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旅居菲律賓見聞

半千叟 姚遙崤

「一」 美軍基地
1.克拉克（Clark Air Base）空軍基地
由於菲律賓在八零年代末期「人民」政變，逼使馬可仕總統出逃到夏
威夷。 那段時期人民和軍方反美情緒高漲（注一），終於在九零年代時國會
通過要美國全面撤退兩個基地 ─ 克拉克（Clark Air Base）空軍基地及蘇
別克灣（Subic Bay Naval Complex）海軍基地。 我在七零年代末有機會
調到克拉克空軍基地以及八零年代初期又回到菲律賓服務於蘇別克灣海軍基
地（注二）。 現在想起來有許多趣事可以回憶。
在 1977 年我通過申請篩選被派任到安溪禮斯市（Angeles City）的克
拉克空軍基地當工程師。安市和首都馬尼拉有條當時菲律賓全國第二條的付
費高速公路（注三） , 開車大約一小時左右, 因此每到週末就有許多人 (其中
大部分是菲裔中國商人) 開車來安市的一條「黑市街」購買美國人在福利社
（PX）買的日用品, 然後偷賣給當地人及馬尼拉人, 這些美國貨品運去馬尼
拉後他們再轉賣於菲律賓人賺取利潤 (菲律賓人非常崇美, 家里能有美國貨就
覺得高人一等)。 所以黑市街上美國貨除了大件的管制品如汽車、冰箱、冷
氣機以外, 應有盡有, 去黑市街逛逛從中午以後就人山人海, 大概和以前台北
美軍顧問團運出的黑市貨差不多！ 我算美軍人員自然享受到福利社的廉價品,
有些朋友和同學就笑我居然變成了菲律賓的美軍顧問團官員, 我只好一笑置
之。
安市絕大多數居民都是靠克拉克基地吃飯的, 一出大門到處都是酒吧。
那時菲律賓物價非常低廉, 一塊美金可換七點五披索,平常僱用一個佣人管吃
住包括煮飯、洗衣、打掃、帶孩子、只要 150 披索, 合美金 20 元, 真是便宜。
一個最起碼的二等兵 (Airman) , 一個月兩三百元美金薪水加上吃住有政府
供應, 當然就足以讓他揮霍了。 因此酒吧間一到晚上有這些財主光顧, 真是
鶯聲燕語, 燈紅酒綠。
如果由基地邊門出去, 街道兩旁就開滿了各式各樣的禮品店、 服裝店、
及餐館。 菲律賓由七千多個島嶼組成, 最大島是北方的呂宋（Luzon）, 其

次是南方的明達淖（Mindanao）, 第三是西南邊的巴拉旺（Palawan）, 其
他的島嶼被圍在中間的淺海。 淺海中不但甚多水產, 還有一種世界獨有的蚌
殼（Capiece）, 殼是半透明乳白色的, 可以切成不同大小拿來串起來做吊燈,
掛在客廳裡非常漂亮。 也有一片片黏貼起來塗上顏色做檯燈, 美麗極了, 價
錢二十元美金左右, 可說是價廉物美。
由於人民窮困, 窮則變, 變則通。菲律賓人都相當巧手,（resourceful）
許多看起來沒用的東西, 他們都能修改一下變成可用的家用品。 還有基地裡
面的垃圾運到垃圾場一倒下去，就有許多當地的男孩女孩蜂擁而上搶撿還可
以用的破爛（其實在許多貧窮的國家如印度, 孟加拉和不少非洲國家也是如
此）。 說實在的美國人真的非常浪費, 很多還蠻新的日用品只要看不順眼就
丟到垃圾桶裡, 難怪當地人擠破頭也要去垃圾場撿了。
既然美國老大哥非常富裕, 菲律賓人「借用（當然是有借無還）」一下
物資也就無可厚非了。 我在這裡講幾個例子, 有一個女人在俱樂部裡工作,
有一天被抓到在衣服裡藏了五十多件刀、叉和大大小小的湯匙（也不是第一
次做這種手腳）, 真不知道她是如何辦到的。 還有一次有人在夜晚翻山越嶺,
剪斷了基地外圍的鐵絲網, 用水牛把一個超過一噸重的冷氣機運了出去, 基地
指揮官聽到這一個消息也只有搖頭嘆息了。 更厲害的是克拉克空軍基地的用
油是由一條直徑八英吋的油管從蘇別克海軍基地傳送過來的, 分別在不同時
段送飛機油、汽油及柴油。 菲律賓雨季時常下大雨, 克拉克基地附近的土質
含沙量高, 所以土地流失量很大。 有一次颱風過後, 這根埋在地下六英呎的
油管就暴露了出來。 沒想到當地居民竟然用鋸子在油管上鋸了一個口子, 當
時正好在運送柴油, 於是油從鋸口噴了出來, 居民們都傾家出動用各式各樣的
容器裝油。 自然基地裡發現油壓驟降, 立刻通知海軍基地停止送油, 派人去
查看才發現是這樣一回事。 因為美國有法律規定, 只要有發生油類泄漏事件
一定要到現場防堵和清理（注四）。 於是基地指揮官趕到現場, 我當時的職
位是基地環境工程師, 所以也到現場協助指揮官處理善後, 還好發現得早, 只
漏掉了大約三千多加侖的柴油而已。
還有更厲害的「借用」事件發生在那一個時期。 基地有三條跑道, 日
夜都有跑道燈照明, 以利飛機起降。 不料一天晚上一條跑道上的跑道燈全部
失蹤（當然一定有內鬼）, 幾個月以後居然在馬尼拉機場出現, 這一些人真是
神通廣大了。 另外有一次更是離譜, 基地和安溪禮斯市簽了一個協定, 假如
市區發生火警可以要求基地消防隊支援。 那麼有一天在大白天裡, 一輛消防

車開著警燈嗚嗚嗚地開出了基地大門, 衛兵當然以為市裡發生火警, 一句話都
沒問就放行了, 後來大家才曉得被菲律賓人放了一個大鴿子！
當時進駐在克拉克基地是一個聯隊雙座幽靈式（F-4 Phantom）戰鬥
轟炸機和一小隊 F-5 當模擬米格機, 與幽靈式作空戰訓練。 這些飛機時常要
在跑道尾端放空檔做推動力檢驗。 幽靈式發出的聲音極響, 雖然離軍眷宿舍
有一段距離, 噪音仍然讓基地居民相當頭痛。 我得知了這一個情況後, 查了
噪音控制參考書, 發現飛機產生出的噪音並不是尾部噴火處最響, 反而是從飛
機兩翼像蝴蝶翅膀一樣地伸出, 音量逐漸隨距離遞減。 於是我對聯隊長做了
一個簡報, 建議在飛機做推動力檢驗時轉一個九十度, 如此噪音就會向空曠處
伸展, 可以避開軍眷宿舍了。 聯隊長採納了我的建議, 果然軍眷區的噪音大
幅度降低。 由於這一個功勞, 加上其他的表現, 我馬上升了一級改敘同少校
了。

（注一）菲律賓流亡海外的反對黨領袖阿奎納斯（Aquinas）從日本搭機回國在機場上
被槍殺, 引起首都大批示威遊行, 加上阿奎納斯遺孀柯拉蓉（Corazon）以及馬可仕的表
弟羅慕斯上將（Ramos 後來也當選過總統）和一些少壯派中級軍人支持, 情況失控, 直接
導致馬可仕倒台。
（注二） 我一直是美國國防部的文職人員, 可以去任何軍方任職, 這一次去空軍（按職位
敘同軍階上尉）,下一次回菲律賓轉入海軍。
（注三） 有一陣子公路上發生了「見鬼」事件, 許多人晚上走這條路都看到前面有一個白
影飄動, 走近了就不見了。 有幾次開車的人嚇得幾乎出車禍。後來那個「鬼」被警察抓
到, 原來是一個傢伙惡作劇裝鬼, 真是人嚇人, 嚇死人。
（注四）這條法律也通用於美軍駐在國外的基地。

2.蘇別克灣 (Subic Bay) 海軍基地
1983 年初我又任職蘇別克灣美國海軍工程中心任敍同美軍中校級的水
電工程工處的規劃科長, 兩年後升任為敍同上校級處長, 主管電力, 淨水, 蒸
氣/蒸溜水, 壓縮空氣, 海水冷郤系統, 等供應；以及電訊及電視, 汙水處理,
有毒廢棄物處理, 等服務.

這一個海軍基地是美軍第七艦隊船只維修和補給的重要基地, 有極大的
船螐可以整修航空母艦和任何其他船只。 於是這些軍艦就不定時地造訪, 水
兵們當然趁此機會上岸休假了。 船艦一停靠碼頭後的標準作業是停止引擎動
力 (術語稱為冷火雞 – Cold Turkey) , 一切的水電都由我主管的機構供應。
譬如供電、 補充飲用水、 抽換艦上的污水、 移送處理垃圾及有毒廢棄物、
供應蒸汽和海水冷郤、 以及艦上的電訊及電視服務、 等等, 直到軍艦離開為
止。 當然如果船艦停到船螐裡整修的話, 一切的電、水、壓縮空氣、都由我
的機構負責。
蘇別克灣基地還包括一個海軍航空隊機場, 加上通訊大隊和其他的機構,
完全就像一個獨立的城市。 有一個發電廠、一個飲用水處理廠、 好幾個污
水處理廠、一個垃圾埯埋場、蒸汽/蒸溜水生產廠、壓縮空氣生產廠、不一
而足。 由於平時要供應整個基地的單位以及船艦造訪的需求, 發電力不夠用,
必須要向菲律賓購買。 然而由於菲律賓當局反核, 關閉了剛建好卻從未啟用
過的核子發電廠, 自己的電力供應都常常短缺, 所以蘇別克灣基地時常毫無預
警地被切斷電力供應, 於是突然停電就屬於家常便飯了。 在我任內我請准了
撥款購置了四座五千仟瓦的發電機, 日後雖然不能完全不受制於菲律賓的電
力供應, 至少在沒有船艦到來的時候可以自給自足了。
基地的飲用水處理廠水源是從森林裡流出來的一條河。 菲律賓沒有分
明的四季, 說起來只是雨季和旱季。 雨季從 4 月份開始到 10 月結束, 然後
就是旱季, 常常滴雨皆無, 因此供水是一個挑戰。 那條河先流到淨水處理廠
前面的一個壩起來的蓄水池, 為了未雨綢繆我決定把水壩加高兩英尺 (再高
就會淹沒進水口的幫浦不管用) , 如此一來就增加了兩萬加侖蓄水池的儲水
量, 幸好有了這一個措施才幫我們渡過了以後的一次難關。
有一年雨季遲遲不來, 到了 4 月底還不下雨, 我就向海軍工程中心的主
管報告恐怕必須要基地全面限水了。 我準備了方案, 要求居民合作, 要大家
盡量少沖馬桶, 提出了一個口號：“When it’s yellow, let it mellow.
When it’s brown, flush it down” ! 就在預備第二天實施時, 老天真是幫忙,
當天下了一場大雨, 解除了旱象。 當然水庫增加的兩萬加侖水幫助我們延遲
了限水的日子, 我也因此得到了上級的獎勵！

「二」 馬尼拉
馬尼拉位於菲律賓最北部和最大的呂宋島（Luzon）上, 一直都是菲
國政治、文化及經濟中心。 奇怪的是掿大的一個都市居然沒有一個完善的公
共交通系統, 公共汽車極少, 除了有錢人開私家車和坐計程車以外, 街上到處
都是一種私人擁有的吉普車（jeepnie）載客。 這些吉普車的始祖是美軍二
次大戰後遺留下來的, 經過改裝, 後面開口, 裡面兩旁裝了兩條軟面長凳子,
乘客從後頭上車付錢, 到站了拉一下橫掛在頭上會響的繩索, 司機就會停下讓
乘客下車。 這種 jeepnie 就是馬尼拉主要的大眾交通工具, 成千上百的老百
姓就靠這一行謀生。 那些司機可是厲害了, 一面眼觀八方開車, 乘客上車付
錢時還要收錢找錢。 (車費很便宜, 我那時候一個披索 (注四) 可以坐兩公里
路, 超過的話要加費, 乘客們都知道要付多少錢, 好像沒有人少付的）。菲律
賓人很有點藝術天份, 許多 jeepnie 車主把車子裝飾得非常漂亮, 有一些用
油漆在引擎蓋及車子兩旁畫了許多美麗的圖案, 有一些還在車頭車頂上加裝
各種五顏六色的金屬動物, 遠遠看去真像很多花車一般, 相當有趣。
在馬尼拉假如要自己開車的話那可真是驚險百出啦, 沒有一身是膽的本
領可就寸步難行了。 原則上一條馬路應該有兩三條車道, 可是開車的人從來
就沒有遵照這一個規則。 三線道的的路經常變成五六輛車並排前行, 隨時有
車從左邊或右邊超過你, 更離譜的是常常突然有車子從右邊殺過來到你前面,
然後往左轉, 逼得你不得不緊急煞車, 這時還得防止後面的車追尾, 加上路上
有許多自行車和行人, 沒有反應快的本領一定會嚇得心臟病發作。如果開車
像在美國那樣中規中矩地開的話, 那就永遠別想向左轉了。
在馬可仕時代她老婆伊美黛提出了美化大馬尼拉區的口號, 大馬路兩旁
都種了花樹。 又發動填海造陸, 馬尼拉灣有一部分都被填平, 目前那塊新生
地上建了不少高樓大旅館及文化中心。 還有一項德政就是建立了一條捷運,
然而幾十年來後來的當政者都只管撈錢沒有加以擴建, 現在人口增加了好幾
倍,上下班時段排隊的人群都拉長了幾條街, 窮困的人們也只有忍受了。
東南亞地區的華僑大部分是廣東人多, 只有菲律賓是福建閩南人比廣東
人更多。 我會說些閩南話, 所以也認識了一些馬尼拉的華僑。 據他們說一到
選舉時, 華商總會都會大量捐款, 以保將來平安。 好笑的是以往捐款不知道
送給誰, 或是有沒有送到刀口上都不曉得, 等到馬可仕上台只要送給他就靈光

了, 而且總數比以往什麼人都送還要少, 因此華僑都喜歡馬可仕, 而馬可仕對
華僑們也相當照顧。
馬尼拉的唐人街在一條叫王彬（Onpin）的街上, 主要的當然是餐飲業
和雜貨店, 還有中華商會總會館也在一條橫街上。 我認識了一位陳姓的秘書,
也因為他的介紹而加入了宗親會, 一有活動他就會邀我出席, 尤其是一年一
度的歲末慶祝餐會, 節目繁多, 看起來出席的人們生活都相當富裕。 然而散
席出來, 街頭人行道的水泥地上竟然有個衣衫襤褸的人一動不動地躺着, 看起
沒有呼吸的跡象, 身上有些蒼蠅，另外還有一群繞著他打轉, 大概多半是蒙主
恩召了。 這讓我親身體驗到了「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的實景, 很是令
我傷感！
馬路上車流不息時會有許多小販走行在車子中間賣各色各樣的小東西,
大凡都是些毛巾, 雞毛撢子, 瓶裝水, 零食, 白蘭花, 指甲刀等等, 奇怪的是賣
香煙的小販可以賣你一根香煙, 幫你用打火機點燃就去找下一個主顧了。 這
些人成天吸進車子的廢氣 (註五) 為了些蠅頭微利不得不把健康拋棄在外。 更
可憐的是一些小孩和年輕輕的母親, 一手抱著嬰兒, 一手賣些白蘭花, 不曉得
一整天能收入多少錢, 可不知道連奶粉錢都賺得到麽?
菲律賓貧富差距極大, 華僑有些雖然很有錢, 但是大量的財富還是真正
控制在大地主和實業家手中。 華僑是看得到的富人, 因此常常被土匪們綁票
搶劫。 有些土匪實在很可惡, 拿了錢還要撕票, 其實華僑們賺錢也很辛苦的。
我聽說過一個流傳相當廣的笑話, 有一個華僑家裡小孩被綁票, 付錢以後他去
警察局報案, 一走進去看到穿制服的警察居然就是拿他錢的綁匪, 嚇得敢緊逃
了出來, 沒想到原來警匪竟是一家人。
在馬尼拉郊區有一個華僑義山, 也就是華僑歸天後的墳地。 想不到的
是那些墳墓居然一個個修得美侖美奐像房屋一樣, 琉璃瓦屋頂, 瓷磚地, 有幾
間竟然還裝了冷氣。很多菲律賓窮人都住在違章建築漏風漏雨的木板屋裡,
看到華僑如此毫華奢侈, 自然會產出極大的反感, 因此難怪對華僑被綁架同情
的很少。
世界上貧富不均的現象那裡都有, 甚至在富裕之極的美國, 大城市裡也
看得到無家可歸打地舖的可憐人。 然而在菲律賓, 由於居高位的政客權貴大
多只管撈錢, 不顧民生疾苦, 這種不平的情形在馬尼拉隨處可見。 在菲律賓
大學的圍牆外, 就有兩排沿街的貧民區。「菲大」是菲律賓培養政商人才的

地方, 大多學生都是權貴子弟, 動則私家車接送,可是一出邊門就是滿目瘡痍,
不見有人關心, 反而是我這一個外人覺得心裡不好受, 也罷！
(注四) 那時一塊美金換 15 披索，我 2009 年回訪馬尼拉, 車費已漲到 6 披索，不
過一塊美金已值 50 披索。
(註五) 窮人家的孩子那裡還能奢求健康呢？

「三」 天主教國家
東南亞的國家大多數是信佛教的, 也有幾個是回教國家, 只有菲律賓人
民超過百分之八十是信仰天主教的, 應該是曾經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影響。 因
為信徒眾多, 教皇派給菲律賓的主教是「紅衣樞機主教」（Cardinal）, 此
人位高權重而且是終生職, 只要一聲令下無論誰是總統都不得不買帳, 因此在
菲律賓是政教協一, 政府管行政, 紅衣樞機主教影響民政。
天主教是不准避孕的, 墮胎更是罪大惡極。 所以窮人家小孩一大堆, 如
是永遠翻不過身來, 一代代只有貧困下去。 如今人口已經已超過一億 (注六)
還有離婚當然也辦不到, 許多怨偶只好分居, 以後各自另起爐灶後再生下的兒
女都沒有正式名份。然而在現在這一個時代, 教會也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
了。
天主教一年最大的節日並非耶誕節而是四月份的復活節。 許多自願者
就會光著上身邊走邊用鞭子鞭打自己, 打得鮮血淋漓, 算是替耶穌贖罪。 更
有甚者會背上背一個大木頭十字架, 走好幾里路最後把自己像耶穌一般釘了
上去, 據說如此一來不但自己的罪行能被赦免, 連家人親戚們的罪也都被天主
寬恕了。
信天主教不能不信神蹟, 菲律賓有許多地方都有些小教堂號稱發生過神
蹟, 無非是有許多重病將死的人去喝了一杯聖水, 或摸了下聖像, 回家後病就
自然痊癒的事。 我娶的菲藉老婆家在呂宋島北部, 有次回老家去她帶我去一
個教堂, 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 教堂毫不起眼, 然後又排了一個多小時的隊到
樓上一個被白布遮蓋著的聖女像, 摸了一下腳板, 就覺得得了聖禮。 我實在有
些好笑, 折騰許久就是就如此嗎? 好在是“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也！

(注六) 1970 年代菲律賓全國人口約三千四百萬, 2015 年的人口已接近一億。

從 1960 年代起菲律賓興起了不同於天主教的一個宗教，當地稱之為
Iglesia ni Kristo (Church of Christ)。 這個宗教起源於 1914 年, 是一個叫做
Felix Manalo 的人創建的, 信徒們聲稱他是上帝最後的信使 (Last Messenger of
God) 。當他 1963 年去世時在菲律賓已經有了 35 個大型教堂和超過 1200 個
小教堂的規模, 他死後由他兒子繼任, 到 2010 年國家人口局的調查大約有百
分之二點五的人口是信這個教的 (比較起來天主教徒約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一,
回教徒佔百分之四點五, 其他是佛教徒和基督教徒)。 目前他們的教會已發展
到國際上如日本、美國、南韓、西班牙和俄國都有不少信徒。
這個新興宗教和美國的摩門教的做法有點相似, 信徒們的薪金規定有相
當大的百分比要捐献給教堂, 然而教會對信徒的照顧相對地比較週到, 生了病
可以去教堂有專人照看, 牙齒壞了也能去被医治, 失了業也有救濟和參加在職
訓練以便另有機會就業, 因此很受窮苦民眾的青睞, 信徒正一天一天地增多,
將來對社會的影响也一定會加大。

「四」 情色業
這是人類最古老的職業, 許多窮人家的女孩都靠此營生甚至養家拉拔大
弟妹們讓他們有機會受教育。 雖然操此業的女子被人鄙棄, 可是好好的人家
是不到萬不得已 (甚少為了只是愛慕虛榮) 而下海作此賤業的。
不過奇怪的是在有美軍海外基地的地方這條理論就要打一個大折扣了，
不少女孩都希望找一個美國軍人作丈夫, 以後就可能移居美國變成美國人了。
當然正途是很多, 譬如在基地裡美軍俱樂部、 高爾夫球場、PX 等處工作,
認得美國軍人的機會是有的。 然而要找到如此的工作常常需要有特殊關係,
所以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因此有人就走偏鋒去當按摩女 (菲律賓法律規定不
可以有紅燈戶, 不過按摩業是屬於正當職業), 當然她們是要賣淫的。 怪就怪
在老美對這樣的女人並不像中國人那麼樣地鄙棄, 我就認得好些大兵娶的老
婆就是按摩女, 甚至也有軍官級的人這樣做的。
因為賣淫是違反天主教教義的, 是犯罪, 於是按摩女們星期天必定要上
教堂對神父慚悔 (辦告解) , 神父會罰她們一些罰金, 也一定會赦免她們的罪

惡, 然後她們就又很乾淨地去重操舊業啦！ 其實除了這些可憐的女人以外,
菲律賓人只要每星期天去辦告解, 下一個星期就可以做壞事了。 這也是宗教
(其他宗教亦然) 和人性間一個奇妙的妥協吧。
除了在美軍基地附近的情色業, 整個菲律賓處處都充滿了這一個行業。
就拿馬尼拉來說, 在商業區走幾步都會看到掛羊頭賣狗肉的酒吧或按摩院, 懂
門道的人也會去旅社找專人安排, 找女人的方法真是罄竹難書了。

「五」 節氣風俗
由於大多數菲律賓人信的是天主教, 節氣自然以耶誕節、新年和四月份
的復活節為主。 其他的節日是政府規定的假日, 這些日子常常要看誰在台上
而定，譬如馬可仕被政变流亡以後, 政变日就被定為國定假日!
自從 1521 麥哲倫 (Ferdinand Magellan) 登陸菲律賓以來 (他自己被
土王在 Cebu 所殺), 西班牙人殖民統治了菲律賓四百多年, 當然文化方面受
西班牙的影响非常巨大, 上流社會的衣著、食物、詞彙、 交誼等在在都見到
西班牙的影子, 因為許多菲律賓人都有西人的基因, 所以走到大街上美女比比
皆是。
有趣的是華人, 尤其是閩南人, 在食品方面的對菲律賓人影响也極大,
甚至許多食物和菜肴都根本是閩南話發音, 例如米粉、冬粉、 扁食、炒麵、
豆腐、豆花等等。 最近由於國語開始盛行, 有些食物如“小籠包”也变成了
日常的用語!
自從 1898 年美西戰爭美國勝利後，西班牙把菲律賓讓給了美國，一
直都是由美國托管，到了 1946 年終於得到了獨立。 經過這些年的美國老大
哥影響，菲律賓美化得十分厲害，國民幾乎全都會講英語，學校課程從小學
起都是用英語教學的。 由於美國人和菲律賓人之間沒有語言隔劾，工作上完
全不需要用翻譯，因此我跟大多數的老美一般沒有極大的意願去學菲律賓國
語 Tagalog 了，即使我娶的老婆是本地人 (她在家裡和女傭都說北邊的家鄉
方言，菲律賓全國方言有幾十種之多)，也沒有機會學到菲律賓話。

熱帶或亞熱帶的民族大都長得比較矮小, 這是有進化上的理由的, 因為
寒帶人類需要保持身體熱量不要散發太快, 體積對面積的比例都比較高, 熱帶
人類就沒有如此的要求。 加上氣候炎熱還有土地肥沃、雨水充沛, 幾乎種下
什麼都長得出來, 於是人民自然地相對懶散及平和。 外來移民如華僑一般都
必須勤奮地打拼才能落腳活得下去, 於是財富就慢慢地都轉移到他們手裡了。
我們看到東南亞的華人經過幾代以後生活過得相當舒適不是沒有道理的！
由於社會不大景氣，很多菲律賓的年輕女人都到國外打工，菲傭在東
南亞各國為數衆多，香港及台灣都是大本營，她們做了幾年存下一些錢帶回
家去對改善家庭生活很有幫助。 更有名的是護士，在美國和加拿大各大醫院
裡常常有她們的蹤跡，日子久了就留下來成了新移民了，美加兩國的大城市
裡菲律賓人集結之地到處都找得到仍在工作或已退休的護士們。
所有的民族到了節日親友們都要聚在一起海吃一頓的, 菲律賓人那裡能
例外? 一般都是每家攜帶一兩個菜, 大家選而食之。 最常見的是菲式春捲、
炒飯、 炒麵、 炒米粉, 當然也有許多當地風味的食物, 比較特殊的是花生醬
煮牛肚加上茄子、 豇豆、和白菜；豬血、豬腸、煮豬耳朵加上些蔬菜；紅燒
肉 (不過加上許多醋)；等等。 又因為海產豐富魚蝦極多, 有一種紫海貝和
cheese 一起烤味道棒極了。 但是他們對付海鮮的方法很簡單就是火烤, 那
裡比得上我們老中光做魚就有紅燒、 清蒸、 醋溜、 干燒, 不知道有多少種
煮法呢！ 還有他們非常喜愛吃烤乳豬，金黃色的脆皮和鮮嫩的肉，蘸上一些
稍稍帶甜的醬料，確實極為美味。
我在菲律賓前後一共工作了八年多, 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菲國女
人似乎都非常愛吃零食。 辦公室的女秘書們好像從一上班起就不停地妳分我
一點, 我給妳一些買來的或從家裡帶來的小零嘴, 中餐時大家又聚在一處分享
食品。 然後不久以後又開始嚼零食了, 奇怪的是她們天天這樣吃法也沒見到
那個人長胖的！
菲律賓人還非常喜愛甜點, 大概也是受到西班牙人的影響, 西點店街上
走幾十步就一定看得到一家。 各式各樣的糕點琳瑯滿目, 一走進去紅紅綠綠、
大大小小的甜食真讓人捨不得離開。 後來或許又受到華僑啟發，用糯米做的
甜糕也變得十分普遍, 害得我每次都不得不買一堆回家去吃。
菲律賓人一般來說都不太勤勞, 只要每天餐桌上有足夠吃的食物就相當
滿足了。 不過他們也很有音樂及藝術天分, 許多樂隊唱起西洋歌曲都十分有

模有樣, 基地裡的軍官俱樂部就常常僱用一些很不錯的樂隊駐唱。 我帶全家
去用餐時, 兩個女兒居然會坐在樂壇前面雙手捧著臉痴痴地盯著他們瞧, 有時
女兒們也會被邀請到台上和樂隊一起跳舞, 弄到很晚都不肯回家哩！
還有一件事也該說一說, 就是菲律賓人的理工科技方面比起西方來要差
了不少, 這可能跟他們的教育制度有一定的關係。 他們小學六年, 可是中學
只是四年制, 因此基楚教育全部只有十年, 比世界其他各國十二年少了兩年,
於是四年後他們大學畢業時，程度只和美國兩年制社區大學的副學士相當。
唸文科的差距還不那麼顯著, 學理工的話少了這兩年訓練就非常難跟得上了。
拿工程師方面來講, 我們中國留美學生不論是台灣或大陸來的, 考上美國職業
工程師職照的比比皆是, 我卻還沒有見過菲律賓在美國的注冊職業工程師。
另外許多菲律賓醫生到了美國考過行醫職照的也是鳳毛麟角, 很不少的人只
有當醫療技士 (Technician) 而已。 好在前兩年菲國終於把中學教育延長到
六年, 亡羊補牢雖然晚了些, 可是對將來年輕的學子還是有極大的幫助的。

「六」 旅遊景點
菲國是一個由七千多個島嶼組合成的國家，有山有水，四處是河川，
不過在旱季大多是很少水流的。 國家中間一大片淺海區，潛水觀看熱帶魚的
地點多得是。 有一次我去 Cebu 市叫 Oslo 的地方和鯨鯊 (Whale Shark)
一起游泳，鯨鯊是鯊魚中最大的一種，一般大約長五公尺以上，有一張大嘴，
像鯨魚一般祇以微小的浮游生物為食。 大家排隊坐上八人座的小船，划到離
岸邊三十公尺的水域，就有十多條鯨鯊來回游泳，吞食專人餵給它們的食物，
這時候會游水的人就可以跳入海水裡跟這些龎然大物並肩一起游了，不過前
題是不許觸摸它們。 如此的經驗確實是人間難得幾回有的呀！
離 Cebu City 不遠渡過一個淺水灣就可以到達菲律賓一個著名的渡假
勝地長灘島 (Boracay)，這個約 10.3 平方公里的海島西邊有著長約四公里
的 “麵粉白沙灘”，遊客們大都赤著腳踩著異常柔軟的潔白沙灘從一端漫步到
另一端，其感覺確實和世界上大多數的粗礫沙灘不可以道里計。 這裡的龍蝦
極為巨大，對蝦也是十分大個，在餐館裡叫的一客海鮮餐包括一隻龍蝦，兩
隻對蝦，兩個螃蟹，一條魚，加上烤魷魚，我們兩個人都吃不完呢。

如此美麗的地方無疑地每年都吸引了無數國內外的遊客，可惜的是當
地政府毫無環保意識，島上沒有污水處理廠和垃圾焚化爐，環境污染正日漸
嚴重，污水就自然地排放到海水裡，垃圾在路上及沙灘上隨處可見，現任的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日前下令當地政府在半年內改善，否則他就要關閉這個景
點了。 然而在半年裡要建好一個污水處理廠，加上幾十公里的集水管根本是
辦不到的事，好在政客們大都是言不由衷的，大概只是表示他非常在意這件
事了吧。
菲律賓第二大島明達淖 (Mindanao) 是回教徒衆多的地方，首府是
Davao City， 那裡居然有一個很有規模的道教道觀以及一個相當大的彿寺。
我們還去參觀了菲律賓老鷹的保護區，那些老鷹展翅超過六公尺長，平時獵
食野生小動物如兔子、野鳥等，有時大一點的貓狗也會上它們的食譜。 因為
現在數目稀少，受到國家立法保育，保護區有一專家負責照護這些頻臨絕滅
的老鷹。 我們去的時候他剛好在那裡，跟我們仔細地講說了它們的習性，還
讓我們和一隻成年大老鷹合照，大老鷹站在肩膀上，這樣的機會可真是難得
的哩！
菲國第三大島巴拉旺 (Palawan) 上有一條非常長的地底河流，我們先
坐蜘蛛船經過一片海域到達山洞口，然後坐摩托小艇開進去十幾二十分鐘還
離盡頭遠得很，裡面相當寬闊，洞頂也很高，是山水經過幾百萬年慢慢滲透
溶化石灰岩的結果 ，鐘乳石也掛滿了四處，很是壯觀。 響導說菲國正在申
請把這個景點列入世界新的七大奇觀之一，希望我們能踊躍投一票支持，我
們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了。 從地底河出來後我們換乘手划船穿越 Mangrove
森林，這裡的 Mangrove 樹比我在美國彿羅里達州見過的高大得多，有一種
乳白色長長的蠕蟲寄宿在樹枝中，導遊去找了幾枝，剖開來後果然有幾條蟲
掉落出來，導遊拿起一條就生吞了下去，說是對身體大補的，他問我要不要
試試，我不甘後人也拿了一條吞咽了，好像也沒啥特別的滋味，不過老婆就
說我今天別想親她了。
菲律賓沒有很高的山，不過有幾座活火山，還嚴重地爆發了幾次。 克
拉克基地就曾被 Pinatubo 火山爆發時噴出的火山灰淹蓋住，清理了好些年
才重新開放，不過那已是美軍撤離以後的事了。 菲國夏季氣候濕熱，有錢人
就會到碧瑤 (Baguio) 去避暑。 碧瑤處於呂宋島中部的一座山上，夏天相當
涼爽，美國空軍在那裡設有一個雷達基地，所以許多老美週末或放假時都從
克拉克基地開四五小時的車去那裡。 我也抽空去過幾次，風景的確優美，四

處開滿了鮮花，有如人間仙境。 根據歷史記載蔣介石曾經到過此地。 看來
不管人們住在世界何處，有錢的話選擇就要多許多了 。
還有一個離馬尼拉不太遠叫 Villa Escudero 的景點很有趣，有一條被
壩起來的小河，人們可以坐在壩下邊的河中間進餐，腳下大約十公分的河水
汨汨地流動，一邊泡腳一邊吃飯喝酒聊天，如此的情趣不知道在世界上那裡
找得到呢？
其他旅遊勝地菲律賓還有很多很多，我只拜訪過很少的一部分，或許
現在退休了比較能找機會去好好地玩他一玩吧。
中西諺語都說：「好事都有盡頭 -- (All good things will come to an
end) 」 (其實壞事也一樣) , 那些多年前的快樂日子現在只已成了美好的回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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