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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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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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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ufordtravel.com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越南 柬埔寨 7日遊 $199.00

亞洲名城新加坡，鉑金江南11日遊 $49.00

韓國經典6日遊 $19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6日遊 $44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4日遊 $29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6日風情遊 $2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6天精華遊 $9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7日遊 $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7天 $99.00

奇山秀水桂林6天 $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8天遊 $49.00

舞動北京5天 $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8天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是一個
值得參訪的城市，是瑞典的首都。瑞
典皇室的官方宮殿、國家政府、國會
以及著名的斯德哥爾摩大學和瑞典
皇家工程學院也都設在這裡。它位於
波羅的海和馬拉爾湖交界處，由 14
個島嶼和一個半島連接70多座橋組
成，以老城為界，將馬拉爾湖分為東
西兩部分，西側為淡水，東側與波羅
的海相接為鹹水。斯德哥爾摩Stock-
holm城市人口881,235（2012年12月
31日普查）。

老城區的古城風貌，以狹窄的
街道，裝飾著木雕和石刻的中世紀雄
偉的建築物吸引著大批的遊客前往
參觀遊覽。1998 年斯德哥爾摩被評
為歐洲文化之都。有北歐威尼斯之美
譽。斯德哥爾摩的教育、醫療福利好，
環境優美，現代化大廈與碧樹紅花叢
中一座座精緻的別墅相映成趣。美國
著名高爾夫手Tiger Woods的前妻也
在這𥚃買了一棟豪宅。

斯德哥爾摩大球形——愛立信
球形體育場，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球形
建築物，裡面舉辦運動會、搖滾音樂
會、冰上曲棍球及不同的展示會，La-
dy Gaga 曾經到此表演過。球形「Sky
view」就是沿著半圓球外層，從半圓
球底部至頂層兩排軌道，兩個吊船並
排側，通過軌道可上到130米頂端觀
賞城市的景色和享受涼爽的秋風，輕
鬆地鳥瞰斯德哥爾摩全市，是一個特
別新頴的旅遊景點。

從球形「Sky view」的大門進入，
左邊就是等候乘撘覽車（圓形玻璃平
底吊船）上頂端觀景的地方，右邊是
紀念品售賣處，覽車可容納十六人，
不超過1200公斤，沒有座位，大家是
站著觀看。你甚至可以眺望一些斯德
哥爾摩的閃閃發光的群島。這次撘覽
車每一回需要一個悠閒的 20 分鐘，

在頂端停留十多分鐘，來回整個活
動一個鐘頭。

有人在世界上最大的球形建築
的頂部結婚，一對新人說：「我願意」。
主辦單位甚至安排香檳與食物，很好
的一種宣傳不是嗎？

這裡不只有Hop on hop off 巴士
在市區十多二十個主要景點穿梭，同
時也有Hop on hop off 船隻戴客，遊
客可以下船上岸遊玩之後，繼續上船
Hop on 到下一個景點，一共有八個
景點讓你盡情遊玩。

斯德哥爾摩四季分明。每到 12
月底的冬至時節，白天大概只有6小
時；到 6 月底的夏至時節，白天的長
度超過 18 個小時。斯德哥爾摩有寒
冷的冬天和溫和的夏天。我們祗達是
入秋時分，氣候宜人，斯德哥爾摩的
最高溫度是+38 °C（100 °F），最低
溫度是-32 °C（-26 °F)。

斯德哥爾摩始建於 13 世紀中
期，已有 700 多年曆史的老城區，由
於從未遭受過戰爭的破壞，至今保留
完好。斯德哥爾摩也是一座文化名
城。這裡有建於 17 世紀初的皇家圖
書館，藏書 100 萬冊。斯德哥爾摩現
在有近 100 座博物館，包括歷史、美
術、藝術、手藝、民族、自然等各種專
業性和綜合性方面的：很多大概只有
一個小房間大小的館也包括在內。

附近有巍峨的王宮，古老的尼
古拉教堂以及政府大廈等建築。動物
園島與老城遙遙相對。著名的斯康森
露天博物館、北歐博物館和“瓦薩”沉
船博物館等雲集於此。風景如畫的皇
后島和米勒斯雕刻公園是這座城市
最著名的旅遊點之一。皇后島上有一
座“中國宮”，這是 18 世紀歐洲推崇
中國文化的產物。斯德哥爾摩不只是
瑞典的政治、文化、經濟和交通中心，
也是一個高科技的城市，擁有眾多大
學和發達的工業。

位於城市以東的沙丘巴登地區
曾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維新派領
袖康有為居住過的地方。康有為戊戌
變法失敗，流亡國外，曾到過瑞典。
1909年他購下這裡的一座小島，修建
起一座中國式的園林，並取名為“北
海草堂”。

這裡有山有水、風光秀麗、環
境宜人，拋開大都會擁擠與嘈雜，享
受北歐城市的寧靜和優美吧。(亞特
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秋遊瑞典

豪華客輪維多
利亞女王號 (上)

QUEEN VICTORIA 維多利亞女王
號豪華客輪有她獨特的設施，其中包
括最先進的設備與器材，你會發現她
有一種特殊的氛圍：有豪華的大理
石，優雅的木材和豐富的裝飾，使得
她散發著迷人的光彩，獲得乘載過的
船員和乘客一致好評。

Queen Victoria 維 多 利 亞 女 王 號、
Queen Elisabeth 伊麗莎白女王號及
最大的第一艘是瑪麗女王號 Queen
Mary 同 樣 是 豪 華 客 輪 屬 於
(Cunarder) 丘納德船公司。維多利亞
女王Queen Victoria ……隨路線已經
延伸到美洲，太平洋島嶼，澳大利亞
和紐西蘭，訪問21個國家34港口。阿
卡羅阿，波拉波拉，利蒙港，拉羅湯加
島與南聖胡安等國。從最短8天至30

天環遊多國郵輪和環遊世界的一百
多天遊。而這一次的 14 天路線從英
國出發至北歐多個國家，全是現代、
寬敞、舒適，至高無上的豪華享受旅
途。
(Cunarder) 丘納德船公司的 Queen
Mary 最大，可戴客 2，620.工作人員
1，253。共 三 千 八 百 多 人。 Queen
Victoria 最小，戴客 1，990.工作人員
981。共 兩 千 九 百 多 人。Queen
Elisabeth 可戴客 2，068.工作人員 1，
005。共三千七十多人。她們的大小可
見分明。
QUEEN VICTORIA 和 QUEEN
ELISABETH 大 小 差 不 多，SPA
house 的水療設備也大同小異，還好
五張石床夠熱丶蒸汽房、薰香房和桑
拿房都比Queen Elisabeth的稍熱，我
們特別喜歡。Hydro Pool 水力按摩池
有 36 溫 度。當 然，總 得 來，還 是
Queen Mary的SPA house較豪華。

戲院每日兩點放映電影，愛好電影者
不愁寂寞。晚上劇院有兩場演出，方
便給晚上6點或8點半吃晚餐的客人
欣賞。綜藝節目、笑話、唱歌、歌舞、魔
術等等，其中有一對藝人表演值得讚
賞！女藝人曾在 1996 年在亞特蘭大
舉辦的奧運會獲取軟身操冠軍，難怪
功力如此了得。還有從紐西蘭來的男
高音，聲音宏偉、氣派十足，也獲得觀
眾一再熱烈的掌聲！

最熱鬧的地方莫過於二樓的女王廳
Queen Room，從早到晚都有節目，
白天有講座、醫療、養生、音樂、學習
舞蹈、售賣會、試吃會等等，節目排得
滿滿！一到三點非得騰出地方不可，
因為 3 點半開始最受歡迎的下午茶
Afternoon Tea 就在這裡進行了。隨著
白手套服務人員為你奉上香醇的紅
茶，以及三、四十樣的小點心，耹聽音
樂家為你呈現的輕音樂，把握時間，
好好享受吧！

一到了晚上，女王廳 Queen Room
又是另一方面的風情，打扮漂漂亮亮
的男男女女，聚合在這裡大顯身手，
表現一番。沒有男伴者請別擔心，
Queen Victoria 有8位舞男陪客人跳
舞，十多天下來，說不定妳也成為

Ball Room 高手了。
幾乎每個晚上那一大群熟悉面孔的
顧客必定出現在二樓 Queen Room
與樂共舞，因為他們熱愛跳舞。在三
樓走廊的貴賓座也可以觀賞樓下的
一切活動。
乘坐屬於 所有(Cunarder) 丘納德船
公司客輪，公司有提示：過了晚上六
點，大家務必穿著整齊，配合當晚的
服裝規矩穿著。這次十四天內有五天
隆重晚宴，懇請來賓正式穿著，男女
都穿禮服，這次有五個隆重晚宴，第
一晚黑白禮服、第二次和第四次隆重
晚宴穿自己喜愛的禮服，第三次穿維
多利亞服裝，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穿
傳統英式禮服配上帽子，其他的晚宴
時間，雖然不用穿禮服，也是遵守正
式穿著：男生夾克和領帶，女生正式
連衣裙、半長裙子配上衣、夾克和披
肩都可以穿。當然，大家也不需要太
緊張，如果不想太約朿的話，也可以
不跟，晚上就不要到公共地方溜達就
是，反正尊重別人也是尊重自己。適
當的場面講究一些還是比較好，不然
就輕鬆在樓上吃自助餐，或是在房間
休息。
無論你是普通船艙內房或豪華套房
客艙，都能讓您盡可能舒適。同樣能
享受一件浴袍、拖鞋、冰塊和巧克力。

內房從$1,299起、有窗口的從$1,499、
露台房間從$3,599 起、公主房間從
$8,199 起、女王房間從$10,699 起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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