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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遊
2012 年底，難得一個好假期，我們一群 12 人，
參 加 皇 家 加 勒 比 海 郵 輪 ／Impedance of the
sea，有老有少，上船的第一天，安安靜靜的享受
航海的感受，同時也開始了解整艘船的位置，
十四層高，室外活動大多數都設十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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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城市。探索一個看似一望無際的壯麗的海
岸線。因為之前有些地方已去過了，所以這次
輕鬆觀覽市區，經過沙攤玩玩水拍拍照；看看
不同層次的住宅，從二十多萬到五十多萬美
元，是中上層人士居住的，皆因這裡不用付稅，
所以不少人在這置有第二產業。在碼頭市場逛
一逛，這裡出名藍鉆石等珠寶，選擇一些手工
藝品、T-Shirt、花式泳衣、海灘衣和特產 Rum
Cake 朗姆酒蛋糕作伴手禮。口渴嗎？到旁邊的
小攤位買瓶冰凍啤酒、果汁或新鮮的椰子汁解
渴，清涼爽快，人生不就是那麼寫意的過嗎！

（Rock Climbing Wall）攀岩牆，想了很多年要
玩攀岩牆運動，以前看過太小和太低的攀岩
牆，沒什麼興趣，這個還算不錯，有幾層樓高？？
非試不可，看到很多成功者也有很多失敗者，
也有不少小孩子參加，不過，攀一小段就下來
了，畢竟小，手腳不夠長，和體力不夠的關係
吧！但是對小孩子來說，總算嚐試過了，頂 2 容
易的。我們幾位都還不錯，順利完成。

第三個到岸的國家（Haiti）海地之（ Labadee）拉
巴迪，也是最後一個地方了，喜歡游泳戲水的
人，肯定會愛上這片艷陽高照的天地，有十多
個景點，包括海灘、大小廣場、表演廣場和購物
市場等，靠近購物市場不遠，有二十多家手工
藝店兩排在步行路上，他們的銷售品千篇一
律，顏色配搭濃艷，紅、橙、黃、藍、綠，可看出海
地人的喜愛及文化。走累了可以坐電動車，不
想走了隨時上船休息。

無論您是在泳池二樓閒逛、在餐廳享受一頓美
食、在你的房間休息一會、在水療中心享受按
摩服務，或參與各項娛樂活動，你會驚嘆他們
的服務是值回票價的。
娛樂設施多得數不完，每晚到劇院欣賞表演、
下賭場試試看自己的手氣如何，到 Studio B 平
台的冰地板，看精采絕倫的溜冰表演，演員都
是來自各國曾經獲得溜冰冠亞軍的。還有許許
多多豐富的戶內戶外活動：如（Miniature Golf）
小型高爾夫球場、
（Basketball Court）籃球場、
（Flow Rider）衝 浪、（Jogging Track）緩 跑 徑、
（Rock Climbing Wall）攀 岩 牆、（Adventure
Ocean Youth Center）冒險海洋青年中心、青少
年中心、水療和健身中心、濕治療室，輥式淋
浴、幹治療室、健身器材、桑拿、蒸汽房、美容沙
龍、藝術與照相館、商務中心、文庫、會議中
心、（Cinema）電影院等。。。。。。，至於電影院雖
遊輪上，有兩個晚上在五樓的「熱鬧一條街」上
然沒有很理想，可能就是不願遊客常待在電影
舉行遊行，童趣的玩意，都是漫畫卡通、撲克
院裡的關係吧！
牌、童話世界人物打扮，不只小朋友們雀躍三
分，甚至於中老年朋友也興趣盎然！爭取時間
攝影，熱熱鬧鬧的又過一晚。。。。更多的夜生活
熱點陸續上演。

第二個到岸的國家（ Jamaica）牙買加，各自分頭
參加景點，我們四人報名參加的（Dune river
fall）爬水山和（zip line）滑索，大早出發先到
（Dune river fall）爬水山，大家玩得全身濕潤，一

在這七天六晚的航行裡，有三天到過（Grand
Cayman）
，
（Jamaica）牙買加和（Haiti）海地三個
地方。

老早就計劃好，非要參加海地（Zipline）滑索不
可，因為海地（Zipline）滑索是世界最長的海上
滑行，這次飛行的活動是越過 500 英尺的海灘，
在超過 2600 英尺長滑索，每小時的速度 40-50
英里：分兩次，第一次較短，是暖身吧！第二次
才是正式從那邊山頭 zip 到另一面海岸，從上
面看下去，海灘全景全攝入眼裡，是非常好的
一次經驗，如身在空中自由的往前飛趐。是目
前世界最長的 zip line 飛行路線。

這次再測試自己的勇氣，以前我們試過的飛行
線，都是越過森林區，這次飛行的活動是越過
海岸，望下去美麗的海景，享受到那溫暖的海
風和壯麗的景色。看著優美的海灘與無際的海
洋景色，及眼簾下那一艘載著我們三千六百位
遊 客 和 一 千 多 位 工 作 人 員 的 Independent of
The Seas 皇家加勒比海郵輪。。。。。。。像一具玩
具 船，那 麼 小 的 在 眼 下、腳 下：卡 嚓 卡 嚓
地。。。。。。從上面往下拍到的照片。。。。。。，一個
看似一望無際的壯麗的海岸線，非常壯觀，那
種超越感，引以為榮，自自然然對自己說：「你
做到了！」
。

部分人沒準備衣服，穿著濕漉漉的衣服接著又
成人、年輕人和孩子們，在船上永遠不會覺得
到玩 zip line，大小兩部車載著 35 位？客，我們
無聊，老少咸宜，使人人有一個真正難忘的航
坐的是十二人的越野車，爬山爬得很刺激，震
程。
動到大家的五臟六腑，心臟噗噗跳，嘩啦嘩啦
除了早午晚正式三餐之外，有些餐廳和酒吧或
的叫！頭都碰撞到車頂去了，還好人人都早已
點心、飲料 24 小時開放，「不怕吃不飽，只怕吃
武裝配備，載上頭？？？一共走了八條 Zipline 其
太飽！」
中有一處，從上面把人吊下陸地去，約兩樓高，
經過（Flow Rider）衝浪池；一個四處都是氣泡
心裡剛剛想，如果高一點的話應該會更刺激
圍牆的水池，水從下攤衝擊，連人帶衝浪板衝
些，就聽到一位女士從上吊下去時緊張的大叫
到上面，能維持稍為長時間不被水衝到上面的
話，功夫算是不錯的啦！看著大人和小孩排隊 上船的第二天，大早八點到達了第一個小島 起來！今天早上八點出發，四點回到船，累得不
，我們上岸參加市區？，十多人 得了，趕緊到餐廳補充能量。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玩衝浪板；玩得這麼開心，我們也被感染，在海 （Grand Cayman）
乘了一部遊覽車，參加 city tour，環遊不大而迷
上渡過每一個都是充滿樂趣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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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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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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