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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佛塔--大金石
（Kyaiktiyo）
、勃固（Bago）

Serving Since 1992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這次的重點是看金石頭，從仰光開車
去一百八十公里，單程三至四小時，
到了山腳要坐當地的接駁車，因為山
路窄，要非常小心，響應環保減碳，限
制外來車輛進入，只用當地的接駁車
才能載人載貨，他們用大貨車的後面
排八排窄窄的橫板當椅子，只有四寸
寬，坐久了屁股會痛！每排擠六、七
人，司機旁邊也可以擠，五六位，平均
每趟五十人，貨車上上下下不計其
數！到了山頂一看，至少有一萬人，可
想而知，每天參觀的人到底有多少？
而且，這個時候還不是旺季呢！一次
的上下就遇到幾百人了，一天到訪的
人數可真不少。
金石頭名符其實金色石頭，看來搖搖
欲墜.........，一直籠罩著神秘的色彩
的 Golden Rock 大金石，是一顆重達
數百萬噸的大金石，是緬甸（Kyaiktiyo Pagoda）著名的佛教朝聖地，位於
孟邦丹那沙林海邊小鎮齋托附近，是
一顆聳立在懸崖邊的巨石，它底部只
有小部分與山岩接觸，卻能支撐住整
塊巨石，半懸空的屹立在海拔 1，100
米的山崖邊緣，有人嘗試推它還會
動，然而千百年來，它仍然守在那群
山萬林之中，成為緬甸的聖地，若不
是親眼所見也難以置信的奇跡。石頭
表面貼有金箔。巨石上建有一座 7.3
米精緻的佛塔，蔚為奇觀。外國遊客
都要掛上識別證。女人禁止碰大金石
（可是，如果想貼金箔在 Golden Rock
大金石上的女性，可以請人代勞。）

一趟上山車程就要停兩次，尤其是主
要站/山腰間非停不可，有些人會在
山腰下車走上山，從山腰間開車上山
約 20 至 25 分鐘，走路的話，需 45 至 1
小時，無論如何，有些遊客會選擇至
少走一趟上山或走下山，不敢走的也
有不少會顧抬轎子的抬上去，約 20
美元。我們選擇走下山，還好平時有
鍛練，不然你們的腳腕會受不了，因
為是走斜山坡，不只 要腿力要夠，腳
板和腳腕非常吃力，一不小心還會扭
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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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調到六點，還好五點半就听到鳥語
叫醒跳了起來，打開窗一看「嘩」
！窗
外景色美得不得了，山頭樹林連接雲
層，層層雲海漸漸展露曙光，一層層
的，美得令人迷醉！首次看過如此美
妙的日出，就是這麼輕鬆的打開窗就
看見這片大自然，在四十分鐘內的變
化多端，偶爾霧茫茫、剎時霧又無影
蹤，好像跟空氣捉迷藏，層層的雲故
娘互相追逐嘻戲，特別好看，看著和
藹可親的太陽公公慢慢地把艷紅的
頂部伸出雲端那一剎那？告訴大家又
是一天的開始啦！真的要非常感謝這
間 山 頂 旅 館（Mountain Top Hotel）
的完美設計，往金石頭方向去看日落
只需步行 5 分鐘，在房間看日出卻寸
步也不需移，穿著睡衣也可以！省去
很多時間，而且不需擁擠的去佔好位
置，不需被喧鬧？打擾，站在自己的房
間就可以欣賞那片天然美景！感謝宇
宙的 奧妙，創造萬物？
？
。
因為這間旅館（Mountain Top Hotel）
建立在山頂邊，客房位於山坡上，所
以才可以看到外面大自然風景。但
是，如果怕爬階梯的人，要仔細考慮
能否接受踱來踱去，才能從房間到大
廳（Lobby），因為是要爬些階梯的。

交通上的不便，多少人為了省一點
錢，撘車、轉車、走路、舟車勞頓，千辛
萬苦才來此一睹這聞名已久的「大金
石」
。值不值得，見仁見智。
導遊仍朱說他晚上也會在金石頭山
上過？，和其他信徒一樣在那祈福、誦
經、許願，許多緬甸人帶了晚飯、毛
巾、毯子全家在那裡留宿，每個晚上，
人群將那片地方擠得滿滿，想信大家
都期望多接近靈地，多吸收靈氣吧！

緬甸菜很喜歡加小紅蔥、番茄、洋蔥
等同煮，吃飯時也配薄荷葉、香菜、黃
瓜、紅蘿蔔及其他香菜類同吃，有酸
菜湯，很開胃，另外一個蔬菜雜豆湯
和印度的菜湯非常類同，印度人做的
是用雜豆煮燜爛，而緬甸人做的在雜
豆煮燜爛的湯裡再加上好幾種不同
的蔬菜：如椰菜、馬鈴薯、紅蘿蔔及菜
葉多樣？味道和印度的一樣。

有一次在半途午飯，導遊說如果不介
意的話吃道地緬甸菜，大家都很讚
成，那間餐館免費提供酸湯和雜豆蔬
菜湯，炒豆芽和蘿蔔、菜乾等？？小菜，
都是免費供應的，有一二十樣煮好的
快餐：魚蝦、雞、羊肉等都有。。。。。。我
們點兩三樣主菜就行，湯很好喝，很
開胃，兩碗我都喝完，他們看？？了立
即再添兩碗，很經濟實惠，約兩三塊
錢美元。我們看起來便宜，當地人卻
不這麼想。下午參觀了一間手工做的
雪茄工廠，約五、六十位女性在工作，
用大片的鮮葉修整齊，稍微哂乾，但
是也不能太乾，因為要用來包煙草用
的，他們打開綠葉，將乾煙草放上去，
然後捲起來，一根一根的做，這種綠
葉雪茄只銷售緬甸國內，全部是由家
庭主婦和年輕女孩操作，每天朝九晚
五就只賺得美元兩塊八毛錢！
緬甸玉和藍寶石、紅寶石皆世界聞
名，10 年前曾買過的藍寶手鍊才五、
六百美元，如今約七千美元，還有玉
器等，暴漲了許多，而越來越少。
緬甸有十四個州，但是，身份証全國
一樣？？緬甸人開車不扣安全帶，很少
出訊號燈。因為天氣酷熱，到處都設
有供水站，人人不怕沒水喝，甚至路
旁也會看到兩三個大大的裝水罐，去
到那裡都不用怕口渴。
導遊說：其實緬甸還未完全準備好迎
接來訪的旅客，很多旅遊實施也未全
部建設好，但是，人們就是喜歡原始
的地方，所以迫不及待，都來了。
巿中的中國城不大，街頭巷尾擺著水
果、疏菜、乾糧、小吃攤位，商店？？的
有衣服店、雜貨店、金飾店，海味店等
等？？接著下去另一條街就是印度城。
當地腰果盛名，不添加任何調味，可
作伴手禮。
這裡穿沙龍的人不少，男男女女佔半
數以上的人穿沙龍，學生也穿沙龍配
上白衣去上課。常常看到不少女性、
小孩和年輕人臉頰塗上黃色水粉，是
抗紫外線的，怪不得在這片陽光普照
的地方，沒看到老中年人臉上有雀
斑！全靠這黃色水粉防晒的功勞。
緬甸依然遺留著千百年來的都城風
貌，佛塔的華麗莊嚴，還有鄉野秀麗
自然的風光，無不吸引人，這個國家，
雖然落後，但人人過著平靜祥和，少
慾知足的平凡生活，希望來訪的朋友
們也擁有一個愉快的假期，並帶著一
分恬靜淡然，幸福感恩的心情回國。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導遊提醒說明天六點看日出，我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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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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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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