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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一座自然的屏風，長年積雪的山頂覆蓋著廣闊鬱翠的森林，我坐

在咖啡屋的窗邊，一面淺呷香甜濃郁的拿鐵咖啡，一面怔怔地望著這

幅美景，高聳獨立的皚皚山巒如同「日本聖扇」之稱的富士山，而這

面頂尖底寬的山巒就是著名的雷尼爾山（Mt. Rainier），壯闊的山景

使人滿足，有種心胸釋懷的放鬆感，高清的積雪像是潔白的糖粉灑在

山上，任憑人們毫無顧忌地分享這份滿足的甜意。

西雅圖的海岸線曲折而綿

長，加上美國西岸一向是重要的

漁場，各種魚群在此聚集，自然

有利於西雅圖的港灣發展漁業。

每年的秋天更是北太平洋鮭魚的

產卵季節，成千上萬的鮭魚溯源

洄流產卵，從西雅圖沿岸一帶一

路往北到加拿大溫哥華地區的溪

流都能見到鮭魚洄游的行蹤，牠

們從廣闊的太平洋逆流而上，即

使崎嶇的地形、洶湧的湍流也無

西雅圖位居美國太平洋岸北部的華盛頓州，受地層變動和海洋侵

蝕的影響，形成一個湖泊、河流和島嶼眾多的峽灣城市，不僅被稱為

是通往「阿拉斯加的門戶」，更被認為是全美國最適合居住的城市。

生命回溯，美麗人生

西雅圖所在的華盛頓州與加拿大為鄰，從西雅圖搭船不過幾個小

時就能抵達溫哥華。從西雅圖遠眺東面，喀斯開山脈南北縱貫眼簾，



12 西 雅 圖 13Seattle

但他們在傷慟之餘，仍然堅持著活下去的信念，儘管家園不再，

他們胼手胝足重新建立。有了火災的殷鑑，他們將原先易燃的木材改

用防火的石頭和磚塊，建造起更堅固的房屋，僅僅在四年內，攜手同

心的災民們讓嶄新的石造房屋重新在西雅圖站立起來，脫胎換骨般迎

接從零開始的未來。今日我們所看到的西雅圖市景的基調，就是當時

浴火重生形成的樣貌，如今樓房櫛比鱗次、整齊劃一的輪廓，呈現西

雅圖和諧而舒服迷人的市景。

過去災難的歷史也曾引起好萊塢拍攝災難電影的發想，電影《驚

天動地》（Dante＇s Peak）就是以西雅圖市郊的雷尼爾山為故事背景所

拍攝的。劇情中地質學家在探勘後認為原先沉寂的山峰地層不穩，具

有高度危險，然而山腳下習慣平靜的村落不以為然地堅守家園，直到

劇烈的地震搖動，火山也雷霆萬鈞地復甦噴發，落石和熔岩瞬間掩蓋

人們的嚎叫，也掩沒了這個和平的小村莊。

事實上，雷尼爾山已經被歸類為熄火山，並不具爆發力，只是

電影氣勢磅礡的景象還在腦海中震懾著，光是看它靜靜地矗立在不遠

處，除了遠眺雪景皓白的視野遐想以外，也增添一絲「白色恐怖」的

危險聯想。

法讓牠們放棄，耗盡全身的力氣，只為回到生長的故鄉產卵繁衍下一

代，雖然這些鮭魚何以如此堅持的原因至今仍不明白，但依然是許多

生態保育者觀察和記錄的目標，也讓人們為這種景象嘖嘖稱奇，意外

地湧現追逐鮭魚洄游的觀光客潮。

我也曾經親眼目睹這樣充滿生命力的景象，看著一條條看似結實

壯碩的鮭魚，冒著逆流激起的水花，一次又一次的打退，卻又再一次

的奮力向上，在激流中不懈泅泳，展現魚兒堅韌的生命力，克服困境

完成宿命，看得旁觀的人們深受感動，即使束手無策也在有意無意間

大喊或低聲地為牠們加油。

浴火重生，驚天動地

西雅圖的市景早期大多都是木造房屋，1889年，由於木匠店舖工

人不慎打翻火爐，火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蔓延燃燒，造成西雅圖

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場火災，木造材料助長火勢，幾乎大半的房屋都

被焚毀殆盡。當時人口數已達四萬多人的西雅圖因為這場火災元氣大

傷，市民們歷經史上最大的災難，眼見家園只剩一片餘燼，蒼茫中只

剩下人們無盡的嘆息與哀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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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木材工廠，發展事業之餘紛

紛建立起家園，於是他們就地

取材，用木材搭建起這種水上

房屋，一方面浮屋可以方面伐

木工收集水上的漂流木，一方

面作為臨時住所；當地的漁民

也基於捕魚方便同樣搭建起結

合工作與居住功能的船屋。後

來船屋變成西雅圖人夏天避暑

的度假小屋，時至今日，湖光

山色的船屋已經是西雅圖悠閒

生活的文化象徵了。另一個劇

中的特殊景點，就是位於市中

心的「派克市場」（Pike Place 

Market），這個父子購買海鮮

的場景是個年代悠久的傳統市

場，始於九○年代，因為一群

浪漫夜未眠

西雅圖在影迷的記憶中，最早也最深的印象應該是來自梅格萊

恩（Meg Ryan）和湯姆漢克（Tom Hanks）共同主演的《西雅圖夜未

眠》（Sleepless in Seattle）。這部好萊塢的愛情電影講述一心想尋找

心靈伴侶的多情女子和喪偶父親之間的奇妙因緣，電影的成功不僅使

人感動，也促成這對經典的螢幕情侶。

劇情從廣播節目的call in開始，男主角湯姆漢克痛失愛侶，不忍

心看到父親活在悲痛中的小男孩在call in徵婚的節目中訴說一段關於

父親的真情告白，童真的稚語打動許多聽眾，徵婚的信件如雪片般寄

來，無意間串起了男女主角之間的巧合與緣份，劇中淡淡的愁思、淺

淺的溫柔，間或幽默詼諧的對白，又蘊含著深厚包容的愛意，使得觀

眾深陷情節當中，為他們或悲或喜。

劇中有不少場景是西雅圖特有的景觀，例如父子居住在湖畔的

「船屋」（houseboat）就是西雅圖別具一格的特色。對於依山傍海的

西雅圖而言，船屋是當地居民因地制宜的現象，也反映出西雅圖的生

活環境。19世紀時，西雅圖的伐木業非常興盛，有不少拓荒者在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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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晴不定的天氣捉弄，就曾有人貼切地形容「西雅圖不是真的下雨，

不過大地看起來總是濕濕的」。每年五月至九月是全年較為舒適的季

節，也是旅遊的旺季。

在霪雨霏霏的城市街頭遊走，看著一圈圈五顏六色的雨傘晃動不

定地穿梭在人行道上，人們躲在自己的小圈圈裡獨自走著，如同《西雅

圖夜未眠》裡的情景，男女主角一次又一次錯失擦身而過的巧合因緣，

但縱使沒有豔遇發生，光是看成堆的雨傘圓點在綿綿細雨中碎步移

動，如同繽紛的花布飄移在街頭，雨雖然惱人，卻也夠教人心醉的了。

風光明媚的西雅圖除了景色迷人，更是美國西岸北部的工商業重

鎮。例如聞名全球的波音公司，原先威廉波音（William Boeing）在

加州創設，而後在西雅圖建立起波音飛機的規模，目前波音飛機大多

都是由此生產出廠的，也為西雅圖贏得「飛機之城」的稱號。曾經蟬

聯全球富豪榜榜首的比爾蓋茲（Bill Gates），他一手創立的微軟公司

（Microsoft）總部也位於距離西雅圖不遠的市郊。此外，近年來引領

數位閱讀風潮的亞馬遜公司（Amazon）總部也在這裡。

望著一棟棟高聳矗立、外觀俐落的辦公大樓，想像玻璃帷幕裡

有無數的白領上班族面對競爭戰戰兢兢地努力工作。商場的瞬息萬

不滿物價飆漲的主婦，為了避免商人哄抬價錢從中剝削獲利，於是聯

合當地的農民和漁民組成這個「農夫市場」（farmer＇s market）。至

今派克市場仍然沒有失去它的初衷，本持免剝削的原則，在這裡販賣

自己耕種、捕獲的農漁商品，相較於超級市場的販賣方式，這裡多了

一股令人愉悅的人情味，不但當地人喜歡到這選購每日的新鮮商品，

外來的觀光客也把這個離港埠不遠的地方列為不可錯過的景點之一。

派克市場精彩的「拋魚兜售」就足以證明這裡為什麼非來不可。

魚販俐落地揀起顧客選購的漁貨，隨即轉手丟給裡頭櫃台的夥計裝

袋，彼此都是單手拋投接下，大夥們還一邊唱著歌，歡笑聲不斷，好

像賣魚是件多麼快樂的事情，拋魚時總是吸引人群圍觀，顧客不僅可

以買到新鮮，還附加帶上了店家喜悅的笑聲，難怪派克市場被譽為是

「全世界最快樂的市場」。

陰雨綿綿，萬傘鑽動

高緯度的西雅圖終年多雨潮濕，總是綿綿細雨接連不斷，很少

有一洩而下的傾盆大雨，有時走在街上還在享受陽光的照耀，霎時間

卻又下起毛毛雨沾濕路人，所以來到西雅圖最好隨身帶把傘，以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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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喝咖啡的風氣極盛，每

隔幾條街口就會有一間咖啡館，路

邊賣咖啡的小販也隨處可見，濃郁

的咖啡氣味彷彿瀰漫在西雅圖的大

街小巷，行人人手一杯咖啡，走在

街上就像是模特兒般沿街展示香醇

濃郁的極品咖啡。這裡不如巴黎悠

閒浪漫的情調，人們不會整天耗在

露天咖啡廳裡發呆寫作，這裡講究

的是便利與口味，顧客依照需求調

整咖啡因、低脂或全脂牛奶，以及

各種不同風味的糖漿摻進咖啡裡，一杯咖啡像是一種手工訂做的美術

品，但儘管複雜或是簡單，同樣不變的是熱騰騰的咖啡能夠暖和手與

心，讓咖啡因刺激精神，充滿迎接挑戰的興奮鬥志。

咖啡像是催情的產品，使我啜飲之際充滿靈感與想像，咖啡的

熱力總讓我得以藉由靈光乍現，舒服自在的寫下我的生活場景。咖啡

沒有酒精的宿醉，卻能灼熱內心的情感，難怪法國文學家巴爾札克

變、爾虞我詐讓我聯想到電影《桃色機密》（Disclosure）的情節。

電腦軟體公司的女主管戴咪摩爾（Demi Moore）為了報復已婚的前

男友（麥克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飾演），用權勢和美貌挑逗

他，產生一連串男女曖昧與據理爭論的劇情。這個看似辦公室性騷擾

的問題其實背後是在探擾「權力」的支配，尤其是以顛覆傳統男上司

騷擾女下屬刻板印象的方式，反而讓權力問題在劇中更加鮮明，當男

主角的女律師對他說：「性騷擾與性無關，而是關於權力，她有權，

而你沒有。」（Sexual harassment is not about the SEX！It＇s about the 

POWER！She has it！You don＇t！）這段話以另一種角度詮釋了「權

力使人腐敗」這句話，而且超越性別的限定，更指涉所有掌權者。

咖啡瀰漫，熱情燃燒

除了多雨的天氣和辦公大樓，西雅圖還有一項最重要的特徵―咖

啡，自從Starbucks在西雅圖開設第一家咖啡館後，至今連鎖咖啡的風

潮席捲全球，讓咖啡成為現代人每天不可或缺的飲料之一。西雅圖一

向是咖啡豆貿易的重要城市，也因為當中最具代表性的Starbucks起源

自此，也讓西雅圖被視為是全球咖啡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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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可以填飽肚子的東西，有人隨身拿出爆米花、麵包之類的食物餵

食，他們也很大方在你的周圍飛舞，似乎表達感謝之意。

當我依依不捨地離開這個多雨的城市時，看著太空針塔遠離而像

針尖般渺小，隱約中只有低沉醇郁的咖啡香在鼻息間縈繞，伴隨我還

未遠去就開始念念不忘的情緒。

西雅圖（Seattle）

氣候：冬季一月均溫 4℃，夏季七月均溫 24℃，每年七

月到九月陽光充足，是西雅圖的旅遊旺季。

必嚐美食：越橘莓（huckleberries）、咖啡、鮭魚。

特殊景點：

Riverfront Park 位於 N. 507 Howard St.

Pike Place Market 位於 1531 Western Avenue

The first Starbucks store 位於1912 Pike Pl

Space Needle 位於 400 Broad St.

參考網址：www.seattle.gov/visiting

旅人 備忘錄

（Honore de Balzac）有句名言說過：「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

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據說他一生共喝了5萬杯咖啡，平均一

天要喝6到7杯，當他喝下咖啡之後，就把自己鎖在房間裡，穿著僧侶

的白袍，在蠟燭的燈光下創作，最長可以持續12小時之久，總計他生

涯一共寫了80部小說，由此可見咖啡的驚人魔力。

在西雅圖夜不成眠，或許多少是因為咖啡因作祟，據報紙統計，

西雅圖平均每人一天會喝上四、五杯咖啡，這是個嗜咖啡成性的城

市，讓人更清醒地看清她的樣貌。如果你具有睥睨一切的野心，不妨

登上西雅圖的地標「太空針塔」（Space Needle），高達184公尺的飛

碟狀塔頂由線條犀利的水泥柱支撐，塔內的餐廳會360°的慢慢旋轉，

讓遊客一面享用美食，一面將西雅圖市景盡收眼底。我經常趁著夜幕

低垂時，來杯燙手的咖啡溫暖身子，思緒清晰地遊逛在迷濛的街道，

商家閃亮的招牌對著過往的人張揚，看著燈火串連起夜晚的暖色調，

星光與燈火的襯托，讓夜色被挑逗出迷離的詩意；白天難得晴朗時，

我會悠哉地在海港旁散步，看著渡船駛向蔚藍而寧靜的大海，成群的

海鷗飛舞著翅膀恣意遨遊，像在歡送搭船的旅客，偶有海鷗們在岸頭

停泊片刻，牠們不怕生疏或危險，大喇喇地靠近人多的地方，趁機尋



驚天動地（Dante＇s Park）1997

導演：羅傑唐納森（Roger Donaldson）

演員：皮爾斯布洛斯南（Pierce Brosnan）

　　　琳達漢米爾頓（Linda Hamilton）

劇情簡介：

　　敘述地質學家哈利（皮爾斯布洛斯南 飾）在一場火山爆發撤

退行動時，親眼目睹未婚妻被噴發的岩塊砸落身亡，這場怵目驚

心的意外對他的工作和人生產生極大的衝擊。不久哈利受邀前往

美國太平洋西北部小鎮但丁峰勘測，不料竟發現火山活動頻繁，

哈利向鎮長蕾秋（琳達漢米爾頓 飾）提出警告，但災難來得又急

又快，驚天動地的火山噴發，即將為原本平靜的小鎮帶來浩劫。

西雅圖夜未眠（Sleepless in Seattle）1993

導演：諾拉艾馮（Nora Ephron）

演員：湯姆漢克（Tom Hanks）、梅格萊恩（Meg Ryan）

劇情簡介：

　　痛失愛侶的父親山姆（湯姆漢克 飾）久久未能從喪妻的悲痛

中走出來，他的兒子突發奇想call in現場廣播節目，因緣際會聯

繫起與女主角安妮（梅格萊恩 飾）的一連串巧合。劇情節奏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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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煙瀰漫舊金山灣

朦朧了艷紅的金山大橋

金色的落日餘暉

潑染在漁人碼頭

舊 金 山
san francisco

◆

詼諧，男女主角雖然分處遙遠的兩端，但終究還是逃不過命運的機

緣，成就了這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

桃色機密（Disclosure）1995

導演：巴瑞李文森（Barry Levinson）

演員：麥克道格拉斯（Maichael Douglas）、

　　　黛咪摩兒（Demi Moore）

劇情簡介：

　　湯姆桑德斯（麥克道格拉斯 飾）是西雅圖一家尖端科技公司

的部門主管，原本可望接任公司副總裁，不料晉陞新職的卻是他

的前女友瑪莉（黛咪摩兒 飾）。瑪莉經常約湯姆在下班後約會敘

舊，對他百般挑逗，但湯姆一再拒絕，當他聘請律師，準備對主管

瑪莉提出控訴時，卻被她先一步反告性騷擾，衍生一段舉証辯證的

精彩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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