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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的盛宴 

一、 

一切，都是從農曆五月十三日大稻埕城隍廟祭典這天的早晨開始的。 

每年到了城隍廟祭典這天，不管大家有錢沒錢總要想盡辦法辦些豐富

的供品酬謝城隍爺──這些平常難得吃到的豐盛飯菜最後當然還是慰勞了

自個兒的五臟廟。有個查甫窮到連老婆小孩都養不起，光桿兒一個人，全

身上下抖不出半點值錢的家當，就算城隍爺生日這天他也買不起供品。但

是這天早上他下定決心起了個大早，天還沒亮就到田裡面去摘採蔬菜。他

邊吹著口哨心裡邊想著：「今天真是個不一樣的大日子，這些特別新鮮的菜

等我第一個扛到南街去，一定可以賣得好價錢，說不定一下子賣光，我就

有錢可以買供品回家了！」他把根還帶著土的香氣、葉還啜著晶瑩露珠的

肥碩白胖蔬菜，全都熱熱鬧鬧地擺進竹簍子裡面，拍淨身上的藍布衫，熟

練地架起扁擔，戴起斗笠，搖搖晃晃地挑進南街準備做生意。 

一進南街，這查甫的眼耳鼻舌身心意便被這熱鬧的景象給充滿飽溢，

整個人消融進這片喧囂的市街洪流之中。打從南街爭先恐後攢立起鱗次櫛

比的洋樓起，便再也尋不出個寧日。搶眼繽紛多彩的市招，是滾滾人塵頭

頂上一層高似一層的數重天，亮現出各家商店的特色：「蓬萊名產」不僅有

香嫩澄熟的木瓜作成的糖飴，大甲批運北上藺草編織的遮陽招涼帽，還有

蕃地奇風的服裝、手工藝品；乾元行裡賣珍貴的唐山傳統補藥老山高麗人

蔘，同時也進口時髦涼透骨髓的日本翹鬍子元丹，藥芬冶於一室，歲月裡

便有長壽的清香；寶香齋商行無視於牛乳糖、高砂木瓜糖的專賣店及元春

製果店的存在，濃稠甜膩的各種蜜餞、歐美的點心雜貨，經過幾進海洋，

吸收了童話般的美味，充填進商行內厚厚的羊毛地毯纖維，吸附進使人軟

陷飄然的沙發海綿孔隙當中，那咖啡意外的苦味，讓潔白粉細珠光的方糖，

成為拯救西洋午茶的天使；黃裕源布行與高源發綢緞疋頭，從來不曾打擊

勝正商店的時色布頭，黃裕源攤出的布疋，接著高源發抖出的綢緞，兜起

勝正的時色新花布，貪戀華服的人總不會在一家商店饜足，總要店家聯市，

把色彩展開於同一個時空，才能做出漂亮的買賣，若不趁興揣著華布到四

時宜裁縫店，那點採的新布便要失去新鮮的意味；四益廣東雜貨店貼近紅

塵俗世，光景也最淡泊，如那是家鄉熟人往還不需招呼的店；葉敬三仙公

卦和泉郡的擇日館各有擁護者，喜孜孜地腳步像要跳起來一樣地昂首闊步

進去一定是要為結婚合八字選日子，失意地在門前徘徊逡巡猥瑣半日卻始

終決定不下到底要不要進去的必定是遇著什麼難事要預卜吉凶，若那真成

了傳奇故事包準馬上從南街傳到茶街，沒幾日就會在茶王陳天來開的永樂

座公開上演，現在這廂搬演的「紅蓮寺」管他連二連三集，老戲哪抵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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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齣。不過，這些對查甫來說都只是從繽紛多彩的市招、旗幟，並著家家

戶戶桿出的一排一排洗淨漂挺的布衣，映襯出這條街道上，湧現在他腦海

中翻轉不停的想像，此時的南街湧入了比平常更多上幾十幾百倍的人潮、

貨物、寫著「中元大賣出」的紅底白字、黃底藍字綠滾邊、紅底龍紋綠穗

邊的旗幟，特別是在香煙裊裊直達天聽的霞海城隍廟前，跟查甫一樣穿著

藍布衫、戴頂斗笠、扛著時鮮蔬果趕集子的人更是多得不得了，許多婦人

帶著小孩、夥計推著二輪小車，每個人都瞪大眼睛準備挑選最新鮮便宜的

菜色回家辦一場豐盛的神明筵席。查甫被眼花撩亂的街景亂了心神，直到

有人問他菜怎麼賣，他才回過神來，趕緊秤給那夥計。雖然來來往往想要

買菜的人非常多，可是賣菜的也很多，有些人竟然來挑三撿四掐葉扯根又

比價又殺價最後還是不買，以至於查甫看看日頭漸漸高起來，原本新鮮翠

綠的菜已經顯現出疲態，他不得不一直降價，再加上買菜問價的人多，四

周吵吵鬧鬧弄得他心神不寧，頻頻找錯錢，最後忙了一整天，連賣冰水的

從查甫旁邊不知來回走過了幾百趟，他都沒有注意，一直忍耐著焦渴，結

果當最後一把青菜賣光時，他看看竹簍子裡竟然連買杯青草茶的錢都不

夠。正是「勞心汨汨竟何歸，疾病間多是與非；事到頭來渾似夢，何如休

要用心機。」查甫想起好幾天前他經過霞海城隍廟去抽的籤詩，他竟徹頭

徹尾忘了這支下下籤，原來城隍爺早就知道了。 

查甫心情簡直是壞透了，他再看看不遠處的霞海城隍廟香火鼎盛了一

天，覺得非常無奈，本來以為趁著祭典時候出來賣菜可以多賺一點錢，沒

想到累了一天下來，只是白忙一場，沒辦法只好挑起竹簍準備回家。這時，

路旁的水銀燈漸漸亮起，查甫也無心看熱鬧的藝閣行進隊伍，拖著沉重無

奈的步伐準備回家。就在經過圓環陳天來的蓬萊閣酒家前面，他停了下來

狠狠地用力吸了好幾口大氣，你猜怎麼著，原來這是他向來的寒酸習慣，

因為他知道他這輩子怎麼也不可能進去嚐那據說是從唐山請來，給孫文掌

過廚的杜子釗做的菜，不過那些川粵菜是什麼滋味他可以不知道，站在門

口聞一下總沒人能管吧。他閉著眼睛，耳朵裡聽見裡面杯盤鍋鏟齊飛的音

響也許還有幾聲仙女仙樂下凡一般美妙的藝妲唱曲，他且張大鼻孔嗅著茶

香酒香間不知道是什麼食物的芬芳，據說這酒家裡的菜色不下千道，什麼

樣珍奇的材料和稀奇的菜色都有，從冷盤、湯盤到點心，每一樣莫不是做

得像金銀雕出來一樣精緻，味道更是沒人說得出來的好。曾有人考他一個

繞口令，要說出幾樣以雞為主要材料做成的料理，嘿，他一樣也說不出來，

他只知道雞就是雞，活的雞和死的雞，公雞母雞小雞還有雞蛋，他呀只要

有雞肉吃他就偷笑了，那裡還挑是什麼料理。不過，自從那次之後，他每

次到南街賣菜，看到像蓬萊閣酒家和江山樓餐館這樣大來頭地方出來的夥

計，必定便宜他們幾分討好他們的荷包，就是為了要打聽他們這些餐館裡

到底有什麼樣關於雞的料理，這陣子下來，他知道的可多了。單單雞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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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呢，只江山樓一家就有蔥燒雞、清沌雞、軟燒雞、紅紋雞、白蘇雞、生

炒雞、八寶雞、紫氣雞、草菰雞、栗子雞、凍煮雞、燒全雞、布袋雞、加

里雞、鳳眼雞、蘆筍雞、脆皮雞、燒雞卷、雞腳凍，雖然查甫只聽名字還

是不知道那滋味那俊模樣，但是，每當他肚子餓的時候，站在酒家前聞著

裡面傳來的飯菜香，他總可以想像自己正對著這數千道菜的菜單流口水，

在他浮想連翩中這也來一點，那也給我上一道，光想就可以過足乾癮。就

在查甫閉著眼睛胡思亂想之際，他聽到背後有人吆喝他的聲音，原來後頭

來了一輛全台灣唯一的黑頭大車，看它０００１號的車牌就知道了，據說

０００２號也是這一家的車，再來就沒有了，比總督和日本親王的官字號

座車都還高級不知多少倍。司機正要停車見查甫傻不拉幾杵在門前擋路，

半天也沒動一下，不知他到底要進門還是要離開，便叫了他一聲，把肚子

正餓得有些頭暈，又在做白日夢的查甫給嚇得跌在地上，險些被車子給壓

到，不過這時就算車輪輾過他的肚皮也不會比原來扁多少，因為他今天一

天可是連水都還沒喝到呢。這時剛好酒家的廚房夥計出來，他認識這查甫

的，趕緊把他扶了一把，兩個人就站在門邊看著這車子裡面的人下來。夥

計冷冷地說：「不過是住在南街那兒，出門到我們這兒來吃飯，還得開這麼

大車子出來，腳沾不得土，連呼吸都不跟街上的人一道兒，這不是很好笑

嗎？」查甫並不這樣想，他看到車子裡下來的麗人身影，梳著油光西裝頭

的阿舍，穿著日本軍服的大人，幾乎要屏息，他不禁感嘆：「果然這些菜不

是給像我這樣又土又窮的人吃的呀！」夥計這時注意到查甫一臉無精打采

的樣子，跟早上見面時那精神奕奕滿懷希望完全不一樣，查甫才跟他說一

整天下來被討價還價加上找錯錢，最後剩不到半杯青草茶的錢，根本買不

起半點供品的事情。夥計看到查甫這樣也覺得很無奈，但是他原本是要拿

剝下來的蝦子皮準備要丟掉的，剛才這麼一看熱鬧耽擱了幾下，再不趕緊

回去，恐怕要被大廚師給責罰不能吃飯，正準備轉身倒那一簍蝦子皮時，

查甫眼尖，連個念頭也沒空轉，就央求夥計把蝦皮賣給他。夥計看查甫那

樣認真，以為他在開玩笑，蝦皮又不能吃，當作垃圾也就罷了，哪還要用

錢買呢，就全部都用張大油紙包起來丟進查甫空著的菜簍子裡去。夥計順

便說：「等等，還有呢，這就當作奉送的好了，讓你猜猜看，這蝦子去了皮，

待會兒是要做成什麼菜？」查甫只看過蝦，偶爾撈得到煮熟吃也就算是加

菜了，哪裡還知道什麼蝦的料理。夥計這才接著說：「我知道你就愛記著些

食譜的名字，就當作城隍爺生日我請客好了，我把食譜唸給你聽喔。人客

你聽好了，今天我們進了最新鮮的蝦子，就等你一聲點著看要什麼蝦，我

們就給您端上來。我們蝦還有分生炒蝦、清湯蝦、鳳尾蝦、金錢蝦、童子

蝦、豆仁蝦、青菜蝦、冷盤蝦、松茸蝦、加里蝦、炒蝦仁、燒蝦圓、蝦圓

湯、如意蝦、蝦餅、炸蝦蘇、五味龍蝦，人客您要點什麼呀？還是你要我

們大師傅另外幫您配呢？」查甫沒有夥計這樣伶牙俐嘴，他說：「這些蝦皮

就夠我聞香想像那些只知道名字不知道味道的料理了。可是你剛才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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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什麼另外配，那又是什麼意思？」夥計嘆氣說：「你以為我們蓬萊閣的

客人都像你一樣，只要能夠吃飽就好呀！呵，他們什麼好吃的東西沒吃過，

而且也還不只在台灣吃，他們還到唐山去吃，到日本去吃，還吃西餐，像

我們少爺還去過法蘭西，歐羅巴那兒能有的什麼獨角獸的生肉片、三叫白

胖天使肉、義大利仙女髮絲、伊甸園金蘋果，什麼千奇百怪的東西沒吃過，

你恐怕連法蘭西都沒聽過，總而言之，他們什麼好吃的東西都吃過也吃膩

了，所以這些菜單上的菜根本不夠他們點，不要說我跑堂的時候把這些菜

名都唸爛，我想他們的耳朵也早就聽煩了，所以有些時候人客就要點個新

鮮口味，有時候是他們依各自吃過的、聽過的菜色來新點，有時候，就得

要我們的主廚傷腦筋了。像今天更慘了，你知道總督大人一早就去我們頭

家別墅吃了一道天下無雙，由三十種各地高價蒐集來的珍貴材料花了幾個

月的閒功夫細手工才做成的料理，這會兒來我們店裡，真不知道我們到底

要端什麼出來才可以和他舌頭上留的餘香契合，你不知道，這些人客難伺

候呀！」說著說著，另一個年紀更小的夥計跑出來叫他，這時話說得口沫

橫飛的夥計忙不迭趕緊回後面廚房，留下聽得目瞪口呆的這查甫，他竟連

要道謝都來不及，他想，下次再算那夥計便宜一點吧。 

查甫雖然很高興聞著蝦皮的味道，邊背誦著今天剛聽到的蝦的菜名：

生炒蝦、清湯蝦、鳳尾蝦、金錢蝦、童子蝦、豆仁蝦、青菜蝦、冷盤蝦、

松茸蝦、加里蝦、炒蝦仁、燒蝦圓、蝦圓湯、如意蝦、蝦餅、炸蝦蘇、五

味龍蝦，邊踏著輕快的腳步回家，但是離家越近，他心裡就越擔心，他怕

鄰居看到他一早出去回來，忙了一天沒辦任何供品，居然還帶回來一堆無

用準備要開始發出很難洗掉的腥臭味的蝦皮，一定會狠狠地嘲笑他一頓，

他可不知道要羞愧多少日子。還好夥計當時想得周到，給一大張紙剛好把

蝦皮都包起來，沒仔細看，光看那精緻細滑的蓬萊閣專用的油紙，大概會

以為他去外賣了什麼好料的回來。可是，卻不巧當他準備趁著大家忙著準

備上供品沒注意，趕緊一溜煙地藏進門後之際，一個鱸鰻吊兒郎當地剛好

就倚在門邊的陰影處，不懷好意地故意問查甫說：「喂，你今天一大早就不

見人影到這麼晚才回來，去辦什麼好料的呀，這麼怕人家知道，還沒聲沒

息地什麼話都不說就準備關上門呀！」查甫知道這鱸鰻的個性無所事事就

愛打聽人家不好的事情，所以根本不想理他，趕緊要把門關起來，沒想到

鱸鰻也不是好惹的，他大概因為今天拜拜的關係，到許多人家去白吃了好

幾頓，現在力氣正多到用不完，他用力頂著門偏偏就是不讓查甫把門關上，

查甫累了一天，加上肚子餓得前心貼後背，哪有力氣跟鱸鰻拉扯，他越想

把門關起來，只是越自不量力讓鱸鰻玩弄他，故意放開一點力氣讓他坐困

獸掙扎罷了，沒想到鱸鰻那麼壞，突然一下子不跟查甫拉扯了，放手讓查

甫沒注意失去平衡，連人帶簍地跌散在地上。正當查甫摔得七葷八素還沒

弄清楚狀況，鱸鰻突然發出忍俊不住的豺狼似的大笑，查甫這才發現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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簍子裡夥計幫他包得好好的蝦皮全部都灑在地上，在幽暗的光線下發出點

點珊瑚色的反光。鱸鰻一點也不饒他，朝著門外大叫：「你們看這查甫窮到

腦筋壞掉了呀，你們趕快來看喔，他辦的這是什麼供品，有聽過人家吃蝦

子，那有吃蝦子皮的嗎，人都不吃的東西拿來拜神明，神明會不高興的喔，

連對神明都這麼吝嗇，怪不得你的運勢會那麼差，哈哈哈哈！」不僅鱸鰻

故意嘲笑他笑得很誇張，連鄰居男女老少爭著過來看他跌得一簍子蝦皮全

散出來的那些人也毫無遮掩地真當這是個笑話笑他，查甫覺得又氣又羞，

揉揉跌腫的屁股，不情願地把蝦皮包回紙包中，把門關上。沒想到居然會

碰到鱸鰻，把他原本愉快的心情搞得沮喪萬分，查甫倒了杯水，喝了一半

解飢，發現一生氣之後就沒有剛才那麼餓，乾脆倒頭去睡，也不管那包意

外得來的蝦皮，就讓它放在桌上。 

查甫也不知這一睡睡了多久，外面鄰居拜拜多麼熱鬧，直到即將圓滿

的月娘升上來，星子一點一點發出越來越亮的光芒，他聽到鱸鰻急急敲門

的聲音，後面還有一大堆人也跟著吵鬧不休。查甫被吵得沒辦法，沒好氣

地下床開門，沒想到門口聚了一大堆人，每個都是焦急蒼白的臉，把查甫

嚇了一大跳：「發生什麼事？」鱸鰻很不好意思地說：「你那些蝦皮要賣否？」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這一年城隍祭原本因為年歲收成都好的關係，家家戶

戶都辦得特別豐盛，可是沒想到每一家不管怎麼樣擲筊，神明都不出笑筊。

這時，鱸鰻開玩笑地對神明說：「這山珍海味你都不嘉意，那用蝦皮來拜算

了。」沒想到鱸鰻這對城隍不敬的話，竟得到了一個笑筊，不信邪，第二

個又是笑筊，沒想到試了第三次，還是笑筊，鱸鰻這時已經被嚇到腳軟，

顧不得面子問題，趕緊找查甫，不只是他，附近的人都跑來了，深怕查甫

帶回來那一簍蝦皮一下子就被買光，所以這次沒有人再跟查甫殺價，只有

一直叫出更高的價錢，希望能夠買到最多的蝦皮，好讓城隍爺高興，來年

日子就好過了。果然沒一下子功夫，那一簍子滿滿的蝦皮賣到一點細屑都

不剩，家裡連一點蝦皮腥味也不留，換來的卻是一簍子結結實實白花花的

錢，查甫賣了一輩子的青菜，還沒看過這麼多錢，恐怕一輩子賺的錢加起

來都比不上這麼多。正是「知君袖裡有驪珠，生不逢辰亦強圖；可歎頭顱

己如許，而今方得貴人扶。」城隍爺已經為這查甫準備了一支中吉的籤，

不過他這時還不知道而已。 

因為查甫正忙著趕去辦他心目中應該給城隍爺的理想供品──當然絕

對不會是蝦皮那樣寒酸的東西，城隍爺哪能經得起他這種用蝦皮想像蝦料

理的供品，這下好了，現在他有了錢，他就要讓城隍爺高興一下。他還記

得蓬萊閣的夥計跟他說的那些蝦料理：生炒蝦、清湯蝦、鳳尾蝦、金錢蝦、

童子蝦、豆仁蝦、青菜蝦、冷盤蝦、松茸蝦、加里蝦、炒蝦仁、燒蝦圓、

蝦圓湯、如意蝦、蝦餅、炸蝦蘇、五味龍蝦還有師傅特製蝦，到底也是吃

過山珍海味的城隍爺生日會想點哪一道呢？走著走著查甫又走到了圓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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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閣，這時蓬萊閣還歌舞管絃燈火通明，查甫心想，這是當然的，有那

麼多道菜，怎麼可能三兩下就吃完，說不定還要吃到隔天，吃得每個人都

臉紅紅肚滾滾連走都走不動還要黑頭大車子來接才行呢！查甫想，其實他

也不知道在蓬萊閣吃飯到底是怎麼樣，可是他現在有錢了，可以去訂蓬萊

閣的酒菜來孝敬城隍爺了。可惜的是，查甫雖然荷包裡面鼓鼓的塞滿了白

花花的錢，但是他還是早上那一身又舊又臭泥巴灰塵永遠拍不乾淨的那件

藍布衫，看他這副德性要進蓬萊閣，走後門到廚房送貨領餿水還差不多，

走前門包準要被趕出來。還好夥計這時趕緊幫這查甫解圍：「歹勢，他是來

找我的，我忘了跟他說不能走前面的門，好好好，我就要走了。」查甫不

知道為什麼會被蓬萊閣的夥計們攆出門，他明明已經有錢了呀，而且他平

常也不會那麼奢侈，這還不是為了那保佑他的城隍爺。夥計笑咪咪地把查

甫拉到僻靜的小巷內，打開他手上的布包，天哪！全都是查甫作夢也夢不

到的漂亮料理，那更不用說那熱騰騰撲鼻的香味了。「怎麼樣，這些用來拜

城隍爺不賴吧。這可是我偷偷地從人客點的東西上面各各撥一點下來的，

反正他們也吃不了那麼多，等收回廚房就不能拜了多可惜，怎麼樣，跟我

去霞海城隍廟，拜完我還有這瓶挺不賴的酒，咱們好好地喝兩杯聊一聊。」 

查甫跟城隍爺和夥計都道謝，也跟他們從頭述了一番拿蝦子皮回去怎

麼樣遭到奚落，怎麼樣城隍爺都起哭筊，最後鱸鰻惡意開玩笑點了蝦子皮，

沒想到城隍爺居然就應允，左鄰右舍搶著跟他買蝦皮，讓他賺了一大筆錢

的來龍去脈。夥計聽了希奇，趕緊跟他說：「既然這樣，你就更不應該破費

還到蓬萊閣來訂蝦料理，神明的意思你還不了解嗎？」查甫沒想太多，夥

計接著說：「你看你好不容易城隍爺念在你的誠心，保佑你讓你有這麼一筆

資本，要我是你，一定拿來做生意。你看這南街每個像樣的店舖，誰不是

拿著零頭的資本做買賣起家，房子越蓋越大。用錢賺錢比用人賺錢快多了，

老實說在蓬萊閣裡頭吃香喝辣那些人，包括我們的頭家，哪裡天生就帶著

錢來投胎，都是到處鑽營找機會找資本把錢滾起來的，有了這筆錢，你一

定要趕快翻身。」查甫看夥計意見那麼多，都是自己沒想過的，於是他說：

「今天你我這樣相遇也是有緣，況且要不是你義助我，也不會有這筆錢，

我看你見解這麼多，不如我們就結拜做異姓兄弟，兩人一起創業打拼。要

是你信不過我，那麼，就在城隍爺面前抽個籤。」果然詩云：「新來換得好

規模，何用隨他步與趨；只聽耳邊消息到，崎嶇歷盡見亨衢。」是個上吉

的籤。兩人遂歡歡喜喜地商議做生意的事情，一個見多識廣，一個博聞強

記，兩人都愛飲食雜貨，決定下之後，隔天開始找貨源找店面找買家，生

意興隆財源滾滾，成為南街上一樁雙璧新富傳奇，開餐館娶名藝妲蓋洋樓

參加「台北商業會」餐餐全席大宴不在話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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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視線最遠處的山邊天際剛透露出一絲雲絮泛白，金火他娘已經吃過

茶行準備的早飯：她通常光吃粥怕體力不夠，中午之前沒有點心，怕捱不

到那時候，於是她還會再添一碗半乾飯，配著炒青菜、豆滷、油車粿、土

豆仁、鹹鴨蛋、醬菜，比她在家給金火上學前吃的早餐菜色是差不多，談

不上什麼奇巧，但是茶行因為給食的人多，所以菜的份量更多。遇著農曆

初一、十五或每逢三六九金火他娘就不吃早餐，為著要省下食福留與金火。

才剛吃飽，金火的娘就已經四平八穩地落坐在茶街的亭仔腳下，眼睛閃亮

地撿茶枝。一向比誰都早到的她，一定會先看看初升日頭的方向，眼睛盤

算了一下，硬是挑了一個日頭升到了中午包準熱昏頭的位置，因為等到人

都來齊了之後，勢必有人就是要坐在這最難受的位置，她寧可自己先佔了，

也不願意看到那些還裹著小腳，臉色蒼白，營養不良的其他查某好不容易

出來賺點外快，還把虛弱的身子骨搞得更壞。她滿意地坐了下來，看著此

時的天光不慍不火，黑亮的茶盤散發出溫煦的茶香，每天剛開始工作的這

一刻，對她來說，永遠是老天爺的恩賜。當遠道從橋頭一兩里外趕來的同

伴陸陸續續地渡過淡水河，金火他娘已經撿好了第一盤茶，她看日影的位

置，知道今天比昨天的撿茶速度又更快了。金火他娘的手工那麼巧，眼睛

那麼銳利，什麼樣笨拙的黃葉和呆蠢的細枝，就連她的餘光都逃不過，在

這同時，她的餘光所及最遠處，當然也包括幾年前還是全茶街上下最調皮

蠢動的金火，在裝著茶葉的麻袋堆上跳來跳去的身影。當她拉起嗓門叫著：

「金火！」熱鬧得早已超過分貝數表的整個大稻埕，都會讓出一點聲音的

縫隙給她。這時就算金火跟著餘家的小阿舍爬上了南街寶香齋二樓，厚厚

的波斯卷草繁花吸音地毯，鬆軟吞人陷落的西洋沙發，放起西方古典音樂

的唱盤，僕人拿出描花上金的骨磁杯，倒上焦香的咖啡黑水，加入一兩顆

閃耀珍珠粉光的白方糖，配上奶油糖霜塑成的綿軟甜膩蛋糕，如置身在歐

洲的巴洛克王朝宮廷，與世隔絕，金火都還是會聽到遠從茶街那頭母親叫

他的那特殊的音調：「金─火──！」當他墊著腳尖從寶香齋二樓的窗戶望

出去，他發現整個南街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象：那原本遠在幾重天上，一層

富麗似一層的市招，每個字竟都比金火自己的手臂還要長，那「寶香齋商

行」、「協吉成公司」、「乾元老山高麗人蔘部」、「茂元藥店」、「泉郡擇日命

卜專門擇日館」、「高砂牛奶糖店」等等的招牌，彷彿是巨人寫的字，那招

牌上的糖果、鳳凰、老虎、人蔘，也都是巨人餐桌上的大小，連洋房外牆

立面上裝飾的浮雕，此時都像是蛋糕上的奶油花那樣鮮明隆凸；霞海城隍

廟的香火鼎盛，濃濃的金銀紙灰漫天飛揚，迷了金火看芸芸眾生的眼，那

底下萬頭攢動全都不像真人，倒像是玩偶一樣精巧：梳大麻花辮兒的丫環，

梳包頭牽著比金火更小的灑潑孩兒的婦人，花花綠綠圓傘底下的肯定是更

嬌貴的女眷，戴斗笠扛扁擔的菜販、鳳梨販、冰水攤，戴白色扁帽的三輪

車夫，金火等不及想要看再晚些時候出動的藝閣遊行，那車上一個個精緻

的仙女據說都是真人，都是江山樓、蓬萊閣這些著名的餐館裡琴棋詩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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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兼具的佳人。待金火還想聽這底下鬧哄哄裡有什麼有趣的事兒時，再度

聽見母親叫他：「金──火───！」他飛也似地穿過寶香齋一桶又一桶甜

膩芬芳的巧克力、蜜餞、糖霜、糖果、蛋糕，擠過南街上的男人女人老人

小孩菜販三輪車賣冰水買菜推二輪貨車，撞到賣菜的竹簍子灑出一堆菜半

簍錢，越過茶街後巷家家戶戶放在牆腳邊醃漬豆油、醬瓜、漬薑、菜脯、

豆滷、蔭豉的大大小小醬菜甕，誤踩到幾片正在曝曬的菜葉瓜片，擠出裡

面酸澀的鹹汁，雙手撈下天井口晾著的幾件漿得硬硬的白布衫，迎著日頭

在茶街的亭仔腳最外邊，在被日頭照出火眼金睛的那些查某當中尋找他

娘。他娘永遠先叫住他：「家裡準備拜天公的閹雞早上五六點自己會下來啄

米，到了黃昏五六點就懂得自動回巢休息，你怎麼出了門就跑得不知人影，

也不知道要回家。來，你看，老闆娘給我們各人準備了去城隍廟拜拜的供

品，你趕緊趁新鮮幫我拿去城隍廟拜一拜，順便抽個籤詩回來。」金火被

母親這麼一叨念，哪裡還敢說什麼頂嘴，趕緊到廚房後頭跟茶行的主母磕

頭領了供品，這次他個兒小東西重，可就沒辦法飛也似地衝將到南街，等

到他好不容易把供品通通帶到城隍廟前，幾時那些買賣逛街的人突然都少

了，只剩下一個剛才被他踢翻菜簍子穿藍布衫的菜販查甫正無精打采地蹲

坐在地上，搖晃著簍子裡框噹兩聲就沒勁兒的幾個錢，金火猜：「這點錢大

概買青草茶也不夠吧！」沒想到這麼一想，腳底下就滾進了一枚錢，金火

偷偷地踩住，趁著沒人注意的時候趕緊撿起來，吹呼兩下，揣在懷裡擦個

晶亮，放進口袋鏗鏘兩聲：「嘿嘿，今天在寶香齋一個點心錢也沒花，還白

得一個錢，就快要可以把那盒日本蠟筆買到手了。」金火沒忘他娘叮嚀他

的城隍爺的籤詩，正是：「自南自北自東西，欲到天涯誰做梯；遇鼠逢牛三

弄笛，好將名姓榜頭題。」是個不錯的「上吉」籤。但是沒讀過漢塾的金

火對這每字都彷彿認得，連起來卻大半不解其意，他腦筋一轉，想到了南

街就在這附近那家廣東人開的「四益廣東雜貨店」裡面的人沒一個講日語，

他們從唐山來，一定能讀漢詩，於是就轉蹓過去，出城隍廟看到對面永樂

座還在搬演「紅蓮寺」覺得沒趣，心想什麼時候才會有新戲碼，暫撂不提。 

早先金火他娘也練出一手細密繁複的女紅，她在家裡畫樣、繡花，還

可以看著金火。金火這孩子不知怎麼地，對於畫畫心眼似乎比平常人多了

一竅，手指靈活地彷彿多出了人家好幾根手指頭兒。金火從還只會在地上

撒嬌作狗爬就會拿起筆幫母親改花樣，別瞧他腳還站不穩，十個大人的手

和心眼可都遠遠比不上他那稚嫩的手底下出來的桃花李花杏花和誰都沒見

過的牡丹那樣曲折婉約嬌羞富貴，從此金火他娘的女紅又可以多賣出幾個

錢，總有眼尖的人專要挑她的東西買。但是，就算繡得水出水油出油，繡

花能賣的錢就是那麼點，那幾個燒眼力的針黹錢哪裡比得上做出口生意的

撿茶呢！還不等金火稍大，他娘就收起了針黹，下定決心背著金火出去，

到茶街去撿茶。有詩為證：「稻香濃樣茶香同，萬綠叢中無數紅，這是茶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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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時節，女紅不習習茶工。兒家家住近城肆，薪貴米珠居不易，且喜茶歌

入耳來，博得餘資佐簪珥。」畢竟一家子自從金火的爹死了之後，就全靠

母親一個女人家來養，不找個利潤高的工作，實在是吃不消。撿茶的工作

並不難找，旺季的時候，隨便那個女人家出現在茶街上溜噠，冷不防還會

被茶行店員的長竹竿給網進亭仔腳充當臨時工。由於工資是憑個人能力來

決定，所以金火他娘做得十分勤奮，每天都想若能撿個七八斤，就能夠拿

到五十錢的工資，要是能在溫飽之餘多給金火添點新衣、紙筆、點心，即

使只是一錢的李仔糖、貢糖或是杏仁茶配油車粿、一點冰涼的可爾必思加

水，只要不讓他比別的有爹的小孩差，金火他娘都肯多做些工。有詩為證：

「論工給價試量籮，弱手纖纖聲價多，一轉秋波當十斛，中有鳩盤喚奈何，

阿母得錢如獲寶，一家喫著誇溫飽，不問錢從分外來，但道兒家手段好。」 

剛開始，金火的母親並不與人說話，大家想她是新來乍到還不太熟悉，

不願意多話，誰知她其實是一心想著多撿些茶，眼睛裡面除了那黑黝黝的

茶葉捲，針尖一般溜眼即逝的茶疵，再顧不得別的，一天下來忘了進湯水

和上茅房的事都還有著呢。漸漸地，她的耳朵醒來，聽見了旁邊都是些原

本認識的街坊鄰居，說的都是些熱鬧的大小見聞，她聽一聽也開始興味地

加入兩三句話。這時候，那些可挑剔的枝葉，在金火他娘眼裡已活脫出銅

錢般大。等到她熟練了一陣子，眼睛看著那礙眼的茶渣子像茶盤一樣大，

她便從容地融入了街談巷議當中。這時她可以同時盯著從家裡溜到這兒玩

的金火，吆喝著他小心別跳扭了腳，並且留意動作慢，眼力差的婆子嬸兒，

為她們挪個光線充足，又不頂日曬的好位置，總要在她餘光所及的範圍內，

樣樣事情都妥妥貼貼的。就這樣在茶街撿茶枝的日子便漸漸感覺著趣味，

而且金火他娘眼看著金火一天一天長大，進了公學校，有時還會被老師叫

到家去借他幾本書，可見這孩子還頗有些資質，自從金火的父親過世之後，

金火他娘想都不敢想深怕度不過去的那一天長似一年的苦日子，居然也發

出了蜜一般的甜味，金火很快就可以從公學校畢業，以他的靈活勤快，在

新店不斷開張的南街上隨便找個撥中國算盤的店員什麼的工作，應該不是

問題。在茶街上流傳著新近有個窮賣菜的，受了蓬萊閣夥計給的一些蝦子

皮，在城隍爺祭典的時候因為城隍爺的笑筊，神話一樣地賣得了一筆不小

的資本，賣菜與餐館夥計兩個人合夥在南街上開起舖子做起生意，生意好

得不得了，社會上那些名流辜顯榮、林獻堂、許丙、羅萬、陳炘、李瑞漢、

林呈祿、張園、張鴻圖、阮朝日及洪長庚等先生，都成了他們舖子裡往來

的常客，永樂座還搬演過這個蝦皮翻身的富翁的故事，許多人還排隊去看

呢，連著也讓霞海城隍廟的香火更加鼎盛了。 

金火他娘對金火並沒有太多奢望，她覺得命運就像門前門後擺的那些

個粗陶甕裡的醃菜一樣，人只要傻傻地該做什麼就做什麼，一日度過一日，

時間就會自然而然地漬出生命的滋味。現在，就連金火都會幫忙醃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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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她聞到金火的手有著濃濃的菜乾鹹味，而她的手卻混著紅茶、烏龍、

包種的茶香，她想，母子倆居然也這樣將就地度過來了，彷彿是靠著這些

氣味在養活著的呀。初始的時候，金火不見蹤影，金火的母親只要往茶店

裡空著的茶盤上找，就可以找到貪涼倦懶的金火；等到金火稍微懂事，尋

不到玩伴的時候，也會依偎在母親身邊，幫著撿茶枝。但是，一下子，不

知什麼時候開始，總是玩得不見人影的金火興趣就變了。他竟迷上了畫茶

箱樣兒的，那成堆的顏料，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有一天，金火他娘

發現金火從學校拿回來一大盒花花綠綠的小筆頭，說是老師送的蠟筆什麼

的，漸漸地金火一聲不響地在桌前塗塗抹抹的時間變多了，去找老師借書

回來臨摹的次數也增加，家裡那些空白的牆上漸漸掛起金火的畫和參加比

賽的獎狀，像是在預示著什麼，直到公學校畢業那天，金火才終於下定決

心跟他娘說，想要學畫的事情。金火他娘不知道學畫這件事情意味著他們

孤兒寡母未來的日子會有什麼變化，她只是覺得這件事情來得太突然，就

像金火他爹突然撒手西歸一樣讓人措手不及，但是她知道顯然金火不會在

南街上找個店員的工作就是了，那麼，他會做什麼呢？金火說他也不知道，

更糟的是他問過公學校的老師，也在街上找過幾回，不管是工業學校土木

科的製圖或是永樂市場的畫館，他都覺得彷彿跟他冥冥之中內心的想法不

太一樣，兜轉嘗試繞了大半圈，一事無成，白白浪費時間，金火也不知道

到底那是什麼呢，金火不敢跟母親說，也許要到日本去學畫，那才是他想

要的這種話，因為他知道家裡只靠母親一個人拼命地撿茶枝維持生計，已

經夠辛苦了，而他又還找不到立身處世的一份工作，母親尚且忍耐著不忍

催促他，他又怎麼可能還跟母親要求要去日本留學呢。迷失了人生方向的

金火鎮日不是往外頭跑，就是在床上拉起白布幔不知道在裡面做什麼，整

個人更加沉默寡言，不想吃飯也不想睡覺，瘦得不成人形，簡直就像個鴉

片鬼，這一來使他娘每日對著茶盤只是嘆息，然而卻不敢稍緩撿茶枝的速

度，因為金火總還要跟她拿錢，她也歹勢不願與人說更加寡言了。 

金火他娘這樣無視天日甜鹹不知地失望度過了半年之後，有一天早晨

一打開門，就被眼前白得發亮的光給照得眼睛什麼都看不見，耳朵裡面只

聽得亂哄哄地一陣吵，彷彿中間還夾雜著日文，她以為是警察發現了金火

做了什麼壞事，也不知金火是不是還在家或是在睡覺，總之她趕緊一個勁

兒把門趕緊關上，她想只要這樣就沒事，偏偏外面的人還跟她拉扯著門，

不肯讓她把門關上，她一急，拼命地叫：「走！走！走！」外面一時突然全

都安靜了下來，這時金火已經披上一件外衣，揉著惺忪的睡眼出來，只見

母親對著他說：「趕快跑，趕快跑！」他聽得一頭霧水，執意要把門打開看

個究竟。這門不打開還好，一打開一堆原本緊靠在門上準備撞進來的一干

人，全都重心不穩跌進了金火家，好險一台大得不得了的相機不但沒有摔

壞，還拍下了剛剛金火開門時嚇壞大家的模樣。這下金火和他娘都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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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來的不是警察，有一些是報社記者要來採訪新科得獎畫家，還有一些

是金火的好朋友，原來他們都是來為金火道賀的──金火畫的「南街城隍

祭典」獲得了總督府教育局台灣美術展覽會的特選，總督希望以二百圓買

下這件作品，不知道金火會不會捨不得賣。金火他娘聽到兩百圓，趕緊念

佛，那不是她每天拼命在茶街蹲坐著撿茶枝好幾年也才賺得到的錢嗎。沒

想到金火驕傲的臉上一點像母親那樣卑微的驚訝神情也沒有，他大笑說：

「當然賣！我還有呢，你們看──」他的手一揮拉開了床上的白布幔，原

來，這件「南街城隍祭典」金火就畫了好幾張，有全都是線描的底稿，還

有加上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顏料，當然還有另外一件跟參加比賽的那

一件一模一樣的完成之後光澤閃閃的完成圖，全都比人還高還大。不只是

金火他娘，其他在南街這邊住了一輩子的人，從來就不知道南街有這麼富

庶美麗，特別是在城隍廟祭典的時候，擠在人群當中忙著採買，誰可曾去

留意那攤販亮出來的時鮮果菜之外，在人們頭頂上迎風飄展的「中元贈答

品」、「中元大減價賣出」、「慶讚中元」等布旗如此地色色不同，再往上一

點那平凡的招牌在畫裡面竟是一個比一個更爭奇鬥豔，那成排對峙的街屋

立面，竟是這樣豐富雅致，不僅在南街生長的人看得驚奇，連總督都說：「南

街真是這樣的嗎？真是這樣的嗎？那我一定要去看看。」當晚就坐上南街

鳳梨商行的車牌０００１號的黑頭車，湊在城隍爺祭典的藝閣行進隊伍當

中貼著車窗玻璃拼命地望外看，卻是怎麼也看不到那一層高過一層的招

牌，於是他更加相信這真是件極棒的作品。有詩為證：「耕耘只可在鄉邦，

何用求謀向外方；只見今年新運好，門闌喜氣事雙雙。」從此金火他娘因

子得富且貴，不在話下。 

三、 

網溪別墅裡的晨霧籠成一片銀白色的漁網，溼氣攢成水滴，水滴串成

水柱，漏進屋腳邊的水甕，驚醒粉紫粉白粉紅花團簇的布袋蓮抖抖顫顫了

好一回兒，缸裏意外眷養的浮漂水蟲一下子被裡面的蝌蚪無聲地吞進了其

中幾隻，似乎頗為美味滋養。媳婦瞅著廳上螺鈿家具輝耀出日午的霧樣泛

光。她心上賭氣地想著，這不是平常日子裡每天都有的風景嗎，為什麼以

前從來不曾留意過，難道有什麼樣的事情可以讓我的日子變得不同？她細

長柔媚的眼睛呼地閃出慧捷的目光。不就是從三重酒庫裡剛剛捎來的紹興

酒大甕嗎？這甕，土氣土氣，真是個結實的土器，販酒為業的婆家，照顧

大甕就像照顧老太爺，一個個都是上百年老態龍鍾，還不能去磕磕碰碰，

就算真不小心裂了個口子，少不得要花筆錢好好地請師傅補丁，伺候一隻

甕，比伺候個少奶奶還費心。「我會吃就會做！」她還記得她剛嫁過來的時

候，婆婆要她學做菜，她總是這樣回話，說什麼也不肯學。她想家裡佣人

有主人家人的兩三倍多，況且家裡還開了餐館，中西餐廳都有，就算別人

家要宴客況且到咱家餐廳來點個「五碗三」，四個菜一個湯共五碗三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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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家的餐廳更是要什麼有什麼，哪裡還有需要媳婦主中饋這樣的事，她

心裡想，這若是傳到大稻埕去豈不是要笑死人了。一般家裡的甕是伺候人，

伺候時間，伺候新鮮，伺候細菌的發酵氣味的，那像這一家。媳婦抱著甕

望著天井發呆，這樣摟著甕想著想著，竟也睡著了，被肚皮煨熱的甕竟像

紅嬰仔發出奶香，媳婦遂想念起她那跑到法國巴黎去畫畫，久未謀面的旦

那桑。她不知道她的旦那桑為什麼放著家裡菸酒專賣的好生意不使，偏要

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學畫，剛開始他寫信回來說，每天總是盡量把所有的

時間用來畫畫，吃得非常簡單，硬得跟厚紙板一樣的麵包和酒精燈燒開的

水煮咖啡，常常畫到忘了吃飯，第一次嚐到肚子餓的感覺，然而在巴黎這

邊，沒有餓過肚子是成不了大畫家的。原本說是頂多去個一年半載，沒想

到日子越拖越長，公公寫信去要他把作品寄回來參加比賽，想要試試他的

程度，沒想到他只是說，還不到時候，然後就再也沒有音訊。雖然家中每

個月還是固定會匯上一筆錢到巴黎給他，然而他的開銷卻越來越大，公公

嘴上雖然什麼都不說，但是，誰也不敢隨便提到他，連媳婦都彷彿漸漸變

成家中的透明人，深怕讓公公想起旦那不在的事情。就這樣匆匆過了四年，

公公以六十大壽的名義催促旦那回國，他這才回信說爹爹的大事一定是要

回來的，只是他知不知道回來之後是不可能有機會再回去了。 

公公交遊廣闊，從唱和詩歌的文友，承辦菸酒專賣的總督府上下官員，

三市街的商業鉅賈，大家聽說他過六十大壽，且留學法國學畫的兒子要返

國，莫不打算大禮慶祝。旦那桑在眾人的催促逼迫之下，趕緊把畫作全部

運回來，準備辦個展，公公在報社的朋友，旦那在日本的名畫家朋友，也

共同來為這件事情大肆宣傳。然後就是公公要在別墅裡準備的大宴。到底

什麼樣的菜可以滿足在江山樓、蓬萊閣吃叼了嘴的總督、三市街富商、留

法的兒子和他的畫家友人，最後，公公決定：「就是這個吧！」這是公公家

的祖傳名菜，據說跟家鄉閩地新婦「試廚」的傳統有關──新媳婦婚後第

三天須在夫家當眾試廚藝。這道出名的「罈燒八寶」據說卻是一位公公家

不知道幾代前某個嬌生慣養，沒進過廚房的新婦做出來的。她在出嫁前爲

即將到來的試廚而發愁，母親爲女兒之應試，想盡了辦法，把家藏之山珍

海味都翻找出來，一一配製後用荷葉裝成小包，反覆叮囑女兒各種原料的

烹製方法。誰知新婦到了試廚前一天，慌亂中全然忘記各種烹飪方法。她

到了臨晚才到廚房，把母親包好的各種原料一包包解開，堆了一桌無從下

手，正在無計可施之際，又聽公婆要進廚房。新媳婦怕公婆挑剔，見桌邊

有個酒罈，匆忙就將所帶的原料都裝入罈內，順手用包原料的荷葉包住了

罈口，又把這酒罈放在了快滅火的竈上。想想明天要試廚，新媳婦生怕自

己無法應付，就悄悄溜回了娘家。第二天，賓客都到了，卻不見了新媳婦。

公婆進廚房，發現竈上有個酒罈，還是熱的。剛把蓋掀開，就濃香四溢，

賓客們聞到香味就齊聲叫好，這就成了公公家的祖傳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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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婦想，反正距離公公囑咐的那一天，足足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只準

備一道菜哪裡需要費上一個月的時間呢，況且廚房裡從火頭和男工女傭少

說十幾個人，一個媳婦能夠做的，也的確就是要會吃，嚐得出味道對不對

就是了。也就這樣照常虛晃度日，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福至心靈翻出公公

親手寫給她的材料單，才發現大事不妙，出身南街南北貨店家的女兒，她

看到以十八種主料、十二種輔料互爲融合，其間幾乎囊括人間美食，如雞

鴨、羊肘、豬肚、蹄尖、蹄筋、火腿、雞鴨肫；如魚唇、魚翅、海參、鮑

魚、干貝、魚高肚；如鴿蛋、香菇、筍尖、竹蟶等的珍奇材料，她想，這

哪裡是夥計有辦法一天內採買得到的東西呢，況且這些材料的品次等第相

差可有天壤之別，而且這些材料處理方法和質地口味各個不同，不能同入

一爐，否則會軟爛不均，並且美味還會互相抵銷，一個閃神，可能就會壞

掉一整鍋珍稀無比的材料。但是，媳婦這時哪裡關心的是浪費材料呢，那

些東西分派家裡的廚房，兩家餐館的夥計，還有娘家管南北貨的掌櫃去各

地採買，加上運送的時間，不出個三四天也就備齊了，問題是要怎麼樣處

理這些食物，掌握住時間和火侯，還有公公最重視的上菜的時機和美感。

已經有一道三十多種材料所作成的大菜，要拿什麼什麼東西相配，什麼茶，

什麼酒，媳婦回想起公公幾次的菊花宴，遊園賞花品茗作詩唱和臨池設宴，

想起幾個重要的賓客的口味食量，於是開始計畫倒數計時：封壇前三十多

種原料輔料加工的時間，婆家及娘家的廚工都備上了，加上娘家母親的建

議和暗中督促，一切都上了發條就緒，只有一件事情媳婦還沒想出來，那

就是上菜的美和巧。旦那桑學美術愛視覺上的美，公公熟悉音韻愛時間上

的巧，但是那罈肥大粗黑一只，裡面三十多層湯料，怎麼開罈獻菜呢？媳

婦每日望著花園發愁。 

直到大宴那日，匆匆返家的旦那桑與指揮僕傭上罈的媳婦擦身而過，

媳婦轉頭看見旦那桑，一陣風也似地蓋罈的荷葉被吹開，酒香及三十幾種

湯料香衝將上來，旦那桑回眸認出自己的媳婦這才放鬆心情露出微笑，一

片菊花瓣海灑落，繞罈四周磁盤上點點都有菊花清香，詩正詠到三友菊，

此情此景此珍饈乃世所難得之「南國盛宴」，有詩為證：「罈啓葷香飄四鄰，

佛聞棄禪跳牆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