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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遊 希 臘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受 歡 迎 的 烤 辣 椒、烤 茄 子、茄 子
泥，茄子沙拉，品嚐道地希臘傳統
美食。
有人說希臘烤肉捲，是從中
東地區傳過來的。但希臘人可不
這麼認為。他們說在古希臘時期
就有了，因為兩千多年前的希臘
戲劇裡已提到這種食物。

希臘，是西方文明的搖籃；
而位於巴爾幹半島南端的首都雅
典，不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巿
之一、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起源地，
更是一個充滿了夢幻般傳奇色彩
的城巿。
Athens 雅典-智慧女神，是
一個善於交際的城市，由生氣勃
勃的步行街，餐館，公園，花園至
露天咖啡館，人們會坐在一個小
咖啡館，啜飲一小杯甜咖啡，享受
人生。幾乎每個房子和公寓均設
有一個具天竺葵的陽台，和城市
的流蘇橘子樹的街道和廣場。雖
然經過一番經濟打擊，依然是希
臘現代人民的生活！和 14 年前和 8
年前不同的就是城市怪人躍動，
如今的雅典市，大街小巷到處瘋
狂塗鴉，政府也無可奈何，想必是
另一種讓人釋放鬱悶的方法吧！
希臘的海魚以味道鮮美著
稱。希臘烹飪海鮮的一個基本特
點是：烤、炸，之後放下優質的橄
欖油和檸檬汁，就是傳統的希臘
烹飪海鮮法，也是最受大家歡迎
的。鳳尾魚、沙丁魚、鯛科魚等等
都是採用這麼簡單的巧妙的方
法，把這類魚做成味道獨特的佳
餚。還有炸花枝，也是希臘人和遊
客們喜愛點選的菜餚。

沃 洛 斯 始 建 於 19 世 紀 中
期，是一個熱鬧的小鎮。全市擺滿
了許多糕點店、咖啡館、酒吧、飾
品店、餐館和一個重要的海濱。海
濱也是當地人常去散步的地方，
尤其在週五和週六晚上特別擁
擠。周圍的街道也熱鬧非凡。市政
府做了很多努力轉變沃洛斯成一
個商業化的城市。

古希臘的歷史悠久，當民主
的哲學和藝術蓬勃發展，導致其
創作，是其他歐洲國家難以匹配
的，看看他們的雕塑、圖騰、建築、
服裝等等……尤其是珠寶首飾方
面的設計具有代表性，值得收藏。

眾 所 皆 知 choriatiki salata
（Greek salad )希臘式的沙拉到處
都有，它主要食材：番茄、黃瓜、洋
蔥、羊乳酪、油、醋和橄欖做成，是
一道很好的沙拉。
不少餐廳都會有圓餅肉捲
Greek Kebab（又可譯為希臘烤肉
捲）
：有牛肉、豬肉、羊肉和雞肉，
是一種希臘小吃。無論是希臘的
政商名流、平民百姓，外國遊客都
熱愛。先要把肉片肉塊以橄欖油、
鹽、胡椒及其他香料醬汁醃製入
味串成圓柱狀，放在一個約 60/70
公分高的電烤架上旋轉烘烤。熟
透後，廚師沿著烤架，削下烤得焦
香的肉片，放烤熟的 Greece pitta
「用玉米和大麥磨碎後做成的小
圓餅(pitta)」上，再配以生菜、番茄、
洋蔥和醬料(一般醬汁選用番茄醬
或芥末醬。最有特色的是一種由
黃瓜、酸奶和大蒜汁調製成的醬
汁。)將圓餅捲成冰淇淋筒狀或圓
筒狀，最後包上紙遞到顧客手中
即可大享口福，這是最簡單吃法，
一份約在 1-2 歐元。人人一餐必
需的營養元素差不多就夠了，難
怪人人都愛上這個「圓餅肉捲」
。

Serving Since 1992

要講究一點的話，就是坐下
慢慢享用這傳統美食啦！有一次
當我們參觀景點後自由活動，隨
意漫步市場街道購買紀念品，附
近的商店老闆極力推薦這家價廉
物 美 著 名 餐 廳 Sabbas restaurant.，
我們點了圓餅肉捲 Greek Kebab，
選三人份量的烤牛肉、豬肉、羊肉
和雞肉才十多歐元一大盤，旁邊
配上好幾塊圓餅(pitta)。又點了廣

繼續往島上走，您可以邊走
邊參觀在小巷的商店，如迷宮一
般，一不小心可能出不來喔！米克
諾斯島夜生活吸引許多人，著名
的俱樂部和酒館，美麗的海灘酒
吧，夜晚的景色，海鮮餐館，只是
時間的關係我們必須離開，錯過
這晚間迷人的小巷和美妙的夜生
活景象。
比雷埃夫斯(Piraeus)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www.bufordtravel.com

韓國經典 6 日遊 $299.00

詩畫江南，長江三峽 11 日遊 $299.00

台灣環島七日遊 $1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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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 8 天遊 $4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99.00

舞動北京 5 天 $49.00

日本關東關西美食溫泉 6 日豪華遊 $2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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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雷埃夫斯有著悠久的歷
史記載。早期公元前 5 世紀，它被
選作為古雅典的港口城市，雅典
集中所有的進出口貿易。因此，它
成為古希臘的主要海港。如今，希
臘主要港口仍然比雷埃夫斯港，
歐洲最大的客運港口和世界第三
大。我 們 也 是 在 這 個 港 口 上 遊
船，……體驗希臘風土人情，欣賞
秀麗純潔的藍白景色，懷念人們
的和氣善良，的確別具一格！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travel@hotmail.com

沃洛斯鎮也是很有意思的
文化集中地：沃洛斯考古博物館、
市立美術館、繪畫展示和雕塑現
代希臘藝術家的集合。因此，也吸
引無數遊客到沃洛斯鎮探索。

到了 Athens 雅典自由行旅
客，建議購買一張 Day pass 一天或
two day pass 兩天的城市觀光巴士
Hop on Hop off 車票，觀光巴士帶
你在雅典城市走遍十多個景觀，
一趟巡迴兩個小時，輕鬆遊歷雅
典，就如翻開雅典的歷史⋯⋯仔
細閱讀。首先，經過國會大廈和憲
法廣場，看到雅典著名的新古典
主義風格的建築：雅典大學和希
臘國家圖書館，三座建築連成一
氣，造型優雅，不過很多地方都在
修建。司機慢慢地行駛，大家都有
機會拍到你喜歡的景觀。沿途遊
覽宙斯神殿、杜魯門雕像、1896 年
首屆世界奧運會的會場，前往雅
典最著名的古衛城－Acropolis「阿
克波里斯」
，遠遠看見四座神奇的
建築遺跡聳立在山頭：趕緊打開
照像機捕捉「雅典衛城」的遠景。
衛城入口建築、「巴特農神廟」
、勝
利女神雅典娜神廟、伊瑞克提翁
神廟，都是人類歷史寶貴的遺產
和建築精品，在建築史上佔有極
為崇高、重要的地位。

亞特蘭大

已經營三十年

Acropolis, Athens / 雅 典 衛
城，這一個前所未有的概念設計;
體現在一個優秀科學，藝術和哲
學一起在一個創作建築，它也像
徵著西方文明的開始，代表作為
歐洲文化的圖標。巴特農神廟是
獻給雅典娜 Parthenon，雅典市和
智慧女神的守護女神。它是在伯
里克利，雅典在公元前 5 世紀的政
治領袖的指示建造。1987 年它被
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UNESCO，
1987）
。為了保護而又是在修建的
衛城建築紀念碑，十多年前還可
以讓人走近的衛城，如今只能遠
遠的觀賞它了。它雖然已成為歷
史，依然佇立在那兒：它代表民主
和希臘文明的智慧象徵。
Volos Greece 希臘沃洛斯
沃洛斯市位於在希臘佩利
恩 的 半 島 中 心 腳 下，VOLOS 在
1955 年毀於地震，幸好迅速恢復，
希臘第二大城市，人口有 71,000。
VOLOS 沃洛斯的色薩利的
主要出口中心，佔了很重要位置，
它在這裡運送穀物，棉花和煙草
到全省至全國：這裡也出產最好
的蘋果、梨和桃子。VOLOS 具有
行業：紡織、捲菸、煉油和皮革等
等。另 一 方 面 也 出 口 肥 皂、橄 欖
油、絲綢、糖等產品。

米克諾斯島 Mykonos Island
米科諾斯島是一個頂級的
歐洲夏季目的地，美麗的海灘和
潛水中心。在島上的主要城鎮霍
拉，一個標誌性建築，在這裡您可
以欣賞到漂亮的 Alefkandra 區域，
被稱為“小威尼斯”
。小威尼斯-海
岸線排房屋，建於 18 世紀，原本屬
於地下室的小門，地下儲藏區直
接通往海洋。有些房子現在已經
被改建為小商店、畫廊、酒吧和咖
啡館。小威尼斯被認為是島上最
浪漫的地方之一，很多人聚集在
那裡看日落。該地區吸引了許多
藝術家前來畫美麗的海岸線。

泉城濟南，東岳泰山 7 日遊 $99.00
七彩浪漫 雲南香格裏拉 8 天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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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