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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仁川國際機場
仁川機場頻頻獲獎，證明他們的努力
與用心營造並沒有白費。仁川機場免
稅店，被美國、亞太地區、中國評選為
世界最佳免稅店。世界權威商務旅遊
雜誌，11 個地區發行量超 50 萬本的
《Business Traveler》中 國 版 以 2 萬 人
為對象進行的問卷調查中，仁川機場
免稅店 AIRSTAR Avenue 被中國人
評選為“世界最佳免稅店”
。2012 年
在阿聯酋阿布扎比舉行的全球航線
發展論壇上，獲得“亞洲地區機場營
銷最優秀獎”
等等。

為了讓轉機旅客在候機時間裡感受
韓國魅力，仁川國際機場向乘客們提
供免費的(轉機旅客)換乘遊服務項
目。轉機旅客將通過換乘遊項目，不
僅可以參觀仁川機場的設施、公演和
展示，而且乘坐配有導遊的觀光車
輛，觀光機場周邊及仁川市內風景，
甚至還可以到首爾中心，體驗一下韓
國的歷史和文化精髓。

備最高檔次賓館設施的桑拿設施，安
裝使用了'Tub in Tub' (浴池內的浴
池),( 有幾個很大的 SPA 池重叠)、有
會談室, 小吃部、桑那浴、蒸汽浴、還
有睡眠室，做完三溫暖後還可以睡上
兩三個小時，使顧客精力充沛感受到
特別放鬆的感覺。除此以外，還可顧
請泰國人提供的泰國式 SPA 服務等
……將使人得到充分舒適的休息。

原本僅提供給頭等艙、商務艙旅客進
入的機場 Hub Lounge 貴賓休息室。
所有轉機旅客現在只要支付 35 美元
的費用，就可以享受飯店級的便利設
施。休息室內提供自助餐飲 : 三明
治、咖啡、果汁、點心、速食麵、炒飯、
炒麵、熱炒、水果及現煮的牛肉湯或
雞湯麵等等。暢飲啤酒與洋酒，享用
個人淋浴設備，還有專用的視聽室收
看電視節目以及免費的網路設施。不
需事先預約的 Hub Lounge。大韓航
機場除了有韓國傳統工藝展覽館參 空的轉機乘客將獲得 40％的折扣。
觀，也可欣賞韓國傳統音樂演出、傳 直到 14 年 1 月 31 日，HUB LOUNGE
統食品品嚐活動、傳統工藝等多種多 將 24 小時開放。
樣的體驗機會。還有更精彩的皇帝巡
遊，皇帝、皇后、官女、侍衛等，團隊浩
浩蕩盪，挺有氣勢！

還有，遊客可以盡量享用所有機場設
備：洗澡室、按摩間、休息區、玩遊戲、
上網和觀看新聞電視房、咖啡館、電
影院、溜冰場丶還有小孩子的遊樂場 *** 取自網頁
AIRSTAR Avenue 為了配合時尚人 和儲存行李間等等。只要到詢問處查 在仁川機場，傳統文化中心體驗項目
一直深受外國遊客的喜愛，為了響應
士潮流喜愛，配置超人氣的韓國產品 查看，就會找到你所要的。
馬年到來，今年 2014 在文化中心，其
牌賣場，深得對潮流愛好者的喜愛，
中一項目是在木板上，各展其才為駿
這些也正成為 AIRSTAR Avenue 成
馬塗上自己喜歡的顏色，深受歡迎。
功的秘訣。機場免稅店設有 70 多個
也給自己免費帶回來一幅應景的藝
賣場和 400 多個品牌。
術品。
2014 大新年，候機樓三樓的熱賣中
無論入境出境或轉機，都不要擔心，
心，佈置一個很大的轉盤獲獎活動，
請向相關航空公司顧客服務中心詢
只要你消費的收據顯示給他們看，就
問您將要搭乘的航班號，可以查看您
可以在轉盤上撥動，指標指向的禮物
從抵達機場一直到登機的路徑指
就是你的獎品，人人有獎，從紙巾、玩
南。
具、包包等等，永不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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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無數歐洲移民飄洋過海，尋找
自己的夢。在北美這片土地上，紮根長葉，開花結果，故土的眷
戀交織著理想的奮鬥，許多地名都跟“新”有關，比如新英格蘭
(New England)、新 罕 布 夏 (New Hampshire)、新 倫 敦（New
London)、新黑文(New haven)、新奧爾良(New Orleans)、新澤西
(New Jersey)......如果直接翻譯大名鼎鼎的紐約，也是新約克
(New York)的意思。
我們所乘的郵輪從紐約出發後，第一個停靠的港口也跟
“新”牽上了關系，名叫新港（New Port)。 新港是新英格蘭的一
個海港城市，也是美國東部名聲遠揚的度假勝地，那裏巨富雲
集，海邊的豪宅星羅棋布, 據說是幾百年的傳統：紐約的富豪
一到夏天，就回新港的度假別墅。
要說新港有什?影響力的人物，應該首推前總統夫人：傑
奎琳（Jacqueline）
。她的童年就在新港度過，祖父在當地擁有一
個龐大奢華的莊園，莊園裏的房子恢宏氣派，美若皇室宮殿。
許多遊人對那個莊園充滿了濃厚的興趣，有段時間，莊園對公
眾開放，後來被私人購下，遊人只能通過水路，站在船上迎風
遙望，瞻仰一下它的神秘芳容。莊園不容易接近，但傑奎琳和
肯尼迪結婚的教堂倒是方便看到。教堂就在新港的市內，如今
成了遊人必看的熱點。
毫無疑問，傑奎琳含著金鑰匙出生。她成長在上層社會，
騎馬、繪畫、鋼琴、芭蕾，從童年到青年，一直享受著悠閑自在
的藝術人生。嫁給肯尼迪後，為了幫助丈夫競選總統，她去西
弗吉尼亞探訪民眾，當地的貧窮和臟亂讓她極度震撼，人們吃

主要觀光路線有：體驗韓國歷史和文
化遺產的首爾中心的故宮及博物館
路線、數碼時尚園區東大門市場路
線、充滿青春活力的弘大周邊風景路
線、仁川港周邊的近代文化名勝路線
等，遊客可以在候機時間裡盡情享受
韓國魅力。
不想出去的旅客也不用擔心無聊，要
看您的逗留時間多長，如果很多時間
而你只需要休息，可以租半日旅館得
到全面休息睡覺。不想浪費時間睡太
長 的 話，建 議 花 幾 小 時 到 SPA on
AIR 享用 SPA，晚上收費 20 美元，白
天只收費 15 元，實在物有所值。它具

***取自網頁
只要不耽誤了您起飛時間！您還可以
利用這段時間，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
和參觀展覽來了解和體驗韓國。時間
是每天 24 小時，好好利用吧！
我們最愛的伴手禮物有化妝品、醇
酒、紅參、高麗參、紫菜、辣椒巧古力
等。愛看挺有氣勢，服裝艷麗的皇帝
巡遊和親手製作工藝項目。仁川機場
不只是一個機場，也成為了一個景
點，了解文化與購物，享用韓國、歐美
和東方美食，為外國旅客帶來了別具
一格的愉悅體驗的地方。(亞特蘭大
百福國際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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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飽，穿不暖，住在搖搖欲墜的木房子裏，生了病也看不起醫
生。為了幫丈夫拉到女性選票，她坐在石梯上跟礦工的妻子
交談，了解貧困人生的掙紮。她回來後告訴她的朋友，她沒有
想到美國土地上還有如此糟糕的地方，人們生活在第三世
界。
但她的生活畢竟屬於上層。當了第一夫人後，她聘請的
服裝師，要給她設計法國品味的時裝，白宮的廚師要為她做
法國大餐，她曾在巴黎學過藝術，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她對
藝術有獨特的品味，她甚至按照自己的風格，對白宮的內部
裝修進行了改造。
她優雅美麗，風光時尚，是許多女子崇拜和效仿的對象，
但我不覺得她有特別好的命運，她最愛的人著她跟其他女人
有染，在萬眾矚目的盛典上，她目睹了丈夫槍殺的慘烈，無限
的驚恐和悲痛之後，第一夫人的榮光從此遠她而去。不管怎?
樣，她依然過著榮華富貴的生活，依然可以嫁給億萬富豪，比
99%的美國女人活得風光自在。
她去世多年，美國人至今還在懷念她。我有個朋友說，她
不過是運氣好，出生在特富裕的家庭，才有後來一系列的機
會，如果生在西弗吉尼亞礦工家裏，長得再漂亮又沒有用。沒
有好家庭提供給你的特殊資源，你根本就沒有出人頭地的機
會。我點頭同意帕特的觀點，如果她是普通家庭的女孩，不可
能跟肯尼迪邂逅，就是邂逅了，也不過擦肩而過，很難撞出相
應的火花。肯尼迪是個有野心的政治家，而政治意識總是伴隨
階層認知。

傑奎琳和肯尼迪結婚的教堂

我聽當地人說，肯尼迪當總統的時候，喜歡把辦公室挪到
新港，新港是避暑勝地，避暑辦公室就是傑奎琳童年成長的莊
園。所以傑奎琳家的莊園便多了個名字：夏日白宮（Summer
White house)。
陽光穿過樹葉閃動著金色的光，我恍惚覺得夏日白宮就
是皇帝的行宮。回想清朝的皇帝，在夏日炎炎時喜歡去承德，
承德有皇家的避暑山莊，皇帝在那裏批閱奏章，接見百官。
對了，小布什也有夏日白宮，是在他自家的牧場。這樣看來，不
同民族，不同時代的領導，還能分享同樣的愛好，人性確實是
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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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已經營三十年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
-770.451-1212
/0,
-770.452-8082
12,
1-800-390-2888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韓國經典 6 日遊 $299.00

詩畫江南，長江三峽 11 日遊 $299.00

台灣環島七日遊 $1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29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 8 天遊 $4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99.00

舞動北京 5 天 $49.00

日本關東關西美食溫泉 6 日豪華遊 $2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經驗最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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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濟南，東岳泰山 7 日遊 $99.00
七彩浪漫 雲南香格裏拉 8 天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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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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