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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4465
Serving Sinc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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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天 $99.00
廈門/泉州/土樓 5天 $199.00
九寨溝 8天 $99.00
廣州/佛山/開平/中山/珠海/番禺5天 $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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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都西安華山6天 $249.00

For other tours, please contact us for queri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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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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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ordtravel@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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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讀者：為了讓這份社區報紙內容更好更豐富,請您告訴商家,您的資訊來自亞特蘭大新聞, 謝謝您!

11/25。早上九點到達紐西蘭/ 奧克蘭國際機場
Auckland Airport，文質彬彬的紐西蘭旅遊局代
表Mr. Stephen史提分先生已經在等候我們，我
們兩位是最後到達的。其他加拿大11位和美國
5位包括我們兩位，美加共16位參加這次為期
8 日 的 紐 西 蘭 考 察） 參 訪 之 旅。加 拿 大
Travelsaver’s host Joan，是這次美加紐西蘭參訪
之旅的領隊；她美麗大方，一路關心陪伴各位
團員，是一位稱職的好領隊。

從紐西蘭國際機場領了行李出來，史提分帶領
我們兩位走過馬路就到了 Novotel Auckland
Airport Hotel，意想不到的方便，我們大家稍為
休息後，中午就跟隨大隊搬到市區的天際大酒
店（SKYCITY Hotel ）是一間提供一系列現代
化設施和一流的服務。可以在餐廳品嚐屢獲獎
項的美味佳餚，還可以在餐廳享用美食和來自
世界各地的美酒。酒店擁有佈置典雅的客房，
提供24小時客房服務。酒店的商務設施和各類
會議空間可滿足所有專業人士的需求。

我們到酒店check in 時，大堂內人山人海，團友
們說不像一般的 Lobby，倒像火車站、車站似
的人潮，而且望眼看下去，東方人還佔了半數，
原來今天是週末，人們前來享用酒店誘人的美
食、享 受 酒 店 天 空 城 娛 樂 中 心（SKYCITY
Entertainment Complex）活動、可以上casino 賭
場試試手氣、也可以登上天空塔（Sky Tower）
盡覽奧克蘭的城市美景。

大家在（ Jade Dragon SKYCITY Restaurant ）
玉龍餐館用點心，總類太多，就是太多……。。，
大多數都是炸的春捲、雞翅、芋角、雲吞、蝦角
……不然就是蒸的蝦餃、燒賣、帶子餃、韭菜餃
的……澄粉做成白白透明餃皮，團友們並不喜
歡，把皮都扯出來不吃！

我們這群美加旅客，從五十歲到六十八歲，雖
然平均年齡六十，個個精神飽滿，上天下海，翻
山過海的，什麼都要玩。共十位團員登上天空
塔（Sky Tower）參加高空漫步（Skywalk），另外
兩位參加（Skyjump）高空跳下去。

高空漫步（Skywalk）是一項新的冒險活動，環遊
奧克蘭著名的天空塔，在離地 192 米（630 英
尺）的高處欣賞最美的壯麗海港風景以及周圍
地標建築。碰巧當天有花車遊行活動，我們邊
走邊驚心，又刺激、有緊張，望下去看到花車遊
行活動，人群從四面八方湧進花車遊行活動地
點，本來我們那一隊只有五人，剛好又來了一
位約30歲年輕女士莉娜，她的丈夫和小孩已經
登上上層的天空塔看我們進行活動。當領隊
Helen帶著我們六位隊員開始慢慢地在觀景台
外1.2 米寬的步行道上體驗傲視萬物的高空上
走；步行道兩側空蕩無物，只有192 米的降落纜
繩。步行道上沒有扶手欄杆——只有全身安全
裝備和高空安全帶保證的安全。頓時感覺到自
己如自由自在的小鳥，輕飄飄的處於五十三層
樓的高空上，前所未有的享受著那高空上的新
鮮空氣和那涼颼颼的清風！

忽然間看到在我們前面年輕女士莉娜驚叫一
聲，眼淚不停的流，「是嚇到哭起來了！」大家暗
示領隊Helen她在哭，Helen卻見怪不怪，並不
理會，若無其事繼續活動，介紹景觀，指導大家
做一些緊張刺激的動作，大家一一跟著做，除
了莉娜和另一位女士之外；一個小時很快的溜
走？？，我們在頂上邊三百六十度走完一圈，到
最後要拍團照時，年輕莉娜說要做一個緊張刺
激的動作，大家熱烈地給她鼓勵和加油，終於
完成她上來高空的心願，成功克服了心理的懼

高障礙。

過 後 拉 隊 到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奧克蘭博物館參觀，可惜時間已晚，
管理員只精選幾個要點介紹，聊勝於無，他們
的木雕刻品挺好的，具當地民族特性。

晚 餐 又 回 到 住 宿 酒 店 的（ Observatory
Restaurant at SKYCITY）頂樓餐館用餐，高級
buffet，用餐的人，九成是東方人，以為回到東南
亞，怎麼奧克蘭居住這麼多東方人！原來奧克
蘭是紐西蘭東方人口最多的城市。

11/26。第二天，上午參加很興奮的賽船活動：
實際加人美洲杯帆船比賽！
十七人分兩艘在一流設計、有卓越技術的美洲
杯級帆船在水面上，開始出航，有氣勢的，慢慢
的順著風勢揚帆！為了充分讓大家參與，每艘
遊艇船上的船員必須努力配合，暫時當個無經
驗船員吧，只要聽指導者成功的策略全力以赴
操作，船身有四架手操器，我們八人，每兩人控
制一架，有兩台是控制前面的，兩台是控制後
面的，當需要搖空的時候，領隊說：「前隊準備，
向前轉動。」前面那一組就配合領隊說去做，向
前或向後轉動。領隊說：「後隊準備，向前轉
動。」後面那一組就配合，配合領隊策略去做，
向前或向後轉動。人人很興奮，之後還有些人
手酸，背痛等等。最終加拿大隊贏得了比賽。令
人讚嘆的是那五位正副船長，每一位都是禮貌
得體，充滿陽光的年輕人，他們敬業樂業，值得
表揚！

下午坐渡船到小島（Waiheke Island of Wine）
參觀三間酒釀製造廠，從小間至大間的酒釀製
造廠，不停的試酒，當島到處都是葡萄園，種植
十一種不同的葡萄，喜歡紅酒和白酒的旅客，
應該會愛上這種「試酒之旅」。晚上回到奧克蘭
喜來登酒店考察，參觀他們的新房設施，熱情
貌美的經理招待我們享用豐富晚飯！

11/27。第三天，分成兩班人馬：一群往北，一群
往南，我們參加第二團，前往著名（Hobbiton
Movie Set）〝霍比屯電影套裝〞參觀（Lord of
the Ring）「魔戒」電影拍攝的地方。當彼得？傑
克遜在空中搜索，發現了亞歷山大農場，北島
最好的位置拍攝「魔戒」電影。他馬上想到是一
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的高標準工
作。然而，事實證明他們做到了，而且是紐西蘭
人民引以為榮的一個決定。

從前開始發展紐西蘭軍隊承建的1.5公里長的
道路，他們帶來了挖掘機，推土機，裝載機，卡
車，軋輥機，平地機等重型機械到現場。電影拍
攝一年前就培育伏牛樹籬、樹木和花園。36個
哈比人孔創建的未經處理的木材、膠合板、聚
苯乙烯……。穆勒和雙拱橋建腳手架，膠合板、
聚苯乙烯、然後粘和彩繪。茅草亞歷山大農場，
燈心草周圍的酒吧和工廠…。。。從台灣進口的
人造樹葉梱到個別的乾樹上……。發電機運行
的大本營及攝影器材。物流，電力，供水和污水
處理等等……都必須考慮到。這都是拍攝電影
之前準備工作。

而現在更多有關旅遊業推廣細節在計劃；包括
整個〝霍比屯電影套裝〞的群體的資訊，矮人
品牌的啤酒和美食等。到了〝霍比屯電影套裝
〞參觀的每一群旅客，都有導遊帶領，不然，在
那片非常大的霍比屯天地，沒有專人帶著走完
全程，很難瞭解一草一木和一磚一瓦的來龍去
脈，包括小矮人之家，有紅、藍、綠、黃、紫、白不
同顏色的圓門，有些玻璃窗前還擺設小蠟燭，
小桌燈，讓人們想像裡面住的人，個子是多麼
的矮小…等等！其實，只是外面看起來像房子，
外面還種植有花、菜園地等，事實裡面是沒有

空間的，不過，他們已經計？重新做有空間的矮
人房子，以便以後讓參觀者進去參觀和體會。
（Green Dragon Inn）綠龍酒店也開門營業，是
旅遊的一個特點。所有的旅遊團體有機會參觀
旅店和得到免費茶點。

午後，乘15分鐘的「水上飛機」觀覽紐西蘭最有
名的旅遊目的地之一（Rotorua）羅托魯瓦－
（Crater Lakes）火山湖：有著悠久的歷史，吸引
無數遊客。位於奧克蘭機場以南約 200 公里
處。（Crater Lakes）火山湖的水上飛機飛行，體
驗羅托魯瓦地區廣泛的優美迷人風景和舒適
的飛行。這次飛行之旅，有 5 個主要的火山口
湖，包括藍，綠湖。火山航空旅行已在羅托魯瓦
湖畔25年，他們提供水上飛機和直升機觀光飛
行，向人們展示了令人驚嘆的地熱和火山景
觀。到了羅托魯瓦，千萬別錯過享受一下羅托
魯瓦－火山空中之旅！那秀麗的風景及神奇的
火山，令人難忘！

回到市區，住宿〝千禧大酒店羅托魯瓦〞
（Millennium Hotel Rotorua），羅托魯瓦千禧
大酒店是一家豪華酒店，是神秘的羅托魯瓦湖
和Polynesian Spa溫泉中心毗鄰。傍晚，我們走
到溫泉中心享受世界十大之一好的溫泉泡浴。
這著名羅托魯瓦溫泉，很舒適，讓你放鬆，全身
皮膚獲得舒暢。紐西蘭的水療和健身中心，還
提供廣泛的水療和健康護理，讓你身心恢復活
力，邊泡浴邊欣賞四周花園庭院的美景。在千
禧大酒店酒店的設施包括一個室內溫水游泳
池，私人和公共按摩浴缸，水療中心設有桑拿
浴室和健身中心。可惜沒有多餘時間去享用。

11/28。今早我們參加Eco Thermal Tour，所謂
Elite Adventures精英冒險是一個半天遊覽羅吐
魯阿。我們的導遊是當地人，很有趣，友好！見
面時每一位都以他們毛利文化風俗習慣，互相
鼻子擦兩下，入境隨俗嘛！

獨特的毛利文化是不同於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令人驚嘆的野生動物和原生森林，壯麗的湖泊
和河流，史前火山（休眠），以及強大的地熱系
統，瞭解巨大間歇泉和沸騰的泥漿池。這些湖
光山色、色彩清晰、顏色豐富；彩紅、黃、藍、白、
綠、真是難得一見多彩的湖泊。處身蔚為壯觀
的火山和茂密的森林，沿途欣賞奇特的風景，
看看美麗的原生灌木，聽聽他們奇妙的歷史。
難怪這是一個遊客最喜歡的一站。晚上到羅托
魯瓦（Rotorua）毛利文化的中心，觀賞傳統的毛
利文化歌舞表演，並享受傳統的毛利的風格
（土爐）煮熟食物。

紐西蘭－自然之美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