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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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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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拜的城市風光和阿拉伯灣的
美麗景致吸引著世界上成千上萬的
遊客，杜拜採行西方商業模式，經濟
發展主要依賴觀光業，每年來這裡休
閑度假的全球各地客人有近 700 萬
之多，其中的歐洲客人佔了大多數。
因為他們較靠近，且杜拜具有最多
「之最」的國家，所以如此熱衷於杜
拜，流連忘返，然而美麗的大海，駕豪
華遊艇出海觀光也是歐洲客人最熱
衷的多項水上運動之一，和熱情的沙
漠衝沙、騎駱駝等卻是難得的體驗也
是吸引他們的原因之一。

杜拜80年代發現油田後沿海進
入漸漸變形成現代科技發展高樓建
築設計各種風格的建築吸引不少旅
客。近期 Dubai 中國人商戶近五千、
約二十萬人。有最大規模超商，有間
溫州商人，自種植蔬菜，物廉價美，深
受歡迎。在杜拜不用擔心沒有中餐料
理。

杜拜帆船酒店是杜拜的代表性地標，
從遠處和上空看下去真像一艦佇立
的帆船。經歷了十餘年仍屹立不搖，
飯店內金碧輝煌房間內也不遑多讓，
實至名歸！

杜拜最好最貴的酒店「帆船酒店」，兩
百多間房間，兩人一千二百美元至四
人住客兩千四百美元包括稅費，要求
更好的就上萬元以上。

入酒店前有個保安站， 要核對酒店
入住名單或訂位餐廳名單，保安嚴
密。酒店職員細心介紹酒店設施，房
間內一共設有兩層，下層為大廳，有
一個儲物室同洗手間，上層係睡房
同浴室。職員送上的茶點，非常窩
心，酒店設有管家二十四小時服務，
有什麼都可以找管家幫忙，而每層
都會設有一個管家。

經過管家的介紹後，大家瞭解飯店的
各種豪華設施，浴室 大型的按摩浴
缸內享受 spa 的水療，免費提供男女
各一套的愛馬士的衛浴精品。享受著
飯店贈與的椰棗飲料、水果、客廳和
飯廳各放一盒椰棗甜點，還有巧克
力..... 接近傍晚，服務人員又送來幾
個精緻小吃。

335平方米的豪華雙臥套房。非常適
合家庭和朋友來住，這無與倫比的兩
層樓套房給您提供無敵阿拉伯海灣
的壯麗景色。這個套房包括兩個休息
室，2間俯瞰大海的精緻臥室，並設有
私人餐廳，兩個主浴室，大的書桌，一
個私人酒吧和廚房。

酒店本身金碧輝煌，無論您是講任何
語言都行，因為他們的工作人員來自
世界各地，服務滿分。有高爾夫車載
著去搭乘小遊艇，介紹附近一帶的餐
廳，亞洲料理餐廳、歐美國家料理餐
廳，可以自由選擇，價格比帆船酒店
的餐廳便宜很多！有時候甚至在沙
灘景區溜溜滋味也不錯。這裏的溫泉
浴場很棒，桑拿房有窗戶,蒸汽房，
治療室可以俯瞰海灣。花一個昂貴價
格，好好享受一下。

有位客人投訴在杜拜帆船酒店樓下
的咖啡廳吃東西，食物、水和一杯百
事可樂就要50美元。他們沒有想到，
這是一間全球最貴的酒店，地點一
流，50美元一餐已經是合理的。還有
外面的池畔煙霧瀰漫氛圍，應該盡情
在池畔邊享受美景吃飯。

樓上有許多餐廳，喜歡 Buffet 有中東
和亞洲、歐美料理吃到飽的$190 美
元。我們在 Al Mahara Dinner 點了一
個海鮮 套餐，相當值得，有八個菜共

$290 每 人 。 Nathan Outlaw’s
Signature Tasting Menu 招牌套餐：從
開胃小品橘汁生蠔、帝王蟹、白鱘魚
子醬、蘆筍湯、香烤扇貝、大菱鮃魚、
燉龍蝦、魲魚、章魚、青口、黑巧克力
奶油蛋糕和櫻桃冰糕等。如果分開
點的話，至少要付七百多美元，靜靜
圍繞著一個園形的七彩繽紛水族缸，
邊吃飯邊觀賞不同的漂亮魚群..真的
不同凡響。如果要配上全套餐的酒就
要加多$450美元。

$290美元是海鮮全餐，包括開胃菜到
甜點共八盤，最後又送上精美甜品！

有人說杜拜Dubai是華麗的話，那阿
布達比Abu Dhabi就是夢幻的。杜拜
佔石油5%，阿布達比佔92%，其他小
酋長才佔 3%。可見阿布達比的財力
雄厚，難怪最大最好的大清真寺、酋
長皇宮、八星級皇宮酒店等等都是建
立在這。阿布達比 40 多年前一半沙
漠一半海水現在變成首都。阿聯酋最
大人造港口。

阿布達比【謝赫扎伊德清真寺】大清
真寺是阿聯酋最大的清真寺，大清真
寺看上去就像是一座方形城堡，潔白
耀眼大理石築成的清真寺外牆，這是
一座佔地 2.2 萬平方米的龐大建築，
矗立四角的4座宣禮塔插向藍天。繞
寺一圈的是大小不一的白色圓頂，高
低起伏。

進入清真寺之前，男女各別先進入更
衣室穿上貴寺準備的長袍。寺方設計
了一款簡易長袍，有褐色和黑色。這

裏的長袍是帶帽子的，方便一些沒有
頭巾的女士。男士如果穿著短褲和無
袖上衣的話還是要套上長袍。女士如
果穿著保守就可以只是包頭巾不用
穿長袍的。

外面艷陽高照，熱氣充天，但進入大
清真寺的感覺是清涼的和舒適的。踏
入殿前庭院時會感覺得 震撼！庭院
地面全是光潔的白色大理石，中間鑲
嵌著巨型彩色花草圖案。這些色彩不
是顏料彩繪，而是用紅瑪瑙、紫水晶、
天青石、貝殼等天然材料拼構而成。
寺內的白色石柱上、禮拜大廳的白色
牆面上也是這種裝飾。

清真寺禮拜大廳鋪設的波斯地毯面
積達 5700 平方米，由 1200 名伊朗工
人耗時近兩年時間織成，是世界上最
大的手工地毯，沒有任何接縫。

清真寺內有7盞鍍金枝形吊燈，有的
是素雅的藍色，有的是炫目的金色。7
盞吊燈都鑲滿來自施華洛世奇水晶，
數目達數千顆，流光溢彩。最大的一
盞吊在禮拜大廳的主圓頂上，是世界
最大的枝形水晶吊燈。此外，整座清
真寺僅黃金就用去了 46 噸。牆上的
經文、石柱的椰棗型頂帽、玻璃上的
馬賽克以及圓頂尖全都24K鍍金。

阿布達比Abu Dhabi是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阿布扎比酋長國的首府，人口兩
百多萬，也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首
都。阿布達比位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的中西邊海岸，位於波斯灣的一個T
字形島嶼上。阿布達比亦是阿拉伯聯
合酋長國的首都，78％的人口是外國
籍人士，印度人佔了 40 多%，阿拉伯
聯合酋長國不接受任何移民，很多外
國人在該國工作生活，政府也不歸化
他們的

土生土長的阿拉伯人只有20多%，他
們有很多優勢，結婚、生孩子、置產..
都有津貼，一般家庭 6、7 個孩子，有
很大的房子，有三、四個客龐，老公老
婆的朋友有聚會，男女各有一個客
廳，孩子在另一個客龐……他們中等
家庭的住房也像五星酒店的裝潢，這
個也是對本土公民的權利與福利保
障。(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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