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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的山上高爾夫球場』
「國破山河在」曾經在杜甫的詩中

描寫了因戰亂而被破壞的長安城 但今非
昔比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這是說
自然的山河依舊矗立在前 如同在台南水
源地的山上高爾夫球場 因戰爭而變成了
芋頭田 之後不再變回為時不久的高爾夫
球場 時序已然過了五十年 在台南市郊
的山上高爾夫球場 或許仍有些許老前輩
仍記得當地 而在我糢糊的記憶中 依稀
可說出那個高爾夫球場

昭和初年之際 故鄉台南亦開始推動
高爾夫球建設 當時的台南州知事│今川
淵先生 即是當時推動高爾夫球的有力人
士

場地即位於山上的水源地 也就是在
台南車站起站的第二站新市站下車 接著
在砂石街搭公車 就這麼一路搖晃的到了
高爾夫球場

父親恐怕是全台南市中第一個到達此
地的人了 剛開始即在內院裡架網練習
當地在開發成高爾夫球場之後 即開始有
公車及汽車的行駛 當時 列車只有每兩
個時間一班 因此早上從家裡出發 及至
傍晚時分才進門亦是常有的事

我的母親接二連三的生育小孩 我的
父親在充當保母之餘 即常常帶著我們一
起去高爾夫球場 但父親多把我們安置在
俱樂部之後 即逕自沉浸於打高爾夫球的
樂趣中

記得當時的會員中以今川州知事為首
尚有藤村警務部長 劉茂雲勸業課長等

政府官員 其他的還有如櫻井 岩井等銀
行家 川村律師 小出商行的小出平左衛
門以及小出錠市先生 另外似乎仍有黃錕
松先生 藤黑勇先生的令尊等等

當初闢建高爾夫球場時 只有七個球
洞 一直要到昭和八年的夏天才完成全部
九個洞的球場 而我當時只是幼稚園而已

腦海裡深刻記得第一次去時 父親帶我
走過那好長好長的第五個到第六個球洞

山上高爾夫球場 無論是那一個球洞
其路線差不多是呈直線狀 只是這之間

充斥著大大小小散佈林立的丘陵 山谷
小河流或者是低漥池塘等等 全長為三千
碼 標準打數為三十六桿 但這是相當難
達到的

第一洞長為四二五碼 標準桿為四桿
當時使用的高爾夫球以及木製的球桿

要達到標準桿進洞是相當不容易的技術

第二洞 路程並無任何特殊之處 大都是
平坦球路或稍有淺水溝 沙坑等 亦為約
五百碼標準桿五桿 不耐久候的我還有哥
哥 總是會先一步到達目的地等等父親的
到來 不過 頑皮的我們在等待父親時
經常是在沙坑中 惡作劇的破壞如小小噴
火口般造型的食蟻的巢 然後將它們趕出
巢穴

第三洞為一三五碼 但路程則須越過
小橋流水 不過小河中是不見流水的 第
四洞標準桿亦是三桿 長約二一五碼 但
已有坡度甚陡 上面有綠草地的丘陵地了

是相當難的球洞 印象中父親都是以三
號木球桿揮出高飛球一舉越過綠草地 有
一次 與父親同行的陳啟川先生揮出桿後
找不到球 正想難道會是在坡地上的綠草
地上嗎？最後竟是一桿進洞

一般的球員平均一萬次機會才會出現
如此千載難逢的一桿進洞 但是像我這般
球技不佳 竟也有兩次這樣幸運的事發生

弟弟的球技生涯中 從年輕開始以至過
六十歲了 才第一次達成一桿進洞的美夢

直嚷嚷著要請客
在我居家的起居間 裝飾著一塊               

球公司所贈送的匾額 上頭嵌有當時使用
的高爾夫球 時至今日每當憶起昔日情景

即不自覺的慧心一笑
在四號球洞中 是整個高爾夫球場裡

唯一一個有飲水地的地方 現在應是已無
如當初湧出之冷泉水了 雖然水中略帶有
鐵銹味 但卻足以讓當時在球場的人一飲
解渴

另外印像中尚有一則關於第四號球洞
的事 有一天 父親與甫自日本留學歸國
的叔父劉主祥 一起在繞過四號球洞時
叔父從球座一舉揮出右曲線球時 不慎打
中當時正在割草的女工作人員 父親見狀
立即自手提包中拿出水揚酸甲酯 迅速的
跑過去查看情形 但幸好並未釀成大傷害

因為正在工作中的女工作員 為防止強
日照射 頭戴有台灣斗笠且手腳皆綁有布
巾 因而才得以避開可能會造成的傷害
當時 球場場地的保養都是以手推鋤草機
整理 過長的雜草則是以鐮刀割除 勉強
說起來那是一件相當辛苦的工作 以致於
高爾夫球一般被認為是有錢人家的玩樂
但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第五 第六球洞 因其才剛竣工不久
所以草皮的狀況仍稱良好 台灣氣候類

屬高溫帶 因此並不是播種 多是採取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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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移植的方式
第五洞的發球是從高台上往下打 此

時可見連亙綿延的中央山脈 以及曾文溪
流貫嘉南平原的壯闊美景 除此之外 尚
有從日月潭發電所的送電鐵塔林立其間
呈現出大自然與人工造景融合的一大美景

第五洞為四七○碼 標準桿五桿
到了第六個球洞時 則是與第五球洞

平行相逆的球線 在路程的左方有一如泳
池般大的貯水池 距離約四五○碼 標準桿
亦為五桿

第七球洞則地勢起伏不定 為標準桿
四桿 中型的球洞 但甚為模糊的是 記
憶中並未有任何印象 我想應該是因為我
早早即繞過此地 繼續往前至第八球洞的
池子 因為那裡有小孩子時常釣魚的地方

但是那裡又經常有許多球技不精的球
員會將球打進魚池 這時只見桿弟迅速跳
入水中將球撿起來 父親在過世前一年來
到美國時 即說要買一打會浮在水面上的
球 記得當時的我 著實甚感困惑 在這
裡 會浮在水面上的球等 並未聽過也未
曾見過 或許是因為球的價錢比較便宜吧

但自覺丟臉的是 我並不曾親自買過高
爾夫球 那都是在傍晚夕陽時分 興致所
趨散步至附近的高爾夫球場的林園時 隨
手檢起的一堆高爾夫球 在那時物資普遍
不足的年代 直覺的反應即是無論是什麼
東西 能再利用者則再利用 變成是一個
「不會浪費」的人

第七洞是三○五碼 標準桿是四桿 第
八洞為一七○碼 標準桿為三桿 最後一洞
的路線 則是有許多送水馬達的建築物
從高爾夫球場即可耳聞送水馬達運轉時所
傳來的迴轉音 長度為二五五碼 標準桿
則為較容易的四桿

十五年前 整理父親的遺物時 在書
齋中發現了一本高爾夫球的手冊 而手冊
裡亦完整的呈現了當初高爾夫球場的樣子

這也才使得我幾近模糊的記憶漸漸清晰
起來

我自美回台之際 總是多叨擾兄長
而在兄長的起居間 裝飾有一個金屬製甚
為氣派的Bobby John優勝獎盃 那是父親
所遺留下來的紀念品 是父親在山上高爾
夫球場獲勝時所贈的獎盃 父親與其他球
員的球技相較之下 仍是較厲害的 所謂
障礙賽 對球技佳與不佳者來說 相差不
甚多 父親因而樂於參加此類球賽 也在

其中屢次獲得優勝
當時的高爾夫球會員中 政治界的人

士為數不少 父親並沒有自用的汽車 因
此每當須較晚回家時 經常是由那些官員
們或友人順道載父親一程 而父親亦在昭
和九年時 乾脆自己買了一部自用汽車
以便往返球場

父親所買的車型是一九三四年出廠的
龐帝克 並雇請了一位林姓司機 林司機
的臉型長的非常像當時有名的「游手好閒
」漫畫中的田河水泡 因此我們都謔稱他
為林水泡

每到週末時 林司機會在將車駕駛至
高爾夫球場的入口處時 鳴聲警笛數回
而後就會有許多在附近遊玩的青少年齊聚
走近過來 自小即生長在相當貧苦的環境
中 他們自是會努力掙一分一錢 而父親
即會在他們之中 挑選一位體格佳者擔任
今天的桿弟 他的工作即是伺候父親 並
且負責搬運重的道具或者一些雜用品 通
常他們也會來到父親經營的三多商社中工
作 永松 長吉 文珍即是當時擔任過父
親桿弟的年青人

身為一個桿弟必須在數小時的時間中
跟隨著球員 如此長時間的相處 自是容
易看出這些年青人的性格與才能 而這也
是父親聘請員工的方法之一

戰後 父親偶然北上淡水打高爾夫球
當時的桿弟即為李阿田 這個孩子出生

於貧困的客家莊 想當然爾 他並部會說
台灣話更遑論是日本話了 父親在球後即
帶著阿田住進剛結婚的我的家裡 僱請他
在我家幫傭 雖然他名為我家的雇工 但
仍是讓他去上夜間學校 之後 阿田則去
我的朋友在大學的研究室中擔任助理 而
阿田也爭氣的自師範學校畢業了 又過了
三十年後 阿田早已是台北市某大國小的
校長了 在我父親過世的時候 他亦專程
驅車南下參加喪禮 我在禮拜堂見到他時

骨碌碌的淚水不自覺的又再度落下 而
阿田從被我的父親發現以來 至今三十餘
年 如今他已是一個耿直忠厚的男人

話題再回到原點 當初的那位林司機
經常牽著我的手走過水源地的設施 而

當時的所長豐田先生 亦是父親時常球敘
之球友 而所長夫人則是一位在台南是相
當有名的產婆 我的兄弟們皆是經由她來
到人世間的 這樣的淵源下 像我們這般
亂闖水源地亦不曾遭受斥罵

偶而 林司機亦會帶著我去看那些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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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們聚集在一起吃午飯的樣子 有的孩子
便當中只有黃鑼蔔鹹菜以及菜乾 另外甚
至只有荷包蛋如此簡單的配菜 林司機則
會以此說教我的浪費 而那一刻情景一直
深植在我心 久久揮之不去 所以到現在
我亦是簡單的飯菜 但妻子則經常為此發
牢騷 但是粗茶淡飯對身體較好 至今我
仍是非常的健康 無病痛亦不須醫生

因為山上高爾夫球場為九洞的路程
父親在出發後二個半小時即會返回俱樂部

不論是牛肉或者麵條 經常是狼吞虎嚥
的吃完 隨即又再趕赴未完的的路線 有
一天 父親又是匆匆忙忙的吃完午餐之後
又去打球了 無聊的我一時興起 拿起父
親喝的生啤酒一股腦兒的灌下去 一入口
真是糟糕 啤酒對小孩子而言一點也不好
喝 直覺地即將啤酒吐出來 也是因為有
過這樣的經驗 即使我長大後 仍舊是對
啤酒滴酒不沾

有一點脫離主題了 我的同事 是個
蘇聯工程師 他似乎曾說過 所謂的「      
」在俄語中是代表女性的性器官 這即是
在取商品名稱時不能輕忽的一點

戰前 往美的航線上有一艘名為「秩
夫丸」的船次準備就航啟程 但也是因上
述同樣理由 而從「          」改名為「鎌
倉丸」 我想應當仍是有人記得這件事情
的

我只去過山上高爾夫球場打過一次球
而父親也因此買了小孩專用的球套設備

以及球袋給我們 球桿 五 七 九號球桿
再加上推桿共五支 即與櫻井先生還有父
親一同出發了 因為是生平第一次打高爾
夫球 球桿的使用方法勉強尚可 結果亂
七八糟 只是與他們相同在草地上打轉而
已 但不同的是 我並非如「自小即與眾
不同」的泰格伍茲一般有才能 能到七十
歲的今天尚如此熱愛高爾夫球 憑靠亦只
是當時的樂趣

現今的台灣社會已是相當富裕 且新
的高爾夫球場亦如雨後春筍般林立 但我
們的山上高爾夫球場卻早已消失不見了
因當時並未能順應戰時的體制 且適逢一
片撻伐奢侈的聲浪 如此的高爾夫球場在
台灣並非是相當必要的 在為了增產糧食
的應聲下而改成了芋頭田

旅居異國已然四十餘年的我 曾經想
過在某次回鄉探望的時候 即前往探視山
上的水源地 並尋找當初高爾夫球場的遺
跡

曾經 造訪古戰場的芭蕉 懷念義經
一黨臨死之前的回憶「夏草  兵共  夢  跡
」(夏草與兵士已成夢中的遺跡) 每每誦
讀此句時不禁讓我感嘆「夏草  高爾夫球
迷  夢  跡」如此境似的憂傷 如今一切都
已遠去 徒留我帳然若失的淚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