸幾口，心曠神怡。

接著前往第阿納經過高空彈跳發源

地，Kawarau Bridge(5)，高空彈跳原

起源於紐西蘭原住民萬那杜族的成人

禮 land diving，當地孩子到 15 歲時就

會舉行儀式，在腳踝上綁樹藤，然後

從 30 公尺的高台往地面跳，測試體

力與膽量，紐西蘭年青人也跟著跳，

搞得這玩意，竟然風行全世界，我們

這等年紀，只能在旁欣賞照相，拍手

助興。

晚上搭船前往參觀世界奇景「第

阿納螢火蟲洞」在紐西蘭南北島各有

一處著名的螢火蟲洞，這裡的螢火蟲

(Glow Worm) 與我們所熟知的螢火蟲

(Firefly) 完全兩回事，1887 年本地毛

利酋長陪同英國測量師各處探勘時，

偶然發現在漆黑的鐘乳石洞裡竟綴滿

了藍色星光螢火蟲，幼蟲為捕食小蟲

在尾端發出藍光吸引獵物。遊艇抵達

後，在井然有序的工作人員帶領下分

批穿過石灰岩山洞的地下河中搭乘小

舟，無聲無息的駛入自然天成、黑漆

漆的地下湖中，於一片靜謐中欣賞螢

火蟲所構築的滿空爍藍，令人屏息感

動。回到旅館發現一群來自路竹的台

胞在中庭擺桌，樂飲紅酒，我問「你

們的遊覽車真快，先回來了」「我們

這一團都是豋山隊的，熒火蟲在山上

看多了，不稀奇，不如留在旅館喝便

宜又好喝的紐西蘭紅酒」

D7 第阿納前往峽灣國家公園

4. 塔斯曼冰河，湖中的小冰山 5. 高空彈跳發源地，Kawarau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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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1986) 的道路被人稱為全世

界風景最好的高地公路之一。我覺得

紐西蘭不管是不是國家公園處處都很

美。在峽灣國家公園搭遊艇邊用自助

餐，邊觀覽由冰河及海水切割而成的

米佛峽灣 (6)，兩岸俱是陡峭的岩壁，

山勢雄偉，峽彎曲折，水域寬廣，峰

頂煙霧繚繞，彷如仙境，其中教冠峰

高 1692 公尺，是世界最高的獨立岩

塊，無數條瀑布從岩壁飛瀉下來，水

花亂飄，最大的瀑布落差達165公尺，

每經過較大瀑布，船長會將船慢慢駛

近，讓大家拍照並淋一身濕 (7)。

皇后鎮位於南阿爾卑斯山脈的

尾端，周圍被壯觀的山脈環繞，山腳

下的瓦卡第浦湖是由冰河切割出來的

高山湖泊，我們宿處就在湖濱，風

景優美，皇后鎮從過去三十年間從一

個寧靜的湖農業小鎮發展成一座全年

無休的觀光都市。當晚搭乘纜車登上

鮑伯峰，在名列全球十大景觀餐廳的

(Stratosfare Queenstown Restaurant 用

餐，這裡也是觀賞皇后鎮美景的最佳

地點。

D8 在皇后鎮搭乘南半球唯一還

在營運的燃煤古董蒸汽渡船 ---TSS 恩

斯洛號 (8)，自 1912 一直航行在瓦卡

提普湖上，將遊客送到對岸華特峰山

腳的高原牧場，現幾全為觀光用途，

燃煤蒸汽室開放給人進出參觀，船頭

的小博物館展示船的歷史圖片資料，

復古的船艙內設有咖啡廳及酒吧，古

6. 米佛峽灣 7. 峽灣瀑布

8. 蒸汽渡船恩斯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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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滿山滿谷的胸罩

典雅緻的佈置，讓人感受到當地人對

傳統的堅持，船尾有一架鋼琴，不停

地彈奏著令人懷念的老歌，氣氛相當

溫馨。在牧場湖畔的歐式莊園裡，望

著窗外的麗景，享用牧場 BBQ，真一

大快事也。

箭鎮建於 1867 年，19 世紀中的

淘金熱時期，引來大量來自歐洲和中

國的淘金客，使其人口一度達到 7,000
人，中國礦工占了 40%，20 世紀初金

礦枯竭，小鎮的繁華褪去，人去樓空，

現在為了觀光，保留並整修當年的建

築，讓人緬懷，見證過去的淘金歷史。

漫步於主街道，走過兩旁那一間間復

古的商店和銀行，猶如踏入好萊塢西

部電影中的場景。

D9 今日從皇后鎮前往亞斯比靈

山國家公園，途經兩座美麗湖泊，

瓦那卡湖，哈威亞湖，風景秀麗自

不在話下。不過必較特別的是經過

Cardrona 時，路旁有個奇特的景觀，

約有 1 萬多件胸罩掛在一排圍欄上

(9)，據說這起源於 1999 年的聖誕節

至新年期間，4 位喝醉酒的年輕女性

在開車返家的途中突發奇想，脫下胸

罩掛在圍欄上，動機不明，牧場主人

發現後，找記者來報導，希望有人前

來認領，這意外引來更多女人到這裡

留下她們的胸罩，不同樣式和花色的

胸罩密密麻麻地掛滿圍欄，當地人甚

至把地名 Cardrona 改為成 Bradrona。
政府受到壓力，決定清除，沒想到，

反而越來越多、也為旅遊業帶來契

機，這裡成了「世界最大露天胸罩博

物館」，連紐西蘭乳症癌基金會也在

此立牌祈求捐獻。

午後在聞名全球的福斯冰河區健

行，我們緩步走到冰河的前緣，沿途

就可感受其雄偉壯觀，如要更深入攀

走冰河，須要更多裝備、時間和體力，

夜宿於國家公園區。 
D10 此行的重頭戲，要搭乘南半

球海拔最高南阿爾卑斯景觀專列，途

中停留海濱小鎮霍奇蒂卡，是紐西蘭

特有玉石 Pounamu 的加工製造中心，

充滿古典建築物的街道，處處可見珠

寶藝品商店，人車不多，這裡少了城

市的喧囂，只有小鎮的悠閒。

阿爾卑斯山號高山觀景火車從

南島西岸的格雷茅斯開到東岸的基督

城，經過亞瑟隘口國家公園，穿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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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的高山峽谷以及廣闊平原，美輪美

奐的自然風光，讓人陶醉其中。

D11 基督城被稱為英國以外最像

英國的城市，深具濃厚的古典英國風

味，2011 基督城發生 2 次嚴重地震，

150 年歷史的大教堂遭受重創，因為

重建之日遙遙無期，政府當局決定先

於原址 300 公尺外，興建起一座暫代

性的教堂，由日本建築師阪茂設計，

一年內便建成，2013 正式啟用，教堂

近 25 公尺高，外觀呈「A」字型，可

容納 700 位民眾做禮拜。教堂絕大部

份結構使用紙板竹筒為建材，故名紙

教堂 (Cardboard Cathedral)( 10)。亞芬

河流經市內，搭乘英式撐篙平底船，

負責撐船的船夫穿著整齊的紳士服，

戴著小圓帽，不時向你微笑，擠眉弄

眼，船緩緩穿梭於蓊鬱林中，兩旁的

垂柳、花園及別具風格的建築，賞心

悅目，河邊悠遊的野鴨更增添一份浪

漫氣息，為此行畫下完美的句點。 
近來在各國旅行處處可見中國遊

客，紐西蘭也不例外，據統計遊客以

澳洲最多，中國次之，但中國每人消

費為澳的兩倍多，中國人過去幾年來

在紐西蘭大肆炒作房地產，是最大的

買家，使房價飛漲，導致紐人買不起

房子，針對中國人，紐議會於 2018 
8/15 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外國人購

買住宅房地產市場的大部分房產。

10. 紙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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