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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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經典6日遊 $299.00

台灣環島七日遊 $199.00

神奇印度世界文化遺產6日遊 $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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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0

日本關東關西美食溫泉6日豪華遊 $24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6天精華遊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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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畫江南，長江三峽11日遊 $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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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sinki赫爾辛基/Finland芬蘭的首都
也是最大城市，全國5百多萬人囗，赫爾
辛基就佔十分一，五十八萬多，七、八十
年前，因受瑞典的影響，有30%居民會講
瑞典話，現在只有7%會瑞典話，全國都講
芬蘭話了。我們花了將近四個小時走完
要看的所有景點。包括老市場、藝術館、
博物館、劇院、車站、地鐵站、大學、公園、
紀念碑教堂等等。有人說如要輕鬆一些
的話可以買一張Hop on hop off 巴士票，
二十五歐元，停13個點，就不用走這麼累
了。

芬蘭/赫爾辛基市中心的岩石教堂
（The Church in the Rock）又名坦佩利奧
基奧教堂。世界上唯一以飛碟造型而聞
名的岩石教堂。岩石教堂卓越的設計極
為新穎巧妙，建築師添姆和杜姆蘇馬連
寧 Suomalaimen 兄弟在 1969 年設計建造
完成。

教堂是利用位於住宅 岩石教堂街的岩
石高地建造而成。為了不損及自然景觀，
將岩石部份往下挖掘，教堂就建造在天
然岩石中，路人經過若不留意，根本不知
道岩石下面竟然是一座教堂。屋頂圓頂
設計，教堂頂部的玻璃屋頂以銅網架支
撐，直徑24米，外部牆壁以銅片鑲飾，內
壁則完全保持了天然的花崗岩石壁紋
理，同時鑲上透明玻璃，其餘的壁面仍保
有原始的岩石景觀。

教堂入口走廊為隧道狀，入口處塗以

混凝土，整座教堂如同著陸的飛碟一般，
獨創一格。充分顯示芬蘭人崇尚自然古
樸的審美情感。岩石教堂內的中心區域
有一個聖壇，與玻璃屋頂所射下的自然
光芒相互輝映，盡顯聖壇的神聖與莊嚴。

岩石教堂為有名的路德教派教堂，也
是自然與人文結合的極佳典範。在週日
早上定時舉行禮拜，在岩壁的回音作用
下，教堂音效奇佳，因此 岩石教堂又有很
多音樂會選擇在這裡舉行。而且也是受
芬蘭人歡迎的結婚場所。為了能在這裡
舉行婚禮，新人們需要提前一年半預約。
赫爾辛基大學的神學院都會在赫爾辛基
教堂舉行傳統而又隆重的畢業典禮。

赫爾辛基大教堂建於1852年，出自德
國建築師恩格爾（CLEngel）之手。大教堂
矗立於遊客聚集的參議院廣場（Senate
Square）中心，教堂所在的高地高出海平
面80多米。它獨特的白牆裝潢和淡綠色
青銅圓頂的鐘樓十分醒目，也成為赫爾
辛基市的地標性建築。精美的結構使其
成為芬蘭建築史上的經典。

參議院廣場，東西兩側分別為赫爾辛
基大學和內閣大樓，南面不遠處是總統
府、最高法院和市政廳所在地。在鋪滿古
老石塊的參議院廣場中心，豎立著建於
1894 年的沙皇五歷山大二世銅像，以示
紀念。從參議院廣場到赫爾辛基大教堂，
需走百級石階，當走石階同時，往上看到
的赫爾辛基大教堂，更顯教堂的宏偉和
氣勢，赫爾辛基大教堂的美深深刻劃在
人們心上。赫爾辛基大教堂是一座路德
派新教教堂，每當教堂鐘聲響起，整個廣
場都一片肅靜，人人一同靜靜感受著這
種唯有宗教帶來的心靈寧靜。

赫爾辛基市有超過200家商店，具有芬蘭
特設計的各種家具、碗、盤、杯、衣服、珠
寶、手工藝等，有古代，有現代，艷麗的顏
色，是他們的所好。有些服務員穿著傳統
芬蘭服裝，份外好看，她們說話輕聲細
語，更表現出芬蘭女人溫柔的一面。

芬蘭位於歐洲北部，與瑞典、挪威、俄羅
斯接壤，芬蘭港口繁華，不少渡船從Hel-
sinki 港口去附近國家等地方：船費只收
十歐元，白的、綠的Tallink Shuttle 渡船不
停的穿梭在碼頭，北歐人民進出其他北
歐國家，就如我們在美國坐車到另一個
州一樣方便。

記得去年在四川省甘孜過中秋節，熱
情的藏族朋友以當地的白色糢糢花月餅
招待 : 今年在芬蘭度過，看到天上明月，
只可惜沒有月餅，只好以小蛋糕代替。年
年過中秋，處處人間情。也借蘇東坡語：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亞特蘭大百福
國際旅行社)

芬蘭望月

英倫遊蹤 (上)

不只在歐洲國家有 hop on hop off 巴
士，美國很多城市都有：三藩市、費城、紐
約等。

來到了「花名：霧都」的英國，如果想
修閒自由的遊玩英國/倫敦——建議試
試 hop on hop off 巴士，有藍線和紅線，
各通行20多個點——大理石拱門、皮卡
迪利廣場、白廳、威斯敏斯特橋、倫敦眼
（大風車）、倫敦橋（最著名的）、倫敦塔

橋、堤碼頭、威斯敏斯特碼頭、蘭貝斯宮、
議會廣場、白金漢宮、王室新聞、維多利
亞火車站、巴黎春天、乾草市場、等著名
景點。

巴士穩穩地開，邊賞景邊拍照，決沒
問題，全車程走完兩小時。選擇你要觀覧
的地方下車，之後又繼續上車到下一個
目的地，每五分至十五分鐘一班次，非常
方便。hop on hop off 巴士共兩層，上層露
天，可以看到更遠更廣的風景，上車可索
取耳機和雨衣。車上有十三種語言介紹
景觀，有歐洲國家和亞洲國家的語言，有
各國的國旗圖案在座位前方，插上耳機
一按就行，就是沒有美國的國旗，因為按
英國的就能聽到英語了。

雖然英國東西很貴，還好 hop on
hop off 巴士費用，二十四小時收 31 英
磅，還包括一次免費來回遊船，可以在
Tower pier 塔碼頭或 Westminster pier 威
斯敏斯特碼頭上下船。「二十四小時」的
計算法，如果你今天三點開始上車，有效
期到明天三點之前有效。

英國計程車(黑色的士)被某雜誌選為
世界最好服務的「的士」，有兩萬多部，英
國的士執照不容易考取——要吸取多方
面的知識和應對，才能獲得。乘坐距離有
些遠的計程車，一上車，司機會問你溫度
可否適合呀？你喜歡收聽那種音樂呀？盡

量配合你的喜愛，服務周到。而且英國的
士，司機和顧客中間有一段距離，讓乘客
好好享受乘坐英國的士那種舒適感和優
越感。

倫敦的中國城在 Picc  adilly Circus
皮卡迪利廣場附近，非常容易找。皮卡迪
利廣場熱鬧非凡，快靠近中國城必然看
到大大的牌坊「倫敦華埠」，和某些歐美
城市一樣。中國城裡的大小餐館不少，包
括大街小巷約有幾十家之多：粵菜、浙江
菜、印度菜、越南菜、韓國菜....。

在倫敦還有很多餐館賣“星洲米粉”
「Noodle house」,倫敦人喜歡吃印度咖哩
Curry 眾所皆知，想不到有加上咖哩粉炒
的星洲米粉也同樣愛好。甚至，當地年輕
人也超愛炸薯條沾咖哩汁的小吃。脆脆
的薯條沾滿香辣撲鼻的咖喱汁，一囗一
囗的咬下去，唔……想到就流口水。

到了英國務必也要吃當地著名的
Fish and Chip，不過並非每家都好吃喔！
最好多問幾個當地人推薦，不然吃到又
不脆又腥味的Fish and Chip會讓你大失
所望！

旅遊區有三輪車載客，車子裝飾，簡
單、大方得體，看到一位年輕車主，一輛
全金黄色的三輪車，算是引人注目的一
輛。。

看來不只中國人愛紅色，英國人也愛
紅色，看看他們的紅色電話亭，雖然亭裡

己經有電話設備，仍然是英國人的記念
作之一，仍然佇立在那裡。街上的巴士幾
乎都是紅色。紅得火熱的郵車、郵筒，非
常搶眼好看，也給英倫的都巿加添一份
喜氣和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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