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BEAUTY 

OF RAGUSA

自己經年累

月到過意大利幾

十次。卻從未涉

足西西里島。是

因為那些關於黑

手黨而不安全的

urban myth，或者覺得難以忍耐意大利地域性「慢吞吞」和自

己急性子的極度差異？在踏進我友人這輛被黃色塵土幅蓋7成

的私家車時，已不再重要吧！但腦子還是浮現剛才他那句「你

來這裡幹麽？」請勿誤會、他的問題並不帶任何恐嚇成份，只

是出於超好奇；意大利西西里島無疑鼎鼎大名，很多遊客都以

Palemo及Etna火山為到訪目標，然而我首次旅訪卻是直往位

於島東南部的Ragusa。而且需要從米蘭先到西西里的大城市

Catania機場，再轉個半小時左右的車程才可到達目的地。接

載我的這位「陌生」朋友，便是住在Ragusa。

Ragusa是甚麼地方？其實是位於呈三角形的西西里島

東南部的內陸山城，這一帶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Ragusa

連同鄰近幾個小城，是令人讚嘆的巴洛克建築藝術地域，

也有別於島上其他地區。亦早已被UNESCO(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列為World Heritage(世界遺產)。在個多小時的車程

中，沿途的風景並不如意大利其他地區般秀麗。大部分是光

禿禿泥沙山頭，公路上罕見其他車子，我們的話題大部分

環繞食物、而且我還嚷著到達目的地後要以道地的arancini

炸飯團為早餐！Ragusa的獨特，不止在於其倚山勢而建的

氣勢，而是上、下城的分佈概念實在反傳統！意大利大部

分情況都是上為古城，下屬新建，但Ragusa剛好相反，背

後的典故是在1693年這一帶發生催毀性大地震後，居民跑

到山上重建居所、建立了上城Super iore。然而那批貴族階

級卻眷戀自己用心血、金錢打造的府邸，於是情願留在原

地修葺，而這更具悠久歷史的下城稱為Ragusa Ibla，現今

是非常重要的histor ical centre、保留Ragusa中古甚至更

老的面貌。至於上城則隨時代發展、所以新舊建築併合，

換言之絕對不及下城歸一！上、下城之間有蜿蜒的「長

命」石級連接。但仍有車路或者疏落的公車往來。我選

擇的酒店雖處於上城，但卻在兩城交界的vantage point。 

Ragusa也許是偏遠，或者是古舊、卻不等於落後，好像我所

住的Hotel Villa del Lauro，屬精品式四星酒店，只有20間房，

酒店由巴洛克大宅改建，保舊容新的設計概念使當天的貴麗

巴洛克宴會廳活在眼前，然而酒店卻有非常摩登的泳池，地

庫的spa設施。客房則因應建築原則各具特色、好像我所住

的便是loft的形式，有樓梯直上睡眠區，樓下是小客廳而且

有French door連接陽台走廊，走出

去便是大花園及泳池。空調充足，

乾淨雅潔還包括free mini bar，也不

到100歐羅一晚！對我來 Ragusa就

是這般充滿驚喜，要認識Ragusa最

佳方法還是靠一雙腳，我由上城徙

步經石級到下城大約15分鐘，其間

穿越古老的小巷及各具地中海格調

的民居，我也正好遇上一位老伯，

雪白挺直的襯衫，黑色的西衭，還

有一枝啡木長手仗，他正是我腦中

最完美的西西里男人造象！我示意

要給他拍照，鏡頭前

他嚴肅得崩緊，當我

一放低相機，老先生

笑得燦爛地跟我揮

手道別！我連忘說

了一句"Grazie tante, 

arr iverdeci n buon 

giorno !"他開心地笑

得更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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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早不到8點，西西里島的氣溫已幾乎攝氏30度。
皮膚感受是一種乾烤式的灼熱。首次踏足著名西西里島的我，於機場
見不到半個Dolce & Gabbana造型的人！來接我的友人打扮隨便，

他其實只是我朋友的死黨，和我素未謀面！
他隨即拋下一句：「Why do you come here?」

Maxwell Leung

A Tour of Confession
south sicily

要從Ragusa上城徒步到下城
的話，要走大量石級、起點是
Via Giusti小街。

Ibla有個怡人的
lblei花園，入口
有高聳的鐘樓。

在上城部分也有數間華麗的教堂，包括這間
Chiesa S.Maria delle Scale。

位於上城的Hotel Villa del Lauro酒店。

從上城府瞰的Ragusa夜景，充滿中世紀的浪漫。



以可可豆磨碎開水，相信飲後能給予能

量，可謂最古老的energy drink，及後西

班牙人入侵南美，將巧克力變成今天你

我熟悉的固體狀。而西班牙人在16世紀

來到西西里島東南部、也輾轉把製造巧

克力的古方帶到Modica，經過4世紀、

今天Modica依舊保留這種製造巧克力的

配方，而且成為其特產！這種古方巧克

力是以可可豆加入白沙糖，加熱達攝氏

50度熱力溶解，可加入天然香料、例如

c innamon或者雲呢嗱，但卻完全不加

奶或脂肪，故此有報道指這是相對健康

的巧克力。而在西西里以至全意大利，

就只有Modica以這配方生產巧克力，屬

地域性特產。縱然因意大利政府未有立

法，其他人仿效此配方並不犯法，但卻

只是不正宗的「仿製品」吧！就像不沿

自champagne區的香檳，也沒有資格叫

香檳！Modica更在下城設立了Chocolate 

Museum，供大家了解巧克力的起源，以

至在Modica的發展，入場費只是象徵式

的3歐羅。有得睇當然要有得食、市內有

數十個註冊的巧克力供應商售賣這種特

產，最出名的老字號就是Bonajuto。

雖然巧克力成為Modica的最大磁

性賣點，但卻不應忽略其古雅氣氛，尤

其是在上城的San Giovanni教堂側有小

路通往可飽覽全景的viewpoint，回程可

順道欣賞教堂的華麗建築、一石二鳥！

而通往下城的路途中、定會被另一最典

型巴洛克華美佈局的San Giorgio教堂所

吸睛，極為雕琢華麗的內堂、與教堂前

左右雙子式的迴環形石級和種滿地中海

植物的花園，幾乎每個遊客都無法按捺的大影特影。

Modica同樣是小山城，最佳探索方式也是靠雙腳，事

實上就算要「打的」也不是易事，電召預約是指定動

作。我卻無比享受徒步的"lost and found"

方式，行倦了？便在簡樸的咖啡店來一杯

道地消暑特飲granita，再來一件於全西西

里甚至意大利、只在Modica找到的巧克力

加牛肉末作餡料的甜脆角mpanatigghi，外

貌9成似過年吃的角仔，但咬一口若不告訴

你，其微微的甜味、如豆蓉的質感，怎會

猜中裡頭有「免治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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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FUL CITY

Ibla就是一個被「凍齡」於中世紀的古城，你不會遇上5步

一檔的遊客紀念品店，只有零星的咖啡、糕餅店或者雜貨店。

街上常碰見的不是「𢦀吓𢦀吓」的遊客，而是閒適的本地居民。

那條主要大街Corso XXV Aprile，和羅馬或佛羅侖斯的相比，規

模卻似一條小徑。街末是城的心臟式廣場Piazza Duomo，小巧

但雅緻，尤其是中央的巴洛克式水池伴著Duomo大教堂。事實

上Ragusa城的教堂外貌與內裡都是典型巴洛克式的華麗，例如 

Duomo di San Giorgio和Chiesa delle Anime del Purgatorio，加上

整個Ragusa街道整潔、散發極其優雅之氣質。另一個驚喜是這

麼遍遠小山城，居然藏了兩間米芝蓮兩星餐廳，分別是Duomo及

Locanda Don Serafino。便可領略骨子的氣派。不過我的愛好，

還是一嚐最道地的傳統美食，跟另一位新結識的土生土長朋友

Giulio吃晚飯，簡單一碟蒜醬意粉加anchovies鹹魚，再來一個不

可少的Cannoli作甜品，只花10多歐羅。任職教師的Giulio更細說

Ragusa的歷史、生活文化和飲食習慣。例如Cannoli內的Ricotta 

cheese使用牛乳代替羊奶，口感更滑又不會有奶「羶」味。又解

釋這一帶的巴洛克風格是西班牙人統治期的遺跡。Giulio代表了

我在Ragusa 3天碰到各個熱情親善的西西里人，而這種窩心經歷

在下一站的Modica也得以延續！ 

THE ORIGIN OF CHOCOLATE

從Ragusa「打的」到Modica，車程約30分鐘及商

議好30歐羅的車資；是最方便快捷的方法。某程度上

Modica跟Ragusa有若干共同之處，例如同是倚山而建

的山城、也有著濃濃的巴洛克古城氣派、Modica分成

上、下城；赤是由「曲折」的長命石級連接，不過上

城Modica Alta是舊區，而下城Modica Bassa則較新。

Modica整體好像不及Ragusa雅緻，然而卻是我決意

到訪西西里南部的遠因，就是為了尋找最古老的巧克

力故事！或者你知道巧克力是南美馬雅人發明，他們

Ragusa的教堂充滿華麗巴洛克建築風格，這間Chiesa di 
San Giacomo 的天花更是罕見的木製。

Ragusa的最重要建築物，必然是這氣勢不凡的Duomo教堂。

位於下城的Chiesa della 
Maddalena小聖堂，放有供
奉西西里著名The Weeping 
Madonna的聖像。

Duomo廣場的中央，有極巴洛克風格的噴泉。

要探索Ragusa Ibla的古道，
最好方法是徒步。

Bonajuto早於1880年已開店，是Modica最老歷史的糕餅及巧克力店。

San Giorgio大教堂整個
外圍佈局是典型的巴洛
克華麗建築風格。

西西里島其中一樣
特產是出名鮮甜的
Ciliegino車厘茄，
Modica當然也找到。

Chocolate Museum
位於在下城的Corso 
Umberto I大街，可供
遊客了解巧克力的來源
及如何以古方製造。

Museum裡頭有多個
藝術家以巧克力制作
雕塑、當然少不得耶
穌像吧。

Bonajuto店有多種口
味供試食，自己最愛是
純巧克力及辣椒味。

Modica也可以從上城經過蜿蜒的中古小巷，
一直走到下城。

從大街小巷的紀念品，便知教父
電影對西西里影響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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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ACUSA: 古希臘的寶藏

吸了幾天山城「靈氣」、來到了鄰近海邊的Siracusa，我

不再沐浴於巴洛克的華美氣氛，取而代之卻是可在Ionian Sea來

個海浴！嚴格來說Siracusa可分為兩部分，分別是Siracusa市及

Otigia島。相比之下，Siracusa市平凡得很，尤其我剛在非常醉

人的Ragusa與Modica待了幾天，到達Siracusa就好像被「撻落凡

間」，不過Siracusa市的「武器」卻是來自其非常珍貴的考古遺

址，話說古希臘人登陸及定居這一帶時，留下不少「腳毛」，要

見證他們的痕跡便要到位於市邊緣的考古公園，或許我們對考古

不及西方人的熱烈，然而這公園內的兩大景點仍是值得一遊，尤

其是Orecchio di Dionisio(the Ear of Dionysius)石灰岩古洞！這個

古洞高達23米、深65米，是古希臘時代天然加人工造成，其用

途眾說紛云，包括儲水庫到囚禁犯人，由結構形狀使古洞有強勁

的傳聲效果，其名稱正是Dionysius(古希臘的暴君)的耳朵，是著

名的意大利畫家Caravaggio旅訪時命名的。古洞不遠處則是始建

於公元前470年的希臘劇場，其歷史之悠久及規模之大，被喻為

地中海文化最重要的遺跡之一。經過不斷的修復，今天仍然用來

作表演場地，尤其是史詩式歌劇最受歡迎！要見證西方的千年文

化，還有距離考古公園10分鐘步程的古代地底萬人塚Catacombs 

of San Giovanni。然而除非像我這些超八卦旅者，否則對一般人

來說是否太「重口味」？

離開陰森寒冷的地下塚，直覺地要走到人氣預盛的地點，

沒有好得過回到酒店所在的Ortigia島吧！島雖小(我看就如長洲

那般大)，但悠久歷史也追塑到古希臘時代，今天Ortigia依然維

持中世紀面貌，由於是海港市，故此吸引了大批郵輪泊岸的「即

日鮮」遊客到訪，事實上我在Ragusa，只遇上幾組歐洲自由行

旅客，亞洲遊客更是一個也不見，到了Modica也是歐洲遊客為

主，夾雜三幾過也是慕名到找古方巧克

力的日本遊客。但Ortigia卻可謂「回到

現實」，旁邊是一羣說話如播音筒大

聲的美國遊客。十步之外則是由彩虹色

縮骨遮領頭的祖國團。然而這些殺傷

力強的遊客卻無損Ortigia的魅力，隨處

逛盪那像迷宮般的中古小巷，最終也

能去到海邊；或者那些看似touristic的

餐廳，總會有最新鮮的吞拿或劍魚供

應，還有絕好水準的cannoli及casata甜

品！對於我來說，能夠到Duomo廣場

的Basilica of Santa Lucia教堂內一睹最

喜愛的Caravaggio，於留放在西西里期

間所畫的名作Burial of St. Lucy，已經

很安慰！要避靜的話，也可走到島最尖

端位置的Castello Maniace古堡，眺望

Ortigia的海岸景色之餘，也看看海水如

何可以由深藍逐漸幻化成翡翠綠。提到

翠綠，距離古堡5分鐘步程的著名水泉

Fonte Aretusa，一邊觀賞那些穿梭蘆

葦草叢的橙黃色鯉魚及雪白色小鴨，一

邊憶想歷代詩人默客就水泉的神話故

事，而紓發的文藝作品，甚麼亂緖繁音

也被隔除。諷刺的是晚上距離水泉不遠

的Piazza Marina，卻有嘈雜的夜市！我

卻連忙跑回酒店陽台，面對著波濤洶湧

的Ionian Sea，聽著澎湃海浪泊岸，開

始懺悔自己一直對西西里有著無知的偏

見⋯手機忽然傳來新朋友Salvo邀約晚

飯的短訊，海量汪涵、熱情好客的西西

里人，必會接受在下的誠心悔意，是

嗎？.

有相當繁華的夜市，也充斥著傳
統表演的街頭藝人。

Duomo大教堂的花
巧鐵閘，也展現大地
震後的巴洛克風格。

位於Ortigia島Piazza Archimede廣場
中央的大型雕塑噴泉，甚具氣勢。

Ortigia島上優美的Duomo廣場上對著Santa Lucìa 
alla Badìa教堂，內藏Caravaggio的名畫。

酒店陽台望著冇邊際的Ionian Sea。

由翠綠漸變成深藍色的海水，
如何不使人愛上西西里島？

達23米高的Orecchio di 
Dionisio古洞，宏偉程度加上
神奇傳聲效果，是必遊之處。

眺望Ortigia島最西端的Castello Maniace古堡，是避靜的好去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