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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里斯（Belize） (上)
伯利茲 / 貝里斯（Belize）
，中美洲國
家之一，以英文為官方語言的國家。
貝里斯西北部與墨西哥接壤，西部和
南部與瓜地馬拉接壤，東臨宏都拉斯
灣，與宏都拉斯隔灣相望，兩國最近
距離只有 75 公里。貝里斯舊稱英屬
宏都拉斯（British Honduras）
，1981 年
脫離英國獨立，而貝里斯之名來自該
國的河流貝里斯河及最大的城市貝
里斯市，該市曾為貝里斯首都。目前
首都為貝爾莫潘。一美元折合二貝
幣。

可是現在的旅館年久失修，面目全
非，以往的良好形象和風格已經破
滅！可能經營者年事已高，無力保持
以前的良好表現。我們既來之，得安
之，好好休息，準備明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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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濶河流，走了快一個半小時，抵達
山頂，到了貝里斯河的源頭，我們浸
泡在高山青、澗水綠的貝里斯的母親
河裏，什麼都不想，無為無慾。山高
水清，涼泌心頭。河邊已經有一群十
多歲的年輕人戲水，跟隨我們後面的
另一群中年旅客也投入河內，大家歡
笑聲充滿了整個山頭。

多受虐及被遺棄的“寵物”的家。這裡 立的，沒有政府或機構幫助，當然需
的動物很有人性，導遊一經過，輕輕 求增加一些收入來維持龐大的開支。
的叫他們的名字，他們就靠近，似乎
都認識彼此。
貝里斯馬雅村
今天早上乘車一個多小時去北部的
由於在貝里斯有眾多的野生動物，所 一個河流，名新河 New River，小小
以人們自然而然的便將這些動物作 的碼頭叫 Lamanai，碼頭停放著數艘
為其個人財產，不過，當人們 厭倦和 遊艇，每艘船可坐十多人，上有遮陽
無法馴養這些“寵物”的時候，貝里斯 棚，駕駛為 Maya 馬雅人，名叫 Amil，
動物園就成了這些被遺棄“孤兒”的 我們沿水路往東開，兩岸樹木繁盛，
新家。入住貝里斯動物園前，動物們 除了知道名字的棕櫚樹外，還有很多
要先經過專業的康復評估，之後，對 類似台灣淡水河畔的紅樹林，岸邊長
於那些可以繼續在野生環境下生活 著清一色的小白荷花，別有韻味，仰
的動物將會被放回大自然；而那些無 視潔白浮雲，平觀兩岸風景！
水挺冷挺舒服的，屁股坐在大浮圈 法在野生環境下生存的動物，則會留
內，隨著流水浮動，享受一下遠離市 在動物園提供的新環境中，成為動物
區塵囂時候。導遊非常和善親切，而 園的一員。
且盡責，他將每一個大浮圈互相連
接，慢慢開始帶領著我們進入洞口，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洞穴，裡面各式各
樣不可思議的鐘乳石造型，石筍上下
沉浮流通過覆蓋在上面，會讓人忍不
住感嘆造物的奇妙！

Blize 貝里斯這個海島國家，面積是
台灣的三分之二，兩萬四千平方公
里，人口有 36 萬人，四季如夏，人民
和善，蚊子兇猛。有一位團員說二十
年前就想來，所以我們才參加 2016 年
的貝里斯之旅。

我們住宿在貝里斯市西方郊區二十
分車程的叢林中的旅館，收費不低，
是一個曾經在旅遊網路上獲得很好
聲譽的旅館，有 2000 畝的土地，樹木
天然，有如叢林，蟲鳴鳥叫，還有睽違
數十年的壁虎，蟬和蟋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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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行一個多小時終於到達(馬雅神廟
村）碼頭，此處有山有樹，大家準備好
東西跟隨導遊前往山區，參觀馬雅神
廟。在整個山區走一個半小時，蚊子
很多，又凶猛，人人拼命的噴防曬液。

船行約半小時，看到 Amish 民族的聚
居地，據說他們的祖先十六世紀時，
從荷蘭來參加墨西哥戰爭，來到此地
就留下來了，民情傳統保守，不與外
界聯絡、通婚，不用電力及汽車，仍然
用馬拉車，過著與世隔絕、自由自在
的生活。除了保留自古以來民族的傳
統和生活習慣，服裝也是十七世紀的
款式，男性穿著吊帶長褲及長袖襯
衫，女性穿著傳統長裙，頭上挷著小
動物園設計的跟原始叢林差不多了， 頭巾，兩夫婦出門時，女人永遠只有
差別只在他有圍欄跟走道區。動物跟 眼睛和耳朵，沒有嘴巴（丈夫在場時，
妻子是不說話的）
，先生主管一切與
人只有一道鐵絲網防線而已。
（馬雅文
外界的交談，男尊女卑，過著清安自 入山去探尋五座馬雅神廟，
明，是古代分布於現今墨西哥東南
在與世隔絕的生活。據說這裡有一萬
部、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和
左右的 Amish 德國人。
貝里斯 5 個國家的叢林文明。)神廟大
同小異，灰石建設的石碑建築，有些
雕刻和圖案，和墨西哥、柬甫寨的碑
有一點像約兩三層樓高，有兩道階梯
可以上到頂部觀賞。山區中有黑猴
子，猴叫聲如獅子吼，聲音極具吵雜，
人稱吵鬧猴，也是前所未聞。
他在岩洞中詳細介紹各類鐘乳石的
形成，洞中漆黑，他脫了他的拖鞋當
划槳，推動著幾個大輪圈，在洞中前
進，我們心中多少有些不捨。每當在
黑暗中打開頭盔上盞燈的一剎那，看
到洞穴的神秘，驚喜萬物的可貴！

出洞後，沿溪流浮潛漂流，有些小鳥
在樹上、溪邊鳴叫，也有看到一些魚
兒在溪流中悠遊，它們倘徉在水中，
我們倘佯在山中，各得其樂。注意聽
導遊的指示，有時候漂流到很淺的河
今天特別節目是到貝里斯河的山上 流上，他會提醒大家屁股上升，以免
源頭，我們要去探索岩洞和享受「漂 碰到石頭。
浮」的樂趣，導遊是長得圓圓壯壯的
小伙子，名字叫 以色列，出發前，每 這次探索岩洞旅行不會讓你失望。我
人頭上戴上頭盔，頭盔中間有一盞 們 有 了 一 趟 愉 快 又 刺 激 的 Crystal
燈，是準備進入黑暗區域時照亮用 Cave 水晶洞窟之旅！
的，身上扛著漂浮的大氣圈，沿山走
上貝里斯河的源頭，山路崎嶇，山樹 貝里斯動物園成立於 1983 年，位於貝
茂盛，有椰子樹、核桃樹、腰菓樹等 里斯城以西 29.5 英裏處，也是貝里斯
等，黑色兇蚊處處皆是，大家一邊走 城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
路一邊趕蚊子。
該動物園現在已經成了受傷野生動

回程時，看到他們在河邊洗澡，七、八
位 Amish 男性，排隊成一字形在擦擦
洗洗，連洗澡也守規矩的民族。

貝里斯動物園擁有的鳥類、哺乳動物
和爬行動物，及貝里斯本土的動物超
過一百多隻。動物園中還有 5 種不同
種類的野生貓科動物，它們都是生活
在瑪雅山脈（Maya Mountains）熱帶雨
林深處的物種，這五種貓科動物分別
是美洲虎、中美洲虎貓、美洲虎貓、豹
貓以及美洲獅。這裡的豹看起來好像
物的庇護所和康復中心，同時也是許 很有善意！拍照時也很配合！其實門
票不算便宜，不過也是有愛心人士設
經過的路線有山路、岩壁、涉水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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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營三十年

導遊也特地開船到岸邊介紹了一種
蛇虅樹，樹虅如蛇纒繞著他樹樹幹生
長，是前所未見的。還有在荷花葉上
看到一種黑白色的小鳥，腳踩在荷葉
上覓食，這種鳥在台灣也有。忽然飛
來一隻粉紅色鷺鷀棲息在樹上，約四
磅左右，大家拿出手機拍攝。

經驗最豐富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電話﹕
（770）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因為時間的關係，所有早上出發前來
馬雅神廟村的旅客，中午都會在此用
餐，導遊拿出本地人常吃的食物：紅
豆米飯、烤燜雞（先烤熟後加辛香料
煮燜）
、沙律、煎香蕉等。還有飲料及
瓶裝礦泉水。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299.00

越南 柬埔寨 7 日遊 $1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韓國經典 6 日遊 $19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 7 日遊 $9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4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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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三亞旅遊局和江西省旅遊局為了推廣當地旅遊，於今年十月二
十八日至十一月八日，舉辨「
2016 年北美千人遊三亞江西」
，
歡迎美國及加拿大人參加。
食宿遊玩精彩，全程遊玩不包括美中來回機票只收費美元
$499.00,包括從美國芝加哥或西雅圖機票收費美元$1398.00。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無購物輕鬆玩！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美加只此一次千人遊，有興趣者請早日報名。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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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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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