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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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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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蒙古土撥鼠，普氏原羚野馬，灰狼
等......鳥類是阿穆爾獵鷹，小紅隼，紅
隼，黃金和草原老鷹，灰熊和喜馬拉
雅禿鷹等。

這是蒙古珍貴的 Przewalski horse 普
氏原羚野馬（白馬），身體白色，尾巴、
腳踝和髮是黑色，每日傍晚七點至九
點下山喝水，遊客只有在這個時候看
到白馬。那裡有最好的機會看到白馬
馬匹從山上來到下面的小溪喝水。

2019年7月9日
第 9 天 Hustai 國家公園到喀喇崑崙
（Erdenezuu修道院）
Erdene Zuu 修道院，「寶石寺」，建於
1585 年至 1586 年之間。它肯定是蒙
古 最 古 老 的 佛 教 寺 院。它 位 於
Ovorkhangai省，距離Kharkhorin東北
約2公里（1,2英里），被列入聯合國教
科 文 組 織 世 界 遺 產 名 錄「Orkhon
Valley的文化景觀」。

非常驚嘆保存完好的蒙古第一座佛
教 寺 院，Erdene Zuu 於 1586 年 由
Avtai Sain khan 在古代 Kharkhorin 市
廢墟上建立，是蒙古最古老的倖存佛
教寺院。修道院位於 Uvurkhangai 省
的 Kharkhorin sum /區。它周圍是堡
壘牆，有108個佛塔，每側有1,378英
尺（420 米）高。在1792 年，它有62 個
寺廟，因為蒙古領主試圖在修道院的

牆壁內有自己的名字的寺廟，因為它
是高度關注的象徵。同樣在1658年，
最大的ger由35個牆壁組成，1700個
長桿，並且可以容納200人在修道院
牆壁的中心空間建造。今天，修道院
內仍然有僧侶。

2019年7月10日
第10天返回烏蘭巴托首都。
參觀博格可汗的宮殿博物館 Bogd
Khaan Palace Museum of Mongolia
由夏宮和冬宮組成，曾是蒙古「皇
帝」，後被蒙古人民革命黨廢王位。居
住和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建築風格
包含了蒙藏風格和漢式風格的兩種。
原來這裡是博格多汗八世哲布尊丹
巴（1870－1924 年）居住和進行宗教
活動的場所。夏宮建於1893年，建築
風格包含了蒙藏風格和漢式風格。

我們是第一批客人。接著一群群旅客
陸續前來遊覽。外面的建築看來欠維
修，頗為破舊！屋裡的展示還不錯啦！
因為曾經作為皇家住所和宮殿的博
物館建築群，在慶祝活動和儀式期
間，國王和王后使用三個開放的亭閣
大門和庭院歡迎高級貴族，州官員和
僧侶，大門被塑造 沒有門代表宇宙
的所有善良和美好的東西不斷地進
入和流過他們敞開的大門。大門的亭
子和一個榮耀的榮譽，裝飾著九條冥
想的龍，在光緒三年期間授予 Bogd
javzandamba Khutagt 皇帝統治。

博格可汗宮殿博物館是蒙古國的末
代皇帝博哥可漢的冬宮和夏宮。是蒙
古國破四舊唯一保留下來的古代建
築。宮殿實際上是一個三進的四合院
兒。飛檐斗拱。基本上是中式建築及
蒙藏風格。宮殿的最前面有一個大石
壁，然後是一個牌坊，再後面是宮殿
的大門，現在正大門和兩則門上畫著
門神。走進大門是一個三進的院落。
四合院兒的東西北房，現在都陳設著
一些過去的用品，唐卡，佛像，絲綢
等。

晚上入住企業會議酒店，4人被升等
總統套房，浄面有兩間大房間，房間
裡面除了Jacuzzi按摩池還有sauna桑
拿房，有間大客廳、會議廳，浄房
——。

2019 年 7 月 11 日/12 日 Naadam
Festival那達慕節
一年一度的 Naadam Festival。充滿獨
特蒙古風情活動。在整個美好的日子
里，您可以觀看Naadam如摔跤，射箭
和賽馬這三種表現男子氣概的運動。
參觀國家體育場的那達慕節開幕式。
看到射箭，摔跤和賽馬。那達慕節是
人民革命的勝利。

Naadam音樂節每年7月11日至13日
在中央體育場舉行慶祝活動。蒙古在
烏蘭巴托舉辦體育和狂歡節慶祝其
獨立和豐富的文化遺產。Naadam
Festival的獨特蒙古風情節目，一段歡
樂的時光，迷人的文化活動。民眾穿
著民族色彩、鮮艷奪目的服裝出席，
把整個廣場氣氛弄得喜氣洋洋！蒙古
服裝表演，七彩繽紛也非常吸引人！

豐富多彩的儀式和遊行士兵開幕慶
祝活動。古老的摔跤比賽緊隨其後，
男子參加多輪比賽。男子和女子在射
箭比賽中競爭，使用傳統的蒙古復合
弓，典型的蒙古族馬藝術比賽緊隨其

後，多達 800 匹馬參加比賽。由 7 至
10歲的孩子們騎5歲的馬比賽。小小
年紀的表現，精彩萬分！各位的訓練，
測試馬的技能，令人感動。

2019年7月13日
蒙古十三天之旅圓滿結束了。非常感
謝！超出想象的完美！蒙古人很善良！
從首都到戈壁沙漠地區，都是這麼亁
浄。人民每家有一至二部車子，蒙古
多數人開日本車。看到他們開車，左
右 駕 駛 盤 都 有 並 不 希 奇 ！

有人說蒙古菜的基礎就是牛羊肉和
乳製品，蔬菜和水果反而成了奢侈
品。不過蒙古的牛羊肉明顯質量優，
肥而不膩。蒙古的乳製品口味偏原生
態，不會添加很多甜味。我們在蒙古
近半個月，飲食非常勻衡，頭菜是沙
律，蔬菜湯，然後主菜與甜品。蔬菜是
足夠的。通常早餐包括麵包加黃油，
奶酪，果凍，雞蛋，煎餅煎餅和穀物加
牛奶。還會有一些新鮮水果。午餐和
晚餐，你會有湯，開胃菜，米飯，麵條，
餃子和雞肉或豬肉或牛肉。還有蔬菜
或蔬菜湯。烏蘭巴托的中餐館不太
多，韓國餐館倒是處處可見。
如果你要買羊毛、駱駝毛、皮革產品，
有幾家有名商店可買。民俗類商品也
便宜。城市超市買食品為主。還有蒙
古VODKA…….。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蒙古風情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