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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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營三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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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9天臻品江南豪華美食遊 $49.00

6天北京超值豪華團 $49.00

華東，山東 , 廣東，廣西, 福建, 海南, 雲南, 四川, 湖南 $99起

泰国风情曼谷芭堤雅6日游 $99.00

越南柬埔寨7日 $199.00
浪漫韩国6日遊 $199.00
台湾环岛经典7日 $249.00
6天晶鑽 日本、關東、關西 $449.00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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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從邁阿密J碼頭上船，在Fathom

Adonia一個7晚舒適的客艙里，只需要打
開一次行李，就可以遊覽古巴三個城市。
有3天 1/2的岸上遊覽，包括在哈瓦那，
古巴聖地亞哥和西恩富戈斯的停留。 港
口之間的船上旅行，不用乘搭巴士一個
一個地方行駛，輕鬆的把你的旅行時間
放在游泳池旁、在咖啡廳觀賞海洋、放鬆
一下閉目養神。 船上每天三餐，包括在
岸的所有餐飲及遊玩的參與，物有所
值。

我們在海上航行的隔天上午9時下船到
古巴聖地亞哥: 開始神奇的聖地亞哥之
旅 。 參 觀 The Antonio Maceo
Revolution Square安東尼奧馬塞革命
廣場 安東尼奧馬修革命廣場被認為是
在這個城市執行的二十世紀最傑出的紀
念碑。它位於古巴聖地亞哥市的入口處。
所有經過的車輛都會看到，在這個地方
搭建了16米高的全國最高的雕像，以紀
念英雄安東尼奧·馬塞·格拉傑勒斯
（Antonio Maceo Grajales）。

超過53000平方米佔據了這個地方。這是
一個巨大的標誌，除了最高的雕像之外，
還有23個黑色刀狀佇立，這23個大砍刀
狀，代表了提升與正直。非常宏偉的設
計。

卡 斯 蒂 略 聖 佩 德 羅 · 德 拉 羅 卡
（Castillo de La Roca）是古巴聖地亞
哥-德巴古：古城海岸的堡壘。距市中心
西南約6英里（10公里），景色優美，俯瞰
著海灣。
它 是 1637 年 由 Giovanni Battista
Antonelli胡安·巴蒂斯塔·安東內利設
計的，他是米蘭家庭軍事工程師的成員，
代表該市總督佩德羅·德·羅卡·德·博爾
加，作為防禦海盜的防禦雖然在1590年
至1610年期間建立一個防範海盜來襲的
堡壘。安東內利設計適應了在海角陡峭
的一側（堡壘得名）的堡壘情況。

它是在一系列的露台上建造的。設計能
夠適應堡壘兩側以大角度直插海灣的地
形，坐落在一系列的梯田之上。有四個主
要級別和三個大舷牆來容納炮兵。用品
將由海運，然後儲存在大型倉庫，直接切
入岩石，或運送到頂層，裝有城堡。城堡
的建設花了62年，從1638年開始，最終
在1700年完成。
從當年防海盜襲擊，加上期間的戰爭摧
殘與1675年至1692年間，堡壘受到一系
列地震的破壞，後來致力修復損壞，改善
防禦工事加強後壁，建設新的火炮平台，
重新回復正常，該堡壘於1997年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宣佈為世界文化遺產。

大家中午在當地的餐廳吃飯。有當地特
色的沙律、黑豆飯配煎豬肉、炒雞肉、魚
塊和茄汁龍蝦，最後來一個古巴咖啡配
上道地甜品：刨椰子絲加芝士。一直遊玩
至下午四時上船，輪船下午四時四十分
離開碼頭繼續往下一個目的地。愉快完
成在古巴的首次旅遊經驗。
Fathom Adonia 繼 續 往 西 恩 富 戈 斯
Cienfuegos前進，第二天中午兩點多下
岸，隨著當地導遊探索西恩富戈斯。西恩
富戈斯（西班牙語：Cienfuegos）是古巴
海岸南部的城市，距離哈瓦那250公里
（155英哩），西恩富戈斯是古巴主要港口
之一，是砂糖、咖啡和煙草的貿易中心。
西恩富戈斯是19世紀拉丁美洲發展起來
的建築群中的第一個傑出典型，體現了
城市規劃，中現代合壁。「西恩富戈斯古
城 （Urban Historic Centre of
Cienfuegos）」於2005年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西恩富戈斯殖民小鎮於1819年建在
西班牙領土上，但最初卻是法國移民在
此定居的。始建風格的仍保留了和諧統
一的小鎮風貌。小鎮最引人矚目的建築
是市政府邸（市政大廳）、聖洛倫索學校、
教區、費雷羅宮，前文化宮和一些住宅。

導遊帶領大家參加了藥房、市場和托馬
斯特里劇院。托馬斯特里劇院是西恩富
戈斯市最好的建築之一。位於歷史悠久
的城市中心，對面是馬略克公園，類型如
古羅馬方式的體育館，坐落在一個馬蹄
形的大廳里，其建築深受法國和意大利
建築風格的影響，手工雕刻的天花板，外
觀和內觀都非常的豪華。第二層至六層
樓設有四人至六人包廂。
為了紀念委內瑞拉的實業家 Tomás
Terry，在大廳中間置放托馬斯·特里·阿
丹斯（Thomas Terry ）的大理石雕像，他
自然地翹 腳坐著。看著來賓進入950個
座位的禮堂。1895年，意大利歌劇家威爾
第的《阿伊達》在這家劇院第一個演出。
從此見證這家劇院古巴音樂的里程碑。
Palacio de Valle 酒 店 位 於
Cienfuegos 的 蓬 塔 戈 爾 達（Punta
Gorda）地區，距離市中心僅有幾分鐘的
路程。 它好像是一種守護魅力西恩富
戈 斯 海 灣，具 有 多 種 風 格。如 今，
Palacio de Valle Cienfuegos 用於文

化活動。設有高尚的海鮮餐廳和一間酒

吧。它也是西恩富戈斯國家遺產紀念館
的所在地。
Palacio de Valle酒店設計來自西班牙
的木雕雕刻家安東尼奧·巴爾西納斯
（Antonio Barcenas）和畫家米格爾·拉
莫里亞（Miguel Lamoglia）繪畫了卡拉
拉 大 理 石 樓 梯 美 麗 水 晶 的 門 戶。
Palacio de Valle的建築始於1913年，
是意大利建築師Alfredo Colli的大作。
它於1917年4年後完成，並榮獲古巴最
昂貴的世紀建築項目之一。
在航行的第四天，在船上整天吃喝玩樂
和休息，準備明後兩天到達古巴首都哈
瓦那的穿著。第五天與第六天遊輪在哈
瓦那碼頭停留兩天，第一天坐旅遊巴士
到較遠的地方參觀。第二天是Walking
Tour 隨著導遊步行到附近的四個廣場
逛逛。
哈瓦那大劇院（西班牙語：Gran Teatro
de La Habana）位於古巴哈瓦那普拉多
大道458號的加利西亞中心。哈瓦那大劇
院於 1838 年 4月 15 日正式開幕，設有
1500個座位。古巴國家芭蕾舞團在此發
源，哈瓦那國際芭蕾舞節也在此舉行。

哥倫布公墓（西班牙語：Cementerio de
Cristóbal Colón）創建於1876年，位於
古巴哈瓦那的Vedado區，以哥倫布命名，
佔地57公頃，以許多雕刻精美的墓碑而
著稱。據估計，今天的墓地有500多個主
要的陵墓，教堂和家塋。哥倫布公墓有一
個高23米的紀念碑，紀念在1890年5月
17日大火中喪生的消防隊員。
我們可以在當地的餐廳享用正宗的古巴
午餐，享用烤龍蝦和巧克力口味甜點。體
驗古老的哈瓦那風情，色彩和人氣。十六
世紀哈瓦那是一個被公認的世界遺產的
古地方，並提供了深刻而豐富的歷史。
在這個徒步旅行中，停留在古巴舊城區
的四個主要廣場，Plaza Vieja 廣場，
San Francisco de Assisi 廣場，Plaza
de Armas廣場和Plaza de Cathedral廣
場，各具有自己獨特的魅力感，慢慢地欣
賞，仔細的觀察，瞭解更多關於古巴藝術
創造。

人們知道的古巴：雪茄王國、古巴濃醇咖
啡、老爺車王國、Rum王國！哈瓦那印象會
讓人想起50年代/六十年代的社會。路上
會看到馬車、圓滾滾的小的士coco、顏色
鮮豔的老爺車、街頭表演等到處可見，年
紀大的人士響往在這裡找到以前的回
憶。在劇院演出的演員，表演單純，幾乎
都是清唱。表演者穿著幾乎一律男穿白
上色，女穿 淺彩色連身裙，單純沒花樣，
非常特殊。
Fathom Adonia的旅程包括什麼？一切餐
飲，白天遊覽和活動，舒適的客艙，擁有
現代化的設施。為了方便旅行 ，享受身
臨其境的放鬆身心活動，如跳舞課程，正
宗的古巴雞尾酒課程，一邊畫畫一邊品
嚐紅酒，或者只是在游泳池放鬆身心，瞭
解更多多古巴人的風土人情。

別錯過Fathom為前往古巴旅行的旅客提

供了這個真正的接觸古巴歷史的機會：
建立一座充滿活力和文化氛圍的新橋
梁。趁著古巴還是保持著他們獨有風情
與其他國家不一樣的具有魅力的時候，
走走看看吧！*（提醒大家帶歐幣到古巴
換古巴幣：如果帶美元匯率古巴幣，貨幣
兌換商會多收費10%。)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春 遊 古 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