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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
（Sanya City）位於海南島的最
南端，匯集了陽光、海水、沙灘、氣候、
森林、動物、溫泉、岩洞、田園、它擁有
全海南島最美麗的海濱，也是中國空
氣質量最好的城市，居民平均壽命 80
歲。陸地總面積 1919.58 平方公里，海
域總面積 6000 平方公里，其中規劃
市區面積約 37 平方公里。東西長 91.6
公里，南北寬 51 公里，人口 6、70 萬
三亞五星級旅館從一般的客房到總
人，聚居了漢、黎、苗、回等 20 多個民
統套房，看自己的需求，享用不同的
族。漢民佔了大多數，黎民第二多。
設備，如總統套房，有自己的泳池、桑
拿房、運動房、書房和按摩房等。泳池
設立於頂端，可容納百多人，房間也
有好幾間，可供 10 多 20 人留宿。可以
為婚禮、紀念日、生日、公司而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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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寶年間，律宗祖師鑑真和尚第五
次東度日本時受阻，漂至南山登陸弘
法，後得觀音菩薩護持，第六次東渡
成功。日本遣唐僧空海大師西來求
法，亦被颱風阻至南山，得觀音扶持，
至長安求法成就。故佛家歷來視南山
為因緣殊勝，福澤之地。

108 米高南山海上觀音是全球 最高
的海上觀音，造像為一體化三尊，三
面觀音：持珠觀音、持箧觀音、持蓮
觀音，護持整個海峡，持珠觀音解脱
心，持蓮觀音法淨心等。

“鹿回頭”根據古老的黎族神話故事
創作，青年獵手和回頭梅花鹿變成
美麗少女的故事。三亞也因此稱為鹿
城。在鹿回頭公園可以眺覽到整個三
亞灣的景色。

整個天涯海角風景區內怪石嶙峋，且
其上有許多文人墨客的遺跡，多是歷
代被流放到此的官員觸景生情所作
“蘇東波是其中之一”
。整個風景區海
灘綿延數公里，沙灘上多有衝上來的
貝殼類生物。此處是海南島的最南
端，由此向南便是一望無際的海洋。
蜈支洲島古稱“古崎洲”
，位於海南三
亞市北部。海岸 2.7 公里，面積 1.48 平
方公里，是三亞著名的旅遊景點。蜈
支洲島坐落在三亞市北部的海棠灣
內，北面與南灣猴島遙遙相對。蜈支
洲島的風景很好，島上一派熱帶風
光，難怪不少年輕人乘船時，迫不及
待換上泳衣了。

鑑真（688~763）
，中國唐朝僧人， 律
宗南山宗傳人，日本佛教律宗開山祖
師，著名醫學家。日本人民稱鑑真為
“天平之甍”
，意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
天平時代文化的屋脊（意為高峰）
。
晚年受日僧禮請，東渡傳律，履險犯
難，雙目失明，終抵奈良。在傳播佛教
與盛唐文化上，有很大的歷史功績。
雖然 54 歲，但為了弘揚佛法，不惜生
命危險，也要前往日本傳教。

南山海上觀音的智慧、慈悲、和平的
形象，提高南山在佛教界的地位，締
造國泰民安的美好未來。摩崖石刻，
還分佈著許多株“不老松”
，是獨一無
二的
“壽比南山不老松”
景觀區。
三亞被稱為“東方夏威夷”
，它擁有全
海南島最美麗的海濱風光。熱帶風光
明媚，能讓人的身心得到最充分的放
鬆。三亞海濱舉辦過好幾屆世界小姐
選美比賽，可以見到它的魅力。

主要海灣有三亞灣、海棠灣、亞龍灣、
崖州灣、大東海灣、月亮灣等。有大小
島嶼 40 個，主要島嶼 10 個，面積較大
的有西瑁洲島 2.12 平方公里，蜈岐洲
島 1.05 平方公里。
三亞境內海岸線長度 209.1 公里，有
19 個港灣，大小島嶼 40 個。海洋生物
種類繁多，有魚類 1064 種，蝦類 350
種，蟹類 325 種，鯊魚翅、海參、石斑
魚被譽為
“崖州三珍
“。

三亞古城稱崖州，歷史悠久，源遠流
長，文化多姿多彩。大小洞天、崖州古
城，落筆洞三亞古人類遺址等都蘊涵
著豐厚的歷史文化。早在秦始皇時期
設置的南方三郡，崖州就是其中之一
的象郡。漢代在現在的三亞市崖城鎮
設立了珠崖郡治，隋設臨振郡，唐代
改為振州。宋代成為中國最南端的地
級規模的州郡。因其遠離帝京、孤懸
海外，自古以來三亞一直被稱為“天
涯海角”
。
天涯海角是海南省三亞市的一處著
名海濱風景旅遊區，相傳一對情侶只
要一起走到天涯海角就可一生一世
擁有對方。
日月石位於風景區入口附近的海面
上，為兩塊尖形岩石交叉的形狀，其
上分別刻有“日”
、
“月”二字。因兩塊
岩石相互依偎，有傳說到過此處情侶
會日月相輝、白頭到老，很多情侶都
為此慕名而來。

三亞經濟主要依賴旅遊業。其中三亞
市是重點發展區域，到處興建的別墅
區和五星級酒店，將成為南亞最大郵
輪母港和遊艇碼頭，全面帶動觀光
潮，三亞的亞龍灣、大東海、三亞灣聚
落高級飯店和周邊商店街和別墅。

這里海水能見度高，水下世界絢麗多
彩，是潛水基地——水上活動有香蕉
船、水上降落傘等。島上還有景點古
蹟媽祖廟和情人橋等，經常有人在這
裡拍攝婚紗照。除了美麗的風光，蜈
支洲島還有極具特色的別墅、木屋以
及酒吧、海鮮餐廳等配套設施，大家
也可以在島上住一晚，島上酒店有蜈
支洲島珊瑚酒店及蜈支洲島度假中
心，需要提前預定。

南山海上觀音,108 米高 南山踞南海
之濱，形似巨鰲，古稱鰲山，有觀音菩
薩坐騎之相。瓊州歷來就有觀音出巡
南海之說，觀音菩薩在此循聲救苦，
普度眾生之功德事蹟，童叟可頌。南
山側望之東瑁、西瑁二島，相傳為觀
音聞聲救難時擔土跌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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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最豐富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電話﹕
（770）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鑑真一行前後歷時十二年，六次啟
行，五次失敗，航海三次，幾經絕境。
先後有三十六人死於船禍和傷病，二
百餘人退出東渡行列。只有鑑真篤志
不移，百折不撓，終於實現了畢生的
宏願。
六次渡海，前五次失敗。天寶七年（公
元 748 年）六月，鑑真師徒等 35 人，從
揚州啟程第五次渡海時遇颶風，漂流
萬里到振州（三亞市）寧遠河口（今大
小洞天風景區）一帶登岸。在振州居
住一年，修造大雲寺，傳播佛教文化。
鑑真赴日本弘法的決心不變，終於在
天寶十二年（公元 753）六次東渡成
功。在日本十年，為促進中日兩國文
化交流，發展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作
出了傑出的貢獻，為紀念這一歷史壯
舉，特興建此巨型群雕。
群雕取材鑑真一行第五次渡海漂船
著陸的史蹟，表現了他們百折不撓的
堅強意志、濟破滄海的必勝信心和劫
難餘生的喜悅心情。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299.00

越南 柬埔寨 7 日遊 $1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韓國經典 6 日遊 $19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 7 日遊 $9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44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三亞旅遊局和江西省旅遊局為了推廣當地旅遊，於今年十月二
十八日至十一月八日，舉辨「
2016 年北美千人遊三亞江西」
，
歡迎美國及加拿大人參加。
食宿遊玩精彩，全程遊玩不包括美中來回機票只收費美元
$499.00,包括從美國芝加哥或西雅圖機票收費美元$1398.00。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無購物輕鬆玩！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美加只此一次千人遊，有興趣者請早日報名。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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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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