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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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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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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ufordtravel.com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越南 柬埔寨 7日遊 $199.00

亞洲名城新加坡，鉑金江南11日遊 $49.00

韓國經典6日遊 $19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6日遊 $44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4日遊 $29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6日風情遊 $2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6天精華遊 $9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7日遊 $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7天 $99.00

奇山秀水桂林6天 $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8天遊 $49.00

舞動北京5天 $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8天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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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達佩斯（匈牙利語：Budapest）是
匈牙利首都，也是該國最大的城市，
是成為匈牙利建築藝術的中心、交
通運輸、藝術文化、工商貿易與教育。
匈牙利一千萬人口，面積 : 93030平
方公里、官方語言: 匈牙利語98.2%、
其 他：1.8%。宗 教: 羅 馬 天 主 教
67.5% 其他：32.5%。布達佩斯的人口
在 1980 年 代 中 期 曾 達 到 高 峰 207
萬，目前僅有人口約 190 萬居民，它
是歐洲聯盟第七大城市。

該市是在1873年由位於多瑙河右
岸（西岸）的城市布達Buda 和古布達
以及左岸（東岸）城市佩斯 Pest 合併
而成的。簡單來說布達佩斯的行政
區編號採用的方式按順時針方向逐
圈向外遞增，一共分23個區。23個區
域位於多瑙河一條支流之間。每一
個 區至少有一個公園和教堂，大一
點的區會加公園和教堂，處處感受
到美麗的大自然。中間由七座橋連接
著靠山的布達與平原的佩斯，形成美
麗的多瑙河，更增添了布達佩斯的優
雅。

富有獨特魅力的奧匈帝國式建築
風格的劇院 有86座、歌劇院兩座、博
物館32個和許多小藝術館、音樂廳、
俱樂部和大小電影院。2005 年 10 月
匈牙利的兒童博物館也搬到了這裡。
它們都是布達佩斯擁有的豐富文化
和自然資產，值得花些時間細心品
賞。

在布達佩斯市中心和市郊有美
國式的購物中心，還提供其它各種服
務如快餐飲食之類。他們的營業時間
比較長，星期一至星期六最晚21點關
門，星期日最晚18點關門。其他社區
一般超市就4點關門，小商店2點就
休息。

為了紀念匈牙利建國1000年而
建 立 的，聖 史 蒂 芬 大 教 堂 (St
Stephen's Basilica)，於1905完成。尖塔
高96公尺，是布達佩斯規模最大的教
堂，城市最知名的標誌之一。

乘坐遊船觀光名勝是旅遊很好
的方式之一，遠眺全部景象，每個角
落的形態、姿勢一一能夠覽現無遺：
先經鏈橋（Chain Bridge）越過多瑙
河，到了晚上鏈橋亮起了燈，放眼望
去如一串耀眼的項鍊，因此鏈橋
（Chain Bridge）被稱為多璃河的寶石
項鍊。白天放眼眺望多瑙河上的船隻
與細長重重橋影，也是特別好看。宏
觀獨特的馬提亞斯教堂、華麗壯觀
布達皇宮，馬札兒族人英雄廣場、廣
場中央有天使銅塑的紀念柱，都是參
觀的重點。在船上靜靜地欣賞多瑙河
兩岸的景色怡人風光，是一種享受。

綠意盎然的公園區連接布達佩
斯市內各重要觀光景點，如安德拉斯
大道 (Andrassy Boulevard) 上新文藝
復興時期興建的匈牙利歌劇院，英雄
廣場及匈牙利美術博物館等。現代化
大樓與奧匈帝國風格的建築和諧地
排列著。宏偉氣派 新哥德式的國會
大 廈 (Parliament Building)。景 色 美
麗 布達丘陵的漁夫城堡 (Fisherman's
Bastion)……。

進 去 漁 夫 堡 (Fisherman's
Bastion) 要走一些梯階，上到城堡就
看到有一片很大的地方，很大的步行
空間，為一堡疊城牆，20世紀初造的
新羅馬樣式的城堡。七座建築組成的
尖塔堡疊，左右分布在漁夫堡，他們
代表七位匈牙利主要人種的馬札爾
人。大小高低層次不同的堡壘，就好
像白雪公主七位小矮人的帽子，很童
趣。遊客很喜歡在尖塔堡疊羅馬式半
圓拱門下拍照。

漁夫堡寬闊梯階兩旁牆壁，雕刻
着幾位羅馬戰將，如守護的門神，再
踏上尖形哥德式塔樓就可以看見多
瑙河佩斯區的迷人景色。19世紀時，
這多瑙河一帶交由漁夫守衛，因而以
漁夫城堡命名。

在不同的迴廊可眺望不同的美
麗景觀。從觀景台可俯瞰瑪格麗特
島、市政廳以及蓋勒特丘陵（Gellért
Hill）的全景。第一代匈牙利王史蒂芬
一世銅像就建立在聖瑪麗亞教堂與
漁夫城堡之間，銅像立於1906年。城
堡有一部分已經作為餐廳。漁夫堡旁
有一間希爾頓旅館。旺季進入漁夫堡
需要買門票，淡季的時候就不用買
門票啦。

布達皇宮完成於 1265 年，為歷
代匈牙利君王的居所。在1950年代匈
牙利重新修復的工作，在皇宮中設置
了國家藝廊、歷史博物館及國家圖書
館，又給當代君王多增一個功績記
錄，在布達皇宮歷史上多添個重要的
角色。

古皇宮內部放有許多珍藏品，珠
寶、名畫、家具、花瓶……感受到歷代
皇室的尊榮風華，可惜不能拍照，無
法與大家分享！

參觀布達皇宮 當日剛好碰到德
國總理來訪6小時，皇宮外面緊備周
全，很多警察和軍人守衞，雖然小小
的不方便，但是還是能盡快遊玩和攝
影不少宮外的照片。青銅雕像的
Matthias Fountain (馬提亞斯噴泉)、
花園等等都是拍照留念的好景點。皇
宮對面還有一區用鐵絲網封圍起來
的古區域，也是歷史留下的斷垣殘
壁。

橋頭的一邊，有一些販售著紀念
品店，邊緣還有一間現做現烤的圓筒
形狀的麵包卷。把準備好的麵皮壓扁
約兩個手指寬，須着圓形鐵桿子外面
捲幾圈，然後放在火上面烤，烤到稍
微焦黃色，麵包的香酥味道散發出
來，取出灑上白白的糖粉即成，一卷
一卷沾了白糖粉的麵包卷實在很可
愛。它名為 Kürtőskalács，(源自外西
凡尼亞 Transylvania，現在的羅馬尼
亞)，這種小點心在是匈牙利地區十
分常見。

匈牙利民俗表演晚餐，享受當地
風味美食。真正的匈牙利Gulyas 主要
材料是牛肉，匈牙利牛肉湯 (Gulyas)，

牛肉加上豐富的馬鈴薯、蔬菜，加上
炒過的洋蔥及小麵團煮熬，再 加上
大量的 Paprika紅椒粉，更具風味，不
吃牛肉者也甭擔心，立即端上不加牛
肉的蔬菜湯。

匈牙利民俗喝酒法，豪放不羈，
精彩萬分：服務員把酒放在長嘴圓形
的玻璃瓶上，對準客人的嘴巴喂客人
喝酒。大家玩得興高采烈，也喝得不
亦樂乎！

著 名 莉 特 須 水 果 捲 (Retes，
Hungarian strudel) 發酵的麵皮薄如紙
張，放下蘋果、酸櫻桃、乾酪、罌粟子
等餡料後捲起烘烤八分鐘，幾乎蘋果
卷賣得比較熱門，看著他們製作，做
一整條蘋果卷之後，再做一條分三段
口味的酸櫻桃、乾酪、罌粟子。

另一道著名菜餚紅椒雞(Csirke
paprika) 利用洋蔥、青椒、紅椒粉及多
種調味料，煮成的一道非常可口美味
的雞肉餐。難怪布達佩斯到處都有這
種不辣的 paprika 紅椒粉出售。它的
香氣可融合多種不同的料理煮法，烹
調出色香美的佳餚。還有匈牙利酥炸
鴨腿，配上幾種酸瓜，醃菜，再加上炒
香的小米、小豆，有點像德國的烤鴨
餐。

美麗布達佩斯城市說大不大，說
小不小，有下列友好城市德國柏林、
法蘭克福，美國紐約、沃斯堡丶葡萄
牙里斯本和中國北京等。輕鬆走走布
達，再逛逛佩斯，好好享受她迷人的
氛圍，吃吃當地美食，也是城市人減
壓的好方法。(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
行社)

布達佩斯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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