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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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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東 買 二 送二

2019 年亞洲系列日本、韓國、臺
灣、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買一送一火熱進行中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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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是世 界上人口最稀疏的國家之
一，面積：1,564,116 平方公里，是台
灣的44倍，人口三百萬。整個國家由
荒漠、大草原和綿延不斷的群山組
成，位置：中國以北，俄羅斯以南。然
而，首都烏蘭巴托卻人滿為患。1989
到 1990 年間蘇聯解體，蒙古成為一
個實行市場經濟的民主國家。蒙古經
濟飛速發展，依靠儲量豐富且基本還
未開發的自然資源。

蒙古首都烏蘭巴托 - 超過蒙古人民
二分之一的人口居住的地方，你可以
看到華夏、蘇俄與韓國的影子。在蒙
古基本都是傳統的藏傳佛教和佛教
寺院！

到底蒙古的第 1、2 天進行文化城市
之 旅。第 一 天，導 遊 帶 我 們 參 觀
Gandan 修道院、蒙古中央恐龍博物
館、成吉思汗廣場（Chinggis Khaan
Square）等。
導遊 Bulgaa，是位 40 多歲的女性，溫
柔善良，是大學教授，教英文。每年
6-8月逢蒙古旅遊季節，也是學校放
假，因此加入導遊行業，樂於分享！

烏 蘭 巴 托, 蒙 古)Gandantegchenling
Monastery 這座寺廟是蒙古最大的佛
教寺院，建於1838年。這座修道院位
於一條主要道路的山頂上。這是一個
開業的寺院，裏面擠滿了修道士和當
地人。注目的巨大的桿子，它是千百
萬信徒觸摸過的光滑的桿子。導遊說
這是修道院的原始物品之一。100多
名佛教僧侶的家，庭院和巨大的 75
英尺金鍍金佛像。

接下來參觀自然歷史博物館，展示在
戈壁沙漠中發現的壯觀化石。下午，
我們參觀蒙古國家歷史文化博物館，
這裡有豐富的石器和青銅時代文物，
服飾，神聖遺物以及與遊牧生活有關
的，如狩獵和捕魚工具的物品。

蒙古中央恐龍博物館，托位於蒙古國
首都布蘭巴托市內。位於自由廣場北
面的原列寧博物館的東北角，面積中
型，有幾幅完整的恐龍骨架，和許多
恐龍化石骨、旦等。都有英文注釋。
1922年美國探險家羅伊·查普曼·安
德魯斯（Roy Chapman Andrews）訪
問過蒙古，經過兩年的時間，他在整
個 蒙 古 戈 壁 沙 漠 中 搜 尋 了 大 約
10-15歲的恐龍化石和恐龍蛋。拿回
美國研究，這也是當時世界上第一次
具有規模及多種類發現。2016年4月
美國送還給蒙古。現在完整的在蒙古
中央恐龍博物館展覽，讓學生，旅客
有幸看到。

成 吉 思 汗 廣 場（Chinggis Khaan
Square）原名蘇赫巴托廣場，2013年7
月正式更名。位於蒙古國烏蘭巴托市
中心。廣場中央立有蘇赫巴托爾紀念
碑，北面國家宮是蒙古國總統、政府、
議會所在地，樹立有雄偉的成吉思汗
坐像。廣場中心樹立有蒙古民族獨立
領袖蘇赫巴托騎在馬背上的雕像。廣
場周圍為國家古典藝術劇院、中央文
化宮，西側為烏蘭巴托市政府、中央
郵局等建築。每逢重大節日以及典
禮，都會在此進行蒙古國官方均在該
廣場舉行儀式，向蘇赫巴托爾紀念碑
獻花圈。蒙古國官方還在此廣場為來
蒙古國訪問的外國的國家元首及政
府首腦舉行歡迎儀式。音樂會、跨年
都在此舉行。

2019年7月3日
第3天，導遊帶著我們4人飛往戈壁
沙漠，兩部大型四驅車是我們4人在
戈壁沙漠的車。蒙古人說：「沒有去
過戈壁沙漠就不算到過蒙古。」四驅
車戴著我們進入沙漠，草原，橫衝、直
衝……開始精彩的沙漠探索！兩位司

機都是很有經驗的當地人。然後開車
前往Bayanzag，途中遇到不可思義的
事情！一到戈壁沙漠就看到鶴產子！
才短短幾分鐘，一堆軟軟的身體，立
即變成小鶴的形象，站起來一拐一拐
的跑了，母鶴飛了一圈就回來和牠兩
隻小鶴會面，我們也趕快離開不打擾
牠們，讓牠們聚天倫之樂！我們真的
幸運，連我們戈壁沙漠土生土長的司
機也沒遇過，他們也很開心。

到 達 第 一 個 住 宿 蒙 古 包 Gobi
Nomad Lodge。午餐休息後，驅車前
往被稱為火焰懸崖的火焰懸崖距離
Bulgan Soum 20公里，在這裡發現了
許多古生物學研究結果。這個地方
llnnvv c 被稱為「火焰懸崖」，也是當
年美國探險家羅伊·查普曼·安德魯
斯（Roy Chapman Andrews）於 1922
年訪問過蒙古，經過兩年的時間，發
現蒙古戈壁沙漠中搜尋了恐龍化石
和恐龍蛋之地。除了參觀景點，同時
也可以在此找恐龍化石，是允許的，
導遊，兩位司機和我們4人在山上尋
找，是另外一種有趣的體驗！

2019年7月4日
第4天早餐後開車前往Hongoryn Els
（約4小時車程），前往戈壁 - 阿爾泰
山 脈 的 壯 麗 景 色，然 後 前 往
Kongsoryn Els高聳的沙丘，那裡稱是
「歌唱沙丘」的所在地。這些壯觀的沙
丘的名字來源於風中飄動的沙子所
產生的噪音。（我們剛好帶著一個塑
料袋，當風吹沙的時候，沙粒碰到袋
子，的確聽到浠浠沙沙的聲響！實在
唯妙！）

沙丘綿延不絕，景觀自然環境，大家
看到如痴如醉。躺下、坐下，各種不同
的姿勢拍照留念，感受頭髮中的微
風，腳下的軟綿。Singing Sands 看來
與其他地區隔絕，是蒙古歷史上千年
的秘密。沙丘似乎永遠延伸，就像在
沙漠上覆蓋著柔軟的沙灘。

臨走前，我們還要玩滑沙，導遊下山
拿滑板上來，一個個的推我們下去，
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2019年7月5日
離開 Kongsoryn Els 開車到 Khavtsgait
Petroglyphs。
青 銅 時 代（公 元 前 4000-3000）的
Khavtsgait Petroglyphs 雕刻在神聖山
頂上的許多岩石上。因為是古代的地
方，小碎片散落滿山頭，好不容易爬
上 了 碎 石 山 路，非 得 用 走 路 枚
walking stick 不可。岩畫雕刻遍布在
周圍的岩石上。這些美麗的岩畫。有
動物，狩獵場景和武器組成的圖案。
很容易找到那裡的岩畫，因為它們遍
布在周圍的岩石上。該地區非常多岩
石，只要仔細沿著山路走，你可以到
達頂部看到這些美麗的岩畫。其他畫

作描繪了更多的氂牛拉車的國內場
景，輪子和馬像象形文字和馬背上的
牧民一樣扁平化。雕刻的大小各不相
同，從2釐米到馬的實際大小不等。

我們訪問附近的一個牧民家庭。夫
妻有三個成年孩子，擁有五、六十頭
駱駝。他們的生活好純𣾴簡單，一天
要見幾組客人。我們花一些時間瞭解
家庭成員及其休閒而獨特的日常生
活方式。牧民太太給我們倒熱奶茶

蒙古風情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