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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4494
Serving Since 1992

（不含機票）
包吃、五星級酒店、導遊

快樂遊

For other tours, please contact us for qu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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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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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7月1日我們一行九人，年齡
層從20多歲到80多歲，歡天喜地的
登上著名遠洋遊輪的瑪麗皇后2號。
14 層寬敞的甲板，提供客人無與倫
比的設施和寬大的空間，在船上有
最先進的設施，包括3D影院、賭場、
紅酒吧、Nightclub、天文館和一流的
SPA等等。瑪麗皇后2號是有史以來
最宏偉的遠洋遊輪，無可挑剔的高
品質服務，豪華的住宿和精緻的餐
飲與現代創新設備相結合。年復一
年，瑪麗皇后2號總是優雅閒靜的戴
著遊客們在海上航行。

Cunard 丘納德的旗艦產品：瑪麗皇
后2號遊輪是當年最大、最長、最高、
最廣泛的遊輪（總噸位 151.400，長
度 1.132 英尺，寬度 131 英尺，吃水
32 英尺........）她於 2004 年 1 月 12 日
處女航。同年4月22日星期四從英國
Southampton南安普敦橫渡大西洋首
次到達美國New York紐約。

目前瑪麗皇后 2 號每年只航行一次
美國國慶日6天5夜遊，其他世界各
國航線至少七天到十多天的，我們
也就是乘坐今年的國慶日遊。當大
家一上船，船公司宣傳那一句「無可
挑剔的服務」，就破功了，那句話可
能是屬於 2004 年代的說法，因為我
們一組九人就有半數挑剔他們的服
務：欄杆不乾淨，地板沒人擦和員工
沒笑容------看起來也沒有比一
般遊輪豪華等等！

其實也不然，見仁見智，船的英國式
設計和擺設，典雅大方，Grand Lobby
雖然不大，但地方實用與舒適，走廊
牆壁、柱子，有內涵有藝術性，麗而
不俗，而且材資細膩。最大的收穫，
每晚人人都睡得香甜無比，能獲得
好品質的睡眠，千金難買呀！

弟弟和表弟翻開床榻、床板看看是
否與眾不同！老人家說它的被褥特
舒服，有人說床好，有人說設計好，
有人說有股淡淡地自然香味？總而
言之，房間的環境與舒適無可挑剔，
這已經值回票價了，難怪，有不少的
公公婆婆已經乘坐這艘豪華遊輪超
過5次、10次、15次了。實際調查，瑪
麗皇后2號的顧客，有70多%喜歡和
滿意的。

7 月 1 日 從 紐 約 出 發，往 加 拿 大
Halifax 航行，7 月 2 日在海上，7 月 3
日到達加拿大Halifax，下船可自由活
動或參加不同的遊程。我們有老有
少 就 參 加 最 方 便 的 Big Pink
Sightseeing Bus，分 ABC 三條路線，
觀賞當地風土人情和建築物以及名
勝，經過的地方喜歡的就下車走走。
中央公園很大，綠意盎然！公園另一
個進出口，有一位女孩子站著拉手
風琴，腳踠綁著一條繩子是和她旁
邊的狗連繫著的，地上放一個碗盛
錢，原來是賣藝的！

繼續前走，司機兼導遊介紹當地麥
當勞Mc Donald 的龍蝦三文治挺出
名的，有興趣者可以一試，後來，到
了麥當勞排隊買龍蝦三文治，一份
約七元加幣，還好只買兩份嘗試，是
用切碎的芹菜粒、？瓜粒和生菜絲，

加上龍蝦肉和美奶滋（Mayonnaise）
拌勻放入長形麵包內即成。並沒有
多大的新奇！而買龍蝦三文治的顧
客都是遊客，當地人幾乎沒人問津！

也 參 觀 了 古 堡 的 衛 兵 交 班
（Changing Guard ）儀式，嘿！原來這
裡還有女軍士站崗的。

7月4日祗達波士頓，與當地人同慶
國慶，陸海空大事慶祝，熱鬧非凡！
我 們 一？人 坐 上 老 城 區 遊 車 Old
Town Trolley，先到碼頭坐波士頓遊
船遊覽一圈，然後逛街吃飯，有人建
議到當地著名的「無名餐館」No
Name Restaurant 吃龍蝦，大家如願
所償。不過，奉勸各位，吃過了波士
頓龍蝦之後，最好隔一兩個月才吃
龍蝦，怎麼說呢！因為剛吃過波士頓
新鮮美味龍蝦，其他地方的龍蝦就
會比下去了！

7月5日在海上，7月6日又回到紐約
了。沒上岸的那兩天，可以到七樓參
加 Canyon Ranch Spaclub「峽谷牧
場俱樂部」？？面的服務設備，入門票
$40元一天，相當值得，芬蘭三溫暖

桑那和薰花草桑那，芬蘭桑那在美
國一般的健身房就有，木頭建設，可
容納七、八個人；但是，薰花草桑那
較特別，整間房用大理石和小瓷片
打造，房間圍有六個座位，每個座位
深凹進去，坐進去就如敦煌石窖的
菩薩座像，房間中心下層放一桌熱
爐，中層一大盤乾香花，香花上面那
一層吊著一個木桶，每隔五、六分
鐘，木桶會自動倒轉過來，桶裡面的
水就會灑在乾香花上，一熱一冷，香
花的香味充滿整個房，使整個人浸
透香味裡，這種香花浴，是非常能令
人減壓放鬆的。薰花草桑那房外面
還有一個碎冰池，方便喜愛三溫暖
人士取用，一熱一冷，收縮皮膚、令
人提神，據說常做還可以預防感冒
呢！當然，除了這項服務設備，Spa裡
面有很多不同效益的按摩服務，需
預定，以免向偶。

有兩個泡腳小池，把腳放進池內，按
下你的選擇，要冷水或熱水，水量超
過小腿的一半，水自動停止，然後池
裡冒出水泡刺激腳底和小腿了。
有三個大小不一的水泡衝池，有一
排從屋頂直衝水下來的，有一位男
士就特別喜歡，一直走來走去讓水
刺激頭部，想必使頭部血液循環，多
長頭髮吧！

大家玩夠、也玩累了，可躺在太陽床
上休息一下，也可到休息室補充熱
冷飲料，在落地玻璃窗旁邊躺下看
書休息片刻，或望著外面的藍天與
大海思維，睏了就睡個覺，很是寫
意。反正是一天的 pass，要做別的事
或約人吃飯也沒關係，回來還是可
以繼續享受Day pass。

皇家宮廷劇院，典雅的風格，提供舒
適的、非常優秀的、屢獲殊榮的海上
娛樂項目：第一天和第三天是歌舞
表演，第二天及第五天是曾獲世界
兩屆金牌冠軍健身操選手表演節
目，第四天也就是國慶節當天，四位
弦樂手演奏大、小提琴名曲。娛樂表
演也算精彩。
瑪麗皇后 2 號有全球遊輪航線上最
大的圖書館，九千多本圖書，有多國
不同語言書籍任你選擇，總有一兩
本適合你的吧！可以在那邊看或帶
回船艙閱讀。
天文館的座位可讓整個人躺下，可
看到頭頂上特別設計的？圓形銀幕，
每場45 分鐘，舒坦地欣賞？？科學紀
錄，生命的起源，大自然經過億萬年
演化，層層復復，神祕莫測，多奧妙
的宇宙，人只是一粒看不見的沙麈，
不是嗎！（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
社）

瑪麗皇后2號－度國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