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特色│ 

■西伯利亞大鐵路： 

 
★旅遊行程安排時間適中，全程中文導遊。 

★旅程含括蒙古、西伯利亞大鐵路及貝加爾湖精華段。 

★蒙古特別安排前往特勒吉國家公園騎馬(須簽結書)，夜宿蒙古包，體驗草原不同生活情趣。 

★蒙古特別安排石頭烤羊肉風味餐、北韓餐廳舞蹈秀等不同風味料理，體驗各種不同美食。 

★烏蘭巴托前往伊爾庫茨克，搭乘國際列火車，其中貝加爾湖沿線是西伯利亞大鐵路風光最美一段 

  ，返程則搭乘飛機返回烏蘭巴托。 

★在貝加爾湖畔落葉松小鎮住宿 2晚，充分感受貝加爾湖光山色之美景。 

★貝加爾湖特別安排俄羅斯傳統美食及白鮭歐姆利魚風味餐。 

★安排搭乘環湖遊艇欣賞貝加爾湖生態美景。(全世界最深的淡水湖「天然之海」--貝加爾湖即蘇武

牧羊的北海)佔地表淡水 24%的淡水湖。 

★全程無購物壓力。 

 



■參考航班： 

 
 

■行程內容： 

第一日 台北／仁川／烏蘭巴托  

    從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經首爾轉機，飛往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 

餐食：早餐：X     ／午餐：機上餐盒    ／晚餐：機上餐盒 

住宿：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大酒店 Chinggis Khaan Hotel  或同級 ★★★★ 

 

第二日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雕像博物館（含門票）－體驗騎馬、與獵鷹合照－特勒吉國家公園 

【成吉思汗雕像博物館】這座高達 131英尺、世界上最大的成吉思汗騎馬塑像位於烏蘭巴托郊外 50

公里。雄偉的雕像由 36根圓柱支撐，代表蒙古人的 36個部落汗王。 

【特勒吉國家公園】曾是非常富有礦石的寶地，但因自然環境優美所以國家禁止採礦而改成了國家公

園，其風景優美岩山丘陵豐富多彩草原森林色彩繽紛。岩山各個不同奇形怪狀，最有名的是一個高

24米的岩石，這個岩石叫千年烏龜，是大地經過上千年的風吹雨打所精心打造出來的作品。景色原

始自然，漫步在遍野綠草如茵的山丘森林間，廣濶的視野，讓人舒坦忘卻城囂鎖事，馬夫帶領團員騎

馬橫過河流，穿越森林，馳騁在草原、山丘，想像元帝國成吉思汗，豪邁地跨足歐亞的豪情壯志。 

【體驗:騎馬(須簽切結書)自駕穿越森林、橫過小溪並漫遊草原，親身體會草原生活，騎後在蒙古牧

民家庭內作客，喝蒙古奶茶(鹹味)，品嘗天然發酵的奶酪】     

※晚上入住渡假村住宿蒙古包營帳，沒有住過蒙古包，就等於沒來過蒙古，體驗一下蒙古牧民生活。 

■特別說明： 

傳統蒙古包為一般經濟型(內無浴廁)，非為豪華型(含高級浴廁)，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PS:：11、12 月冬季¬∶住宿改為 4★Ulaanbaatar City Hotel 市區飯店  

 
餐食：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蒙古風味餐       ／晚餐：渡假村石頭烤羊肉大餐 

住宿：特勒吉國家公園：Terelj National Park Yurt 傳統蒙古包(二人一室) 

 

 

 



第三日 特勒吉國家公園【烏龜石】－烏蘭巴托市+++ K305 國際列火車+++伊爾庫茨克 

    早上饗用完早餐後參觀國家公園內著名的景點，即搭車返回烏蘭巴托市，中午用完餐後，稍

作休息，即前往火車站搭乘國際列車從烏蘭巴托到伊爾庫茨克。 

■特別提醒： 

蒙俄的邊界城市出入境流程： 

蒙古部份： 

蘇赫巴托市 Sukhbaatar(蒙古關)：在這裡，火車停留約 1-2 小時左右，蒙古的移民局官員登火車檢查

護照及簽證後，護照蓋完章發回。查驗期間可在車廂內活動，但不可下車。 

俄羅斯部分： 

那蘇基鎮 Nashuki (俄羅斯關)：在這裡，火車停留約 1-2 小時左右，此時也是等俄羅斯的移民局官員

上車檢查簽證並收走護照、檢查行李，並且派遣緝毒犬檢查是否有毒品的攜帶。 

※凡火車到達各車站前 10 分鐘，與離開月台後 20 分鐘，火車上的廁所是禁止使用的。如有不便， 

 還請貴賓多多包涵與耐心等候！ 

★特別說明：搭乘西伯利亞國際列火車團體使用車廂為 4 人一室(上下臥鋪)，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 若需求為 2 人一室車廂必須每人買 2 張票，每人請補 NT3,000/人*2 人※※※ 

 
餐食：早餐：渡假村餐廳早餐      ／午餐：中式或蒙式料理       ／晚餐：火車餐盒(中式) 

住宿：國際列火車(4人 1臥） 

 

第四日 +++國際列火車－伊爾庫次克市－貝加爾湖落葉松小鎮（相傳蘇武牧羊的地方） 

    火車下午抵達東西伯利亞首府伊爾庫茨克後，前往當地餐廳用餐，餐後驅車前往貝加爾湖畔

落葉松小鎮(列斯特維揚卡)。 

【伊爾庫茨克】是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的重要都市，亦是伊爾庫茨克州的首府，人口約 80萬。是俄

羅斯遠東地區與及位於中亞地區的烏拉爾山區之間的交通樞紐，也是西伯利亞地區最大的經濟文化中

心之一，這裡早在 1661年開始有人在此定居，1686年發展成為都市，被譽為『西伯利亞的明珠』、

『東方巴黎』，是一座美麗之城。 

 
餐食：早餐：火車餐盒(中式)        ／午餐：火車餐盒(中式)      ／ 晚餐：中式/俄式風味餐 

住宿：李斯特維揚卡：Baikal 湖畔飯店 (落葉松小鎮，蘇武牧羊地方) 或同級 

 



第五日 貝加爾湖(全日) 【環湖遊艇（含船票）、貝加爾湖車站、貝加爾湖生態博物館（含門票） 

    、貝加爾湖纜車（含纜車費用）、木造建築博物館（含門票）】 

    早上可在湖邊悠閒漫步，享受貝加爾湖晨曦之美。隨後前往環湖鐵路的貝加爾湖車站參觀攝

影，乘船遊貝加爾湖欣賞湖上綺麗風光，中午在貝加爾湖畔小鎮享受當地布里雅特風味餐，下午參觀

貝加爾湖生態博物館、碼頭魚市場、滑雪纜車、哥薩克木造建築博物館。欣賞沿途湖光山色後返回落

葉小鎮，並夜宿落葉松小鎮。 

【貝加爾湖】一詞源於『蒙語』，意為『天然之海』面積 3.1萬平方公里與台灣面積(3.6萬平方公

里)相仿，是(西伯利亞明眸)也是(西伯利亞的眼淚)。是昔稱北海也是史書上蘇武牧羊所在地，也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大約 2500萬年前，這地區發生強烈地震後土地塌陷下去，周圍數百條大小河

奔流而來，形成了今日的貝加爾湖。它也是世界最深的湖泊，最深處為 1940米，平均深度 740米，

其體積達 2萬 3600立方公里，是世界上容積最大的淡水湖，占全球淡水總量的 1/5，僅次於裏海（7

萬 8200立方公里）。，水色清澈透明，景色奇麗壯觀，雖為淡水湖，從地質學也證明它從未與海相

通，但這湖中卻生存著只有海中才有的海螺、海魚、龍蝦和海豹，原因至今未解。 

【遊船徜徉貝加爾湖】開始貝加爾湖環湖深度之遊，在湖上欣賞世界容量最大的湖光山色，遊覽貝加

爾湖湖上及沿途美景！ 

【貝加爾湖生態博物館】展示貝加爾湖自然發展史及陳述人類試圖征服貝加爾湖的奮鬥過程，藉由展

示品的導覽，可以更清楚明白貝加爾湖的生態及居住在湖中、湖畔各種生物習性並了解到他們相關的

歷史（共有 3500種植物，其中 2600種是貝加爾湖地區特有種）。在水族箱中可以見到貝加爾湖特有

的白鮭歐姆利魚及鱘魚。 

【搭乘貝加爾湖纜車】登高烏瞰貝加爾湖湖色風光，【滑雪纜車】搭纜車到達山頂觀景台站在山頂，

欣賞世界容量最大的湖光山色，探索神秘西伯利亞明眸之美！世界自然奇景盡收眼底…… 

【木造建築博物館】是露天博物館，展示 18、19 世紀時期的木造建築，占地 67 公頃，包括有木造

教堂、房舍、學校、紡織作坊等，外牆均以原木柱建成。在此處也可參觀到東正教教堂，是一座大型

的木頭建築，也是戶外的藝術博物館。 

 
餐食：早餐：酒店早餐     ／中餐：俄式風味餐    ／晚餐：貝加爾湖歐姆利魚大餐\俄式風味餐。 

住宿：李斯特維揚卡：Baikal 湖畔飯店 (落葉松小鎮) 或同級 

 
第六日 貝加爾湖(落葉松小鎮)－【基洛夫廣場、斯帕斯卡亞教堂、喀山聖母教堂、130 俄羅斯風 

    情區、安加拉河畔】－伊爾庫茨克 

【基洛夫廣場】地處伊爾庫茨克市中心，周圍有許多當地著名的建築，例如州政府辦公大樓、三大教

堂、二戰勝利紀念牆、無名英雄烈士墓，愛情橋等等。 

【斯帕斯卡亞教堂】教堂在安加拉河畔，建於 18 世紀，是一座俄羅斯東正教教堂。外觀是白色的牆

壁和綠色的屋頂，教堂外有一張巨大的聖像畫，這種風格在西伯利亞地區也是獨一無二的。 

【喀山聖母教堂】是一座小型的俄羅斯東正教教堂，建於 1721 年，是當地最古老的木質結構教堂。 

【130 俄羅斯風情區】伊爾庫茨克市最大的綜合商圈，有眾多商店、酒吧、餐館以及紀念品商店。 

【安加拉河畔】世界最深的淡水湖貝加爾湖有 336 條河流注入其中，但只有一條河——安加拉河，從

湖泊流出。在湖水向北流入安加拉河的出口處，有一塊巨大的圓石，人稱「聖石」，流傳著親情與愛

情千年糾結的故事。據說曾有一位名為貝加爾的大力勇士與家人住在湖邊，他有位美如天仙的女兒安

加拉，艷名遠播，但看在貝加爾的眼裡，沒有任何一個男人配得上的他的愛女，因此把女兒關在家裡。



不過一隻海鷗卻飛來告訴安加拉，有位年輕人既勤勞又健壯，居間為兩人傳情。有一天，安加拉趁著

爸爸睡著的時候逃奔情郎，爸爸貝加爾發現後急起狂追，卻追不上去意甚堅的愛女，痛心疾首的父親

隨手舉起一塊巨石就往女兒奔逃的方向丟去，希望擋住女兒的去路，但卻落入湖中徒勞無功，成了現

在的聖石。而巨石墜湖時，還掉落了些許碎石，一一散落在貝加爾湖中，形成了如父親眼淚般、珍珠

點綴的 27 個湖中大小島嶼。 

 
餐食：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俄式風味餐   ／晚餐：俄式/中式料理  

住宿：伊爾庫茨克：Irkutsk City Hotel【伊爾庫茨克酒店】  或同級★★★★ 

 

第七日 伊爾庫茨克／烏蘭巴托市區遊覽【甘丹寺（含門票）、翟山紀念碑、達希柴隆寺、GOBI 

    旗艦店】                                                    MO-102  0755/0855 

【甘丹寺】位於市中心的西北部，始建於 1838 年，是蒙古國最大的寺廟，也是蒙古國香火最旺的寺

廟，與西藏的甘丹寺同名，但比西藏的晚了 500 年。甘丹寺是一座藏傳佛教的寺廟，由第四世哲布丹

尊巴所建，為專修高等經典之處，大小廟宇相連，建築極具美感。寺內最引人矚目的是世界最大的銅

鑄大佛，是用日本和尼泊爾的捐款於 1996 年建成，佛高 26 米，重 20 頓，全身鍍金，鑲嵌大量寶石，

氣勢雄偉，富麗堂皇，是蒙古的國寶。 

【翟山紀念碑】蒙古國獨立之後為了紀念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蒙蘇烈士，在山上圓型紀念碑上的

馬賽克壁畫，描述了蒙蘇的友好合作，包括太空發展、合作抗日等圖像。除了紀念碑，這裡也是觀看

烏蘭巴托風景最佳的地方，向北可以望到整個市區是觀看烏蘭巴托景色最佳的地方。 

【達希柴隆寺】是個現代化的寺院，不過依然沿用老寺的格局，供奉有宗喀吧和釋迦牟尼的神像，現

在有 30 位僧人在此居住。 

【GOBI 旗艦店】在這裡的可以買到最純正的克什米爾羊毛各式製品，送禮或自用都非常合適。 

 
餐食：早餐：早餐盒    ／午餐：中式或蒙式料理    ／晚餐：小肥羊蒙式火鍋 

住宿：烏蘭巴托：貝斯特偉斯特大酒店 Best Western Premier Tuushin Hotel 或同級 ★★★★★ 

 

第八日 烏蘭巴托市區遊覽【成吉思汗廣場、柏格多汗冬宮（含門票）、蒙古國立歷史博物館、國 

    營百貨公司】 

【博格多汗冬宮】是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八世的冬宮，宮旁為喇嘛廟建築，宮廟層層相連，樑上有以

藏文、古蒙文、滿文和漢文書寫的橫匾。宮內收藏文物豐富，展出的珍貴唐卡、佛像和法器件件都是

珍品，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蒙古國家博物館】，位於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是蒙古國的國立博物館之一，是蒙古國最知名的博

物館之一。該館是蒙古國的文化、科學、教育機構，並負責收藏、保管和展出所藏展品。 

【成吉思汗廣場】原名蘇赫巴托廣場，2013 年 7 月經首都公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會議討論通過，正式

更名為成吉思汗廣場。廣場中央有蘇赫巴托紀念碑。每逢重大節日和慶典，官方都在此廣場舉行儀式，

向紀念碑獻花圈。蒙方為來訪的國家元首和政府官員舉行歡迎儀式也在此廣場。 

【國營百貨公司】蒙古國國營百貨始建於 1921 年，是蒙古國最大的商場。這裡有世界各國的商品包

括吃、穿、土產、紀念品、餐廳等等。 

晚餐後整理行李，即前往機場，結束這次精彩的體驗之旅…… 



餐食：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或蒙式料理    ／晚餐：北韓餐廳欣賞歌舞秀 

住宿：豪華客機 

 

第九日 烏蘭巴托／仁川／台北 

    於清晨抵達韓國仁川機場，轉機返回台北溫暖的家。 

餐食：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以上行程內容與航班為預定之行程，若因天候、交通狀況、旅遊國家之當地突發狀況等不可抗拒

因素，行程內容將依當時狀況調整。 

蒙古簽證基本資料表 

1.中文姓名：   ☐住家同戶籍地址 

2.住家地址：                                                                                                                    

3.住家電話：  手機：                                                            

4.工作狀況：☐待業中 ☐退休 ☐家管 ☐學生 ☐有工作；學生及有工作者請填：5-8 項 

5.公司(學校)中文名稱：                                                                                                          

6.公司(學校)英文名稱：                                                                                                          

7.公司(學校)地址：                                                                                                               

8.公司(學校)電話：                     中文職稱:                       英文職稱：                  

 

俄羅斯簽證基本資料表 

1.中文姓名：   ☐住家同戶籍地址 

2.住家地址：                                                                                                                    

3.住家電話：  手機：                                                            

4.工作狀況：☐待業中 ☐退休 ☐家管 ☐學生 ☐有工作；學生及有工作者請填：5-8 項 

5.公司(學校)中文名稱：                                                                                                          

6.公司(學校)英文名稱：                                                                                                          

7.公司(學校)地址：                                                                                                               

8.公司(學校)電話：                     中文職稱:                       英文職稱：                  

9.先前赴俄次數？☐未曾去過 ☐曾去過(請填以下次數與日期) 

去過次數 次，最近一次赴俄日期：入境    /     / 出境    /     /      

＊第 9 項請確實填寫，以免資料與莫北協會電腦不符，以致簽証被拒無法退費。＊ 



!! 請注意 !! ※※※ 辦理簽證期間，人員必須在台灣 ※※※ ! ! 請注意 !! 

■前往西伯利亞(俄羅斯)需辦理簽證 

申請簽證所需資料：約 9 個工作天 (代辦約加 4 個工作天)。 

※護照正本及影本 1 份：效期 6 個月以上，需簽名；護照至少兩頁空白頁  (不能持第二

本護照申請)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1 份：影本須清晰可見，不可模糊(外國人需附居留證影本) ※２吋

彩色照片 1 張：六個月內(不可與護照相同，新辦的護照也不行) 

※公司名片 1 張： (如邀請函目的為特殊觀光者需加附) 

※邀請函正本 1 份：必須經由俄羅斯當地法人或自然人前往俄羅斯內務部聯邦移民署或

俄羅斯外交部申請核交之邀請函正本。  

※訂位紀錄 1 份：正確進出日期。 

※申請書 1 份：簽名欄要與護照簽名一致，請附上 WORD 檔 。 

  

■申請簽證注意事項： 

俄羅斯辦事處審件時間只有週二及週四。  

※欲禮拜二進件，需於前一禮拜五中午前，送交證照組。  

※欲禮拜四進件，需於禮拜二中午前，送交證照組。  

※務必填寫簽證申請表，以利申請作業。  

※申請表須親簽及註記日期，注意簽名勿超過簽名方框外。  

※持外國護照申請者，所需資料及工作天不一定，請提早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