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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十年人事幾番新。倫敦的建築
物還是以往的傳統、優雅，有歷史性、有典故。
但是，景像是興盛的，現代化的，處處人山人
海，水洩不通，有些地方會看到穿著非常時髦
的人士，如看時裝表演，讓人大開眼界。倫敦一
直都是世界上至為緊要政治、經濟、文化、藝術
與及娛樂核心之一，偶爾到此一遊，絕對可以
乘興而來，盡興而去。(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
社)

倫敦是歐洲繼莫斯科和巴黎之後的第三
大都市。倫敦也是一個集多元化的大都市，居
民來自世界各地，具有多元的種族、宗教同文
化。據 2001 年嘅人口普查，倫敦市區有 7,172,
036 人口。其中大概有 71%白人、10%印度、孟
加拉或巴基斯坦後裔、5%非洲黑人後裔、5%加
勒比海黑人後裔、3%混血人種、1%華人，....。

哥本哈根遊記
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不只是
全國最大城市及最大港口，也是北歐
最大的城市，更是著名的古城。哥本
哈根雖然緯度較高，但由於受墨西哥
灣暖流影響，氣候溫和。１─２月氣
溫在０℃左右，７─８月平均氣溫 16
度 C。她坐落於丹麥西蘭島東部，與
瑞典第三大城市（馬爾默隔厄勒）海
峽相望。哥本哈根在全球城市中被列
為第三類世界級城市，僅次於巴黎和
倫敦。哥本哈根共有 30 多個點可供
人們參觀的：教堂、博物館乃十多個
大大小小的公園等等。

哥本哈根最有特色的地區是腓
特列堡、腓特列教堂、18 世紀豪宅。新
港是哥本哈根的海港最古老的部分，
因為它是建於 1670 的。黑鑽（皇家圖
書館）- 丹麥皇家圖書館被稱為黑
鑽石，因為它的外觀是覆蓋在黑色的
大理石和玻璃。它是由傾斜在路邊的
部分兩個黑色的立方體組成。哥本哈
根歌劇院- 是丹麥國家歌劇院。它始
建於 2005 年，被稱為是世界上最現
代化的歌劇院之一。
哥本哈根市內有眾多的大小青銅雕
塑，剛剛從哥本哈根朗厄里尼港灣畔
的海濱公園看完美人魚雕像，轉進來
朗厄里尼一行幽靜的林蔭路上，首先
看見遠處高尖形的教堂，教堂前面有
一座非常壯觀的「
傑芬噴泉」
。

大家是否還記得著名童話故事
作家安徒生？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旅行
家，據說他一生出國旅行達 29 次之
多，足跡遍及歐洲，安徒生對旅行的
熱愛，在他的同時代文人中是十分少
見的。因此他的靈感來自多方面體
材。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賣火柴的
小女孩」
。
而其中最美麗、最著名的哥本哈根
人身魚尾的“美人魚”銅像，就是根據
安徒生的童話故事《海的女兒》塑造
的。丹 麥 雕 塑 家 愛 德 華·艾 瑞 克 森
（Edvard Eriksen）在 1909 年，受 到 嘉
士伯創辦人的兒子卡爾·雅布克森
（Carl Jacobsen）的委託創作的。銅像
建造於 1913 年，她坐在（朗厄里尼）
港灣畔的海濱公園一塊巨大的花崗
石上，雕像的規模相對較小典型的
美人魚反而使遊客驚喜; 小美人魚高
僅為 1.25 米，重約 175 公斤——她的
恬靜嫻雅，若有憂鬱神情，令人憐愛。
這座小美人魚銅像又稱美人魚雕像，
如今已經是一個標誌性人物在哥本
哈根，是城市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

傳說古代丹麥曾一度遭到“魔
咒”
，沉入海底，女神吉菲昂下凡拯
救，她把自己的四個兒子變成了四頭
壯猛牛，才竭盡全力把丹麥從海里拉
了上來。丹麥著名雕塑家彭高根據這
一神話傳說塑造了這座引人注目的
青銅雕塑。一位面部表情顯得十分剛
毅果敢、半身袒露的女神，右手揮舞
著長鞭，在疾風中揚起，她駕馭著的
四頭強壯的牛正垂頭猛力拉引。青銅
雕塑的下面是一座巨大的圓石墩環
形水池，石墩底部的四周如瀑布似的
泉水在一共三層次的石墩噴射出。

在哥本哈根的城市走路很舒服，
沒有太多的車輛，大部分街道都設有
自行車專用道，沒看到機車穿梭，
（在
北歐國家城市都一樣）沒有被二氧化
碳污染，是很好的現像，是新世紀以
來作為區域中心的努力結果。
由噴泉向南約 500 米， 便走到
了丹麥女王現在的居住地—阿美林
堡（Amalienborg Slot）， 位 於 丹 麥 哥
本哈根市區東部（歐爾松）海峽之濱，
它是丹麥王室的主要宮殿。現任丹麥
女王瑪格麗特二世伉儷每年多半時
光都是在這裡度過。哥本哈根也因為
有女王的居住，而被稱之為“女王之
城”
。每天中午 12 點，在阿美林堡廣
場上，有身穿丹麥傳統服飾的衛兵進
行換崗儀式。

哥本哈根市的美麗景色和名勝
古蹟，每年約有一千萬人從世界各地
來哥本哈根旅遊。你是否也想一睹小
美人魚的風釆呢？(亞特蘭大百福國
際旅行社)

亞特蘭大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已經營三十年

www.bufordtravel.com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 7 日遊 $99.00

越南 柬埔寨 7 日遊 $1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亞洲名城新加坡，鉑金江南 11 日遊 $4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韓國經典 6 日遊 $1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 8 天遊 $4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舞動北京 5 天 $4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4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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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ordtravel@hotmail.com

哥本哈根最古老的街區，步行小
而狹窄的街道和彎曲的房子。在這裡
的道路上偶爾也看到滿地的煙頭，溫
馨的咖啡店和餐館等待客人上門。走
過熱鬧的運河旁邊有滿滿的水果攤
位，攤主大方的讓路人試吃。哥本哈
根——這個城市除了有著名的美麗
的景點，也有精緻購物中心，遊艇碼
體驗在哥本哈根導遊帶領下乘 頭，更具有現代氣派和特別藝術的悠
船遊覽運河。了解這個城市的主要景 久歷史中心。
點和最有趣的歷史：克里斯蒂安宮、
腓特列教堂、趣伏裡公園和市政廳廣
場、阿美琳堡王宮，丹麥皇室居住的
地方、哥本哈根歌劇院、丹麥國會大
廈、首相辦公室、舊股票交易中心、
位於哥本哈根港邊的美人魚雕像、哥
本哈根內城最古老的部分通常被稱
為中世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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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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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