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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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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亞特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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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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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脊梯田 6天 $199.00
廈門/泉州/土樓 5天 $199.00

九寨溝 8天 $99.00七彩浪漫雲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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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ordinternationaltravel@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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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改影院掃射戲

藍天白雲，綠水青山的「花蓮」不只空氣好，名
勝也多：有峻秀峽谷「砂卡礑」，有遺世獨特的
山谷風景「布洛灣」，也有著名的「太魯閣」，花
蓮的太魯閣是許多遊客響往來到台灣必須參
觀景點之一。

太魯閣是世界罕有的雄偉峽谷景觀，險峻難行
的峭壁斷崖，深邃幽靜的峽谷，流水淙淙的瀑
布，有如鬼斧神工雕砌而成。而「九曲洞」則是
太魯閣最精華段，步道緊倚著高山深壑，險峻
的地勢令人震懾，連綿曲折的山洞隧道。附近
的「燕子口」、「天祥」等景觀，一路上有處處高
岩石牆，氣勢宏觀! 有靜靜川流於環抱清翠山
嶺間，薄霧矇矓，山水之美盡在當下！瀑布山
脈斷層所形成的大小瀑布，水量雨旱時變化極
大，有時氣勢磅礡，傾瀉而下，轟轟作響；有時
涓涓細流，如白紗輕掛，水聲潺潺。

美麗的「七星潭」，雖名為潭，但實際如藍月牙
般的海灣，這兒的海水潔淨蔚藍，隨著陽光的
照射，由水中透出不同層次的藍光，透明而閃
耀向北眺望，高山向海延伸，伴著白雲輕飄，給
人一種舒暢的感覺和寧靜的陪伴。花蓮的「七
星潭」，這漂亮的石頭海岸，不只成人喜歡來，
年輕人也高興來溜踏、甚至兩歲到十?的小孩

子也開心來此撿石頭和踏石頭。岸邊的石頭：?
的、紅的、白的、黑的、灰的、紫的五顏六色，大
大小小各式各樣型像的石頭，有小的如花生
米，也有像雞蛋，像波羅包、?油餅等類似古怪
石頭，各異形狀與色澤，非常精??可愛，收集一
些回家做紀念挺好玩的。看著身邊的朋友，東
翻西找，發現喜歡的石頭就如獲寶貝似的興奮
喊叫，高高興興讓身邊朋友分享，不管任何人
握著的是石頭或是寶玉，只要喜歡就好！

有人找到特別的石頭還可以賣錢呢 ! 上個月
有人找到一塊如手掌大，厚度如甜甜圈的灰色
石頭，中間有個白色阿拉伯數字 8，在電視上
Show 出來，聽說有人還要出高價收藏呢 ! 還
有個有趣的玩法，將一把一把的石頭緊緊的握
住，然後放鬆從手指縫間出來，反覆在做，一邊
做刺激手掌運動，一邊享受著那滑不溜湫又硬
實的石蛋在你手指間滾動，的確好玩。看到有
好的石頭，就立即收集起來，萬無一失。這就是
在七星潭好玩之處啦！
七星潭的海風清新涼爽 ! 陣陣涼風打在臉上、
身上、是何等的舒服呀! 輕快的涼風有時也像
頑皮的小松鼠，偶爾在你身邊掠過，偶爾在你
臉上輕柔迴轉，好一個可愛的風寶寶呀 ! 如果
在傍晚時候，偶爾會看見船隻一一兩兩駛進
岸，漁民滿載而歸的心情和岸邊等待漁舟回來
的人-他們是守候在岸邊要購買當天漁民滿
載海鮮收穫的人~~~忽然間，耳邊隱約聽到優
美的民族樂曲〝漁舟唱晚〞- - -- --，眺望
著遠處靜靜的晚霞，好一副美麗生動的圖畫。
是一副活生生的圖畫，隨手可觸摸到的，可嗅
到的，可感覺到的，是那麼真實的......，大家對
此地流連忘返的心情，想必你也能理解到了

吧！

如果遊客攜家帶眷有小朋友同行的，可以選擇
到「瑞穗牧場」一遊；三十公頃肥美的黃金草
原，中央山脈的潔淨水質清新無汙染，大自然
的新鮮空氣，瑞穗牧場300 頭的荷蘭種乳牛，
有專賣店出售新鮮牛奶、芝士糕點、冰淇淋、咖
啡、奶茶和有關奶製品小吃等等。

小孩子喜歡去的地方，還有「新光兆豐休閒農
場」，有動物區：牛、羊、班馬、免子、猴子、駱駝、
袋鼠、梅花鹿、直角羚為伍。蝴蝶區：蝴蝶植物
區、網室蝴蝶園及世界各國特色蝴蝶標本館。
鳥園區：共有400多種鳥類，處處鳥語花香。乳
牛區：有六十公頃，青青草原上飼養 500 多頭
乳牛，區內也有遊客們的最愛，鮮乳酪及鮮奶
冰淇淋，同時也可以體驗餵小牛的樂趣和其他
作業展示。還有玫瑰花園、藥草區、兒童遊樂
區、水生植物區......等等。如果全家人都可以休
閒一兩天的話，住宿沒問題，還備有露天溫泉
區，個人湯屋及舒適SPA館。

花蓮縣原住民人口八萬一千餘人，約占全縣居
民的四分之一。每年七、八月間，台灣東部，從
縱谷到海岸，各部落豐年祭紛紛展開；七月六
日剛巧碰到花蓮原住民慶祝 2012 大豐收，連
續三天在花蓮原住民文化館對面的大廣場舉
辦「豐年節」活動，五大原住民聯合主辦，邀請
很多去年全台獲獎團隊參加，如：「晉、躍、花
環」為主題的就是其中一團，「花環」-顧名思
意，一群少女雙手拿著花環，穿著顏色艷麗，充
滿陽光的裝飾，快樂的表現活潑輕快的舞蹈。
「晉」-是男生們呈現少男的禮儀與規律和自
然的生活體現。「躍」-男生人人手中拿著農
具，高興的演繹原住民日出而活，日落而歸的
心情，最後，三組年輕人歡呼、賣力的唱歌舞動
身體，亮麗的演出，歡慶豐年。

另一個注目表演「巴達固斯迎嘉賓」，把全場來
賓的情緒帶到高?，全部演出男士同時上埸，不
同的部落，不同的服裝，有些赤身、有些掛上布
條，斜的、直的，配??上五彩繽紛的短裙子，頭
飾也有不同，有些部落冠上大片彩羽在頂上，
有些?上三支羽毛，有些就?上五支羽毛等
等......各花各樣，他們熱情奔放地舞步，在大廣
場內圍成一個大圓圈，面向著來賓，把原住民
愛好大自然，無拘無束的心胸，膛然奔放混身
解術......以九十度?躬的身軀歡迎來賓。花開蓮
躍-??山海舞動，節目一個又一個的帶進高潮。

綠意景緻-樸實的花蓮城市，沒有很多高樓，
只有三十四萬人口，廣大的空間，悠然見山，?
闊的山林，隨遇而安；是喜愛回歸原野，而不喧
嘩人士想去參訪的好地方。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好山好山、、好水好水、、好花蓮好花蓮

在蒙郡的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林語堂寫的
《美國的智慧》，由劉啟升翻譯，2007年初版。這
本林語堂英文原著是他去法國任職聯合國文教
組織工作後在坎城寫的。在前言中他說在美國
住了十幾年，應該對美國有所瞭解。那真吸引了
我，我來到美國己經超過48年，對美國的瞭解仍
覺不夠。

讀了幾章之後，發現太多的內容是美國名
人的著作，佳句。如果對那些著作不很熟悉，就
覺得支離破碎，囫圇吞棗，而咽不下去。既然不
能消化，我就檢幾章認為自己易懂的章節。我選
擇了「自由」這一章。而這章中又分了幾個主題：
為什麼需要自由，美國民主與蘇聯民主，國家和
個人，及傑弗遜式的民主。切入主題的是傑弗遜
主張的民主自由。林大師總結了四點。一。人民
有權。二。通過直接參與管理，實現人民自治，
三。少數服從多數。四。信仰自由和新聞自由。林
大師把美國的自由寫了就這麼幾點，我覺得似
乎簡陋了。當然我們不應該對作者有過分的要
求。這本書是50年代的產物，過去六十年來，我
們對自由的瞭解應該有更深入的體會。

其實，美
國羅斯福總
統在 1941 年
元月六日在
國會發表的

的國情報告上的四個自由目標，最能代表美國
的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索求自由(FREE-
DOM FROM WANT), 及 沒 有 恐 懼 的 自 由
(FREEDOM FROM FEAR)。羅斯福總統增加
了後面兩項自由，遠超過了美國憲法賦與的人
民自由。而索求的自由及沒有恐懼的自由使美
國人勇往直前，上天下海。進而促進了近代科技
的進步，經濟的繁榮。在美國，又有什麼事情你
想做而不能做的。

我剛到美國，第一個印象是思想自由。再沒
有人灌輸我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美國實行的資
本主義，在學校課堂上沒人提，沒人講。我不被
要求參加遊行示威，喊口號，擁護領袖萬歲，萬
萬歲。我的腦袋變得開放而清新，再沒有政治的
沉泥鏽鐵來腐蝕我。

笫二個印象是行動自由。要去那裡就去那
裡。不需要路條，也沒人來查問你去那裡。何等
的消遙自在，毫無約束。有了車子，更方便了。往
東開，一直開到 NOVA SCOTIA,往南走，到了
佛州的 KEY WEST,往東北走，到了西雅圖。曾
經想過開車到阿拉斯加，那是年輕時的夢。往正

北走，到了美加邊界，還想一探 INTRNA-
TIONAL FALLS,看看那裡有沒有人往。因為在
冬天，那邊的溫度最底最冷。成了美國公民後，
一張美國護照跑天下，雖然有些國家仍要簽證，
但方便得太多。住在美國時間久了，往往會忘記
了在美國旅遊的方便。住在韓國，想在假期期間
去濟州島旅遊。不是一件容易事。飛機票都被旅
行社訂光。住在臺灣，寒暑假想回美國的飛機也
難訂位。

美國的個人行為太自由了，指的是正常行
為。找工作，找居處，穿著打扮等的自由。現在找
工作，時值經濟情況不佳，失業率高，工作機會
少，少了雇主，因此不易找到工作。以前工作機
會多，一般的雇主不會故意挑剔。居處自由也有
很大的改進。錢學森在美時期，想買屋遭歧視，
憤而返國。也是事實。我們早年在支加哥覓屋居
住，走錯地區，那地區居民對有色人種不歡迎。
我們也曾遭歧視。

穿著打扮的自由是一大突破。60年代的穿
著，尤其在紐約，支加哥的辦公室上班的白領階
級。男士們深色西裝革履。長袖襯衫，顏色還有
限制，只准穿白的及藍的襯衫。女生不准穿長
褲。那時候不知什麼理由，還不准穿牛仔褲上
班。不准穿牛仔褲的怪招一直延伸到今天。如去
坐郵輪旅遊，晚上進正式飯廳用餐。牛仔褲不准
穿的規定仍然保持。

看書和閱讀的自由也是一到美國大學讀書
時候發現的。我認為是人生的最大享受。我把書
單列出，交給圖書館管理員，他就一本一本從各
地的圖書館找來給我。他既不問你為什麼要讀
這許多書，也不抱怨這將增加了他多少工作。圖
書館服務周到，就怕你不讀書。畢業前趕寫論
文，圖書館還分配專門閱讀房間，一天廿四小時
由你專用。現在的蒙郡圖書館基本上也給你同
樣的服務。如果蒙郡圖書館沒有你想讀的書，你
還可以向馬州其他郡圖書館查詢，從INTER-
LIBRARY LOAN ,簡稱 ILL 借。你不必擔心讀
到禁書。美國沒有禁書。

美國還有買車的自由。世界各國廠牌的汽
車，祗要你有錢，你喜歡，都有機會買得到。其他
國家地區可能沒有這樣的自由。

美國也有不自由的地方。不守法，不守規矩
就不自由。像開車就很不自由，在其他國家，開
車橫衝直撞，斑馬線不理，紅綠交通管制燈不
管，STOP SIGN 不停車。在美國開車必需遵守
交通規則。州有州法，郡有郡法。鄉下小城市區，
車速減到時速15裡。當地員警，坐在警車裡，虎
視耽耽，等你犯規。你如超速，罰得不輕。

在美國作父母的，可要注意，你可沒有打小
孩屁股的自由。小孩挨打，鄰居看到，一通電話
告警。打小孩屁股的父母，將被控虐待幼年兒童
罪。

美國的自由王懷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