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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上路是往西行，主要是想去澳洲西北部的“今不理”(Kimberley)，那

是一片淨土，還記得當年才被發現便受到國際關注，列它為世界遺產。 

 

聞說我們住在現今這個地球上，是經過翻天覆地才安頓過來的，唯獨澳洲西

北部的“今不理”被人遺忘，正是這個原因，這塊土地仍能保持億萬年前純

淨的樣貌。 

 

我常在心裡暗忖：哪一天可以去看呢？終於是等到去年的四月份才上路。 

 

要到“今不理”必須先到西澳的首府“珀斯”(Perth)，然後再飛去“波羅

門”(Broome)，我是在“波羅門”參團進入“今不理”，九天的深度探索甚

有意思，回到家裡久久還在回味著呢。 

 

這一回西行約為三個星期，住宿方面我是住平價的背囊旅舍(Backpacker 

Hostel)，那種一個房間放幾張碌架床，可以睡很多人，上上落落進進出出，

不同人有不同的故事，而我就在那裡穿梭。 

 

我喜歡在背囊旅舍裡面大家擦肩而過，再又回頭一望，或者是回眸淺笑的那

種微妙關係。有時候會停下來寒暄幾句，有的是好奇，也有的是關懷，這些

人讓我體驗到周邊的世界很有意思，不需要相識，但都可以相知。很妙的，

不是嗎？ 

 

。 。 。 。 。 

 

在“珀斯”的背囊旅舍，我住的房間有八個床位，住客的流動量很大，可以

說是天天都有新人入住。 

 

那天，來了兩位推著大行李的亞洲小姐進住，她們的動作比較異常，跟一般

住在此類旅舍的旅人不同。一進房間便翻抄行李，掏出一面鏡子，把它掛在

門上，對著那面方鏡，抹臉梳頭，拿出好幾瓶美容品來搽面潤膚，擦手又擦



腳，連頭髮都一絲不苟的刷呀刷。我躺在床上打量她們，究竟是來自何方的

呢？這麼姿整不如留在家裡算了，出門帶這麼多瑣碎的東西，不煩嗎？ 

 

她們倆人之中有一位是睡在我的上鋪，晚上聽到上面開電腦，在播放台灣新

聞，原來是台灣人！我用國語跟她交談，只見她眼睛發亮，似是驚訝的聽著

有人跟她講中文，她告訴我她是拿工作簽證來澳洲，兩年了，這是最後一站，

很快就要回家。 

 

問她：想家嗎？她的眼睛閃著淚光，點了好幾下頭的說：想的。我很感興趣

的問：在澳洲打工兩年，感受是怎樣的呢？什麼都沒說，她只是定神的望著

我，許是不知該說什麼，又或者是不知從何說起。看著那個眼神，我開始明

白到她初進來所做的事情了。 

 

原來呀！她在澳洲所能做的工作是在偏遠的鄉郊農場幹活，在陌生的環境要

自我摸索，這種經驗豈是三言兩語能說得盡？原本是嬌嫩的姑娘，做了兩年

外勞，要回台灣，但是皮膚粗曬，怕會讓人見笑，於是躲在房裡拼命搽美容

品來補救！ ！ ！ 

 

。 。 。 。 。 

 

同一個房間進進出出，我對我的室友挺好奇，你知嗎？跟陌生人聊天是很有

意思的。 

 

睡在靠門旁邊的是蘇絲，她來自瑞士，很年輕，十七八歲的樣子，日間不出

門，晚上也是躺在床上開著電腦上網，有幾天了，都只見她賴在床上，我走

過去問她情況怎樣？怎麼不起床呢？她說她沒事，只是上網查資料，她告訴

我她決定回去讀書，正在找學校辦手續，還要等消息呢！ 

 

蘇絲是一般的年輕人，讀完中學，不知自己想要什麼，於是揹起背囊出國遊

走，說是要認識世界，希望增廣見聞可以快速成長。來澳洲已有一段日子，

住過好幾個地方，一面旅遊一面打工，有工作的時候就去賺錢，但是年輕沒

技能，不是時時都有工作做，生活是需要錢的，她口袋並沒有多少錢，而日

子是要過的，這種離鄉別井讓她看到自己的不足，認識到自己需要些什麼了。 

 



可是，蘇絲日夜在上網，我替她擔心，不知她找到方向未？現實的生活令她

醒覺，但網絡世界會怎樣引領這個女孩呢？ 

 

。 。 。 。 。 

 

我原先只是想去“今不理”，但航線必須經過“珀斯”，於是我停留五天，

這段期間遊了幾個景點，並且在背囊旅舍認識了幾個人，交流訊息，分享心

得，有不少體會。 

 

阿丹是跟我同一個房間，她的床跟我的床只隔七寸空間，她是韓國人，五十

來歲的中年女子，許是英語講得不好，她不怎麼開口跟人交談，大清早便揹

著背包出門，入夜才回到房間，好幾晚了，都見她把衫褲拉高，拿著藥油搽

腳搽背搽遍全身。 

 

可憐呀，白天走路，晚間酸痛。上了年紀，有的是諸多不便！不過，我覺得

阿丹的精神很可嘉，一個人，話也不通，體力也不是很好，可是她卻能夠從

北韓那麼遠的地方來到西澳，不簡單呀。 

 

我主動跟她打交道，問她去了哪些地方？只見她臉上現出疲乏的笑容，一副

很累的樣子。我跟她說珀斯真好，市中心可以免費在露天上網，又有貓仔巴

士可以坐免費公車，我問阿丹知道這些嗎？她搖頭，她並不知道，她只靠雙

腳行路，走得不遠，看的也不多，每晚回到房間都累得半死。見到阿丹，讓

我明白很多的為什麼是因為什麼了。 

 

旅行，可以說是很多人的夢想。一般的想去是可以去得到，但體力不夠就比

較吃力。夢想之路不是順通順達，但也不用氣餒，走過的路，日後都會成為

美麗的回憶。阿丹，加油啦！ 

 

。 。 。 。 。 

 

再一次的環顧房內，五天來在這兒進進出出的人和事，此刻輪到我，也推著

行李離開，要走了，要繼續上路，我的下一站是“波羅門” 。 

 

走出機場，一股熱氣撲來，哇！ “波羅門”是這麼熱情的呀！ 

 



見到對面街停泊著幾部小巴，車身上印有名字，我找到我旅舍的車，但是車

上沒人，我四處張望找人，後來才見一名女子手上拿著一張紙走來，念出我

的名字，她說她在機場到處找我，我說我在這裡也是到處找妳呢！兩人相視

而笑。打開車門，她讓我上車，然後自己上司機座開車。 

 

一路上，她一邊駕車一邊跟我聊天，她的名字叫安妮，來自英國，十七歲就

開始獨自旅行，已經去過二十多個國家，澳洲也來過幾趟，她說她在倫敦有

份安定的工作，但她喜歡久不久的讓自己放一個長假到外面旅行，所謂的旅

行是一邊玩一邊賺錢也兼賺人生經驗。 

 

安妮說：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會有很多樂趣，她希望自己的人生充實趣味，她

不喜歡枯燥刻板的生活，一份工作做久了，便換到另一個地方做另一種工作。

現時她在旅舍擔任管家的職務，旅舍需要什麼她就去打點什麼，例如有客來，

她就去接客，什麼活兒都乾，工作是很忙，但見她忙得很開心。 

 

跟安妮說我很羨慕她，只見她笑笑，並沒有特別的反應。瞄眼看她，感到有

份落寞，不很重，只是掃眼看到的輕輕一抹。我對安妮的經歷挺感興趣，問

她對未來有什麼打算？她反過來回問我：女子的未來是什麼？女子該打算的

是些什麼？ 

 

安妮告訴我她已卅二歲，作為女子，這個年齡是應該去結婚生小孩，可是還

未遇上誰，焦急不來的，只能邊走邊瞧，天高地闊，置在其中，身不由己呢！ 

 

接下來的幾天，間中的在旅舍碰到安妮，我們都有停下來聊幾句，然後又愉

快的分開去各忙各的。望著她的背影，我暗地讚賞：安妮真是位善解勤快的

可人兒，娶到她的一定是位幸運兒，誰有如此福氣呢？ 

 

。 。 。 。 。 

 

拿地圖來看，“波羅門”位於澳洲西北部的一個小點，市中心只有三幾條主

要街道，走一圈便可以看遍，市中心的名字又叫“中國城”（China Town) ，

但沒有中國店，倒是見到幾家賣珠寶的店鋪，有著高雅的品味，擺放的是價

值昂貴的珍珠。一萬幾千澳元去買一條珍珠項鍊，我可買不起，才不去買這

種玩意呢。 

 



一個人走在街上，我問我自己：從南澳來到西澳，究竟想要些什麼？可有誰

也像我一樣嗎？想去的地方，終於是來到了，但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見到對面有一家中國餐館，正是午餐時間，走進去，老闆娘遞來一份餐牌，

我向來對吃的要求不高，只隨便叫了一份山東雞加飯，然後問她有哪些中國

茶？老闆娘用英語說了一連串茶的名字，引起我興趣的是她說的 Buddha 

Tea 。 

 

出來一段日子了，很想喝杯中國茶，而且也想知道“佛茶”會是什麼味道？

只見捧出來的是一股“鐵觀音”的茶香，啊！中文的鐵觀音，翻譯成英文是

Buddha Tea!!! 

 

把茶杯放近唇邊，少少的喝一口，讓我想起自己在家裡收藏那罐捨不得喝的

“極品鐵觀音”，每次打開茶葉罐，就喜歡聞那股香味。茶，就在面前，真

是香氣逗人。 

 

啊！這壺“鐵觀音”使我想起遠方的家來呢！ 

 

大概是一個人吃飯吧，孤單一人很容易生起孤獨感。尤其是靜悄悄，孤獨會

找上門的。我從來不去抗拒，只是默默的跟它共處。久了， “孤獨”成為

我的朋友。而我，面對孤獨，反而不覺得孤獨是孤獨了。 

 

這樣說，你懂嗎？ 

 

。 。 。 。 。 

 

去跟旅遊諮詢部的人商量，他建議我參加飛行一日遊，從空中俯瞰“波羅門”

會有很多體會的，費用是 A$759。對於這個價錢，猶豫了一下，但後來又想：

掙錢是為什麼？省錢又是為什麼？銀行戶口的數字是用來看呢？或是用來花

好呢？ 

 

結果，我遞上銀行卡，刷了一刷。決定了，我要飛上高空去探雲了。 

 

駕駛飛機的和講解導遊再加上四名乘客，這部飛機就是這麼小的只載著六個

人在“波羅門”的上空傲遊。 



 

由於飛機細小，飛得不很高，望向窗外，天下是一目了然。我拿著相機調整

鏡頭，去追捕一些我所能追捕得到的景象，難度相當高，也不知是我在玩弄

相機，抑或是相機在捉弄我。有些風景很想拍下來，但卻飛過了，一點都抓

不住；有些鏡頭拍到了，但又不合理想，挺懊惱的。 

 

白雲就在腳下，我看著雲來雲去，聚聚又散散。我問雲：這是自由嗎？雲呀，

你可滿意這種自由？ 

 

雲說：看起來，我很自由，其實是身不由己，之所以呈現出美麗的雲彩，是

因緣加上巧合，可不像你所以為的自由呢！作為雲，我只是隨緣而已。 

 

升到高空才知道：原來呀，雲有雲的苦衷！真的，誰的背後沒有苦衷呢？天

遠離地，雲介在半空中，想要立足，談何容易？能杖賴的，靠啥呢？若我是

雲，碰上高不成又低不就，我會苦惱的。白雲呀，可有想過要安定下來嗎？ 

 

雲，真是智慧無比。明白到本身是注定要浮遊，它放下執著，就隨緣地任由

緣來緣去，朵朵雲彩，千變萬化，讓我看了，止不住的讚嘆：雲呀，這真是

自由自在呀！ 

 

我在想：多花的七百多元，可以讓我進入雲間，並聽到雲的訴說，真有意思

呀。若然當初我是省錢，那就沒有可能像現在這樣到位了。 

 

看著看著，心胸慢慢地打開，一個人望著雲彩，平時想不通的事，逐漸的似

乎是明白過來，真是不可思議呀！居高臨下讓我看到來龍去脈，低頭俯瞰所

看到的天下是氣象萬千，微塵眾生，一一都是妙極了！ 

 

試問人生，能夠進入如此境界，幾何呢？ 

 

我，由於飛越，才有所悟。 

 

。 。 。 。 。 

 



這天要啟程去“今不理”，大清早就準備妥當的站在旅舍的門口等候，阿扁

從一部亮麗的旅遊四驅車走出來，拿著名單跟我對照姓名，然後讓我上車趕

路去。 

 

加入了才知道，阿扁是我們這個團的司機，也是導遊，也是廚師，也是清潔

工，另外還是我們的老師，給我們灌充知識，並解答我們的疑問。很不簡單

的角色，他有著超乎常人的能力和體力，把我們照顧得口服心服。澳洲有這

麼優秀的澳洲人，能夠與之為伍，我很以此為榮。 

 

我們的車開了兩個多小時，停在第一個站，讓想要上廁所的去上廁所，想買

零食的買零食。然後，阿扁叫我們集合起來聽他講一些規矩，並讓每個人來

自我介紹，說出自己參加這次旅遊的目的及期盼。 

 

每個人都有機會發言，輪到我的時候，我只簡單的說： “今不理”是我夢

寐已久的地方，希望透過這片淨土，我可以得到智慧的啟發。 

 

 “今不理”並沒有讓我失望，一段一段的路，展現出很多種樣貌，我們以

不同的形態來配合。走過一道一道的風景，若問風景美嗎？我只能說：跟得

上去才有美妙可言。因為呀！路是崎嶇不平的路，原始地帶不同柏油路，遍

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石頭，走起來相當吃力。 

 

多天來的走著這種石路，每每想要到達一個景點，車得停在外面，再徒步一

兩個小時才到，天氣很熱，出汗不少，頸上掛著兩公升水，走著很不容易走

的路，我一邊走一邊在想：走路已經消耗這麼多力氣，你能想像以前的人是

怎樣過日子嗎？ 

 

我開始思考：人類的祖先所走的是一條多麼漫長而艱辛的路！我們何其幸運

能擁有今日的文明進步，實在感恩感恩。但也很不幸，我們把大自然破壞至

成今日這個樣子，真應該反省反省。 

 

我們團上的人大部分是上了年紀，我想大概也只有年紀大的人才喜歡來這種

地方去追溯。轉頭回望是很有意思的，人常說：要向前看呀！但我覺得回頭

看有更深的涵義。 

 



想想看，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們所謂的前進，其實是走向死亡。而後退代表

什麼你知嗎？我說出來相信你會明白，退後轉身是教我們回去尋找本根！ 

 

從何處來？往何處去？都是古老的命題。而我，活到今時今日，仍然在思索

“來”和“去”的問題，究竟答案該往哪兒尋？ 

 

這幾天的露營，我一個人睡一個帳幕，由於日熱夜涼的關係，晚間的感覺特

別好。帳幕的上頂是紗網，躺在下面可以直接看到上方的一輪明月，我從沒

試過有哪一刻像此刻有著這麼樣的感受。日間徒步的勞累，我在晚間躲進帳

篷內搽油按摩。靜夜裡，我一下一下的透過手上的風油精，把身上的酸痛釋

放出來，用自己的手去安撫自己的腿，一陣一陣的感受著那股隱隱作痛。靜

夜無聲，周邊無言，可是我的淚滴在下流，我聽到“孤獨”來敲門，內心深

處有個聲音問我：究竟想要找尋什麼？有必要這樣去尋找嗎？ 

 

。 。 。 。 。 

 

我的團友都很有意思，無論路走得多辛苦，只要見到有水的地方就眼睛發亮，

顧不得眾人的目光注視，他們可以若無其事的脫衣服跳進水里游泳。我的游

泳技術不好，而且又嫌更衣麻煩，故此沒有下水，只在上面拍照，饒有趣味

的拍呀拍，把鏡頭拉到最貼，把水拍到最近，得到的效果很奇特，往往在平

凡無奇的水面上，拍出標清的顏色及圖案。遞給旁邊的團友看，他們也覺得

稀奇，水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我說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今不理”的水含

豐富礦物吧，湖潭，河流，瀑布，溪泉，都是水，但是不同的地方拍出不同

的花式，很神奇的。拍這些照片，讓我領教到“今不理”的不同凡響。 

 

最後一晚，我們約好到餐館去吃最後一噸晚餐，長長的餐桌上，尼哥坐在我

的對面，他是帶著老爸來參加這個團，倆父子很活躍，走路走得最快，爬山

爬得最高，人又風趣，尼哥說：這幾天來，我們到過的地方，真像天堂一樣，

看來我們不用勞神再問何處是天堂了。他的話讓我想起《無量壽經》裡面第

十七章描述的極樂國土，我跟尼哥說：你說天堂也真像是天堂，那麼你願意

留下嗎？他連忙搖頭的說：不不不！ ！ ！我說：奇怪！現在的人怎麼啦？

來到天堂，卻不願留在天堂。真猜不透，究竟我們想要什麼？ 

 

侍應生把大家要點的晚餐都登記下來，轉身就後退。跟著是我們的導遊阿扁

站起來，說一段臨別之言，他提到現實的情況，“今不理”面臨的是要不要



大力推廣，這是一個奇妙的地方，應不應該將它發展成旅遊地區？阿扁本人

很有使命感，因而感到壓力相當大。 

 

 “今不理”是我們僅存下來的一片淨土，要是將它發展，那麼這個地球就

再也見不到原始之地了。環保意識日漸加強，我們不想樣樣都拿去辦旅遊搞

商業，會很掃興的。更加不想見到“今不理”的樹木山林讓給發展商來改建

星級大酒店，到處看著旅遊大巴載著滿車遊客招搖過市，而市民三五成群的

在路邊辦市集去擺賣土產紀念品....對於種種的這些，很多人都在抗拒。但

是呀！我們有足夠的智慧來改善處境嗎？我們應該怎樣去取決呢？真應該問

一句：究竟我們想要什麼？ 

 

。 。 。 。 。 

 

九日的行程快要結束，阿扁駕車載著我們來到一棵老樹的旁邊就停了下來，

團友們很合作的把桌子椅子搬出來，很有默契的幫忙阿扁準備食物，我們在

大樹下吃野餐，個個都很累，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已經九天，感覺上只不過

是轉身，但已累成這個樣子。我看著身旁的這棵樹，聽聞它已豎立二千多年，

真是不可思議，我見有人行過來親吻樹，我也來到樹下拍拍老樹，那種感覺

很特別，樹皮上的樹紋是滑溜溜的。畢竟，已是年華二千，經歷過的，是無

限歲月呀！ 

 

阿扁建議我們跟這棵二千高齡的老樹拍張合照，團友們個個都認為是好主意，

我拿著相機走到前面，對著大家按快門，其中有一人高聲問我：妳的上衣寫

的中文字是什麼意思？我笑笑的跟大家解釋：寫的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這件衫是我弟弟見我喜歡旅行買給我的，印有中國的一句古老諺語。 

 

我轉過背後，讓他們看英文的翻譯: walking ten thousand miles of 

world is better than reading ten thousand scrolls of books. 

 

很多人都同意這個說法，我也因為可以承傳中國古人的智慧而身感自豪。雖

說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可我又發現：行完萬里路再靜下來翻書，感想

和感受會更勝以前。若是把它寫成遊記，得到的啟發會更多。 

 

於是，我寫下這篇《西澳妙遊》，藉此來跟大家分享心得，希望你喜歡。謝

謝！ 



 

 

 

鏡頭之下的“今不理”------ 

 
Kimberley - Trees: 
http://tripwow.tripadvisor.com/tripwow/ta-0839-5266-9f9a?lb 
  
Kimberley - Purnululu National Park: 
http://tripwow.tripadvisor.com/tripwow/ta-0839-552c-98d0?lb 
 
Kimberley - Plants & Flowers: 
http://tripwow.tripadvisor.com/tripwow/ta-0839-5464-9998?lb 
  
Kimberley - Reflections: 
http://tripwow.tripadvisor.com/tripwow/ta-0839-54d2-992e?lb 
  
Kimberley - Paintings: 
http://tripwow.tripadvisor.com/tripwow/ta-0839-550e-98f2?lb 
  
Kimberley - Water : 
http://tripwow.tripadvisor.com/tripwow/ta-0839-5216-9fea?lb 
  

 

http://tripwow.tripadvisor.com/tripwow/ta-0839-5266-9f9a?lb
http://tripwow.tripadvisor.com/tripwow/ta-0839-552c-98d0?lb
http://tripwow.tripadvisor.com/tripwow/ta-0839-5464-9998?lb
http://tripwow.tripadvisor.com/tripwow/ta-0839-54d2-992e?lb
http://tripwow.tripadvisor.com/tripwow/ta-0839-550e-98f2?lb
http://tripwow.tripadvisor.com/tripwow/ta-0839-5216-9fea?l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