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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溫泉遊 (1)
真意想不到美國加州有 45 間溫泉旅館之 溫泉在好萊塢的 101 高速公路旁在 Ox多！我們這羣追湯族就在 2014 年夏天開 ford 出口，很快就到了好萊塢溫泉旅館，
始，一間間的去探索。
這裏看起來像中產階級的地區，沿途掛滿
了韓文的商店廣告招牌，以及墨西哥商家
（1）Palm Spring 棕櫚市/有很多間溫泉。
廣告等，果其不然，比佛利溫泉旅館除了
我們選擇了 Desert Hot Springs 沙漠溫泉。 櫃台一年輕西語裔之外，上午服務人員全
此地名符其實如沙漠般的熱！華氏 102 至 是韓國女性，態度客氣。
104 度，在太陽下行動，感覺的熱氣如在烤
爐裡。
溫泉不大，男女分開，全設在室內，各約可
容數二十人，每人收費三十元，溫泉池像
靴子的形狀，水溫高，水質如一般礦物溫
泉，帶有滑性，古人云：溫泉水滑洗凝脂，
大概就像這種溫泉水了，天窗為大巖石，
倚牆而立，而泉池的屋頂全是大巖石，很
是奇特，泉水從牆崖湧出，底部有綠色樹
欉圍繞，旁邊有尊約一尺大石雕佛像，水
池旁有古唐式小亭燈，一隻石龜，兩旁有
三隻青蛙，及數座尺高圓石椅，煙霧迷漫，
溫泉池畔有冷泉池，三溫暖、香艸蒸汽房、
熱身桑拿等，還有提供美容、按摩等服務，
可以說健身保養美容，應有盡有。
在休息室，有尊慈悲莊嚴約三尺高的淨水
白觀音佛像，令人一見，猜想主人應是虔
誠佛教徒，訪客見之，頓生從容安祥之意。
泡溫泉，水溫夠熱，環境安靜，靜極無思，
放空一切，自然冼滌身心，排汗去毒，輕鬆
自在，自然達到泡湯的目的。

沙漠溫泉市 Desert Hot Springs 離洛杉磯
約 2 個多小時車程的 部份沙漠區，沿途有
百千隻的風力發電大風扇，高數十公尺，
數片扇片寬約數十公尺，當天沒有強風，
大風扇冉冉轉動，展開了產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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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營旅館的，現在仍然保有使用中，教
會對外開放是星期一到星期三，two persons $98 six persons $119 per night。其餘日
子保留給教會培訓或開會使用，住宿者規
定很多，不准在屋內飲食、煙、酒，也不准
嬉戲、喧嘩，橫豎對我們都是平常的生活
規則，欣然接受。
溫泉區微風徐徐，看藍天白雲悠悠，賞椰
子樹隨風搖曳，盡賞天然之美，園區內有
一平湖，約近一英畝大，沿湖栽植很多樹
木，有松樹、柏樹、棕櫚樹，細細枝條如柳
的不知名樹，還有竹子，竹樹旁的沙灘，鵝
爸爸、鵝媽媽帶著一家族的鵝子鵝孫，慢
條斯理覓食、走過，想起小時候在家鄉的
餵鵝、養鵝景像重現，這已是五十年前的
事了，不覺感慨歲月無情和眼前的溫馨鵝
影。
溫泉池是一全天然的礦泉池，為一圓形溫
泉池，沿池以樹為籬，安全舒適，約可容納
二十多人，池旁邊還有冷泉池，水清見底， （4）Jacumba Hot Springs（好看吧）溫泉
清涼入脾，可以冷熱兼泡，池邊擺有數張 黃昏時，抵達爾灣 2 個小時車程外的美墨
海灘椅及一圓形的點心桌，設備完善，觀 邊城 Jacumba 市（好看吧市）
，人囗只有 4
竹賞櫚，無俗音之亂耳，亦無案牘之勞形。 百多人，與墨西哥只有一牆之隔，邊牆蜿
蜒，似無止境。沿途所見，寸草不生，黃土
另外，街道對面，就是游泳池，也是溫泉
白石，滿山滿谷，景觀有些像埃及的黃土
池，游泳完，去泡湯，或是泡湯完，再去游 山，這兒是印第安的保留區，公路旁，還建
泳，隨興所至，翩然入水，一洗塵慮，不亦 有賭埸，名叫金松子 (Golden Acorn )賭塲，
來賭場的人，大部分是印第安及墨國西語
樂乎？
裔人士。

另外一個景觀是太陽能板的設置，沿途處
處可見乾淨的太陽能板鋪在加州耀眼的
陽光下，藉由陽光發電，這項科技的發明
與利用，是 21 世紀人類科技的極緻。
沙漠溫泉市是一個沙漠小鎮，人口只有兩
萬五千人，以溫泉聞名，居民大部分是西
班牙語人，土著及一部分韓人、台灣人·...
(務農：種菓樹、養魚...等。我們去的溫泉旅
館是大眾化的，有數十年的歷史了，設備
有些老舊，有八個露天的天然溫泉池，有
圓形、長方形，大小不均，還有較大的溫泉
游泳池....等，每個池至少可容納 20 人以
上，完全是露天的天然礦泉池，天朗氣清，
藍天白雲，空氣清新乾燥，水溫高低不同，
是大眾化，也是家庭化。收費是美金八元，
年長者只收三元，大眾受惠。
因為是暑假，許多人是全家三代都來了，
孩子們喜歡玩水、泡水，嬉戲跑跳，好不熱
鬧，旅館設有餐廳，可一邊泡泉，一邊享用
美食和飲料。有些七、八十歲以上的老人 （3）Murrieta Hot Springs 莫利溫泉
家，沒有泡湯，只是觀賞他人泡湯，或坐或
臥，看藍天白雲，看棕櫚樹，倒也自得有 美國南加州爾灣東部約 2 個小時車程，405
往南接 5 號公路再接 76 往東，再接 15 公路
樂。
到一個城市叫莫利市 Murrieta，真是人間
天堂，氣候溫和，不冷不熱，市容整齊，綠
（2）好萊塢比佛利溫泉 Hollywood Beverly 樹芳草，居民純樸熱情，環境開濶優雅。
Hot spring

溫泉旅館每晚 129 元，和莫利溫泉一般的
價錢，為一西班牙式平房建築，看起來好
似一兩年前整修過，沒有老舊的臭味，溫
泉水溫不高，約華氏 95 度左右，有 2 個游
泳池，一個供小孩使用，一個大人使用，靜
悄悄的，只有幾人，天然寧謚，心中充滿感
恩，在此地圖上都找不到的邊城，還能享
受溫泉之樂，縱使水溫不夠熱，心中仍是
熱忱感恩。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經過一番的努力，在電腦上找到了洛杉磯 這個溫泉現在隸屬於一個基督教會，本來
市附近好萊塢比佛利溫泉，好萊塢比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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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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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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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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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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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