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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 年 8 月哥倫布自西班牙的塞

維亞揚帆出航去追尋他心目中的

新大陸。這個在羅馬時代便已建立的

城市因傍著瓜達其維河，在 15 世紀

漸次繁榮，一度成為和美洲之間貿易

的大港，如今塞維亞仍是安達魯西亞

自治區的首府所在地。

參觀塞維亞的的第一站是阿卡薩

城堡〈REAL ALCAZAR〉，其名源

於阿拉伯的 Al-gasr，即宮殿之意。

最初只是摩爾人建立的堡壘，其後

由穆希瓦德王朝在此興築了宮殿。11
至 16 世紀間經歷代君王修建增築，

尤其在 13 世紀後，天主教帝王為方

便居住，改動了許多回教建築，但至

今仍是伊比利半島上穆迪札爾風建物

的典範之一。建物佔地一萬七千平方

公尺，花園則佔了七英畝的面積，於

1987 年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自紅色的獅子門進入，來到獵人

中庭〈Court of the Hunter〉，地面光

滑的磁磚呈幾何圖型，而走廊的半圓

拱門及浮雕則呈現回教的藝術。進到

貿易之屋〈House of Trade〉可以欣賞

到許多珍藏的畫像。參觀主軸的佩德

羅一世宮廷為此行添了多個驚嘆號。

原來當 14 世紀時此地的天主教國王

佩德羅一世和格拉那達的伊斯蘭教國

王交情不錯，建造宮殿時雙方工匠多

所交流，因此哥德式和伊斯蘭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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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佩德羅一世宮內中庭水池 2. 阿卡薩城堡宮牆邊有壁畫的噴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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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交錯混合地呈現在此宮中，造就

所謂的穆迪札爾特殊風格。謎宮般的

多個宮舍隱藏著國王、皇后及諸王子

們的個人房，可見到天主教典型的壁

畫及禮拜堂，但房內壁上的馬賽克拼

貼又充滿回教的繁複風格，迴廊及天

井的多弧型拱門上細密多變的雕花，

壁上有禮讚阿拉的各式圖型文字，那

種極致工藝所展現的華彩令任何言語

描述都失卻作用。

這座宮殿內的大使廳可算是穆迪

札爾建築的代表作，以四方地板代表

地球，拱形天花板上飾以星星般的鏤

刻花紋代表天幕，這便是回教對宇宙

的概念，簡言之，整個大使廳便是一

個具體而微的小宇宙。在這座宮廷中

也設置了一個聞名的水池，但見廣大

的中庭裏，長方形水池被四圍的橘黃

色地磚襯映著，其水影在池面平靜時

恰能把四周美如藝術品的穆迪札爾建

築物倒映在水面，讓人分不出是現實

中的建物美呢？亦或是空靈漂渺的水

中鏡影勝出？

就如同安達魯西亞的所有宮殿，

花果園是必備的設施。一來有果物可

自給自足，二來這些庭園造景及芬芳

花樹是君王及被禁止外出的女眷們重

要的呼吸天地，自然卯足了想像、窮

盡設計之力加以裝點。在宮中將近

二十個大大小小的庭院中，有義大利

文藝復興式，有法式。拱型樹籬可任

人穿梭，也可在棕櫚和杏花樹間走

繞。橘子樹和紫藤花是常見的元素，

有時整面牆上會綴滿了或白或黃，像

星子一般繁多的花朵。這些清新迷人

的植栽令遊人耳目一新，抒解了建物

的繁複迷離烙下的震撼。

在庭園中見識過許多小噴泉後，

在宮牆側邊撞上一汪泉池，，這個在

豔陽下閃耀的大池原是宮殿的蓄水

池，由埋設在宮牆內的舊羅馬水道引

入瓜達其維河河水。這個噴泉池的特

3. 宮中庭園一景 4. 塞維亞教堂內四騎士抬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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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在其做為王宮城牆的壁面乃用仿巖

石材質建成，並在壁上飾以義大利畫

家 Vermondo Resta 的大幅壁畫，也算

是另類的露天畫廊，兼為這汪碧綠池

水增添了些許藝術氣息。

充滿陶醉地自王宮步出後便進

入了附近的猶太人區，此地即塞維亞

的老城區，由很多窄巷組成，古老的

白色民居及誘人的特色小店，讓大家

的腳步好遲疑。但下一個參觀站無疑

必是塞維亞的精神地標─主座教堂。

塞維亞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哥德式

教堂，已於 1987 年名列世界文化遺

產。其所在地原為一清真寺，在 1248
年被改為天主教教堂，並於 1402 年

為誇示塞維亞的富強而極慎重地加以

重建。教堂旁高聳的鐘塔名為吉拉達

塔，高 105 公尺是城內的大地標，塔

身原是清真教的尖塔，但現在外圍已

被天主教建築包覆，不復見原來的回

教風格了。

我們先進入教堂宏偉的大廳，

中殿最頂端足足有 42 米高，那聳立

的穹頂上各式花葉狀的雕刻正是天主

教堂的正字標記。教堂本身既是集塞

維亞工藝及財富的精華於一身，其內

面裝飾及收藏品之豐美自不在話下，

但此教堂最為人津津樂道之處在於哥

倫布父子均葬於此，且傳奇人物哥倫

布的棺槨象微性地由四名盛裝的騎士

〈一說是國王〉抬棺，分別代表著卡

斯提亞、萊昂、那瓦勒及亞拉崗等四

個公國。四名騎士身著中世紀禮袍，

外罩有圖騰的披風，神情肅穆，頭上

各戴有不同形狀的冠冕，這些塑像是

十九世紀 Arturo M'elida 的傑作，也

是遊客瘋拍的重點。參觀活動的後小

半段，導遊帶顉大家到教堂內部側

邊，原來吉拉達高塔的入口在此。我

們只有 30 分鐘可以上塔體驗，嘩，

36 層，105 公尺耶，幸好不是台階，

當年為能策馬直上塔頂，各樓層是以

5. 自吉拉達塔頂眺望塞維亞市區 6. 西班牙廣場及外圍主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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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字轉折的 36 層斜坡相連，夠豪邁！

好不容易在喘息不定中登上塔頂，其

上空間不過數坪大小，極目四望，市

區裏的鬥牛場及白色民房歷歷在目，

教堂四圍塔頂風光混融著哥德式及摩

爾的異教風格。

午餐是小管風味餐，順便休兵

養息，因為下午的西班牙廣場也頗有

看頭。這個廣場是 1929 年為主辦拉

丁美洲博覽會而專程興建，做為西班

牙手工藝品的展示場。設計師 Aribal 
Gonzalez 在半徑二百公尺內興建了連

續性的半圓型建築，兩端分別以高塔

做收束圈圍住廣場，在建築物的走廊

下方各壁龕間均有磁磚彩繪，點出西

班牙各地的歷史場景，地面上的方型

磁磚亦有彩色地圖標示出各省的地理

位置。廣場中央有個水花四濺的大噴

泉池，而在建物和廣場間又闢了道人

工河流，河面上架著半月型拱橋，在

成排哥德式建築的陪襯下，小橋流水

的綺麗風光叫人不醉也難。廣場上不

時有遊客乘馬車經過，稚子戲水的歡

叫聲讓午後的廣場充滿活力。坐在鑲

有花型磁磚的座椅上，瞥見倒映在水

面的建物及拱橋，在這樣的時刻裏，

你會明白為何塞維亞予人鮮明的舞者

形象，那份浪漫是天成而由內在散溢

的。

陽光的力道終於在傍晚減弱了，

轉移陣地來到城內繁忙的「道成肉

身」廣場，廣場週邊盡是商店及餐

廳，此處正是本地人相約見面的避暑

盛地。我們的目標是舊城區裏的都市

場傘〈Metropol Parasol〉，這座特殊

的建物遠在數條街區之外便隱約可

見，當地人都戲稱它為「大蘑菇」，

由德國建築師 Jurgen Mayer-Hermann
設計，建成於 2011 年 4 月，佔地有

150×70 米高，號稱是世界最大的木

質建築，主體部分由 6 個蕈菇狀建築

相連而成，葷傘上滿佈著格子狀結

7. 鑲造精美的拱橋，是西班牙工藝的驕傲 8. 木製的都市陽傘主建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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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都市陽傘頂層有步道，可近觀其層狀結構

構，這些格子狀構造看起來冷硬，但

卻因建物整體外觀處處圓滑的線條而

有了植物般的意趣。地下一樓是博物

館，展示著在建造工程中挖掘發現的

羅馬及摩爾人遺跡，一樓保留舊有的

市場功用〈此地原就是中央市場所在

地〉，二、三樓層則闢為全景露台及

餐廳，也正是我們的晚餐預定地，酷。

進入大蘑菇建築的一樓大廳，我

們坐電梯直上三樓餐廳露台。才出電

梯門，猛於警覺，嘿，這頂樓傍晚的

風還滿強的。接著視線就被城區景觀

攫住了，遠遠地便望見塞維亞大教堂

的尖塔，廣場周邊也有許多精緻的建

物，如尖塔、方形小堡壘等，雜在白

色調的民房之間，可以很明確地感受

到這是一個富歷史氣息的城市。為了

再看到更多市區景色，遂沿著步道前

行，這才發現原來頂樓這區，居然有

許多蜿蜓的通道串連起各個蘑菇區，

通道兩旁設有護欄，地勢則隨著各建

物的線條而有高低起伏的變化，偶而

還必需用台階相連，走向迂迴曲折宛

若迷宮。在這個角度可以貼近觀察建

築物外露的獨特板層狀結構。觸感堅

實的材質在設計師巧妙安排下層層疊

出整體圓滑的蘑菇狀外觀，分區看時

有的區塊形似花瓣，有的則像漏斗。

盡興在大蘑菇頂層探完險，回

到露天餐座上，就著夕陽下的冷風品

嚐送上來的一道道小點，由冷盤及燉

肉組合而成的晚餐頗為新奇。飯後散

步回旅館，途經猶太人區商店街，團

員們各有斬獲。走啊晃的，哈，白天

攀爬過的吉拉達塔映著燈光，沐沿在

金黃色光圈中，是夜色中最耀眼的女

神，啊，今夜夢裏必然盡是塞維亞的

風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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