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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ng Since 1992

（不含機票）
包吃、五星級酒店、導遊

快樂遊
張家界鳳凰古城7天 $99.00
桂林 5天 $99.00
廈門/泉州/土樓 5天 $199.00
九寨溝 8天 $99.00
廣州/佛山/開平/中山/珠海/番禺5天 $199.00

七彩浪漫雲南7天 $99.00
江南北京華東九日遊 $99.00
黃山 江南 8天 $49.00
北京 承德 天津 8天 $99.00
古都西安華山6天 $249.00

For other tours, please contact us for queries.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亞特蘭大

電話﹕（770）451-1212
傳真﹕（770）452-8082
外州﹕1-800-390-2888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 30340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自即日起

凡在本社購機票者

即附 贈送

三十萬元旅行保險

(僅限用於從美國出發

的美國居民)
bufordtravel@hotmail.com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英國殖民地出身的怡保，很早以前已經發展成
為一個美麗的城市，「怡保」還是那樣舒適、恬
靜，山明水秀、氣候怡人，風光明媚，雨過成秋，
輕輕飄起的霧氣裊裊，圍嶢綿綿起伏的形山。
（注：怡保位於馬來西亞的霹靂州。）途中令人
驚嘆的霹靂洞和石洞穴等，是旅客常去的有名
勝地。怡保是一個美食家的城市，提供無數的
路邊攤和餐館，令人垂涎的當地美食，著名的
怡保河粉，依然那樣香滑順口，還有小而可愛
的豆芽菜等等。

從「吉隆坡」去「怡保」只需兩個多鐘頭，如果不
趕時間的話，中途停一兩個站休息，在「美羅」
順便品嘗當地小吃，雲?麵、豬肋丸、炒粿條、釀
豆腐?!並且購買名產做伴手禮，當地有著名的
雞仔餅、椰子糖、榴蓮糕、沙其瑪、香餅、白咖啡
等等。

怡保也有不少民宿，反正有些人有好多的房
子，就當渡假屋出租吧！地區好，也不愁沒租
戶。我們租了一間五間房間的排屋，三百令吉
一晚（一百美元），樓上兩間房，樓下三間房，三
間洗手間，有客廳、飯廳和廚房，廚房??應用廚
具齊全，九人居住，經濟實惠。還頂搶手的，上
一位租客中午離開，屋主趕忙叫人清理後，下
午我們就住進去了。

留宿這種民宿比住旅館好，有更多的空間，更
適合家庭人士留宿。這間民宿地點又方便，步
行幾分鐘到路口就有洗髮店、腳底按摩店、藥
店、咖啡店和餐館等，比租附近的旅館房間好
的多，安全的多，最適宜一家人住宿。

第二天大家又回到首都吉隆坡，親朋戚友的熱
情招待，除了榴蓮、山竹幾乎每天吃之外，還吃
了不少當地小吃：炒福建麵、廣府炒、客家釀豆
腐、咖哩麵、豬肉粉、蝦麵、叻沙、亞參叻沙、印
度羅弟（麵包）、肉骨茶、豬腸粉，豬雜粥?加上
酥脆的炸大腸、炒粿條加鮮?、烤魚、燒雞翅、芙
蓉燒餅，三間庄的豬肉粉加肉丸、燒腸和肉碎、
焦賴的魚頭米粉?在魚頭米粉湯加入鮮奶和高
梁酒，奶白色魚湯醇香鮮美?等等。此外還有精
美的素食，意想不到當地廚師烹飪的素菜非常
可口，除了一般素雞、素鵝、素鴨之外，咖哩角、
竽角、蘿卜糕、芋頭糕、九層糕等當地風味素
食，也很搶手，素咖哩羊肉香味撲鼻，令人垂涎
三尺。同時也試了素食館的小炒：素豬肚湯、炒
冬粉、素沙爹串等拿手菜。

值得一提，之前在一家餐館吃過一道「南瓜豆
腐」，非常美味！豆腐一片片先沾滿生粉煎香，
南瓜煮熟壓成泥狀，濃濃的南瓜汁配煎香的豆
腐，混合在一起，調味即可。想像挾一塊白嫩的
豆腐配著金黃色南瓜汁，放在口內一咬，滑不
溜湫的豆腐及南瓜......豆香及瓜香......唔......
yummy。在另外一家餐廳吃的「黃金南瓜」，也
很吸引人，南瓜切片與麵粉拌勻，放入油鍋炸
脆，接著瀝乾油，最後用熟鹹旦黃碎在鑊裡慢
火炒香成粉狀，拌入之前炸好的南瓜片一起輕

輕地炒，務必每一片南瓜都沾上熟鹹旦黃粉為
止，這道菜也很好吃，酥脆香口，大家吃不停
口。還有一道五香杏鮑菇，外脆?嫩，菇汁鮮美，
一口咬下去菇的鮮汁留在唇邊，回味無窮。

啊！差一點忘了提「二元素」，「二元素」是一間
素食快餐廳，一份素食餐只收馬幣兩元（美金
六毛半）而已，一飯三菜，也有炒米粉或炒麵
等，二十多種菜式選擇，素咖喱雞、咖喱馬鈴
薯、多種蔬菜等等，還有素椰漿飯呢！加上花
生、素魚乾配辣椒醬，還可以隨時添加免費咖
喱汁。也賣紅豆湯各甜點，只收一元，非常便
宜，是很好的素食快餐。

在台灣、泰國、亞洲地方常吃到的釋迦果，星馬
也有不少，一般的釋迦果都是綠色、快成熟時?
淡綠色，特別的是，這一次還吃到紫色的釋迦
果，開始以為是眼花，看到燈光反射的效果，拿
釋迦果到陽光下看，還是紫色，大為驚喜！第一
次看到紫色又好吃的釋迦果，此行大有收穫！

馬六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之一。一個中世紀的馬來王國，一個戰略港口
沿途東方、中國和歐洲尋求庇護的季風之間的
海上航線航行的船隻提供棲身之所 ; 被葡萄

牙、和後來的荷蘭和英國征服了。當時列強的
外國在該地區造成的影響力，使這個小鎮填滿
了濃濃的多元色彩，是馬來西亞重要的文化旅
遊目的地之一，其最知名的旅遊景點，Famosa
堡壘要塞的大門，已成為馬六甲的標誌；一個
曾經顯赫一時的聖保羅山之上，Porta de Santi-
ago由葡萄牙人建造的堡壘，還有市中心紅牆，
許多人喜歡用紅牆作背景攝影，一看到紅牆就
知道是馬六甲了。在馬六甲許多景點中如走馬
看花，經過酷熱而漫長的步行路程，沿著馬六
甲河邊走，最喜歡是河邊兩頭的風景，並且享
受那河邊吹來陣陣清涼的風。

中午吃椰漿飯，這道被許多人認為是馬來西亞
的代表性食物之一的椰漿飯。白米、班蘭葉混
合椰漿和鹽一起煮成飯，具有椰香味，配上黃
瓜、番茄、咖哩雞或牛(Ramding)，花生、小魚
乾、雞蛋，最主要的是馬來辣椒醬，是用辣椒、
小紅?及其他香料煮成的辣椒醬，也是椰漿飯
的主要靈魂。素食者不放肉，也可大飽口福。還
有馬來沙拉，豆腐塊炸香切半，豆腐裡面放不
同的蔬菜：如黃瓜絲、紅蘿蔔絲、辣椒絲等，再
撒下花生粉和甜辣醬，即成好吃的開胃菜。

馬六甲雞飯球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菜，這個城市
的人民和遊客超喜歡這個菜，簡直莫名其妙！
看到他們在一個餐廳外?炎熱的下午在排隊，
等待至少半小時才吃到馬六甲雞飯球？真是難
以置信！

此地雞飯做成像球狀，比高爾夫球小一點吧！
一粒雞飯球三毛令吉（一角美金），有人吃半

打，有人吃十粒??，配上蒸雞肉或烤雞肉，加上
一些黃瓜，是賣相特別一點。可是，如果與新加
坡和吉隆坡的雞飯相比，味道和口感還是有一
大的距離，人們狂熱愛上這個菜最大的可能，
是它的宣傳介紹和其獨特的圓球雞飯吸引人
吧！

Cendol 珍多，這個簡單美味的當地甜點，我們
從吉隆坡一直吃到馬六甲，最後，在回程前吃
到那一次，是最好吃的，就在「三叔公特產店」
旁邊，他們做的很正宗，班蘭葉的香味夠，濃鬱
的椰漿，再加上燒得濃縮正宗的焦椰糖，拌著
細細柔柔的雪花一放入嘴裡，已經享受到那股
濃厚的珍多滋味。難怪要排隊才能吃到，但還
是挺值得的。直到現在回味起還是感覺到那班
蘭葉香和椰糖的濃香。

晚上逛雞場街夜市，非常熱鬧，東西多，價廉物
美，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有，很多賣小吃的
攤位，一家炸馬鈴薯片的生意很不錯，整粒的
馬鈴薯插在小機器上轉動，切成連著一片片不
斷的薯片，用竹支插在中間放入油中炸，炸好
再灑下料粉。大家排隊等候，一串串的炸馬鈴
薯片，賣相挺好看，也有特色。

馬六甲，這個富有色彩的小鎮，老王國的歷史
文化和美食的寶庫，無論是過去的輝煌和現在
的喧嘩，老少咸宜，備受喜愛，是來馬來西亞必
到之處。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2012/09)

久違的大馬道地美味

克難隊籌劃組隊，大體上与三軍球場建成
使用時間相同。當年之所以要解。

散三軍所屬各球隊七虎、大鵬、海光等共
組一支克難隊，一則因那時期訪問台灣的外
隊与僑隊頻仍，需要一支能夠代表台灣整體
實力的球隊迎戰，二則球隊外訪及參加國際
比賽的機會?多，也需要一支國家代表隊出國
征戰，因乃趁三軍球場落成、籌謀己久的克難
國家代表隊即告組成。

就記憶所及，最早的克難隊成員包括了
七虎隊的霍劍平、賈志軍、王毅軍、大鵬隊的??
行、朱聲漪、凌鏡寰、孫煥庭、鐵路隊的蔡文
華、鄭德源、警光隊的唐雪舫、海光隊的賴連
光、陳祖烈等。

不過、以後在遴選國家隊時，香港的黃國
揚、丘俊賢、吳乙安、盧荷渠、楊比福、錢國楨
等、菲律賓的姚華瑾、林珠德、林應年、施偉
念、葉國強、李國泰、蔡忠強等均先後代表國
家出征。那時、有些老國手如林有詩、于瑞章??

海。光?、王士選、廖滌航'七虎'以及旅居新加
坡、巴拉馬各地的李世僑、黃天錫、余進等都
次第歸隱，以克難隊為主體的國家代表隊乃
逐年補充新血，並還另組成第二國家代表隊

“國光隊”作為後備軍。
我的記憶中、克難隊是“三軍球場”一九

五0年十月底老蔣總統華誕前落成後兩年、即
一九五二年正式組成、而且克難隊雖然?絡了
七虎等各隊精英，這些球隊並沒有因而解體。
七虎蛻變成“駱駝”與“憲兵”兩隊、大鵬改名
叫“虎風”、鐵路、警光、台電等依舊，還次第增
加了復興崗、陸光等新隊，籃壇因克難隊之出
現反更形熱鬧了起來。

克難隊成軍後，無論是迎戰菲僑或港僑
隊便已綽綽有餘，對付日、韓也都有九成勝
算，就是當年的亞洲籃球王國菲律賓、克難也
已能與之棋鼓相當。一九五二年克難隊成軍
不久首次出征、前赴曼谷?加一場義賽、就在決
賽中先後擊敗泰國、日本等蠃得冠軍，而從此

海外揚威、聲名大振。
一九五四年、因有第二屆世界杯籃球賽

的舉行，克難隊的賴連光、唐雪舫、霍劍平、王
毅軍、凌鏡寰、吳乙安等加上僑界好手李世
僑、葉國強、潘克?、姚華瑾等、都代表國家去了
智利，而在同時卻在新加坡有“南大杯”錦標
賽的盛會、國家乃決定派克難隊補充兵力後
遠征星洲。由賈志軍任教練、蔡文華領軍、陣
容有陳祖烈、朱聲漪、廖滌航、王迺泉、朱復
昌、徐澤芬、黃建國、李銳熾、李天送等，此外、
因隊中缺一中鋒、乃決定要霍劍平先去新加
坡、南大杯後再趕去智利。不料克難隊個個奮
勇、人人爭先，竟橫掃千軍、奪得了南大杯。

“國家隊在智利也取得世界杯第五名佳績”以
後、由美國教會大學組成的“歸主隊”年年來
訪、每年十月由國軍體育總會及全國籃委會
舉辦的”四國五強賽“即日、韓、菲加上克難與
國光兩隊”高潮迭起，克難隊均負起力拒外敵
的重任。

不過、克難隊在一九五三年成軍的第二
年，卻因尚不習慣菲律賓黑白隊的新式釘人
戰法而遭到過慘敗。那年著名的黑白隊是以
男女兩隊回國挑戰、台灣乃以克難與碧濤兩
隊分別迎戰、以為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
下斷無吃敗之理，但事實不然，這才把克難隊
首次去曼谷出征即橫掃亞洲的驕氣除去不
少。以後完全改用無牛筋帶的籃球、習慣了新
穎的玻璃籃球架、並不斷吸收新的戰術，克難
隊才終能佔據世界籃壇一席之地。

在克難隊將近十五年的歷史中、吸收及
訓練出的國手不少、除初創時的成員及歷年
參加國際賽所吸納的僑界精英外、以後絡續
加入克難隊的、尚有羅繼然、盧義信、舒耀煌、
傅達仁、李南輝、謝天性、謝恆夫、陳金郎、劉
金龍、邵世玉、蕭辰雄、李伯廷、鄭錦和、朱復
昌等等，至於克難隊解散的確切時間、因我六
0年代即離開台灣來了美國，就不清楚了。

克難隊的成軍經過 續伯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