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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4662
Serving Sinc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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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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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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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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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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購物輕鬆玩！

美加只此一次千人遊，有興趣者請早日報名。

(下)

餐後參觀島上的一個博物館，約二千平方呎左
右，陳列著一些先前馬雅人的古陶瓷器等等，
頗為有趣。附近有兩個紀念品攤位，販賣一些
小禮物，價錢比較貴！

遠離市中心很遠的蝴蝶谷：一兩個多小時的石
頭 路，顛 覆 的 不 行！勞 累 奔 波 終 於 到 了
Green Hill Butterfly Villa。進入蝴蝶谷中，就看
到五、六隻蜂鳥在吃蜂蜜水，展翅飛動，很是可
人。

Alicia 帶我們去隔壁蝴蝶特區參觀，約數十坪
大，其中有數棵樹，有小水池，池中有些桔紅金
魚，悠遊水中，在此園中有十多種不同的蝴蝶
生養，有老虎色的虎斑蝶，也有全身是藍的藍
蝶，也有全身灰白的灰白蝶，蝴蝶 很喜歡 喝糖
水，圍繞著糖盆子轉，蝴蝶們 喝完糖水就在我
們身旁翩翩起舞，人蝶皆自在，很有趣。

在 San Pedro 小島遊玩兩天，在小島上幾乎所
有人都會租高爾夫車，尤其是晚上，太陽下山，
天氣沒有那麼熱，三三兩兩坐在車上到處跑、
看夜景。我們租輛高爾夫車，是北上「神秘海

灘」，來回4小時，早上10點出發，下午2點回。
在 San Pedro 小島沿著海岸線一直往北開，過
橋前，還要再繳來回十元美金的過橋費，五分
鐘的水泥路後，就是原始泥土路，還好灰塵不
大，看到兩旁的紅樹林、度假屋、椰子樹等等，
微風徐徐，椰子樹搖拽，少數幾隻鳥兒吱叫，兩
邊小河淌水，呈銅黑色，也許是水中有的銅鐵
沉澱物吧！

半途中，路上有一隻近呎長的肥大蜥蜴擋路，

我們繞行而過。繼續前進，不久之後，被遠處的
海景吸引，望遠近翡翠般的海水，其美難以形
容，海水如山峯般的層層疊翠，十多棟圓形尖
頂建築，椰子樹整齊美觀，游泳池有人泡湯，整
齊的椰子樹下，白色沙灘 一片。

美景當前，就在那裏的餐廳用中餐，窗明几淨，
眺望海天一色，也是甜美的旅遊回憶。至於什
麼「神秘海灘」也不去了，就讓它神秘到底吧！

每週定期數次美國遊輪停靠貝里斯市。貝里斯
市 - Belize City 東部城市、歷史最悠久城市，
也是前首都。熱鬧而人群喧雜，物價比其他城
市都要便宜些。著名景點有HOUSE OF CUL-
TURE 文化之家，百年教堂，貝里斯博物館(以
馬雅文物為特色)，或是表演中心Bliss Center，
觀光村內有免稅區，海港城市風光。

年輕最人愛的活動還有：森林索道、潛水、爬岩
石、水上活動等等。不要期望太多這裡的美食，
除了紅豆飯、椰子汁飯、烤雞、烤肉、沙律配菜
還是紅豆飯、烤肉這幾樣。

貝里斯的設備與環境和幾十年前的亞洲國家
像似，房屋沒有規劃！機場灰塵多多 ……，不
過，如果喜歡大自然活動的朋友，還是值得來
看看！(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貝里斯（Belize）

巴城西南方有一個名字可愛的社區，豬鎮
（Pigtown）。在 18 及 19 世紀，大量活豬從支持
聯邦的北方各州運到此區，卸下的豬群經過區內
的Ostend Street及Cross Street，到達南巴爾的摩的
屠宰場，屠宰場範圍涵蓋現在的M&T銀行體育場
（M&T Bank Stadium）。一群豬穿越社區，場面
極壯觀，故得名。

「我從沒觀看現場賽豬，看到第15屆豬鎮嘉
年華的宣傳海報，立即記下8/10（週六）這個比
賽日子，十分期待。」巴城華裔居民屈太太觀賽
前表示。每年豬鎮都在主要大街Washington Bou-
levard舉辦社區嘉年華，與其他社區活動不同的是
加插向歷史致敬的 「現場賽豬」。
賽豬 賽鴨 氣氛熱烈

「我們要大聲為小豬打氣，否則只有賽道上
的曲奇餅碎，是不足夠激勵小豬全速前進！」馬
州農場 Southern Barnyard Runners 的女主人 Gail
Hatfield熟練地帶動全場氣氛，將在場觀眾分成四
組，分別代表賽道上的四隻幼豬，每組又邀請一
位在場青年、小朋友越過觀眾線，近距離打氣。

當日分別於下午 12:30、2:00、4:00 及 6:00 進
行四場賽事，並有抽獎券售賣。每場賽事，設兩
輪賽豬，每輪四隻，以及一輪七隻的賽鴨。Gail
Hatfield向筆者表示： 「今年七月開始，我們在馬
州和維州各地表演賽豬和賽鴨。比賽前，我們用
三至四個星期訓練及挑選八隻適齡的幼豬。」農
場男主人Bill Hatfield補充： 「六星期大的幼豬便
可以參賽，直到五個月大。我們今天帶來的八隻

豬，約四個月大。」
10歲陳小朋友與家人最近才搬來豬鎮，興奮

地說： 「我喜歡賽鴨，因為牠們跑的時候好像會
飛，很可愛。」來自貴州的留學生周先生也是豬
鎮的居民， 「今年是我第二次觀看賽豬，我還是
很享受，至於賽鴨我和室友沒有什麼興趣，沒有
看便離開了。」在巴城工作的香港人詹小姐，曾
於其他州份觀賞賽豬約四次，最欣賞豬鎮的賽
事， 「主持人與觀眾有很好的互動，讓我們更投
入比賽。」
吃南瓜派比賽

「南瓜派還挺好吃的，但我要休息一會兒，
才可以把它吃掉。」外型高瘦的華裔美籍張小姐
不想浪費食物，賽後沒有扔掉南瓜派，選擇放慢

速度繼續進吃。張小姐是學生，居於豬鎮，與非
裔友人一同參加下午2:30的 「吃南瓜派比賽」，
該場比賽由非裔友人最快吃完南瓜派，贏得一個
價值$30的十吋甜餡餅。

主辦單位Pigtown Main Street的宣傳委員會主
席 Debbie Ally-Dickerson 說 ： 「如 果 你 是 棒 球
迷，大概曾經看過巴爾的摩金鶯隊賽後的擲餡餅
場面，棒球賽的餡餅是巴城知名餡餅店 Danger-
ously Delicious Pies提供的，而我們每一年的豬鎮
嘉年華也有吃餡餅比賽（Pie Eating Contest），最
近幾年成功找到他們贊助，讓活動更能代表巴
城。」當天共設五場競賽，於下午1:00、2:30、3:
00、4:30 及 5:30 舉行，每場參數人數為四人，最
快吃下四分之一的南瓜派獲勝。 文：鄧彩欣

現場賽豬及吃南瓜派比賽巴城豬鎮嘉年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