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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的笑容 來自輔導會用心服務

活動不打烊 伯伯阿姨笑呵呵

春節話民俗 熱鬧多元祈平安

感謝輔導會 希望戰爭不再來

新春遊故宮 賞藝評燈品芬芳

必遊 3 農場 打卡熱點報你知

年菜玩創意 輕鬆煮出眷村味

懶人健身 20 秒 胖胖腿變棒棒腿

封面說明： 主任委員和伯伯阿姨們一起搓湯

圓，享受團聚氛圍，用笑容迎接
新年。
（圖／記者林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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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的祝福 ─

福旺報喜福滿門

一元復始，時序又到了喜氣洋洋的農曆春節，翔宙特在此代表輔導
會全體同仁，祝福全體榮民先進及榮眷們，新春如意，平安順遂。
春節是一年的開始，也是華人最重視的傳統節日，家家戶戶在大年
夜圍爐團聚，輔導會所屬各榮家、榮服處及榮院，也都會舉辦圍爐餐
會及送暖活動，把來自政府與社會各界的愛心與關懷，如實的傳達給
每位榮民、榮眷長輩，讓榮民長輩們充分感受到團圓的溫馨與年節的
熱鬧氣氛。
經國先生說：「總希望把輔導會的工作，當作是我們的事業。」並
以「誠懇實在的服務、任勞任怨的負責、公正無私的辦事、冒險犯難
的創業、日新又新的求進、如兄如弟的親愛」做為輔導會的中心思想。
此一理念，輔導會全體同仁，念茲在茲，不敢或忘，儘管時代進步了，
環境變遷了，也不敢稍有懈怠，更要以積極、創新的態度，再接再厲，
將就學、就業、就醫、就養與服務照顧等核心工作，更加落實，更臻
完善，讓榮民前輩們確實感受到我們的努力與認真。
輔導會是榮民的家。榮民前輩們半生戎馬，衛國保家，心中只有國，
為了國，不得不放下了家；儘管過年無法與家人團聚已是常態，但是
心頭的那份遺憾卻總是難掩，也令人疼惜。輔導會全體同仁深切了解，
唯有加倍的認真與努力，才能讓過往的辛酸歲月，重新獲得慰藉，讓
這個榮民大家庭裡的每位家人平安、幸福、健康、友善，世代綿延。
今年是福氣狗年，值此旺歲豐年，再次敬祝全體榮民袍澤、榮眷，
福澤安康，喜福滿門，春節快樂。

李翔宙

鞠躬

封面故事
主任委員（中）與長輩們歡喜迎春。

長輩的笑容
來自輔導會用心服務
文／林均 圖／林建榮

農曆春節前夕，輔導會主任委員李
翔宙特地南下，前往高雄市左
營區 C 級巷弄長照站「雙福基金會福
山里社區關懷據點」，以及高雄榮總
設立的全國第一所醫學中心級「樂齡
日間照顧中心」，和伯伯阿姨們一起
搓湯圓、唱歌、寫春聯，大家享受著
團聚的溫馨氣氛；輔導會用心配合政
府執行長照 2.0 政策，不僅照顧榮民
（眷），更延伸觸角，服務社區長輩，
讓每位長輩臉上都洋溢著溫暖歡樂的
笑容迎接新年。

服務像搓湯圓 愈搓愈圓滿
高榮完善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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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合作，成立高雄市左營區 C 級
巷弄長照站「雙福基金會福山里社區
關懷據點」，發展可近性長照服務，
強化社區初級預防、延緩長輩失能。
巷弄長照站日前正式揭牌，主任委員
趁著春節前夕，特別前往向長輩賀新
年。
巷弄長照站的長輩們見到主任委
員，熱情地給予掌聲，並邀請主委加
入搓湯圓活動，主任委員有感而發地
說：「我們把很多事情當成是搓湯圓。
把湯圓搓得很圓，所有事情都可以做
得很圓滿，把事情做圓滿，人生也會

也加入揮毫行列，在春聯上寫著「萬
事如意」，並預祝長輩們新的一年在
日照中心越活越健康、越過越快樂，
獲得長輩們熱烈的掌聲回應與感謝。

樂齡日照中心長輩們
專心書寫春聯。

主任委員（左２）探
訪住院的徐阿姨，並致
贈水果禮籃，祝她早日
康復。

很圓滿。」說完他示範如何邊搓湯圓
邊活動筋骨，只見主任委員拿起竹籃
晃啊晃，邊晃邊扭著腰，親切逗趣的
模樣，讓伯伯阿姨笑彎了腰，不斷拍
手叫好。

揮毫唱賀年歌 歡樂迎新春
主任委員隨後到高榮樂齡日間照顧
中心探視長輩，一位阿姨隨著中心裡
播放的賀年歌曲「恭喜恭喜」節拍哼
唱，主任委員感染到阿姨的快樂，也
跟著唱和，伯伯和阿姨們頓時一起打
著拍子高唱：「每條大街小巷，每個
人的嘴裡，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恭喜
恭喜……」歡騰的過年氣氛，盪漾在
每位長輩高歌的音符裡。
唱完賀年歌曲，大夥欲罷不能，長
輩們拿起毛筆寫春聯賀詞，主任委員

高榮樂齡日間照顧中心目前收托 14
位長輩，由高齡醫學中心醫師及護理
團隊維護長輩健康，團隊並特製「愛
心聯絡簿」做為家
屬與日照中心間的
溝通橋梁，有家屬
非常滿意的在聯絡
簿上寫道：「父親
自從來日照之後，
整個人都開朗了起
來，也很喜歡來日
照，活動參與都相
當 投 入！」 可 見
高榮樂齡日間照顧中心提供的優質服
務，深獲長輩及家屬高度肯定。

出院準備服務 家屬揪感心
主任委員並到高榮高齡醫學中心病
房，探訪 90 歲榮眷徐阿姨，她因骨
折，膝蓋動過刀，目前住院接受治療，
家屬擔憂出院後無法照顧，正接受高
榮「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的諮詢。
主任委員屈膝蹲在徐阿姨的身邊，親
切詢問她的身體狀況，同時致贈象徵
大吉大利的橘子，盼她早日康復，並
在高榮「出院無縫接軌長照服務」下，
能在家安心休養。
徐阿姨的女婿表示：「以前不知道
有出院準備服務，感謝高榮盡心盡力
為我們做全方位的設想，減輕照顧負
擔，讓我們不再徬徨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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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家賀新春

中彰榮家。
板橋榮家。

活動不打烊
伯伯阿姨笑呵呵
文／吳靈芬 圖／各榮家

民長輩們早年從軍，堅守保家衛

榮國的崗位，過年經常無法與家人
相聚，成了戎馬一生中的遺憾；為讓
榮民長輩們在榮家大家庭中，感受團
圓的溫暖氣氛，輔導會所屬全臺榮家
早在農曆春節前一個多月，就開始籌
備過年相關活動，讓長輩們都能開開
心心過個回憶滿滿的好年。

舞動新春 揮毫聯歡
板橋榮家春節活動多元豐富，除
了舉辦寫春聯活動，並請來李少瓊舞
蹈團到各堂隊表演「頑童賀新春」，
其他還包括 GO 多藝表演團隊到家區
「舞動新春」、EASON 團隊及中華
民國理燙協會為長輩們表演及義剪，
除夕早上 9 點有「財神開運」旺團隊
活動及團圓餐會，初一祭祖、新春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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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樂和團拜餐會，初二到初五安排電
影欣賞及卡拉 OK 歡唱活動，一連串
精采的喜慶活動，讓長輩們換了新髮
型和新造型，迎接熱鬧又充實的快樂
新年。
臺北榮家請來高齡 90 歲的張建春
伯伯及 89 歲的劉卓峰伯伯揮毫，並
舉辦年節應景用品採購活動，讓長輩
們外出活動筋骨，年前並有除夕餐
會，準備「一元復始」內含一元的新
臺幣紅包，分送給伯伯們，分享年節
好運氣。
桃園榮家除夕當天有團圓餐會，
初一有舞獅表演。八德榮家的春節聯
歡餐會，讓長輩們和家人團聚一堂，
氣氛溫馨。新竹榮家今年請來書法老
師帶長輩們寫春聯，長輩們揮毫的氣
勢，絲毫不輸給年輕人。

高歌摸彩 財神報到
中彰榮家除了寫春聯活動，另從
除夕早上就開始卡拉 OK 歡唱及音樂

堂隊的隊長們，帶著
訂做的賀卡及紅包，
逐一到各堂隊向伯伯
阿姨們拜年、賀歲、
發紅包及賀卡，讓伯伯和
阿姨們笑呵呵。

溫馨團拜 精采賀歲

表演，除夕圍爐提前從下午 4 點半就
開始；初一一早，長輩們互相拜年，
接著直到初三都有榮家舉辦的賓果遊
戲、影片欣賞及卡拉 OK 歡唱等活動，
長輩們早早就準備招牌歌及新年應景
歌曲，一展歌喉。

臺南榮家邀請社區人
士、家屬及長輩一起在中
正堂現場揮毫寫春聯，並
將春聯贈送給有需要的榮
家長輩們及社區民眾。除
了除夕餐會及春節祭祀，
初一還有團拜、東方藝術團及四軸機
表演的舞獅活動及大鼓表演等，初二
到初五是卡拉 OK 老歌演唱及賀歲影
片欣賞，精采節目看得長輩們目不暇
給，感謝榮家的費心安排。

彰化榮家請來南投縣李印章老師、
彰化縣吳旭輝老師及榮民賴宗德伯伯
共同揮毫並贈送春聯，也帶伯伯和阿
姨們到賣場，採購年節物品裝飾家
居，並提前舉辦春節聯歡會，邀請彰
化縣演藝職業工會到家區表演，還有
各項牌藝活動。

白河榮家在春節前，專程前往榮家
周邊的外住榮民及榮眷們家中慰問，
榮家內並舉辦包水餃、祭祀、圍爐及
慶生餐會等活動，初一團拜、初二有
現做可麗餅品嘗，初三是賓果活動，
除夕到初五天天都有電影欣賞，元宵
節還有猜燈謎活動，樂得長輩們直說
「真是豐富精采的新年。」

雲林榮家在今年過年前兩星期才剛
搬進新家區，長輩們和榮家工作人員
是名副其實的「布置新家過新年」，
二月初起就有寫春聯、畫粉彩、年畫
等活動接力，讓長輩們可以布置新房
間；榮家並精心準備除夕圍爐餐會中
的摸彩獎品，包括老人家最喜歡的圍
巾、手套、毛襪等。初一一大早，雲
林榮家主任黃昆宗扮成財神爺，和各

同樣舉辦聯歡及抽獎活動的還有
岡山榮家，家主任在大年初一向長輩
們拜年，同時邀請大陸雜技團到榮家
演出，讓長輩們開春就有眼福。花蓮
榮家除春節聯歡會、結合慈濟基金會
在初一發放福慧紅包外，並有賓果遊
戲、卡拉 OK 歡唱及包水餃活動，初
一也有舞龍舞獅，和長輩們一起熱鬧
迎向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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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慶有餘

廟宇搶頭香。

春節話民俗
文／陳佳德

熱鬧多元祈平安

圖／本刊資料室

對華人來說，農曆春節是一年中最
重要的日子，不僅代表已經平安
度過舊的一年，準備迎接新的未來，更
是全家團聚的日子，無論離家再遠的
家人，除非另有工作在身等因素，都會
在這天回到故鄉團圓，與親族分享過
年的喜氣。因信仰互異，臺灣春節習俗
隨著各種宗教各有不同，也使得過年
的團圓氣氛更熱鬧且具多元特色。

道教—祭祖、敬神
道教做為臺灣本土的傳統信仰，在
春節習俗上也相當具有在地色彩。信
仰道教的家庭，會在除夕這天祭祀祖
先、家中神明和地基主，除了飲水思
源之外，也感謝祖先、神明和地基主
一年來的保佑。大年初一，許多信眾
會到附近的寺廟參拜，祈求神明在未
來的一年保佑闔家平安，不少寺廟也
6 榮光春節專刊

會在這天提供信眾安太歲和點光明燈
的服務，象徵破除黑暗，照亮未來的
一年。
臺灣道教還有過年搶頭香的習俗，
信眾會在除夕夜於當地香火鼎盛的大
廟排隊，並在大年初一子時開廟門時
蜂擁而入，希望第一個將香火插進香
爐，祈求未來一年的好運。
另外，部分寺廟會在大年初一開
放「求金」，象徵神明借給信眾的發
財金，不少信眾相信發財金可以在未
來一年帶來財富，每到寺廟開放「求
金」，就湧進大批人潮徹夜排隊，只
期盼神明青睞，來年能獲得好財運。

佛教—春節祈福法會
佛教也是臺灣主要的信仰之一，融
入了許多華人傳統，春節就是其中之
一。在大年初一這天，許多佛教徒會

點光明燈。
求發財金排隊人潮。

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法會。

到佛寺禮佛，在佛祖面前拜懺，透過
懺文的提醒，檢查自己過去一年的各
種言行，以掃除心靈中的汙垢，並提
醒自己在未來的一年，能讓佛法落實
到日常生活中。有些佛寺還會舉辦拜
懺法會，讓信眾在師父的主持下，共
同進行拜懺，不僅接受師父的祝福，
也祝福他人。
另外，佛教也有點平安燈的習俗；
春節期間，不少寺院會提供信眾點平
安燈，祈求未來一年平安順利，並消
災還願，與道教的光明燈有異曲同工
之妙。而佛寺內也會張燈結綵，在喜
氣洋洋的情境中，與信眾一起度過充
實的春節。
目前臺灣規模較大的佛寺，春節
期間會舉辦拜懺法會和點平安燈的活
動，例如法鼓山每年都辦，佛光山在
今年 2 月 16 日到 3 月 16 日有長達一
個月的平安燈法會，尤其元宵期間更
是熱鬧非凡，是春節一大盛事。

天主教—春節彌撒
不只道教和佛教，天主教會也有春
節的祈福活動。雖然天主教發源自西
方，傳統上沒有春節的習俗，但 20
世紀以來，梵蒂岡教廷為尊重個別國
家的傳統，並融入當地文化，特許東
亞文化圈各國信眾可以祭祀祖先、孔
子等傳統禮儀，臺灣主教團和香港教
區更各自編定了本地的春節感恩禮經
文，提供信眾在春節祭祖祈福。
目前臺灣各地天主教堂大多會在大
年初一上午舉辦春節彌撒，教徒齊聚
教堂，在神職人員主持下，一起誦讀
經文，感謝天主的恩賜；同時向祖先
牌位上香、敬酒，獻上鮮花、水果，
並為祖先向天主祈禱。另外，教會也
會發紅包和祝福卡給信眾，和信眾分
享新年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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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軍憶春節

感謝輔導會
希望戰爭不再來
文／傅希堯 圖／傅希堯、本刊資料室

臺灣的農曆春節，街頭巷尾喜氣洋洋，看
在曾在「異域」過年的泰緬孤軍及後裔
的眼裡，格外珍惜這得來不易的幸福。

李朝魁
能保命就好 不敢想過年

李朝魁夫婦。

小檔案／泰緬孤軍
泰緬孤軍是第二次國
共內戰後，自中國雲南撤
退至緬甸北境的原中華
民國國軍，現居住於泰國
北部邊境與緬甸、寮國交
界地帶（金三角地區），
被 稱 為「 孤 軍 」。 臺 灣
作家柏楊曾將泰緬孤軍
故事寫成小說「異域」，
1990 年被改編拍成同名
電影，成為當年度最賣座
的國片。

孤軍老兵李朝魁民國 19 年生於雲南省鎮康
縣，是孤軍第三軍軍長李文煥的親侄子。李
朝魁說，民國 40 年，第八軍軍長李彌在緬
甸大猛撒成立雲南反共救國軍總部，有機場還有
雲南反共抗俄大學，雲南邊區民眾紛紛向大猛撒集
結。李朝魁於反共抗俄大學結訓後，所屬部隊派駐
於板弄板傜，「當時生活非常艱苦，褲子都短一截，
因為褲腿布料都拿去補屁股上的破洞。」
民國 41 年，大批解放軍突然攻進營區，李朝魁
與幾位同志受困在屋內，大家合力推倒屋牆，在共
軍的掃射下，沿著排水溝匍伏逃出營區，他所屬
的小隊有 70 餘人，再集合時只剩下 40 人，「能保
命就不錯了，哪裡還敢想過
年！」
李 朝 魁 感 嘆 地 說，「 現
代人無法想像當時艱苦的程
度，每天只能吃玉米及馬鈴
薯，過年時還是吃玉米及馬
鈴薯，連稀飯都是只有病人
才有權利享用的珍饈。」

張老旺
豬油拌米干 最豐盛年菜
龍岡忠貞新村國旗屋主張

8 榮光春節專刊

張老旺與國旗屋。

老旺也是雲南鎮康人，民國 39 年某
日，村口槍聲響起，父親張健生拔腿
狂奔不知去向，共產黨找不到人，揚
言捉小孩抵數，當時張老旺的母親將
妹妹託給失明的奶奶照顧，帶著年僅
七歲的他和弟弟躲到深山中，過了一
年「連衣服都沒得穿」的原始人般生
活後，與父親在泰緬邊境相聚，這才
知父親是李彌部隊的隊長。
張老旺回憶當時過年，「金三角四
季分明，過年時冷得每天都會結霜，
清晨時滿山滿樹都是白色，非常漂
亮。」家裡平常吃不稀不乾的「牛頭
飯」，只有過年時才有豬油拌米干，
母親自已炸豬油、做米干，是當時最
好的年菜，「如今想到這碗米干，還
會有想哭的衝動。」母親也會做些香
烤粑粑，部隊裡過年通常吃麵疙瘩。
營區及住家門口會貼上寫著反攻大
陸、光復國土的春聯，最初會放槍當
成是鞭炮，但因泰國軍隊與解放軍輪
流圍剿孤軍，補給困難，後來就不再
放槍。

王根深（右）。（圖／王根深提供）

王根深
牛扒呼配飯 家戶掛國旗
王根深的父親在抗戰時加入游擊
隊，後來撤入緬甸，王根深於民國 39
年在緬甸密支那出生，15 歲時參加光
武部隊訓練班，結訓後在金三角地區
打六年的游擊，因他識字且遇事冷靜，
後來被情報局吸收；光武部隊在民國
64 年因國際壓力解散，王根深民國 68
年到臺灣，落腳龍岡忠貞新村。
王根深回憶，民國 50 幾年時，金
三角地區民眾的生活改善，過年很熱
鬧，泰北許多難民村每逢雙十節、春
節和三二九，家戶都會掛起青天白日
滿地紅國旗歡慶，當時最常吃的年菜
是雲南「牛扒呼」，也就是清燉的爛
熟牛肉，光武部隊年菜就是「牛扒呼」
配白米飯，一般民眾尤其是擺夷家庭
則一定會吃米干。
王根深說，撣邦景東市過年更熱
鬧，街上擺著拉老道、博骰子、數扣
子、轉盤等各式攤子，人們在收割了
作物的田中央舉行「溝火晚會」，青
年男女圍著營火打歌跳舞，
喜慶氣氛會由除夕持續到初
五，正月十五再熱鬧一次。
李朝魁、張老旺和王根深
都說，現在臺灣豐衣足食的
日子，是當年在異域時根本
無法想像的，感謝輔導會對
退伍軍人的照顧，讓大家在
半生戎馬後，能夠無後顧之
憂的生活；經過戰爭的人，
了解戰爭的可怕，「希望戰
爭不再，和平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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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犬迎豐年

新春遊故宮
賞藝評燈品芬芳

文／陳長華 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今年歲次戊戌，生肖屬狗。位於臺
北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嘉
義的南部院區，新春期間同時舉辦精
采的應景特展。臺北故宮的「燈輝綺
節─花燈節慶圖特展」，展出與狗年
新春相關以及元宵佳節等吉祥節慶的
院藏書畫精品；南部院區則從 1 月 30
日開始推出「戊戌狗年‧喜迎上元－
節慶主題特展」，與在嘉義縣舉辦的
「2018 臺灣燈會」相互輝映。
為了方便觀眾欣賞，故宮北部院區
「燈輝綺節─花燈節慶圖特展」，以
「年節年俗」、「花燈迎春」、「歲朝
報喜」3 個單元呈現。觀眾走訪陳列室
時，彷彿進入了時光隧道，化身為古
人，置身遙遠而寧靜的農業社會，感
受迎接傳統節慶的歡樂和溫馨。
出自清代宮廷畫院的〈十二月月令
圖〉，描繪 1 年 12 個月份的季節變化、
節慶景象和生活記事的名畫。這次應
景展出「一月」圖。
農曆一月也叫做「正月」，這幅畫
主要是刻劃正月十五元宵節觀燈賞花
的熱鬧景象。手藝精巧的畫師以透視
的手法，打造典雅的建物，表現豐富
的空間區塊，觀眾可以看到張燈結綵
的亭臺樓閣、梅花盛開的美麗庭院、
花園廣場的演藝活動和施放煙火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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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郎世寧畫十駿犬霜花鷂

慶歡悅，悠閒的男女老少在一片祥和
中，評燈賞藝，共度佳節。
中國的元宵燈節，最早遠溯到漢武
帝時代，藉由盛大的燈火，祭祀「太
一神」。到了唐代，祭神的燈火演變
成為賞析娛樂的花燈。宋代的元宵節
則設有「燈市」，展售各式各樣的花
燈，繽紛鬥奇。明代和清代，花燈迎
春，歡度上元，更是一年當中最為歡
樂的節慶了。

天真可愛的嬰孩在庭園中嬉
戲，有的舞龍，有的提燈，
亭臺樓閣在山水烘托下，顯
得富麗雅致，孩童的嘻笑聲
在清幽的空間依稀可聞！
故宮南部院區推出的「戊
戌 狗 年‧喜 迎 上 元 － 節 慶
主題特展」，最受矚目的是
「狗年呈祥」單元所精選的
郎世寧〈十駿犬〉系列。

清朝的〈昇平樂事圖〉就是描繪
宮廷仕女和孩童在庭院中鬧元宵、歡
度佳節的情景。在總共有十二開的這
一本畫冊裡，可以欣賞到古代各式各
樣、製作精緻的上元花燈，題材
取自動物、花卉、禽鳥或吉祥寓
意圖案等。畫中的提燈有象燈、
鶴燈、鵝燈、鹿燈、蝙蝠燈、鷹
燈、兔燈，花燭燈、花籃燈、
魁星燈等，像第一開〈白象花
燈〉便可看到白象馱插著如意、
戟的花瓶，代表著「太平有象、
吉祥如意」等的寓意。
故宮在花燈迎春的特展
當中，也選出清朝的〈粉
彩春燈嬰戲圖雙耳瓶〉等
器 物 展 出。 這 件 乾 隆 年
製的花瓶，有著細長的頸
子，兩耳呈現如意形狀，
寓意著「平安如意」；在瓶
身上有著精美的彩繪；一群

郎世寧於康熙皇帝在位
時進入宮廷任職，擔任數十
年的中國宮廷畫師。郎世寧
畫動物，有別於傳統中國畫
法，因他深諳動物的解剖結構，所以
筆下的動物形象不但準確，而且栩栩
如生。他傳世的〈十駿犬〉軸共有十
幅，描繪十條品種高貴的名犬，分別
命為：「霜花鷂」、「睒星狼」、
「金翅獫」、「蒼水虬」、「墨
玉璃」、「茹黃豹」、「雪爪
盧」、「驀空鵲」、「斑錦彪」
和「蒼猊」。其中〈霜花鷂〉，
是以霜色獵犬為題，因為該
犬行動矯捷，健步如飛鷂，
所以命名。
新年迎春，在闔家團
聚、品嘗美食或玩耍
之餘，前往故宮欣賞
應景名品，分享古人
藝術賀節之芬芳，當
是正月樂事吧！

清 乾隆窯粉彩春燈嬰戲
圖雙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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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走春趣

青青草

原

熱點報
卡
打
你

彩繪
大風車

清境農場

堡
綿羊城

必遊

場
3農

文、圖／林均、各農場

在想過年要去哪裡玩？照過來！
還照過來！輔導會超人氣農場─清
境、武陵及福壽山農場的打卡熱點現
在就「報乎你知」，趕快趁著春節假
期，帶著全家大小一起朝聖，擺出最
自信、最有趣或是最搞怪的姿勢，用
一張張裝滿開心笑容的照片，在這些
打卡熱點，留下你到此一遊的足跡吧！

清境農場
提到清境農場，第一個就想到草
原、綿羊和大風車。清境農場的翠綠
草原一望無際，山巒層層疊疊，偶爾
還可聽見遠處傳來「咩～咩～咩～」
的羊叫聲，徜徉在藍天綠地之間，令
人流連忘返。
打卡熱點 1：位於青青草原北票入
口處的「綿羊城堡」，是一棟歐式風
情的夢幻建築，讓人彷彿一腳踏進童
話世界。
打卡熱點 2：來到清境農場，絕對
不能錯過「青青草原」上精采絕倫的
綿羊秀，這裡是羊咩咩的大本營，只
要手握祕密武器─苜蓿粒飼料，就不
怕貪吃的羊群不出現囉！
12 榮光春節專刊

知

打卡熱點 3：前往觀山牧區觀看馬
術秀的路上，有一座「彩繪大風車」，
大風車搭配一覽無遺的山景，讓路過
遊客忍不住停下腳步，用相機記錄眼
前這番美景。

福壽山農場
福壽山農場位於合歡山與雪山群
峰之間，坐擁山嵐，視野遼闊，因氣
候分明，孕育出四季迥然不同美麗景
色，春天櫻花、李花、桃花、蘋果花
相繼綻放，美景引人入勝。
打卡熱點 1：福壽山農場是輔導會
所有農場中海拔最高的農場，因此
「旅遊服務中心」成為每位旅客歇腳
休息的最佳場所。
打卡熱點 2：農場辦公室前有一棵
蘋果樹，是遊客必遊景點，因為樹上
同時嫁接 43 種不同品種的蘋果，被
稱為「蘋果王」，是福壽山農場才有
的珍寶。
打卡熱點 3： 天池與達觀亭。天池
位於福壽山最高處，標高 2614 公尺，
可遠眺雪山西峰，據說沿天池繞行三
圈後許願，就可心想事成；達觀亭是
先總統蔣公修心及思考國事的處所，
在此可盡情享受雲霧環繞的幽靜。

福壽山農場

旅遊服務中心

蘋果王

天池與達觀亭

武陵農場
榮獲 2017 年 Yahoo 奇摩「全臺網友最愛熱搜十
大賞楓勝地」、「全臺十大熱搜露營地」、「國內
熱搜十大旅遊景點」三冠王美譽的武陵農場，是國
人最愛到訪的農場之一，裡頭景點處處美到破表，
也是遊客力推的打卡勝地。

賞櫻景點

打卡熱點 1：每年 2 月登場的武陵櫻花季，農場
特地規劃十處「賞櫻景點」，萬株櫻花盛開在藍天
白雲下，猶如走進夢幻繽紛的粉紅世界，尤其是隘
口到觀魚臺的武陵路，櫻花樹隨路面起伏分布有致，
微風輕拂，花瓣隨之舞動，美得讓遊客驚呼連連。
打卡熱點 2：武陵農場「露營區」一直都是露營
行家的首選，因為到這裡露營能一覽農場的壯闊山
景及花景，夜間更有滿天星斗相伴，每年 11 月還會
上演「落羽松變裝秀」，讓人宛如置身北歐鄉間，
浪漫風情瞬間爆表。

露營區

打卡熱點 3：武陵農場是雪霸國家公園的門戶，
想攀登雪山，就得從「雪山登山口」進入，這裡有
一方水池映照天空雲層、晨曦、晚霞或雪景，景色
變化萬千，美不勝收。

雪山登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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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功夫菜

年菜玩創意
輕鬆煮出眷村味
文／王翠華 圖／林建榮

現在也成了我們家族共同的記憶。」許
多婆婆媽媽也會把多煮的水餃或冷掉
的饅頭，變成金黃香酥的煎餃和香煎
饅頭；楊冀安說：「這些可是媲美薯條
炸雞的零食啊！」

焦志方 代代相傳家鄉菜

臺

灣歷史上有一段很奇妙的過程被
稱做「眷村時期」，來自大陸各
省的軍公教及眷屬匯聚在臺灣各個角
落，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眷村的
婆婆媽媽們運用手邊能取得的任何食
材，互相激盪、絞盡腦汁的要變化出
各種餐點來餵飽孩子，她們猶如創意
無窮的魔術師，用柴米油鹽烹調出每
個人心中獨一無二的「那個味道」，
即使老兵凋零、眷村改建，眷村菜的
美味仍然在記憶中代代飄香。

楊冀安 留下奶奶的味道
「南村私廚」總監楊冀安是眷村第
三代子弟，因為對奶奶的「那個味道」
念念不忘，開起了餐廳，想要留下那
個味道。楊冀安憶起兒時：「小時
候只要跟奶奶說肚子餓，奶奶
就會打個蛋花、加點調味料，
開水一沖立刻變出一碗『沖蛋
湯』來！隨著熱水沖下，蛋花
浮現香氣四溢，稀哩呼嚕趁熱
喝下，那種滿足的滋味至今
難忘啊！」
「還有，那時一家老
小最喜歡吃的就是
『蒸麵』，長大後才
知道它完整的名稱叫
『河南蒸麵』，是奶
奶家鄉的日常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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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到眷村菜，同樣是眷村第三代子
弟、知名金鐘製作人的焦志方有另一
番體會。「社會環境已經改變，現在
還有什麼東西吃不到呢？眷村菜其實
吃的就是那個氣氛。」眷村都是平房
建築，非常方便鄰里之間走街串巷，
尤其一到過年更是熱絡；湖南人開始
做臘肉，廣東人開始做香腸，山東人
開始做饅頭；炊煙裊裊中夾雜著各省
口音的談笑，冬陽下曬得出油的鴨架
子也陣陣飄香。這種全村總動員的歡
愉氣氛，就是焦志方記憶中的眷村味。
祖籍河北的焦志方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奶奶做的清燉獅子頭。「我們家的
獅子頭分大、中、小三種 Size。肉料
備好後，先做八個大的，這是年夜
飯要吃的；然後再做九個中的，
是祭祖拜貢要用的；最後把剩下
的肉料和切成細碎的大白菜，
再炸出一籮筐小號的綠豆麵丸
子。」小號丸子配上白
菜、粉絲，下湯鍋一
煮就變成了好吃的綠
豆麵酸湯丸子。「這
是代代相傳永遠不會
失傳的家鄉菜！」
焦志方至今仍念念不忘
奶 奶 做 的 清 燉 獅 子 頭。

（圖／焦志方）

如今的眷村菜，不只是家鄉的味
道，更融入了多元創新、海納百川的
時代精神，因而能歷久彌新。「南村
私廚」主廚賴治宇特別為讀者示範三
道簡單、容易上手的家常菜，讓讀者
過年在家裡也能輕鬆做出記憶中的眷
村味。

南村主廚／賴治宇

衝菜
冬天是芥菜的季節，用小芥菜做的
這道小菜可是「季節限定」。好吃的
衝菜一開罐就會聞到那嗆鼻的哇沙比
味道。
【主廚示範】
這道菜成
功的關鍵在
火候速度。
小芥菜洗
淨晾乾切
碎，少 油 大
火，油熱了立
即 下 鍋 快 炒， 約
10 秒左右七分熟，就裝進
玻璃罐中密封，燜個半天
就可以吃了。也可依喜好
加點醬油、麻油或辣椒。

河南蒸麵
河南坊間流行的蒸麵又稱鹵麵，傳
統做法是先將鮮麵條裹油後放入蒸籠
蒸熟，再加青菜、調料燜炒或者再蒸
一次，麵條 Q 彈又入味。
【主廚示範】
熱鍋炒香五花肉片把油逼出來，隨
個人喜好放入豇豆、黃豆芽或蒜苔等
配料，炒香後再加入醬油等調料做出
口味稍重的醬汁；在家做的話，要選
用「最細的、濕的陽春麵」，鋪在醬
汁上以小火蒸煮約 20 分鐘，麵條熟
了和醬汁配料一起攪拌就可以上桌。

麻油沖蛋湯
這道讓人銷魂的湯品是楊冀安奶奶
的私房菜，隨著經濟改善、生活水準
提高，這道菜在今天也變得更豐富。
【主廚示範】
雞蛋打成汁加入麻油、蔥花後調味，
接著只要將滾燙的「高湯」沖下去，一
道芳香濃郁的湯品就完成了。也可隨
個人喜好加入火腿丁或其他配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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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油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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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肌群同時
被 活 化， 快
縮紅肌轉變
成快縮白肌。

增加肌力、神
經肌肉控制
力、 反 應 速
度、爆發力。

運動表現
更優異

期間難免大
過年吃大喝，一不
小心身上又多了幾斤肉，想跟肉肉說
掰掰，和傲人體態說聲 Hi，除了控制
飲食外，還得靠適當的牽拉運動與肌
耐力訓練，肌耐力訓練可以增加肌肉
量，使身體結實及促進新陳代謝，消
耗更多熱量，讓身體不但瘦得健康，
還不易復胖。
最近我們常聽到硬舉、深蹲這些動
作名詞，它們的共同點是，做一個動
作可以同時活動到身體多個關節，活
化多條肌肉，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動
作，全身運動，然而，想要雕塑身形，
其實還可以利用「複合肌力訓練」。
所謂「複合肌力訓練」，是由重
量訓練與增強式訓練組合而成，搭配
高強度、低訓練量，除能增加肌力，
更能提升運動時神經肌肉的控制力、
反應速度及爆發力，讓運動表現更帥
氣。下面介紹兩組「複合肌力訓練」
動作，讓你春節即使宅在家，也能輕
鬆運動，雕塑完美腿部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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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誰說瘦腳只能站著練？躺著就
能動全身的複合肌力訓練：

步驟 1：手碰足弓
平躺床上，將兩腳舉起，膝蓋彎曲
90 度，兩手伸直，手指盡量觸碰內側
足弓，手肘輕碰雙膝內側（如圖 1），
維持 20 秒後休息，共 3 次。

（圖 1）

小腿盡量垂直床面

頭下可放置枕頭
減輕頸部壓力

步驟 2：躺姿勾腿
平躺床上，小腿放置
球上，將臀部抬高，身
體與腳呈一直線（如圖
2），後將兩膝彎曲至
90 度，腳跟踩在球上，
再伸直（如圖 3），重
複圖 2 與圖 3 動作，共
20 次。

（圖 2）

（圖３）

（圖 5）

（圖 4）

身體大腿呈 90 度角
膝蓋彎曲
90 度
膝蓋勿超過腳尖

二、躺著運動不是動？不占空間的
站立式複合肌力訓練：

步驟 1：深蹲
身體呈一直線，身體與大腿呈 90
度角，膝蓋彎曲 90 度，膝蓋勿超過
腳尖（如圖 4），維持 20 秒後休息，
共 3 次。

步驟 2：弓箭步
雙腳站立與肩同寬，左腳往前跨出
弓箭步，注意身體挺直呈一直線，前
後膝蓋皆彎曲 90 度，將左腳收回換右
腳。兩腳輪流跨出，共 20 次。（圖 5）

上述介紹的兩組「複合肌力訓練」
動作，一個完整的訓練是同時完成步
驟 1 及步驟 2，但對於運動初學者及
年長的對象而言，執行步驟 1 的動作
即可，等習慣步驟 1 的強度後，可再
酌量加入步驟 2 的增強式訓練，試著
提升速度與爆發力。
複合肌力訓練不是健身房限定，也
不一定要花錢買器具，只要善用複合
肌力訓練的特性，每個動作堅持 20 秒，
就可以慢慢看到效果。同時提醒您，
要讓胖胖腿變結實的棒棒腿，還是要
量力而為，別讓運動傷害找上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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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新春詩選
元日
宋．王安石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正月十五夜燈
唐．張祜
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地京。
三百內人連袖舞，一進天上著詞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