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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遊三越
南越－西貢

苦，因為很多地道，美國人的身體更本爬不進去！過
後，大家還品嚐了他們常吃的食物：木薯和涼茶，了
解一下當年他們的困苦生活。

越南 1987 年開始開放觀光，現在的越南已經逐漸由
戰爭的破壞中恢復，在共黨政府新的自由政策下，
市場經濟已經逐漸抬頭，尤其是南越（胡志明市）適
應力特強發展得非常快！胡志明市：始建於 17 世紀，
是前首都，原名西貢，有“東方巴黎”之稱。胡志明市
（越南語：Thanh ph？H？Chi Minh／城舖胡志明）
、
越南最大的城市，也是越南的五個中央直轄市之
一。該城市現在的名字是為了紀念建國領導人、越
南勞動黨主席兼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這裡
的華人也佔全人口 15％，在胡志明市有最大多華人
區。

到了那裡少不了要參觀紅教堂：羅馬式建築，乃胡
志明市之市標，1877 年起用，已有百多年歷史，也可
順便參觀旁邊 1891 年啟用的百年郵局及天后宮。

順化：是阮朝時期的都城，以古都王宮為主，非常可
惜，歷史文化遺蹟，沒有好好維護！
下午搭船遊覽香江河，體會船家人做小生意的苦
楚：做生意的船家，先生划船，妻子和女兒在船上販
賣手工藝品和熱冷飲料賺取營利，母女很熱心的推
銷著當地的手工藝品給客人，他們全家人都住在船
上，船就是這他們的家。我們坐在窗邊眼看兩岸的
風景，腳踏著船板就是他們晚上睡覺的地方，心裡
有些不忍，多多少少花費一點買一兩樣東西才覺心
安。

蜆港：越南的第三大港。風景宜人，四季如夏，沒有
胡志明市的高樓大廈及喧嘩，卻有世界十大海灘之
一的盛名，豐富的海產吸引無數鄰國旅客，有些甚
至專門是？液海鮮而來的。
在峴港，可以好好地參觀神奇 14 世紀佔婆文明的佔
婆博物館；一個曾經在那裡生存過的神秘民族和佔
婆族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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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般的單
車、機 車 和 汽
車，橫 來 直 去
實 在 怕 人，居
民多以單車摩
托 車 代 步，能
載的貨物也用
單車、機車載，因而形成越南的一大特殊景觀。有團
員坐完電瓶車下來嚇到半死！「啊！嚇死人了，以後
不要給我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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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e of the Surprises（石灰岩溶洞）
，洞內很寬闊，如
果加上適當的燈光效果會更好。登上 Ti Top 島的山
頂，欣賞著名的（下龍灣），在山上望下來，如詩般
的美景盡在眼前「
這裡的確美呀！」

現在的情況已經比八年前好多了，當年我首次到越
南，在車子裡，眼前前面的汽車，機車，單車都開過
來，感覺左右前後的汽車，機車，單車也往我這邊開
過來，當時緊張到半死，其實，大家不用怕，他們習
慣了，知道怎樣閃，怎樣開的。

越南是歷史上受漢文化和滿州文化影響最深，今天
在越南各地仍可見到文廟中的進士碑。而在越南，
大乘佛教徒佔大多數，每農曆每月的初一、十五，多
數越南人減少工作去燒香拜佛。大部分人除越語之
外，略通華語、英語、法語，廣東話在華人之間也極
之普遍。
河內獨具特色的水上木偶戲，已視為國寶耀眼的展
現於觀光客的面前，一齣齣扣人心弦的劇目：蘆笙
舞、扇舞、六供花燈等，獨特的表演方式，顯示其與
眾不同的魅力，是遊客暢遊越南的首選節目，還有
民族樂器伴奏。操作木偶戲的工作人員相當辛苦，
手拿著這麼長的棍子支撐木偶，身體泡在水裡在幕
後操作演出，真是不容易！

「越南女性很克苦耐勞，〝勞家務〞，〝勞孩子〞，
〝勞賺錢〞，有 些還會給老公打！」
？說到這？？，導遊
叫司機慢下來，讓大家看看在街邊做小買賣的都是
清一色女的，而吃東西，喝咖啡，聊天的？全是男的。
在另一個景點區，大家排隊上洗手間，門口收費的？
理人員，是位三十歲左右的越南女士，她分秒必爭，
一邊看守錢箱，是讓人進洗手間投錢的，一邊用小
刀削小竹籤賺外快。有人嗲聲嗲氣叫起來：「哎呀！
那個要插東西吃的小竹籤，在洗手間門口做，有點
那個！」無論如何，有些人生活不易，她們用自己的
勞力賺錢是值得令人讚佩！

晚上乘豪華 Dinner Cruise 夜遊西貢河，享受一頓豐
富的晚餐和精彩的娛樂節目，菲律賓藉的樂隊和歌
午團隊解開渾身之術，令大家度過一個愉快的晚
上。西貢導遊 Amy 告訴大家最後還有一場「辣妹熱
舞」表演，大家都好期待，拿著相機等候，誰知道
Amy 說只有那場艷舞不許拍照！

峴港導遊小鄧很風趣的說：「我們有 54 個民族，如拉
德、嘉萊、巴納、巴登、芒。。。等族，可是，到了有世界
中越－古芝：是胡志明市的 6 縣之一，有人口 25 萬， 杯足球賽時，會多了兩個族，你們知道是什麼族
被列為英雄縣，也有
“鋼地銅城”的稱號。
嗎？」大家摸不著頭腦！他又說：「到了有世界杯足球
賽時，人人看球賽至天亮，吃不定時，所以這個時候
古芝地道，位在胡市西北 70 公里的 Cuchi 區，二次大 會多了一個“睡眠不足（族）”和”營養不足（族）”就
戰開始挖掘，5 年中一點一滴築起，越戰時已成地下 是多了這兩個族了。」大家聽了笑壞！可想而知很多
堡壘。面積 200 哩，由數十條寬不及 80 公分的地下道 東南亞男性瘋狂世界杯足球賽到如此這般的地步。
交相連結，縱橫全長 250 公里，蜿蜒曲折有如蜘蛛
網，可藏近 1 萬人。戰時人稱越共總部，或紅色首府， 我們一群人坐三輪車悠閒遊會安古鎮一圈，遊過三
越共在地底活動可 10 天半月不出來（內有炊事房、 輪車河之後，下來步行參觀留存數世紀久的古蹟－
醫務室、會議廳。。。設備齊全）
，出入口有好幾個，僅 會安古鎮商店：這是一個較多華人居住的地方，有
25×30 公分，多以房舍植物為掩護，越共由此爬到 許多是以前反清失敗流氓到此地安身的後裔，？？？
西貢河畔突襲對岸美軍，
（1966 年美軍 25 師進駐古 的建築具中國色彩，家裡擺設中國字畫、文物？？幾
芝區）可說是越共戰時神出鬼沒的地下根據地、暗 乎家家掛上燈籠，還有不少會？：福建會？、廣東會？、
殺特區。
潮州會館.........部分華裔已經不懂本身的家鄉語言
了。

下龍灣：
北越的名勝〝下龍灣〞位於廣寧省，在東京灣 250
哩的海面上，距海防 70 公里，是世界奇景之一，在
3.800 平方公里的海面上散落著 1.600 座以上的石筍
狀小島，有“海上石林”之稱，傍晚時分遊客可在小
島附近慢慢地划木舟，好好享受那眼前一片良辰美
景和清爽的涼風。

這趟從南越開始遊覽，然後飛到中越玩幾天，最後
飛到北越幾天，每個地方都有當地專業導遊帶領，
吃喝玩樂都不需要費心。越南產沉香，喜歡沉香玩
意的可以選擇幾件帶回國，在西貢吃到烤香的蓮
子，挺不錯的土產。可惜越南的「天姥寺塔」
、「嗣德
皇陵」
、「順化皇城（稱越南紫禁城）」等等古蹟都像
退色的畫冊，越來越淡，越來越迷糊................（亞特
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2013。

北越－河內：
一到北越，北越的導遊小陳就告訴大家北越的特
點：這裡的房子，不論一層、兩層、三層的建築頂上
都插上無數的避雷針，反正，大家想安全起見，你
插、他插、我插，多插無防，所以，在北越看到最多的
就是
“避雷針”
！
1976 年越南政府開放觀光，才揭開此古芝濱亭地道
神秘的面紗。我們選了一個最短的地道，爬了一圈
出來，已經滿身大汗，還有人喊腰酸背疼！難以想像
越兵可以 10 天至半月不出來那種滋味是如何辛苦
的熬過！到這裡才了解為什麼美國越戰打的那麼辛

北越是座古都；是越南傳統文化的搖藍。第二天參
觀文廟：1070 年建，是越南史上第一所大學，兼具廟
宇與書院，共分 4 區，是中國與越南文化交流的見
證。接著到巴亭廣場拍照，傍晚坐電瓶車遊三十六
街，天氣熱到不得了！陽傘、帽子、扇子都帶上。越南
因為人口多，交通繁雜，顛峰時間一眼望去上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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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兩天一夜在海上留宿，住在當地最好的船公司 Paradise Luxury Cruise（美國標準三星級。）遊覽驚訝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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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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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