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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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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Queenstown）皇后鎮到（Milford Sound）
米爾福德峽灣。我們中午到達碼頭，坐上豪華
的小遊輪，首先享受預先訂購美味的午餐，就
急急忙忙上舺版？？看風景了……遊輪慢慢地
沿著米爾福德峽灣航行，探索小角落和縫隙，
欣賞峽灣的懸崖龐大宏偉的日益嚴峻的幾百
米的瀑布。景點共有十八個，包括大小瀑布、岩
石、奇石、岩洞等，我們也看到將近十隻海豚在
峽灣岩石上曬太陽。

11/29。精采刺激的 Zip line（飛狐）
，2012 年 8 月
才開業，並？已獲得旅客及全國媒體好評。在第
五天，我們一行八人玩這 Zip line ，分六部進
行，當然從短程的開始，還有走兩個吊梯，一長
一短，一個接一個，通過網絡徑，樹平臺，Zip
line 緊張氣氛一個個的加強，體驗 Zip line 的快
感是短短的幾秒到十幾秒，但懸浮 tree bridges
在樹的平臺上較長時間，這兩者之間的體驗是
不一樣的。導遊解說當地的歷史，保護森林和
保持它生動地森林環境，瞭解他們的激情和知
識。經過 3 個小時的原始的生態步行旅遊，體驗
紐西蘭本土森林、樹木，體驗 1.2 平方公里的森
林懸浮起來，高 22 米，其中包括古老的樹木。不
斷變化的體驗飛行，從高處未開發的森林覆蓋
的山谷中的變化，通過森林種種類類植物…… 午餐後，體驗到最好的羅托伊蒂湖所提供的豪
輕安自在的與那些差點被人遺忘的老樹木為 華遊艇，享受純粹的舒適，羅托伊蒂湖質樸的
自然環境，豐富的歷史文化和野生動物生態的
伴，享受那一片綠色天地。
航海經驗。令人難忘的豪華遊艇，專為喜歡時
尚的浮動娛樂和社交活動人士而設計，整個遊
艇和駕駛艙提供高水準的舒適，完美的休息室
放鬆地喝一杯。特許的酒吧設有紐西蘭葡萄
酒/各式啤酒搭配精緻的點心，設施包括 3 個浴
室，2 個豪華套房艙和寬敞的前甲板；六、七個
人舉杯在這個未受污染的環境中，體驗遊艇航 據說很多遊客喜歡這個旅遊點，但是，我們團
行的樂趣。
中有人覺得時間太長了些，怎麼說呢！大早七
點多出發，開四五個鐘面的車程，當然，途中有
休息和小？物，中午一點半到達灣邊上船，午餐
在船上用，匆匆忙忙的就上去看風景拍照，三
點半又回岸上車轉回市區，部份有興趣坐小直
升機看雪的團員，可參加觀雪團，之後直接回
市區。一來一回花了十多個小時！才看兩小時
的山水岩石，有些人說值得，有些人說不值得，
不過告訴大家，在途中，看到的風景是非常美
麗的，一路看不完的美景，如一張張的明信片，
黃花遍山開，綠油油的草地，遍地遍山的羊群，
以為這趟會看到最少幾萬隻羊！哈哈！看了有
幾十萬隻羊咧！是「幾十萬隻羊喔」
！難怪，前天
下飛機，看到機場旁邊的草地也有羊群，可說
「處處是羊家」
，而且，飛機落地的風？與噪音對
牠們來講，簡直無動於中，一點影響也沒有，自
由自在的休閒享樂。
12/1. 皇后鎮的 Dart River Jet Safaris 旅遊是獨
特的組合，令人驚嘆的“世界遺產”風景，令人
振奮的曠野噴射快艇，毛利人的遺產，鼓舞人
心的冒險－深入原始的達特河峽穀和壯觀的
山 Aspiring 國家公園，探索這種凜然的“紐西蘭
最轟動之旅”。
在這綠茸茸的古老森林裡，聽到美妙的大自然
樂曲，享受蟲、鳥在森林裡的共鳴曲，深深呼
吸，吸入一口又一口綠的靈氣，使身心充分填
補前所未有的新生力。Zip line 真的好刺激又
好玩。可是……。到了第四個回合，還是有一位
女團友，嚇得哭出來了，因為她太害怕，情不自
禁的就哭出來，事後她一直說不好意思。的確，
玩 Zip line 如騎虎難下，沒法回頭了，只有繼續
向前至到終點為止。

遊艇最後停泊在私人碼頭，一個如詩一般的目
的地，就在碼頭邊的一個湖羅托伊蒂的天然熱
水池（溫泉）
，大家急不及待，換上泳衣浸泡在
三個不同溫度的溫泉浴裡，也可以在湖邊游
泳，這一個只能乘船才能上來的天然溫泉，的
確非常棒！

強風使人臉頰僵硬，偶爾冰冷的河水灑遍船
身，驚訝聲四起，的確緊張刺激！有興趣大自然
和振奮活動者，必須參與這一獨特的玩意。
下 午 遷 移 到（Millbrook Resort）， Millbrook
Resort 是一家豪華的五星級酒店，位於歷史悠
久的採礦小鎮箭鎮外。離皇后鎮中心約 15 分鐘
車程，裝飾典雅的套房和別墅，周圍群山矗立。
在米爾布魯克的休閒設施包括一個室外溫水
游泳池，一個室內游泳池和 2 個室外按摩浴缸。
有一個設備齊全的健身房。高爾夫球愛好者一
定會喜歡的米爾布魯克的 18 洞錦標賽高爾夫
球場和覆蓋練習場。酒店的水療中心提供按摩
和治療。也包括著名的米爾豪斯餐廳，提供紐
西蘭美食菜單，日式料理餐廳，咖啡廳和一個
熱鬧的酒吧。酒店經營之間的定期班車服務於
箭鎮和皇后鎮的。

12/2. 這是在紐西蘭最後一個令人興奮的冒
險，一個完整的四輪驅動車〝峽穀驅車之旅〞
享受半天探險，十七個人分三部四驅車加上司
機廿十人，往山區出發，偶爾沖上小丘，偶爾奔
馳沙石灘，時爾又往河流上開，最高水位將到
車窗，大家笑聲不絕！壯觀的峽穀的入口，參觀
許多歷史古蹟和峽穀，曲折的道路，看似驚險
萬分，但又沒危險的過程，越過許許多多凹凸
不平山路及河流。難得一試的〝峽穀驅車之旅
〞，使人興奮心動雀躍。
紐西蘭像一幅畫，有清？安適的寫意山水，也能
探索紐西蘭壯麗？？的海岸景色，身心入景，悠
悠逍遙遊；如果冒險是你的玩樂重點，她也有
各種各樣的刺激精彩活動，足夠讓你血脈噴張
的驚險！您想體驗哪一種精彩呢！

傍晚，乘坐飛機到（Queenstown）皇后鎮，同時
和之前往北遊覽的另一半團友會合；住宿位於
市中心的（Crowne Plaza）皇冠假日酒店。附近
一帶就是購物地段，傍晚，步行不遠就到了用
晚餐的飯店，負責招待的是年輕漂亮的東方
人，陪著大家喝酒吃飯，這家西餐館的開胃菜
和主菜一般多的分量，怪不得高朋滿座！飯後
各自分頭購物；紐西蘭的火山泥、羊胎素和羊
脂美容品很暢銷，大家爭取時間盡量「血拼」
，
幾乎人人大有斬獲！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2012/12）

首先由導遊帶領下，步行穿過古老的原始山毛
櫸森林，在古代森林裡漫步，有棵古樹根的洞，
大的可容納 5、6 個人進去呢！參觀完畢，一小時
後走到河流邊，兩艘噴射快艇已經等候著，大
家穿上救生衣，17 人分兩部噴射快艇，當大家
坐進了噴射快艇，就開始激烈的，令人振奮的
荒野噴射船之旅，好幾次驚險噴射 360 旋轉，瀏
11/30。隔 日 大 早，要 花 一 天 的 車 程 從 覽不斷變化的淺渠道的冰川河流，快速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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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特蘭大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快樂遊

江南 7 日 $49.00
黃山 江南 8 天 $49.00
北京 5 天 $49.00
九寨溝 8 天 $99.09
黃山千島湖江南 9 日 $99.00
江南北京華東 9 日 $99.00
北京 承德 天津 8 天 $99.00
七彩浪漫 雲南 7 天 $99.00

謝謝您!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桂林-陽朔 5 天 $99.00
珠江 5 日遊 $119.00
北京 西安 華東 11 日 $199.00
雲南香格裏拉 8 天 $199.00

（不含機票）

包吃、五星級酒店、導遊
For other tours, please contact us for qu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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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70）451-1212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傳真﹕
（770）452-8082
★代辦各國簽證
外州﹕
1-800-390-2888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bufordtravel@hotmail.com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 30340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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