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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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世界各地的來維也納的遊客，相
信不少有着同樣的目的：為了看美麗
的藍色多瑙河城市，為了感受這個處
處充滿音符的文藝都市氛圍，為了尋
求她美麗的答案。事實的確證實了
Vienna, Austria 奧地利的首都-維也
納，也是最大的城巿和政治的中心，
有「多瑙河的女神」之美譽。

她有許多吸引遊客的地方：在興盛
時期建立的金碧輝煌【香布倫皇宮】，
【歌劇院】，【市政府】，【國會大廈】，
【維也納大學】，【博物館】及【英雄廣
場】等。維也納舊城地標【聖史提芬大
教堂】，也都是最迷人的景點。

她有各種各樣的博物館：維也納
博物館 Museumsquartier Wien。劇院
博物館‧Theatermuseum：劇院博物
館展出很多經典歌劇的場景佈置模
型，展出一些戲服、舊戲票等老東西。
馬術博物館 ：欣賞馬術表演，在馬術
博物館會播放表演的片段錄影給遊
客觀看。自然史博物館：自然史博物
館的展品包括史前化石及恐龍骨、大
量動植物標本和礦石等，喜歡大自然
和考古的人會有興趣的，也展出一
些從Hallstatt 出土的遠古文物。藝術
史博物館是世界第四大藝術博物館，
包括從羅馬、古希臘、埃及至歐洲文
藝復興時期的文物、繪畫、雕塑等展
品。

維也納是奧地利共和國首都和維
也納邦首府，人口172.3萬人（都會區
約 240 萬人，佔奧地利人口 1/4 以
上）。歐洲著名的國際都市之一，因市
內古典音樂氣氛濃厚，引來各國音樂
家聚集於此，除了有「多瑙河的女
神」美譽，也具「世界音樂之都」和「樂
都」等美譽。這個處處充滿音符的國
家，不只莫扎特于1756-1791選擇了
維也納作為他的祖國，還有德國作曲
家 波 恩·魯 德 溫．貝 多 芬 于
1770-1827、佛 郎 茨·舒 伯 特 于
1797-1828、約 翰 斯·伯 拉 姆 斯 于
1833-1897、安 東·布 魯 克 納 于
1824-1896、勛伯格．貝爾格等偉大著
名的音樂家聚集在這裡，這個名符其
實的「音樂之都」確實當之無愧！

說到音樂，喜歡音樂者，這裡有數
不盡的音樂廳、歌劇院。維也納莫扎
特劇团是我們這趟觀賞的樂團。音樂
會 由 首 席 小 提 琴 演 奏 家 Fabian
Rieser Violine 帶領16位音樂家演奏
十多首名曲，演出間休息十五分鐘，
節目沒有半點冷場，交響曲和協奏
曲，以及歌劇序曲和二重唱，樂曲演

奏之間有男女高音獨唱和合唱、芭蕾
舞蹈及民族舞穿插演繹。我們美加澳
三十多位團員一同度過一個充滿了
維也納魅力的圓舞曲之夜，享受了一
場最知名的古典維也納音樂。

或許有些團員很失望！說為什麼
不是看大劇院，那種有上下層，有露
臺的那種正式歌劇院，還有演繹者還
戴上假髮，穿著十六世紀大禮服那種
音樂會？是的，如果有時間的話遊客
可以觀賞大劇院的音樂會，不過，你
必須先有充分的時間先裝扮，把自己
打扮漂亮、整齊，穿著正式服裝才能
進場，才能配合劇院的氣氛。除此之
外，很多音樂會還有配合套餐式豐富
的項目，如音樂會加晚宴，音樂會、
遊覽皇宮加晚宴，維也納遊船遊覽、
音樂會、遊覽皇宮加晚宴等配套的活
動。

另外一個 不容錯過的勝地「美泉
宮」，它是奧地利最重要的文化遺
產，歷史意義重大、無與倫比的建築
和富麗堂皇的裝飾而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從 60 年
代起便成為千萬遊客來維也納必須
旅遊參觀勝地之一。

美泉宮的名字來源於 1612 年至
1619年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蒂亞
斯，傳 說 他 1612 年 狩 獵 至 位 於
Meidling 和 Hietzing 之間的凱特
堡，飲用此處泉水，清爽無比，故命名
為「美泉」。

美泉宮背面的皇家花園是一座
典型的法國式園林，1743年，奧地利
女皇瑪麗亞·特蕾莎下令在此營建氣
勢磅礴的美泉宮和巴洛克式花園。碩
大的花壇兩邊種植著修剪整齊的綠
樹牆，夏天花壇茂盛繽紛的花朵給花
園加分，冬天氣溫變化，所有花卉般
移到溫室，只餘下綠樹牆內兩旁 44
座，白色的希臘神話故事中的人物，
他們站著、彎著、坐著、抬著——各式
神乎其技的姿勢，英姿煥發、豪情壯
志，為寒冷的天氣增添了無數精彩！
如果一一細看也夠你矚目的。

在維也納參觀名勝景點之外，
另一最重要的行程是看「水晶」，知名
奧地利 Swarovski 店，精緻耀眼的水
晶，讓人目不轉睛，令人養眼的水晶，
會給你有愉悅的好心情。精心挑選一
些適合你自己的水晶，掛的、戴的、擺
的、那般舒適的磁場，擺放在家裡賞
心悅目，也會讓人心情開朗舒暢。

奧地利炸豬排，豬排上放一塊檸
檬，吃下去「柴、柴」的沒有什麼味
道，原來是要和之前送上來的煮馬鈴
薯，配着有汁的馬鈴薯吃才沒有那
麼乾。他們的蛋皮湯也很普遍，把雞
蛋煎成薄薄的蛋餅，切成一公分寬，
放在湯上，撒一些歐美韭菜（chives）
即成。

市立公園的小約翰史特勞斯塑
像，幾乎很討人喜歡，無論在網路、雜
誌、明信片都會看到他，也可能他的
塑像建立的位置適當，經過的路人都
被他金色的塑像吸引，紛紛爭取與他
攝影留念。

維 也 納 周 日 不 做 生 意，因 為
上 教堂...沒有高山，要滑雪必須遠離
城市去一個半小時車程去滑雪...。每
家都有車，但平時上班不開車，都坐
公車，到了周未全家一起出遊才開
車。維也納 有近兩萬華人，中國人居
多、其次台灣人和香港人。

徒步在擠滿了高級精品店購物
街或享受露天咖啡座一杯香噴噴的
咖啡，感受維也納的輝煌歷史和現
代的氣息。乘客 高興的 乘坐古典馬
車，沿著 香布倫皇宮大道快樂遊。有
幾位男女團員在 高級精品 買了上千
元的名牌包包及外套，甚為開心，不
虛此行。(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音樂之都」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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