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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阿邦（Goa） 
位於印度西岸，北臨中央邦，東及南方與卡納塔克邦接鄰，西瀕阿拉伯海，是
印度面積最小的一個邦，人口是印度人口第四少的邦。果阿首府位於帕納吉（P

anaji），而最大的鎮是達·伽馬城 (Da Gama)。 

歷史上果阿曾是葡萄牙殖民地。葡萄牙商人於16世紀抵達果阿，不久即佔據該
地，打壓當地印度教徒及回教徒，導使當時多數人口歸信天主教。葡萄牙的殖
民時期延續約450年，直至1961年被印度用武力奪得其主權。以人均資產值計算
，果阿是今日印度最富裕的一個邦。 

果阿以沿海沙灘聞名於世，每年吸引數十萬國內外觀光客前往遊覽。果阿的教
堂和修道院被列為世界遺產，其中的仁慈耶穌大教堂是亞洲最主要的基督教朝
聖地之一。果阿位於以生物多樣性着稱的西高止山脈，動植物資源豐富。 
 
果阿最早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紀，是強大的孔雀王朝的屬地。 
約2000年前，戈爾哈布爾的薩塔瓦哈納王朝統治了果阿；580年到750年由遮婁
其王朝治理。接下來的幾個世紀里，果阿先後被 Silharas王朝、卡丹巴王朝、 

遮婁其王朝、 德干所統治。尤其是以錢德拉布爾（現在的昌多- 
Salcete）為中心的卡丹巴王朝給殖民時期的果阿歷史和文化留下了豐富的文明
遺產。 
1312年，果阿屬於德里蘇丹國，但是王國對當地的重視程度不若北部；1370年
割讓予毗奢耶那伽羅帝國的哈里哈拉二世。1469年又被古爾伯加的巴赫曼尼蘇
丹國佔領。巴赫曼尼蘇丹國瓦解後，果阿地區被比賈布爾蘇丹國的阿迪勒·沙阿
佔領，並將果阿舊城提升為其陪都。 
果阿最傳奇的歷史，是以1498年第一個歐洲人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初臨果阿為起點的。當時達·伽馬需要在印度找尋一處貿易航線中的落腳
點。他首先於今天印度喀拉拉邦的科澤科德(Calicut)登陸，其後轉至今日的「

老果阿」地區。彼時由印度至歐洲的傳統陸上香料貿易路線被奧圖曼(Ottoman)
帝國所中斷，而葡萄牙的目標，是在印度成立一個殖民地，以壟斷印度至歐洲
的海上香料貿易。1510年，葡萄牙的艦隊司令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擊敗對當地土官首領提瑪亞擁有主權的旁遮普土王，佔領了果阿
舊城。有別於葡萄牙於印度沿岸其他的佔領飛地，葡萄牙不僅在果阿屯兵，還
期許將果阿建設成一處殖民地及海軍基地。 
根據果阿宗教裁判所（1560年-
1812年）的命令，許多果阿的本地人都被傳教士強迫改信天主教。成千上萬的
居民為了逃避質問和侵擾，紛紛移居鄰近的卡納塔克邦、門格洛爾和卡爾瓦。1

6世紀，當其他歐洲列強抵達印度時，大部分葡萄牙的屬地被英國和荷蘭取得。
葡萄牙在印度的屬地只剩下沿着印度西海岸少數幾個飛地，果阿是其中最大的



一個，並且很快成為最重要的海外屬地，被賦予與里斯本同樣享有的地位特權
。 

葡萄牙殖民當局鼓勵葡萄牙人與本地婦女通婚，在果阿定居，成為農夫、商販
或工匠。這些已婚男子很快成為特權等級，果阿也因此擁有相當數量的歐亞混
血兒人口。隨後，議會成立，維持與葡萄牙國王的聯繫。1843年，果阿的首府
從果阿舊城遷往帕納吉。直到18世紀中葉，佔領範圍擴展至今日果阿大概的管
轄範圍。 
印度於1947年獨立後，對葡萄牙提出將以果阿為主的葡屬印度移交予印度政府
，但葡萄牙沒有答應印度的要求。1961年12月12日，印度部隊開入（葡方稱為
「入侵」、印方稱為「解放」）果阿及另外兩個葡屬印度地區達曼和第烏，經
過26小時小規模的戰鬥後佔領果阿。初時三地共組為印度的一個聯邦屬地；至1
987年5月30日果阿升格為印度第25個邦，而達曼—
第烏則繼續保持為一個聯邦直轄地區。而葡萄牙方面一直至1974年「四二五革
命」後方以正式文書和聲明承認印度對果阿的主權。 
 
果阿最受歡迎的節日有聖誕節、象頭神節、燈節、新年、什格莫節及嘉年華會
。然而自1960年代起，什格莫節及嘉年華會的慶祝活動逐步轉移至城市中心，

近年更蛻變為吸引旅客的賣點。大多數節日會持續數天，期間舉行各種派對和
舞會。 

米飯和咖喱魚是果阿的主要食物。果阿的各種魚類料理非常有名，椰子和椰油
常和辣椒、香辛料、醋等一起用於調味。在天主教的重要場合，會選擇一些豬
肉料理，如文達盧（Vindaloo）、薩古蒂（Xacuti）、索爾波特爾（Sorpotel）

等。而一種果阿特有的燉煮蔬菜坎特坎特（Khatkhate），則在印度教或基督教
的節日里都廣受歡迎，這道菜的原料包括至少五種蔬菜、新鮮椰子以及特製的
果阿香辛料。在聖誕節，一種被稱為貝彬卡的多層蛋制甜點最受歡迎。至於酒
類，則主要是果阿本地的腰果酒和椰酒。 

果阿的教堂和修道院是世界文化遺產。其中仁慈耶穌大教堂教堂供奉有聖方濟
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的遺骸，許多天主教徒將其視為果阿的主保聖人（事實上果阿教區的主
保聖人是十七至十八世紀時期的錫蘭人約瑟夫·瓦茲）。每過十年開放供公眾參
觀朝拜，最近的一次是在2004年。 
在果阿的許多地區，還保存着印度-
葡萄牙風格的建築，如威爾哈斯·康基斯塔斯地區等。然而在一些鄉村，歷史建
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帕納吉的噴泉區現在成了一個文化保護區，是展示
果阿的生活、建築和文化的活的博物館。一些果阿的廟宇也可以看出來自葡萄



牙的影響，特別是曼圭什廟。1961年之後，很多廟宇都被拆除重修，恢復了原
本的印度風格。 
 
 
金奈（ Chennai） 
1996年以前被称为马德拉斯（英文：Madras），这一旧称目前仍被使用，是一
座位于印度东南部孟加拉湾乌木海岸的大城市，同时也是泰米尔纳德邦首府。

果阿最早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紀，是強大的孔雀王朝的屬地。  
 
Carnatic music 南印度古典音乐 
Fort St. George, Chennai 聖喬治堡 
 
清奈起初是一個很小的漁村。 

自從公元1世紀以來，清奈附近的區域就是重要的行政、軍事和經濟中心。他曾
經被許多印度南部王國統治，特別是波羅婆王朝、朱羅王朝、潘地亞、毗奢耶
那伽羅王朝。 

麥拉坡鎮，現在是都市區的一部分，曾經是Pallava王國的主要港口。 
1552年，葡萄牙人到達這裡，建造了一個港口，以據說
曾在52年到70年來此傳道的使徒多馬命名為聖多馬（São 
Tomé）。這個地區後來落入荷蘭東印度公司手中，1612年，他們在該市的北面
靠近普里卡特的地方，建立了據點。 
1639年8月22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弗朗西斯·戴從毗奢耶那伽羅國王那裡獲得
烏木海岸的一塊小型帶狀土地 。允許建造進行貿易活動的代理商行和倉庫。 

一年以後，聖喬治堡建造了起來，後來成為這個殖民地城市成長的核心。1746
年，聖喬治堡和馬德拉斯被毛里裘斯總督法國貝特朗-
弗朗索瓦·馬埃·德·拉布爾多內 ( La 
Bourdonnais)將軍奪取，搶劫了該鎮及附近村莊。 
英國人在1749年重新奪回對該市的控制，通過第二亞琛和約(Treaty of Aix-la-
Chapelle)隨後強化基地經受法國人和邁索爾王國蘇丹Hyder 
Ali進一步襲擊。到18世紀末，英國人已經征服泰米爾納德及其北面大部分地區
（今日的Andhra Pradesh 
和卡納塔克邦），成立了馬德拉斯Presidency，首府就設在馬德拉斯。 

在英國統治下，該市發展成為印度南部重要的商業和行政中心以及海軍基地。
到19世紀末，該市通過鐵路，該市與印度其他重要城市，如孟買和加爾各答，

聯結起來，推動了與腹地之間的交流與貿易。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唯一遭
到同盟國襲擊的印度城市，一個石油倉庫遭到德國埃姆登號輕型巡洋艦 
(1908年)的炮轟。1947年印度獨立以後，該市成為馬德拉斯邦首府，1969年又



更名為泰米爾納德。從1965年到1967年，清奈是泰米爾人反對強迫接受印地語
運動的一個重要基地。 
2004年，南亞海嘯襲擊了清奈海岸，造成許多人死亡，並永遠地改變了這裡的
海岸線。 
 
 
可倫坡（ Colombo） 

位於錫蘭島西南岸、瀕印度洋，是斯里蘭卡的最大城市與商業中心，人口642,1

63人（大地區為2,234,289人）(2001) 。 
而斯里蘭卡的政治首都斯里賈亞瓦德納普拉科特（Sri jayawardenapura-
kotte）位於其郊區，但因距離過近，近年來許多國際的官方資料仍記載可倫坡
為斯里蘭卡的首都，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可倫坡的名稱來自僧伽羅語的Kola-
amba-
thota，意為「芒果港」，其後葡萄牙人將其拼寫成Colombo以紀念哥倫布。 

關於可倫坡的記載，據信在兩千年的羅馬、阿拉伯中就已經出現。八世紀時，

僧伽羅王國與外界的貿易大多由在可倫坡的穆斯林商人所經手。中國史料當中
最早見於元代航海家汪大淵所著的《島夷志略》，稱之為高朗步。 

葡萄牙人於1517年來到可倫坡，建設了保護其香料貿易的據點。接下來可倫坡
先在1656年被荷蘭佔領、1796年再被英國佔領；英國並將可倫坡建設成為英屬
錫蘭的首都。自1948年斯里蘭卡獨立起，可倫坡一直是斯里蘭卡的首都，直到 
1985年遷都至可倫坡東南郊區的斯里賈亞瓦德納普拉科特為止。 
 
Galle 
Galle had been a prominent seaport long before western rule in the country. Persians, 
Arabs, Greeks, Romans, Malays, Indians, and Chinese were doing business through 
Galle port. In 1411, the Galle Trilingual Inscription, a stone tablet inscription in three 
languages, Chinese, Tamil and Persian, was erected in Galle to commemorate the 
second visit to Sri Lanka by the Chinese admiral Zheng He. 
 
The "modern" history of Galle starts in 1505, when the first Portuguese ship, under 
Lourenço de Almeida was driven there by a storm. However, the people of the city 
refused to let the Portuguese enter it, so the Portuguese took it by force. 
 
In 1640, the Portuguese had to surrender to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Dutch built the present Fort in the year 1663. They built a fortified wall, using solid 
granite, and built three bastions, known as "Sun", "Moon" and "Star". After the 
British took over the country from the Dutch in the year 1796, they preserved the Fort 
unchanged, and used it as the administrative centre of Ga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