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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業中

雙城記─倫敦巴黎18天遊記(上)倫敦

前  言
2019年夏末，我策劃的倫敦巴黎18天之旅，

26人參加，在這兩個歷史性都市，做了比一般旅
遊團稍深入的遊覽。英國作家狄更斯名著《雙城

記》，描寫在法國大革命前後，大時代背景下兩

個城市人物的恩怨情仇、悲歡離合，我暫借做

為旅行的標題。歷史上，這兩個歐洲城市，有非

常密切的連結，某些層次他們甚至原來就是屬於

同一個國家，雖然語言不同。而兩國開始都是帝

制，最後法國有大革命，英國皇室卻一直維持至

今。

倫敦城外

麗茲古堡

清晨離開倫敦希斯洛機場，前往東南角的

麗茲古堡Leeds。此堡有900年歷史，經過歷代改
建，目前呈現的是都鐸式風格。1962年貝利夫人
買下經營，1980年後開放參觀。

麗茲古堡有最可愛城堡之稱，雖也是有過

血腥的歷史，有典型的城垛，但無一般的肅殺之

氣，反而是帶些許溫柔典雅。內部的格局則稍覺

樸實。有寬敞的大廳，展示皇室成員肖像和城堡

歷史，掛着曾經在此居住過的皇室家族徽章和旗

幟，還有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位皇后的肖像。也有

近代有關人物的畫，60年代貝利夫人曾在此招待
很多名人明星。城堡外有廣大的森林、花園、迷

宮，一旁的小湖，上面有天鵝浮游，倒影非常漂

亮(圖1)。

七姊妹岩

英國南岸的英吉利海峽，有一段很長的白

堊斷崖，雪白的峭壁，上面有如茵的草地，是在

一億年前的白堊紀時代，由海洋微生物沈積而

形成的一種極細而純粉狀的灰岩(圖2)。從布萊
頓Brighton到伊斯特本Eastbourne之間的七姊妹
岩，有七個起伏高低的沿海山嶺，綿延好幾公

里，這些景點非常令人驚艷，久留不捨離去。電

影《贖罪Atonement》曾在此附近拍攝。
晚上住在多佛Dover港，是二次大戰敦克爾

克大撤退主要口岸，當年邱吉爾在此召集上千艘

民船幫忙撤退英軍，保存了後來反攻歐陸的實

力。

坎特伯里

次日路過英國國教主教座堂，世界遺產坎特

伯里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英國文學之父
喬叟在十四世紀所著的朝聖者遊記《坎特伯里故

事集》，所描述之地。此教堂當年是英語世界的

圖1  麗茲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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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格林尼治天文台

第一個羅馬教會(圖3)，也是重要的宗教中心，
外圍仍有很古老的街道。

在1170年，亨利二世(金雀花王朝創立者)曾
與好友大主教畢凱特產生衝突，導致大主教在此

被刺殺(電影《雄霸天下》)，教堂內立有紀念性
的雕像。由這事件也看出教會加上議會，歷代

來都有對抗皇室，逐年削弱了英國皇室權威與地

位的事實。從大憲章、清教徒革命、光榮革命、

內閤(Cabinet)制成立，使英國皇室能在與議會妥
協下，繼續存在，不至於像法國(或末代沙皇)那
樣，最終有大革命而被推翻。

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創立英國國教，最大主教

座堂就在坎特伯里。英國國教也稱為聖公會或安

立甘會，一般認為是屬於基督新教的聖公宗。但

其實它的教義與儀式，與天主教沒有太大差別，

只是不再屬於羅馬教廷而已。英國國教成立後，

歷代英國國王加冕，都是由坎特伯里大主教主

持。

羅馬教廷認為，只要不屬於梵蒂岡的，都不

能叫做天主教Catholic。在英文裡，基督教是一
種泛稱，包含了天主教、東正教及新教(即馬丁
路德的宗教改革)。而漢語把宗教改革後的新教
(抗議宗)，翻譯為「基督教」，以與舊教天主教
有別。

格林尼治

正確的發音應該是格林尼治(w不發音)。
世界各地都以這地方為時差標準，台灣就是

GMT(Greenwich mean time)+8。

格林尼治天文台

我們由坎特伯里回到倫敦後，搭乘格林尼治

半島纜車，跨越泰晤士河，也鳥瞰東區。纜車在

2012年開始營運，河畔有白色千禧巨蛋(O2體育

館)及阿聯航體育場。
世界遺產格林尼治，最早是英國皇室狩獵

地御苑。1675年斯圖亞特王朝查理二世，在此建
的皇家天文台，現在已闢為展覽館(圖4)，歷年
來有非常多科學家、天文學家在這裡做研究，裡

面多是英國人有關的各種歷史經典發現標記及遺

物。著名的標準子午線是1884年所訂，為東西半
球的公定經度零度(目前已略有修改)。可以參觀
的景點非常多，包括公園、舊皇家海軍學院、海

事博物館、皇后府，並可俯瞰倫敦市東區。

倫敦塔橋兩岸

由格林尼治往上游走，可見到泰晤士河南北

圖2  七姐妹岩 圖3  坎特伯里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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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兩岸重要的地標：倫敦塔、塔橋、市政府
(非常新穎的圓貝殼狀設計)、對講機大樓Walkie 
Talkie(很醜的建築，但有鳥瞰市區夜景的空中花
園)、碎片樓The Shard。北岸金融中心另有一個
奇異的Gherkin小黃瓜(暱稱)，是瑞士再保險公
司大樓，看起來更像是一個有螺旋花紋的長型子

彈殼。

倫敦塔橋

塔橋Tower Bridge常被誤會是倫敦橋（童謠
所說「倫敦大橋蹋下來」，是指1公里外的倫敦
橋London Bridge）。塔橋落成於1894年，全長
244公尺，上層是行人專用，下層行車。有橋板
可以開啟讓船隻通行（每天最多兩次），其裝飾

性維多利亞新哥德式的雙塔，是倫敦最著名的景

點。(圖5)。      
橋邊的Tower Hotel 是我們連住六晚的旅館，

出入方便，可盡情觀賞塔橋兩岸夜景。附近的

地鐵站是塔丘站Tower Hill，距旅館走路10-15分
鐘，地鐵Tube單程價格非常昂貴(買通行券可能
便宜些)。黑頭計程車black cab非常難叫(駕照是
世界第一難考)，但晚上出遊，最好還是設法找
到計程車返旅館，四人分攤，反而比地鐵便宜。

倫敦塔

緊鄰塔橋，其實是有22個高塔的古堡建築群
組合，始建於1066年，是諾曼人征服英格蘭的產
物。歷年來有很多改建及不同用途，包括監獄及

行刑場，有七個著名的皇族曾在這裡被砍頭，最

出名是安寶琳(電影《安妮的一千天》、《美人
心機》、《都鐸王朝》)。

一般的參觀點是白塔、王冠寶石、皇家

軍械庫收藏。穿黑紅制服、被叫做食牛肉者

(Beefeater)的御用侍從衞士，據說17世紀，英國
僕人們的收入很低，而這個稱謂則是對那些收入

可觀，有條件天天享用上好牛肉的侍衛的諷刺性

稱謂。塔內所養的吉祥鳥渡鴉，又是另外一個有

趣的傳說，有所謂「鳥在國存、鳥逝國亡」的說

法。

碎片樓

位南岸靠近倫敦橋，塔底為長程火車站及地

鐵共構的倫敦橋站，有95層，高309.6米，在世
界排名僅七十餘名，卻是英國第一高樓，歐洲第

二，2013年落成。由一萬一千玻璃帷幕，堆疊成
八面傾斜外牆，越來越尖峭，頂端是碎成高低不

等的裂縫，像是火焰造型。外觀隨著天氣變化會

呈現不同的光彩，夜間觀賞，閃閃發亮，像是一

座瘦長的藝術金字塔，美得令人目不轉睛(圖6)。       
我們搭了快速電梯登上68樓，再走上69樓觀

景(72樓skydeck則為半戶外)，當時是下午時分，
大倫敦西區整個一片逆光，只有倫敦橋及附近的

商業大樓光線清楚，碎片塔高樓的瘦長影子投射

在塔橋，難得一見。本想在頂樓晚餐，但團體預

訂有困難，只好作罷。

倫敦橋到南華克

若逆流由東到西，泰晤士河先是橫向，在滑

鐵盧橋後變成南北向。在大倫敦跨河有22座橋，
市內精華區的10座橋，歷史上都赫赫有名，每天
在市區觀光，幾乎都會經過這些橋，由東向西依

圖5  倫敦塔橋 圖6  碎片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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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聖保羅教堂

序是：塔橋、倫敦橋、南華克橋、千禧橋、黑

衣修士橋、滑鐵盧橋、亨格福德(金禧橋)、西敏
橋、藍貝斯橋、沃克斯霍爾橋(原攝政橋)。

泰晤士河南岸，從倫敦橋、南華克橋到千

禧橋間，是倫敦古老的一個區(屬南華克倫敦自
治市)。沿著南河岸散步，或深入巷內，可以找
到老店或古蹟，例如溫徹斯特宮遺址、歷史悠

久的酒吧(如Anchor)。南華克大街巷內的喬治客
棧George Inn，是倫敦僅存的兩家驛馬車旅店之
一，外觀有2樓陽台，頗有美國紐奧良的味道。
南華克大教堂

靠近倫敦橋的南華克主教座堂Southwark 
Cathedral，有八百年的歷史，哥德式建築外觀不
大、卻很細緻。裡面有幾個小禮拜堂，有相當出

色的藝術品。哈佛禮拜堂，是紀念哈佛1607年在
此受洗禮，著名的莎士比亞之窗，紀念當年就在

這附近活動的莎士比亞。這根本是小型美術館，

歷史感很重，不能看成普通教堂。

博羅市場

博羅Borough 意為「區」，此一非常有庶民
味道的大眾市場，有很多立食的攤位，販售英國

式的快餐美食，人山人海，我們設法穿過，好像

到了台灣的夜市。

金鹿號紀念艦

展示在南岸倫敦橋西側的一艘西班牙式三

桅大帆船複製品，原是伊麗莎白一世時期海盜德

瑞克(南極有一海峽，以他為名)環球航行的旗艦
Golden Hind，全長約26米。這艘海盜船，1577
年奉女王命令，完成航海史上最富盛名的一次環

球航行，掠奪的「收穫」頗豐，英國人現在還引

以為傲。

據說此種帆船桅桿，是鄰近的《碎片樓》尖

塔設計的靈感。在南華克教堂前廣場，立有一根

桅桿，在某一角度，其尖端與碎片樓的塔頂可以

在鏡頭下「接合」，非常有趣。

南華克橋到千禧橋

聖保羅教堂

以壯觀的世界第二大圓形穹頂而聞名，是英

國聖公會倫敦教區的主教座堂，查爾斯王子和戴

妃的婚禮舉辦地點(圖7)。此教堂歷史可以回溯

到西元604年，但有歷代各種破壞，1666年倫敦
大火以後，由克里斯多佛雷恩爵士重建，而有現

在的巴洛克式樣貌，二戰時竟奇蹟地躲過轟炸破

壞。

韓德爾1710年由德國到英國後，創作許多
音樂，很多是在聖保羅教堂演出，最著名的如慶

祝烏特勒支條約訂定所寫(感恩曲與歡呼》。以
附近泰晤士河為背景所作的泛舟《水上音樂組

曲》，更深受「同鄉」喬治一世的喜愛。

教堂高聳的穹頂111公尺，到20世紀末為
止，是倫敦的最高建築。有許多精美的雕塑，擺

設在每一個角落，仔細一一探索，便等於上了一

堂歷史課。地下室名人的陵墓，包括有威靈頓公

爵、納爾遜將軍。但找尋雷恩爵士墓碑，花了我

很多時間。附近另外有佛萊明(發現盤尼西林)、
亨利摩爾(雕塑家)、透納(畫家)墓穴。
千禧橋

全長325公尺，跨越泰晤士河，是千禧年夏
落成的人行專用橋，特殊的Y形主柱設計，搭配
鋼索橫臂，讓行人視野開闊，不被橋樑索懸遮

蔽。剛開始由於有振盪的影響，在經過兩年的減

振工程後才再度開放(圖8)。
由橋中央回望聖保羅教堂南側立面，是很壯

觀的一景。另外也可由one new change 百貨公司
6樓，拍到不同角度的聖保羅教堂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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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環球劇場

1599年莎士比亞年代建造的圓形劇場Globe 
Theatre，1642年後關閉。1997年參考當年劇場的
形式，距離原址200公尺處重建了劇場，一樣開
放式的舞台，周圍有三層陡峭的座位區，總座位

1380個，並有若干站位。
我們參觀當天剛好碰到在排練(所有的演出

都是莎士比亞的作品)，當時場內禁止攝影，對
英文對白完全鴉鴉烏，結果只是聞香而已。

泰德現代美術館

南岸的Tate Modern，主要是收藏泰特爵士
送給國家的19世紀英國繪畫及雕塑和一些國家美
術館遷過來的繪畫。

美術館的前身是一座廢棄的發電廠，連煙囪

也保留了。展覽的內容都是一些不太容易懂、又

新奇的現代作品，包括鋼條、繩索、紙張、圖案

(例如雷立Riley的色彩拼接)，甚至便斗(名為噴
泉，杜象作品)。也包括馬帝斯、蒙特里安、達
利、畢卡索，也有看到莫內、莫迪里安尼的畫。

在習慣歐洲的印象派以外，參觀這現代美術館，

其實算是開開眼界。三或四樓陽台，倒是觀賞北

岸包括聖保羅教堂，及千禧橋、倫敦橋、南華克

橋風景的好地方。

滑鐵盧橋附近及西端文教藝術鬧區

泰晤士河在往出海口方向，流經滑鐵盧橋之

前，為南北走向。這附近兩岸值得參觀的景點就

更多了。

倫敦眼摩天輪

慶祝千禧年，在泰晤士河的南岸(其實已經
算是東岸)，也蓋了一座「千禧之輪」，面向國
會大樓及西敏市。高度135米，規模是世界上第
四，共有32個乘坐艙，設有空調不能開窗，全部
繞一圈要半小時。

我們全團剛好包下一個座艙，因為迴轉緩

慢，所以能慢慢欣賞從碎片塔、金禧橋、西敏

橋、國會大樓、蘭貝斯橋兩岸的風光，不同的視

野提供了不同的景觀。這個摩天輪本來近年要拆

除，但是還是被可口可樂承包下來(圖9)。      
柯芬園及西端音樂劇

身為長期的愛樂者，對英國倫敦的柯芬園

Covent Garden久聞其名。很多英國的交響樂
團、歌劇、芭蕾舞演出，常常冠以柯芬園的名

稱。實際到達該地，才了解真正的柯芬園，只是

一個由舊果菜市場轉型的購物商場，而附近也有

一些露天攤販、藝人表演，可說是熱鬧的市集。

倫敦重要的音樂演出場所《皇家歌劇院》，剛好

緊鄰的這個商場，所以演出節目都頂著柯芬園的

名字。英國的特產音樂劇Musical，幾乎都由這
附近的各劇院最早推出。熟悉的歌劇魅影、貓、

悲慘世界、獅子王、媽媽咪呀，都是先在倫敦發

跡才渡洋到美國紐約百老匯。這些劇場的聚落，

至少有40家，通常稱為西區或西端West End。 
我們選了一個新製作老牌節目「屋頂上的提

琴手」觀賞，這個位河畔的Playhouse Theatre，
古典但又舊又小，觀眾席層層高聳，客人滿山滿

谷。英國人喜愛藝術的熱情，實在叫人感嘆。可

圖8  千禧橋 圖9  倫敦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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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語文的隔閡，我們並沒有達到所想要的享受效

果。

特拉法加廣場

建於1805年的Trafalgar Square，紀念對拿破
崙戰爭獲勝的海軍上將納爾遜，他在西班牙特拉

法加海戰，打敗了法國與西班牙的聯軍。廣場上

有高53公尺的納爾遜紀念柱及獅子坐像(圖10)。
廣場南端的「查令十字」(現有五條地鐵通過)，
兩百多年來傳統上被認是倫敦市中心點，故成為

市民慶祝除夕、聖誕，或政治示威的主要場地。

特拉法加廣場邊「的田野的聖馬丁教堂」St. 
Martin in the field，歷史久遠，16世紀亨利八世
重建了該教堂(當時在西敏寺的郊外，所以名字
叫做田野中的教堂)，目前所見是18世紀改建的
新古典主義形式。這種教堂設計，後來成為北美

殖民地蓋教堂仿效的樣式。「聖馬丁管絃樂團」

目前在巴洛克音樂界很有名。

國家畫廊

位在特拉法加廣場側的National Gallery，是
倫敦最重要的美術館。收藏作品以文藝復興時

期、17世紀的法蘭德斯、印象派的作品為主。
非看不可的精彩名畫有：揚范艾克《阿諾菲

尼夫婦》《包著紅頭巾的男子》、波提切利《維

納斯與戰神》、達文西《聖母子、聖安娜和施洗

者約翰》、委拉斯奎茲《鏡前的維納斯》《樞機

主教》《腓力四世》、達文西《岩間聖母》、拉

斐爾《教皇朱利歐二世》《粉紅色的聖母》、卡

拉瓦喬《被蜥蝪咬傷的男孩》《莎樂美收到施

洗約翰的人頭》、貝里尼《羅雷丹總督》、小霍

爾班《使節》、林布蘭《自畫像》《河濱洗澡》

《莎斯其亞》《披索夫人肖像》、魯本斯《蘇珊

富曼肖像》、維梅爾《年輕女子坐在鍵琴前》、

安格爾《莫蒂西爾夫人》《解救安潔莉卡》、根

茲巴羅《安德魯斯夫婦》、梵谷《向日葵》《椅

子》《花瓶裡的十四朵向日葵》、秀拉《阿尼艾

爾浴場》、莫內《水仙之池》《睡蓮夕陽》、羅

德列克《坐在花園的婦女》、莫莉索《夏日時

光》、塞尚《自畫像》、雷諾瓦《米希亞塞特》

《手拿響板的跳舞女孩》、馬奈《馬西米利諾的

槍殺》。

皮卡第里圓環

特拉法加廣場以西，另外一個重要的市中

心Piccadilly Circus，有倫敦肚臍眼之稱，跟西端
West End劇院是連在一起的倫敦娛樂中心，附近
有大片商圈統稱為蘇活Soho區。由此延伸的一段
攝政街，有呈圓弧型的大片建築(圖11)，商店街
很少看到這麼整齊漂亮。我們特地去逛隔巷一條

高級西裝店街Saville Row。台語稱西服為「些必
洛」。最初日本人來這裡做手工西裝，回去就把

這條街名當作西裝的統稱，台灣人也跟著用，非

常有趣。有名的裁縫店如Gieves & Hawkes十八世
紀就為貴族服務，是世界高級西服店的翹楚，這

也是英國人的傳統驕傲。

附近有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
創立於1768年，一年一度的夏季美術展覽，在倫

圖11  攝政街

圖10  特拉法加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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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界享有盛名，可惜無緣入內。圓環有歐洲最大

規模書店Waterstone，樓高六層。
大英博物館

每位觀光客都一定會去的British Museum，
位於西端戲院區以北。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最著

名的博物館之一。成立於1753年。目前擁有藏品
800多萬件。但未能都公開展出。

在這裡必參觀的是：希臘雅典的巴特農神

殿原雕，埃及館的各式各樣石頭花岡岩雕塑、羅

塞特石碑、數十個木乃伊標本、土耳其的奈雷伊

德紀念碑、塞勒斯石柱、亞述的獅子群浮雕，中

亞、非洲、南美各種古物，見證了大英帝國當時

從世界所掠奪(或者說是保護)、探險家/航海家/
科學家(生物、地質、地理、考古)帶來的人類文
明歷史寶物、研究成果。20世紀至今，人類製造
的戰亂無可計數，尤其近來西亞、中東、中亞的

紛爭。若非英國將大批古物保存在博物館，現在

恐多已破壞散失。

我們匆匆忙忙花了3小時，只大致瀏覽較著
名的展示，其實也只看到一小部分，已經是相當

的累了。

西敏市以西的皇家區

在南北走向的泰晤士河，臨蘭貝斯橋(東岸
有大主教住宅蘭貝斯宮，以及金禧公園)，及西
敏橋(西岸為舊稱西敏宮的國會大樓)附近，這一
帶行政區叫西敏市，有一大堆象徵皇家王權的教

堂、皇宮、大道、雕像、建築、公園，是了解英

國體制必去之處。但所有皇家室內範圍，都禁止

攝影。

西敏宮(英國國會)
很多人搞不清西敏寺與西敏宮。西敏宮就

是英國國會，原是11世紀愛德華一世皇宮，16世
紀後被當成會議廳，但多毀於倫敦大火。19世紀
重建為新哥德式樣，作為議會大樓，在3萬多平
方公尺的腹地，有一千一百多個房間，南北橫寬

265公尺。是世界上最早的議會制度、內閣制的
發源地(圖12)。1097年的西敏廳，還有部分被保
留著。無論在整體設計、門樓、裝飾、雕塑、掛

畫，都充滿高雅藝術氣息，有如一座博物館。足

證英國人的人文修養，真是深厚，歷代皇家上下

人士在，都追求精緻不粗俗的文學美術雕刻文

化，其影響真的無遠弗屆、深入社會各階層。

如同電影《最黑暗的時刻》、《集結風暴》

所看的場景，我們走入上議院、下議院，只見房

間兩側簡單的座位，是兩黨議員對峙的紳士口舌

戰場，數百年來，議員或貴族，都如此擠在排排

坐的小木條椅，議論國事，沒有私人專屬座位或

專用麥克風，英國議會的制度運作與所帶的民主

精神，也影響了全世界。鐘樓(大本鐘)加上西敏
橋，可以說是倫敦的代表性的地標，因為整修，

鐘樓被蓋住了。

西敏寺

於1065年完成，經各朝歷代更迭，1579年改
名為《西敏的聖彼得協同教堂》The Collegiate 
Church of St Peter at Westminster，名稱中的
Westminster已不是修道院名而是地名，且也不
再是倫敦主教座堂。但已列世界遺產(圖13)。

台灣通稱西敏寺，一直是歷代英王的安葬或

加冕登基的地點。19世紀西敏寺是英國最重要的
學術重鎮(除了牛津/劍橋)，過去更曾負責欽定
聖經、新約的部分編撰(詹姆斯一世時期)。除學
術地位外，這個教堂的功能，等同歷史博物館、

埋葬或紀念名人(貴族、詩人、將軍、政治家、
科學家)的紀念堂，參觀一趟，就會發現人類文
明藝術進展的輝煌歷史中，英國人的貢獻確是佔

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西敏寺可能是要向世界上，

歌頌炫耀大英帝國的過往：若是沒有大英帝國，

人類的文明進展，將會比現在遲緩兩百年。約略

統計埋於此、或有紀念碑塑像名人有：喬叟、牛

圖12  國會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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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達爾文、狄更斯、莎士比亞、山繆約翰遜、

吉卜林、韓德爾、雪萊、濟慈、拜倫、喬治艾略

特、亨利詹姆斯、霍金。

從美感來看，教堂的裝飾及穹頂，的確是數

一數二，尤其有如花瓣綻開、美麗的天花板，能

媲美的只有溫莎堡的聖喬治教堂以及劍橋大學教

堂。

天主教西敏大教堂

就 在 附 近 。 英 國 的 天 主 教 主 教 座 堂

Westminster Cathedral，外表為紅色義大利拜占庭
風格，建於1903年。內部以優美的鑲嵌畫著名。
光是看英文名稱，有可能會與西敏寺混淆了(西
敏寺不是主教座堂Cathedral，是Church而已)。
西敏聖瑪格麗特教堂

在西敏寺旁，原是英國國會的專屬教堂，同

樣被列入世界遺產，是許多貴族名人結婚的場地

(譬如邱吉爾)，形式比較簡樸，最初清教徒就是
看不慣西敏寺的褥文縟節，而在17世紀重建了這
個教堂。

唐寧街10號及白廳街
由特拉法加廣場外的圓環，往南走白廳

街，經過唐寧街，可以看到英國首相宅第，也就

是著名的唐寧街十號。這是一棟喬治風格的簡樸

建築，傳統上是財務大臣的官邸，但是自從由首

相兼任以後，就普遍認為是英國首相的辦公室兼

住宅。據說缺乏保養，裡面相當破舊。每次經

過，鐵門外面總是擠滿人群，不知道是看熱鬧還

是在請願遊行。

在白廳街沿路所見一大排建築物，通稱叫做

白廳Whitehall，是英國的中樞政府的所在地，包
括國防部、皇家騎兵衛隊閱兵場和英國內閣辦公

室、國宴廳(可購票參觀)諸多部門。
皇家林蔭大道

看過影集「王冠」的人，都知道英國皇居無

數，例如桑德令罕宮、巴莫勒爾堡、溫莎堡。但

最出名應屬西敏市區的白金漢宮。

由特拉法加廣場，向西南越過海軍提督大

門Admiralty arch，走入一條980公尺的皇家大道
The Mall，遠方的終點建築，就是白金漢宮。沿
途兩旁可以看到一些雕像或建築，如庫克船長

像、約克公爵像及紀念碑(紀念英國國王喬治三
世的次子弗雷德里克王子)、戴高樂像、政府學
院、聖詹姆斯宮(橫向)、克拉倫斯府(伊麗莎白女
王未即位之前的新婚王宮)、馬爾波羅大廈(大英
國協總部)。皇家大道左手邊的一大片綠地是聖
詹姆斯公園。

白金漢宮

是白金漢公爵在1703年所建，1837年維多利
亞女王登基後，才成為英王正式宮寢。這裡也是

國家慶典和王室歡迎儀式舉行場地之一。前面廣

場有美麗的花園、維多利亞紀念碑、金色天使雕

像(圖14)。       
我們安排由左側邊門進入金漢宮內，遵照導

覽人員安排循序參觀。開放的只是六百多房間的

一小部分，主要是走道、門廊樓梯、水晶燈、精

緻地毯，依序是王座室、皇家舞廳、音樂廳、國

宴廳、大理石樓梯、等待廳、藍色會客廳、白色

會客廳、圖書室、綠色畫廊通道。

圖13  西敏寺 圖14  白金漢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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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英式的宮殿裝潢，比較沒有洛可可的金

碧輝煌與誇張，也帶著嚴謹與保守，非常值得参

觀，但每年只開放夏天兩個月。最後結束參觀止

於英王喬治四世所設計的戶外皇家花園，佔地有

18公頃，園內有湖泊、草地、小徑、各種花草樹
木。每年夏天，女王在園內舉行花園招待會，邀

請全國各界代表、知名人士及各國駐倫敦的外交

官參加，堪稱社交界一大盛事，也是女王表現親

民的機會。

皇家綠地

最後是由皇家花園走出後門，由Grosvenor
街出白金漢宮，看到同一片草坪地基，所連接著

就是威靈頓紀念碑、拱門及雕像，再過去就是廣

闊的海德Hyde公園、肯辛頓公園，北面隔著憲
法丘，有翠麗公園Green Park。

這幾片互相緊鄰、既是屬於皇家、又屬於公

眾的大綠地，歷史悠久，是許多藝術品、文學、

電影的背景。在倫敦老派嚴謹的氛圍下，這些綠

地是令人愉悅輕鬆、寧靜的悠閑森林草地，周圍

Mayfair區的旅館（我們到希爾頓頂樓吃了一餐
米其林）、住宅、小圓環、精品店，一整排都是

非常高級典雅或皇家御用品商店。在這樣的環

境、充滿皇家的氛圍所醞釀出來的嚴肅高尚感，

產生的人格與品味會是不一樣的。

英國的社會，上上下下，很多人與皇家或

貴族(不論是親屬或是情誼)都有所牽連，可說關
係千絲萬縷，平民被封為爵士/貴婦，有的是民
選地方首長、有的是事業有成就，多了爵位更覺

得無上光榮，成了擁護皇室的廣大社群。在西敏

寺或溫莎堡的聖喬治教堂，所懸掛的封爵勳章旗

幟，玲瑯滿目，日積月累、越掛越多。對很多人

而言，反對皇室，就好像是反對自己。

皇家本身的資產非常多，收益是歸國家管

理。多數人會認為有皇室才是英國的象徵，沒有

王室，英國就不是英國了。當然現在有很多人把

皇室的新聞，當作馬戲團看熱鬧一般，覺得未嘗

不是一種娛樂。

皇家亞柏特廳及周邊

肯辛頓Kensington公園與海德公園的南緣，
這一帶叫做南肯辛頓區，立有一個亞伯特紀念

碑。隔馬路對面是皇家亞伯特廳、自然博物館、

皇家音樂學院、及一堆文化藝術中心建築。 
亞伯特紀念碑

1872年揭幕，維多利亞女王為紀念1861年死
於傷寒的王夫所建的新哥德風格大型碑，花費不

貲，建造時間前後10年。
亞伯特親王Prince Consort在1840年與表姐

維多利亞女王結婚(血緣都來自德國的薩克森柯
堡)，在42歲死亡前，一直扮演非常好的駙馬角
色，不但九名子女分佈到歐洲各王室，而且輔佐

女王，提出各種創新建議，例如博覽會、教育改

革、廢奴、確立君主立憲的皇家中立性。維多利

亞女王在守寡之後，悼念他好幾年、穿黑衣不問

國事。間接也使內閣權勢越來越強大。

皇家亞伯特廳

這個1871年由維多利亞女王揭幕、模仿羅馬
式的圓形劇場，當時是最科技的建設，天花板並

設計了通風設備。除了各種體育比賽、展覽會

外，更是倫敦最重要的大眾音樂廳。當年的命

名，是為了紀念王夫亞伯特親王。可以容納五千

到一萬人(圖15)。      
該廳目前是世界四大夏日音樂會之一《逍

遙音樂節》PROMS舉行的地點。「逍遙」的意
思是，觀眾站著看演出，並可以隨意走動，有散

步的意思，目的是不要太嚴肅，以便吸引更多人

來聽音樂。這個傳統音樂節，已有125年歷史，
二戰後改到亞伯特廳舉行。每年在七到九月間，

舉辦音樂演出75場左右，而國協的威爾斯、愛爾
蘭、蘇格蘭也有四個場地，有各種自己辦的節

圖15  亞柏特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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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他也建了嘉德勳章騎士團隊，教堂就是授

勳的地方。此勳章是英國的最高榮銜代表，只有

極少數人才獲得，曾授勳者在教堂騎士廳都有固

定的席位，後方的牆壁上挂着每位騎士的盔甲、

佩劍和旗幟(跟西敏寺類似)。很多英國君王死後
都埋葬在聖喬治教堂，遠的如亨利八世，近世

紀的例子就是當今女王的父母喬治六世夫婦。這

教堂完全獨立於聖公會管轄範圍，幾乎都在為嘉

德勳章騎士團服務。哈利王子是在此舉行婚禮。

「世界最老王儲」查爾斯王子二度婚禮，則是在

溫莎堡以民間公證方式，但在聖喬治教堂舉行祈

福儀式。

漢普頓宮

位於市郊的泰晤士河上游，有英國的凡爾

賽宮之稱，建於1515年，是紅色都鐸式皇宮的典
範，方正四角的構造下，內有1280的房間，並有
範圍廣大的巴洛克皇家花園。主要是亨利八世、

斯圖亞特王朝，特別是荷蘭女婿威廉三世與瑪麗

皇后留下的文物。宮殿最初是亨利八世的主教沃

爾西所建，沃爾西失勢後，亨利八世把皇宮收為

己有，並加以擴建(圖16)。為供應一千多人的朝
臣宮女侍衛，所設的大廚房，很令人印象深刻。

宮庭的東南角，有三道連續的庭院，以接待眾多

的客人，設計陽光直接射入，華麗的裝飾，顯得

非常氣派。

寬闊的白廳，是國王用來接待國賓、舉行宴

會和舞會的大廳。內層有面積宏大的畫廊，有多

幅畫作，看得眼花繚亂。後方皇家花園範圍實在

太大，聽說還有迷宮，但時間太匆促了，東西太

目。主場大半節目是邀請世界頂尖的古典音樂家

演出，也有流行音樂，表演者視在此演出為莫大

榮譽。門票是三月份網路開賣，一兩天內就會售

罄。這樣的普遍性，使得夏天的英國，到處充滿

了音樂。

我們也朝聖了一場音樂會，訂的是台階座

位，雖說像體育館，但音響效果不壞。場地中央

無座位區是站票。因便宜受一般大眾歡迎，但一

站兩小時，無人亂走動，只偶然有人累了坐在地

面。我對這些站票觀眾，真是太服氣。

最精彩的是每年閉幕音樂會(外國人很難買
得到票)，中央站票區的觀眾穿各種衣服拿各種
旗子，最後有觀眾大合唱，全國聯播並且有各地

露天音樂會同步舉行，(包括一旁的海德公園，
但也是要買票)。當晚可以看到全英同時大約有
10多萬人合唱英國式的古典傳統歌曲，一方面放
肆的盡情吶喊搖擺，真是凝聚英國人愛國情緒到

最高潮，叫人又感動又欽羨。不過身為暫停留的

觀光團體，到現場是不可能任務了。

維多利亞/亞柏特博物館
此一博物館以工藝品和裝飾美術相關的收

藏而聞名，包括陶瓷、樂器、餐具、繪畫、文件

(如達文西的反寫字貼)、樂器、甚至還有著名電
影戲劇海報、服裝，內容相當豐富。特別是可看

到中國、印度、日本、韓國的歷史文物蒐藏，其

中印度收藏品據說是全球最多。

1852年由原來的產業博物館，重新改裝，是
為了感念維多利亞女王與亞伯特親王夫婦。值得

一提的是博物館附設的咖啡廳，室內設計非常古

典高雅，賞心悅目。

倫敦的另外幾個皇宮

溫莎堡

是現今還有人住、面積最大的皇宮。自12世
纪以來，溫莎堡一直是英王的行宫。走過都鐸式

的亨利八世門，進入後是廣大的幾個建築、庭

園、小丘圓塔。上城區為王室宅第，包括餐廳、

畫室、舞廳、晉見廳、滑鐵盧廳、聖喬治廳(天
花板裝飾著許多紋章，最著名是嘉德勳章)、瑪
麗皇后的玩偶屋。

下區的聖喬治教堂，是1348年由愛德華三世

圖16  漢普頓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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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只能徒呼負負。

肯辛頓宮 

由市區肯辛頓公園走進去，經過草原以及

慢跑曬太陽的民眾，就看到一個小巧的鄉村豪宅

似的宅第。金黃色縷花鐵門外，擺滿了花束、

玩偶、圖畫、黛妃照片。適逢黛妃逝世22週年紀
念，眾多戴粉都來獻花悼念。 

此宮從17世紀起，也曾是皇室成員的居住
地，特別維多利亞女王是在此出生成長，宮內保

存很多她的衣物照片，包括一些在為王夫守喪所

穿的黑衣服。黛安娜王妃有一段時間也曾居住於

此。其實她的個人紀念物，在宮殿內很少。現在

則為威廉王子夫婦(劍橋公爵與公爵夫人)的正式
官邸。

宮殿只有部分房間對外開放。來參觀的人不

多，連地陪也搞不太清房間內部結構。宮殿外面

與公園連成一氣的小花園，立有維多利亞女王的

白色雕像。

反抗不幸的婚姻，作為叛逆傳統的王族成

員，戴妃玉殞已久。時代變遷，英國皇族婚姻，

不再是當年的保守嚴厲。愛德華八世為娶離婚婦

而遜位(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的親納粹)、瑪格麗特
公主為無法嫁離婚武官、而命運多舛，到現在查

爾斯王子二度婚姻有女王祝福(當事雙方都是離
婚者)，下一代王族的婚姻我行我素，看來不再
受國會、教會約束了，黛妃應是「開第一槍」的

人。

聖詹姆斯宮

這個老皇宮並沒開放，只能由外看其紅磚都

鐸式風格、高五層樓四堵門面。1536年竣工。歷
史上與此宮有關的英國國王事跡非常多，考據起

來可以寫出一大串，但已有將近2世紀不把這裡
當作王室居所。

現在聖詹姆斯宮仍然是一個運作中的、也是

具法定地位的正式皇宮，外國大使須在這裡接受

英國君主的官方認可和委任。經過皇家林蔭大道

的時候，循橫向的馬波羅街，就可走到聖詹姆斯

宮。若往東北走，也可走到皮卡迪里圓環。

聖潘克拉斯車站 
我為使旅程不要太嚴肅，趕流行在最後排

了網紅「諾丁丘」(電影《新娘百分百》)觀光，
及哈洛德百貨/英式下午茶。事後證明是浪費時
間。但台灣人喜歡購物，去百貨公司走一趟，也

是無可厚非啦。

為趕上「歐洲之星」海底隧道高鐵到巴黎

(全程2小時20分)，我們在最後一天大早，趕至
聖潘克拉斯車站St.Pancras報到(圖17)。   
聖潘克拉斯站

跟歐洲很多火車站一樣，此站是以1868年的
舊站改裝，但外觀及內部裝潢，仍保存有紅色哥

德樣式外貌、長廊、樑柱。特別是紅白條紋的圓

拱門。在現代化的地下鐵道月台，看到旅遊雕像

《情人吻別》《胖子趕路》，不禁莞爾。

聖潘克拉斯車站對面的國王十字車站(King 
Cross，1852年)大廳，配合2012年倫敦奧運，除
哈利波特9又3/4月台噱頭，大廳又新設計白色半
圓拱形玻璃屋頂，中間完全沒有柱子，只輔以支

撐天花板的「白色大樹」，如同枝條般向上攀

升與分支，呈現的漏斗形狀，跨越了整個站內空

間，像是西敏寺的穹頂結構，但更簡潔、更氣勢

磅礡。也重建了玻璃行人天橋、新西邊大廳、售

票處、酒吧、商店、餐廳等公共建設。

歐洲許多傳統的古典車站，整修後更會令人

流連忘返、欣賞再三，例如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車

站，保留非常精緻的古典樓梯與雕刻，在匆匆行

旅當中，像是走入大型藝術品，陪伴著旅客，讓

人忘卻長途旅行的枯燥與單調，整個人的身心品

格舉止都高貴起來了。台北車站只做為外勞的假

日席地聚會場所，文化層級差太多了。(待續)

圖17  聖潘克拉斯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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