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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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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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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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旅遊大省 ─ 山東。全省擁有無數的
亮麗景點：泰山——海拔1545公尺，為中
國五嶽之首，東嶽泰山“五嶽獨尊”享負
盛名。幾千年來，泰山成為歷代帝王封禪
祭天的神山，隨著帝王封禪，(據說有十二
位皇帝到此處—所以山下有十二尊龍雕
刻供人觀賞。）文人名人紛至沓來，給泰
山與泰安留下了眾多名勝古蹟。同時泰
山也是佛、道兩教興盛之地，歷代帝王和
文人所到之處，建廟塑像，刻石題字。此
外還有岱廟、經石峪、碧霞祠、日觀峰、普
照寺、王母池、南天門、玉皇頂等主要名
勝古蹟。

一般遊客遊纜泰山，會從十八盤徒步登
上南天門，也可從中天門搭坐纜車抵達。
再徙歩往泰山山頂前進，觀賞仙界般的
「岱頂」，古代帝王前來泰山封禪祭祀，也
是要在這裡下轎徙步上去，以示尊崇。南
天門一直向上，沿天街，經碧霞祠、大觀
峰登上泰山極頂－玉皇頂，沿路氣象萬
千：邊走邊看著其明清的古建築風格，將
山石、建築、雕刻、林木、繪畫融為一體，
泰山的自然景觀、氣勢雄偉、柏樹翠影是
中華民族的文化的縮影，1987 年泰山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
雙遺產。

泰山石頭很多……很多商店都會擺放不
同的石頭銷售，傳說泰山石能夠辟邪!「泰
山石敢當」……話說很久以前…附近小
村庒，有位青年姓石名敢——他很勇敢，
很仗義，常常幫忙村民解決問題，大家都
很喜歡他。至到他去世後，村民依然懷念
他，給他取名……「泰山石敢當」……後
來用他名字擋煞。「石敢當」石頭在風水
上可有許多用途：特別是丁字路口等路
沖處，用於避邪鎮煞的石碑、有些不好的
東西相衝，也是可以擺放石散當化解的。
石碑上刻有「石敢當」或「泰山石敢當」的
字樣，足以承擔做避邪、壓驚、平浪、制煞
之用。

俗語說“無事不登三寶殿”，一般來說比
喻沒有事不會登門造訪，只要登門，必是
有事相求。“三寶殿”源自佛教。“三寶”
是指佛教中的佛、法、僧，是佛教徒尊敬
供養的佛寶、法寶、僧寶等三寶。現代人
指有急事臨時抱佛腳到廟宇求佛保佑，
年輕人考試前一兩天趕緊翻開課本猛讀
臨時抱佛腳。

“三寶殿”也是通常說的中國三大殿，為
北京故宮“太和殿”、山東曲阜孔廟中的

“大成殿”和泰山岱廟裡的「天貺殿」。無
事不登三寶殿：求的是——孔廟 大成殿
求文才。北京 太和殿求官職。泰山 岱廟
裡的“天貺殿求平安。
遊玩景色優美秀麗大明湖，是濟南三大
名勝之一，是繁華都市中一處難得的天
然湖泊，也是泉城重要風景名勝。它位於
市中心偏東北處、舊城區北部。大明湖是
一個天然湖泊，面積甚大。久雨不漲，久
旱不枯是大明湖兩大獨特之處。岸邊楊
柳垂蔭，襯托著各色亭、樓、台、閣，如濃
鬱的東方七彩畫卷。

黑虎泉是濟南"七十二名泉"之一，居於"
黑虎泉泉群"之首。位於濟南黑虎泉路下
環城公園南隅的護城河南岸。黑虎泉在
濟南泉水中是最有氣勢的，水清澈見底，
寒氣襲人。巨大的泉水從三個石雕獸頭
中噴射而出，在水池中激起層層雪白的
水花，動人心魄，觀者驚歎不已！洞口由
青石壘砌，內有巨石盤曲伏臥，上生苔
蘚，猶如猛虎深藏。泉水從巨石下湧出，
湍擊岩石，發出震天的鳴響。每天一大早
附近的老伯伯、老媽媽們提著或拎著水
桶來接水回家。
來到總面積為6000多平方公尺，「青島啤
酒博物館」，除了參觀青島啤酒歷史發展
歷程、啤酒文化演變、啤酒製造流程、青
島啤酒是採用優質原料、特有菌種、及青
島當地著名嶗山泉水，德國的經典釀酒
技術，更加絕妙甘甜、口味醇香馳名，是
歷年來中國第一啤酒。品酒之外還是會
品賞香脆的啤酒豆，咔嚓咔嚓！….的嘴
噬，一大口啤酒「咕嚕咕嚕！」喝下去，更
添加青島啤酒的順喉爽口。如果要品嘗
新鮮的青島啤酒，非得到此一遊呀！

「楊家埠民俗村」，目前中國最大的風箏
廠，生產風箏、年畫印刷等等。民間藝術
大觀園，時間允許的話在此可以多了解

到民俗，和風箏與木板年畫的製作過程。
維安/風箏／也稱為纸鳶／木鳶，二千五
百年就有了，當年用於軍事傳遞消息。

2008 年奧運會帆船比賽的舉辦地「奧帆
中心」。青島奧林匹克帆船中心占地面積
約 45 公頃，其中場館區 30 公頃，賽後開
發區15公頃。中心共有7個建築單體，分
別為奧運分村、運動員中心、行政管理中
心、場館媒體中心。奧帆中心設施先進，
功能齊全，北京奧運會在這裏舉行9個級
別、11個專案的帆船比賽，北京殘奧會將
在這裏舉行3個專案的帆船比賽，場館硬
體設施得到了國內外一致好評，被認為
是亞洲最好的帆船賽場。

供遊客遊玩的帆船並不是真的由風帆駛
航，而是行馬達的。$50 坐帆船遊一圈，可
以看到岸上行人閒逛和怡人風光，算是
不錯的體驗，適合男女老少。
隨後遊覽古典園林「小魚山」，這裏是觀
賞青島海岸風光的最佳地方。小魚山建
1984年，是一座古典風格的山頭園林。主
要建築有覽潮閣、碧波亭等,全以綠色琉
璃瓦覆頂，連接建築的曲廊壁上鑲著以
聊齋故事為主題的壁畫。其壁飾、雕欄、
額枋都飾有以山的形象文字和魚的圖
案，全部設計與結合呈現出一自然美！登
山眺覽碧海、藍天、紅瓦和綠樹，享受一
下悠閒時光和陣陣的涼風，還有那暖暖
的陽光。之後遊覽「八大關」，此處有364
間歐式建築。

黑虎泉是濟南"七十二名泉"之一，居於"
黑虎泉泉群"之首。位於濟南黑虎泉路下
環城公園南隅的護城河南岸。黑虎泉在
濟南泉水中是最有氣勢的，水清澈見底，
寒氣襲人。巨大的泉水從三個石雕獸頭
中噴射而出，在水池中激起層層雪白的
水花，動人心魄，觀者驚歎不已！洞口由
青石壘砌，內有巨石盤曲伏臥，上生苔
蘚，猶如猛虎深藏。泉水從巨石下湧出，
湍擊岩石，發出震天的鳴響。每天一大早
附近的老伯伯、老媽媽們提著或拎著水
桶來接水回家。
山東最有文化的地方——曲埠：孔子
2500多年前就誕生在位於山東省西南部
的曲阜市。至聖先師孔子是中國古代偉
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至今在世
界上產生著重大影響。孔子還被譽為世
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曲埠「孔廟」，現存規模僅次於故宮，堪稱
中國古代大型寺廟建築的典範。曲埠沒
有任何資源只靠孔老師的名氣。孔子也
被歷代帝王加封號／後裔得益不淺。
雖然孔廟裝飾不如一般廟宇來得華麗，
但是它不但具有東方建築的美感、有藝
術性，同時還具實用性，且能對建築主體
內涵有畫龍點睛功效，事實上，孔廟建築
裝飾在這幾點的表現上可說發揮得淋漓
盡致。孔廟建築，被許多建築師、藝術家

嘆不已！金黃的重簷屋頂，浮雕的白石
龍柱，壯觀的林立碑刻與蒼翠的參天古
木，這種人文 與自然的東方建築風格體
現了和諧相處的意蘊。

大家是否有注意到 兩處「鉤心鬥角」簷
角的交錯和精巧結構 建築？在 曲阜孔廟
內十三碑亭與大成門 之間就有這樣一組
「鉤心鬥角」的建築。講求對稱 的古代建
築物，一座碑亭的一個簷角緊緊地抵住
另一座碑亭的簷腹，另有一個簷角與另
一座碑亭的一個簷角牢牢地頂在一起，
形成實實在在的「勾心 鬥角」鏡頭。
古建築師精心地勾搭出建 築細節的精密
結構，這種錯綜複雜的心態，有人解讀是
有意牽引起人心明爭暗鬥的想法而設計
的奇觀，其建築構思何其嚴謹！我們的解
說是各個角落的包容與配合，相處融洽！
這樣不是更好嗎？
臨走回頭再次探望意味深長的杏壇牌
匾，經過無數複雜的煩囂人世，歷史紛爭
都已塵埃落定，這座隱藏在老式僻靜村
落間的明珠，凝聚著莊嚴肅穆，一片寧
靜。
曲埠的孔府、孔廟、孔林，統稱“三孔”，是
紀念孔子，推崇儒學的地方。孔廟，又稱
夫子廟，通常為文廟，於 孔子死後第二年
(公元前478年)，魯哀公將其故宅改建為
廟。此後歷代帝王不斷加封孔子，擴建廟
宇，到清代，雍正下令大修，擴建成現代
規模。廟內共有九進院落，以南北為中
軸，分左、中、右三路，縱長 630 米，橫寬
140米，有殿、堂、壇、閣460多間，門坊54
座，“禦碑亭”13座。

大成殿是孔廟的正殿，也是孔廟的核心。
孔子建築 26．8 米高/人民建築不能超過
它的高度。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曲阜也被世人尊崇為世
界三大聖城之一。

來到山東別忘了品嘗餃子宴，我們從濟
南一直吃餃子、饅頭、煎餅到青島。山東
…煎餅……捲大蔥豆醬來吃。大饅頭
——吃不完可切片煎至兩面微黃來吃。
餃子多樣化，牛肉、羊肉、豬肉、雞肉、魚、
蝦、螃蟹、蔬菜等餃子，更講究的海參帶
子餃子也有，總之你們想到的都會有。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中國 山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