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20.07.19【歐亞大東北】16 日 
〜海參崴、貝加爾湖、勘察加、蒙古〜 

NT: 191,000 元/人 含稅、俄羅斯簽證、每人一張網卡 
行程特色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日期 起飛地點 / 抵達地點 航班編號 起飛時間 / 抵達時間

07/19 桃園 / 海參崴 S7 6254 17:30 / 23:15 

07/21 海參崴 / 彼得巴夫斯克 SU 5614 07:35 / 12:45 

07/24 彼得巴夫斯克 / 伯力 SU 5685 16:35 / 17:30 

07/24 伯力 / 伊爾庫次克 SU 5652 22:00 / 23:30 

08/03 烏蘭巴托 / 香港 OM 297 06:25 / 10:55 

08/03 香港 / 桃園 CI 910 14:00 / 15:55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 / 海蔘崴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客機經當天抵達海蔘崴，前往飯店休息。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宿：四星 Bay Garden 或同級 

 

第二天 海蔘崴 
海蔘崴：海參崴又名符拉迪沃斯托克，簡稱符市，是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首府，也是俄羅斯遠東地

區最大的城市。城市臨近俄、中、韓三國交界之處，三面臨海。地理位置優越，現在是俄羅斯在太

平洋沿岸最重要的港口，也是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所在地，隔著東博斯普魯斯海峽與 Russky

島靠著一座懸跨大橋連著，現為普林默里(沿海)省的省會，它在蘇聯時期是完全不開放的軍事城，

連俄國人都要另申請許可；抵達後，遊覽市容，前往海蔘崴最高點-鷹嘴，之後參觀西伯利亞大鐵路

終點紀念碑『9288 公里標誌』，它是莫斯科至海蔘崴的鐵路里程數，全世界最長的火車路線，連接

首都與遠東，在俄羅斯紅色革命 1917 年前一年完工，跨八個時區，需要 6 天 4 個小時的時間才能

完成旅程。參觀海蔘崴港口，搭乘遊★船巡航金號角灣，它是海蔘崴的發源地，風害最低的的地

方、觀賞正午響炮，參觀 S-56 潛艇，接著造訪遠東地區最老的燈塔，號稱是海蔘崴亞洲大陸最南端

的位置，長長的地峽包圍著金號角灣。造訪 Porkovsky 東正教教堂、與 2013 年落成的歌手與作曲家 

Vladimir Vysotsky 雕像留影，在皇儲大道欣賞為了迎接 2012 年 Apec 大會落成的吊橋，那裏同時

有一張座椅【Bed and Peace 床與和平】用 30 種語言寫下【我愛你】的戀人專用戶外藝術裝置，



任何吵架的戀人坐下後都會傾斜朝向對方和好。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海鮮料理 晚餐：飯店內享用(含酒水每人一杯) 

宿：四星 Bay Garden 或同級 

 

第三天 海蔘崴 / 彼得巴夫斯克Petropavlovsk 
彼得巴夫斯克：堪察加首府，25公里範圍中有5座火山，其中兩座活火山仍然冒著煙虎視整個城市，

隱藏在白雪之中的高大山體，有獨特的遼闊景觀，18世紀俄羅斯與北歐民族在白令(丹麥人)的探險路

程中尋找北方航道挑選出來成為港都的地方，俄羅斯海軍潛水艇最大的總部即位於堪察加。前往市區

之前，在棕熊紀念雕像停車照相，母熊銜著鮭魚帶著小熊，下方有堪察加字樣，以及以俄羅斯文寫成

的俄羅斯自此開始：全國第一個看到太陽的的方，接著造訪聖三教堂，位於城市較高的地方，可以看

到壯麗的Koryasky火山(3456公尺)有漂亮的火山錐和深刻的山頂刻痕，接著前往米昇娜亞山觀景平台

欣賞美麗的Avacha海灣與Koryasky火山，與彼得保羅和列寧雕像留影。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達文奇市區餐廳(含酒水每人一

杯) 

宿： Arseniev Hotel 或 Blue Lagoon 或同級 

 

第四天 彼得巴夫斯克 - 駱駝山 - 彼得巴夫斯克 
駱駝山(海拔1150公尺)：位於兩座火山Avachinsky(活火山海拔2740公尺) 與Koryaksky火山(半島南方

最高火山海拔3456公尺，仍可看到火山煙塵冒出)之間，它是阿瓦琴Avachinsky火山噴發之後，熱熔

岩從地殼中的巨大裂縫流出，多年持續的火山運動形成了駱駝山脈。乘坐俄羅斯特有的火山專用越野

卡車，前往隨時會噴發的著名活火山－Avacha阿瓦琴火山腳下（車 程約2-3小時）。徒步健行－駱駝

山攀登上1150米高的駱駝山，親身體驗徒步火山上，於山上欣賞火山附近的壯觀美景。阿瓦琴火山的

活動從未停歇過，任何—分鐘都可能爆發，最後—次是在1991年爆發。攀登駱駝山，體驗戶外徒步火

山和登頂後環顧四周火山壯觀的美景。 

（徒步火山跟隨專業火山引導導遊，全程3小時以內。基地營為海拔890公尺，需要上斜坡，團友可選

擇徒步健行短距離後返回起點等待大隊回來。）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野餐 晚餐：船上海鮮料理(含酒水每人一杯) 

宿： Arseniev Hotel 或 Blue Lagoon 或同級 

 

第五天 彼得巴夫斯克 -75km- 穆特諾夫斯基火山 -75km- 彼得巴夫斯克 
穆特諾夫斯基火山：海拔2323公尺，有四個火山口，西南火山口有冰河，西火山口冒著蒸氣雲，1980

年度曾測到蒸氣雲的溫度可達到攝氏540度，西元2000年是最近的一次爆發，山腳下有間歇泉盆地，

天氣晴朗時可以看到火山頂在冒煙，煙與蒸氣、瓦斯可以達到火山口以外一公里的地方，穆特是一個

非常活躍的火山，它還適合大部分人的體能，除了針葉林、火山口以外、湖(海拔1000公尺)、硫磺孔、

瀑布、蒸氣雲、冰河、瓦斯孔、峽谷、沒有植披的地貌都可看到：生命與死亡並存。行進中，您還可

以看到附近的火山Avacha、Gorely、Opala，而且海拔1600公尺就有火山口。(上山兩小時，下山一小

時)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野餐 晚餐：中式合菜 

宿： Arseniev Hotel 或 Blue Lagoon 或同級 



 

第六天 
彼得巴夫斯克 -Avacha海灣自然生態之旅 / 伯力Khabarovsk  / 伊爾

庫次克 
Avacha海灣遊船：今日搭★船出海，巡遊Avacha海灣，24公里長3公里寬26公尺深的海灣，他是丹麥

籍的航海家白令在1729年發現的海灣，堪察加的首府、三座火山、Avacha河出海口全部依偎在海灣

附近，俄羅斯海軍、核子潛水艇都利用這個海灣為基地。海灣的地標是三兄弟岩，扼太平洋入Avacha

海灣的咽喉，斷太平洋入海灣洶湧的浪濤，岩塊棲息很多海鳥，進入到太平洋的海岸線與鳥島，佈滿

了海鳥與海狗，您仍看到千萬年前火山爆發所形成的黑色六角的玄武岩柱狀岩。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原住民料理(馴鹿湯) 晚餐：機上簡餐 

宿： 四星 Marriot Hotel 或同級 

 

第七天 伊爾庫次克 -66km- 利斯特維揚卡Listvyanka 
★貝加爾湖生態博物館，隸屬於俄羅斯科學院的附屬機構，內有仔細的貝加爾湖生態介紹，800多種 

生物當中，有2/3是貝加爾湖獨一無二的。您可以在博物館中看到兩隻淡水海獺、特有的歐姆魚，裡 

面的11個水族箱，有世界唯一的創舉，每天4次從湖的深度500公尺深處，汲水注入，保持攝氏-4℃，

讓珍貴的水族箱內的生物能夠在真正的貝加爾湖的湖水生態中生存。 今日安排搭船遊覽貝加爾湖(1

小時)。 搭乘★纜椅前往Chersky山觀景點，海拔728公尺高立體欣賞貝加爾湖風景。★Taltsy塔西露

天木屋博物館： 保留約40棟17世紀-19世紀的木造建築，1960年代蘇聯在安卡拉河上興建水力發電

廠， 需要將Taltsy鎮上的部分土地淹沒在水中，政府將這些老木屋，有房舍、學校、教堂、磨坊、穀

倉、布里亞特蒙古人夏天的營地，等移到這裡，形成博物館。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湖觀餐廳 晚餐：飯店內享用(含酒水每人一杯) 

宿： Krestovaya Pad 或同級 

 

第八天 利斯特維揚卡Listvyanka  - 奧爾洪島 Olkhon Island 
隸屬國家公園的一部分，同時是貝加爾湖最深的地方，它是貝加爾湖 22 個島中最大的島，面積約 

730 平方公里。島的西側為一海峽，小名為【小海 Maloye Morye】，海峽最寬的地方18公里，仰 望

岸上的Primorsky山，島的南側也是海峽，為2.4公里寬的奧爾洪大門海峽。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布里雅特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享用(含酒水每人一杯) 

宿： Villa Malina 或同級 

 

第九天 奧爾洪島 
薩滿岩石：奧爾洪島上最重要的景點，它是的貝加爾湖的最著名地標。古代布里亞特蒙古人信奉薩

滿教，在藏傳佛教風行蒙古後，薩滿教徒孤立的庇護中心就在奧爾洪島上。入口有13個薩滿柱纏滿

了彩色絲帶的木樁，代表天神派下來的 13 個兄弟神靈，彩帶上寫了祈求的願望，風一吹過，神靈

就會聽見，願望也會實現。 Khoboy合波角：奧爾洪的好望角，它同時是貝加爾湖最寬的位置-79.5

公里，天氣請朗時，可以看 到湖東。 三兄弟岩：三個大石塊排排站俯視貝加爾湖，約略1公里長，

淺白色的大理石頭點綴紅色的地衣在 其中，在崖上可以看北方的柯波角，2.5 x 6公尺的洞穴在此附

近可以一遊。 鱷魚嶼：位於【小海】的一個礁嶼，形狀有如鱷魚。 愛情懸崖/ Shunte-Leviy 

Cape：位於島的東北角，有一塊分成兩段敞開的岩塊，有如戀人般。 Khankhoy湖：有一個短短的

沙丘將這個小湖與貝加爾湖分開。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現煮魚湯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享用(含酒水每人一杯) 

宿： Villa Malina 或同級 

 

第十天 奧爾洪島 - 渡輪與巴士 - 伊爾庫次克 
搭★渡輪離開貝加爾湖最大的島。 伊爾庫次克：17世紀中葉是柯薩克人貿易轉運站，19世紀帝俄統

治時代流放政治犯的交通要道，位 於安卡拉河(貝加爾湖流出)上，有俄羅斯最便宜的電力資源，造訪

喀山教堂，19世紀後半 Avachinsky bay 期拜占庭風格的東正教教堂；遊覽西元1900年行駛於貝加爾

湖的渡輪安卡拉號破冰船原型，與弗拉基米爾大公東正教堂與Epiphany頓悟主教教堂留影，之後前往

130區有老式的木屋 房舍仍然保存留下來。造訪★十二月革命黨人紀念館，聆聽流放的異議人士的生

活與遭遇。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布里雅特風味餐 晚餐：獵人餐廳 + 表演(含酒水每人一杯) 

宿：四星 Marriot Hotel 或同級 

 

第十一天 伊爾庫次克 -西伯利亞火車 0808/0650+1- 烏蘭巴托Ulan Bator  
西伯利亞大★鐵路：19世紀後半期，俄羅斯極需要一條全年可以通往遠東的道路，那時候夏天時可利

用河流的船隻通往西伯利亞，冬天冰封時仍用河流來當道路 只不過是馬車行駛在冰封的河流上， 交

通住況非常差：何況那時候的西伯利亞的經濟完全依賴中國，西伯利亞的總督極需扭轉西伯利亞的經

濟走向，要求莫斯科興建鐵路。它是全世界最長的火車路線，連接首都與遠東，在俄羅斯紅色革命1917

年前一年完工，跨八個時區，越過16條大河如：窩瓦河、鄂畢河、葉尼塞河、黑龍江，需要6天4個小

時的時間才能完成旅程。這條連接歐亞大陸的鐵路線，在冬夏溫差攝氏近一百度的嚴峻天候裡，隨時

可能遭遇冰裂、雪崩等嚴苛的極地環境裡興建，跨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與其兒子尼古拉二世兩代興建，

鐵路還沒完成就已經吸引許多旅人注目，紛紛撰寫遊記描述。今日搭乘西伯利亞鐵路的支線前往蒙古

國烏蘭巴托。行車時間需要22小時30分行駛518公里，行程中會沿著貝加爾湖南端行走。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火車上享用 晚餐：火車上享用 

宿： 夜宿火車二人一室 

 

第十二天 烏蘭巴托 
烏蘭巴托：1300公尺海拔、高緯度與海拔以及西伯利亞來的反氣旋高氣壓讓它成為這顆行星上最寒 

冷的首都，一月平均溫度-24.5度，晚上會掉到-35度，2001年一月曾有創紀錄的-45度。四月與十月的

平均氣溫為零度。全國2/5的人口住在首都，這讓其他地方顯得人煙稀少，所以全國唯一塞車的地方

就是首都，國土很大但是很浪費，雖然遼闊是蒙古國的一大特色。 ★甘丹寺：蒙古最大的藏傳佛教

寺廟，建於清雍正年間，第五代喇嘛所建，共產黨統治期間，殺了 10000多名喇嘛，毀掉了900多座

寺廟，甘丹寺在眾多喇嘛簽名之下是唯一獲准運作的喇嘛廟，但裡 面仍有5個寺廟被摧毀，它擁有一

座全世界最大的銅鑄觀世音菩薩塑像，高達26.5公尺，是冷戰結束 後，經過5年，1996年複製完成，

超過20噸重，由達賴喇嘛揭幕，還有一座水泥宗喀巴像。 蘇克巴達廣場：有三年時間廣場的名字為

成吉思汗廣場，有成吉思汗、窩闊台與忽必烈的雕像， 2016年又改回廣場主人翁的名字，紅色革命

時的英雄人物：蘇克巴達，廣場正前方為蒙古國家宮 殿，政府辦公所在地。 ★博克多汗冬宮：是清

代外蒙古最高宗教領袖八世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汗居住和進行政教活動的場所 (政教合一)，它是博

克多汗（Bogd Khan）四間府第之中僅存的一座，他跟達賴、班禪齊名的藏傳 佛教四大活佛之一，

因此博克多汗冬宮內除了一座近代的宮殿建築，同時還包括六間中式廟宇柴山抗日紀念碑：有大型壁

畫可以鳥瞰烏蘭巴托全景，山腳下有坦克，坦克原來屬於由蒙古人組成 的一個旅，紀念碑上記載在



1943年從莫斯科直到1945年參加攻打柏林的行軍路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十三世紀園 晚餐：Bull 火鍋 

宿：五星 Kempinsky Hotel 或同級 

 

第十三天 烏蘭巴托 
★成吉思汗紀念館：一家旅行社在2008年花了410萬美金建了這個紀念館，傳說中成吉思汗發現黃金

馬鞭的地方。成吉思汗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不鏽鋼雕像當然也要全世界最大，250噸重，

40公尺高騎馬英姿威風凜凜遙望蒙古草原東方他出生的地方，附近被200個傳統的蒙古包環繞，下方

36個10公尺高的長柱代表36個擁戴成吉思汗的蒙古可汗，忽必烈與窩闊台隨侍在旁。 Terelj特勒吉國

家公園：最靠近首都的國家公園，可以看到山谷中美丽的草原和森林，这些美景可是 在蒙古不多見，

有地標烏龜岩、喇嘛廟。★參加一場小型的那達慕大會，欣賞蒙古傳統的騎射和摔跤表演。★晚上欣

賞蒙古舞蹈民俗與音樂表演。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蒙古包度假村享用 晚餐：蒙古包度假村享用(含酒水每人一杯) 

宿：五星 Kempinsky Hotel 或同級 

 

第十四天 烏蘭巴托 -286km- 巴彥戈壁 Elsen Tasarkha -75km- 哈爾和林 
Elsen Tasarkha小戈壁又叫巴彥戈壁：沙丘被南北兩座山夾著，山北Khugnu Khan山，山南 Ikh Mongol

山，位於Khögnö Khan 國家公園的南側，綿延80公里的沙丘被主要公路切成兩部分，沙丘草原與矮

小的灌木交互夾雜著。安排騎著有名的雙峰駱駝 (蒙古原生種)，模擬以前駱駝商隊行走的經驗，享受

大自然一望無際遼闊的感覺。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牧民家享用 晚餐：裕隆餐廳中式合菜 

宿： 巴彥戈壁或哈爾和林蒙古包度假村或同級 

 

第十五天 哈爾和林Karakorum  -363km- 烏蘭巴托 
哈爾和林：在忽必烈遷都大都(今北京，1271年)之前，它是蒙古帝國征戰時候的首都，成吉思汗在1220

年將游牧首都改到今天哈爾和林，剛開始充其量也不過是蒙古包聚集所在地，從各地掠奪來的金銀、

財富和運來的糧食也越來越多，建設統治龐大帝國的政治中心更加迫切，直到窩闊台豎立起城牆，興

建固定宮殿，才有首都面貌。2003年5000蒙古幣背後有一張圖描述哈爾和林當時盛況，波斯的工匠在

宮廷中建了一棵銀樹，樹頂上有天使吹著號角，有四條蛇四個方向向上攀升形成噴泉口，下方有四個

銀盆接收噴泉；當可汗要招待賓客喝飲料時，機械天使會吹號角，蛇口會流出葡萄酒、馬奶、蜂蜜、

米酒至銀盆。它榮膺蒙古帝國首都51年，元朝滅亡後仍為北元首都，但失去中原經濟支持，盛況不再，

1372、1380與1387明朝的軍隊三次攻入哈爾和林，更加衰弱，蒙古後來分 裂成韃靼與瓦剌，瓦剌掌

控哈爾和林，之後更形衰敗。 ★Erdene Zuu Monastery額爾德尼召喇嘛寺(漢名：光顯寺)：1585年蒙

古王子Abtai Sain Khan成吉 思汗第29代子孫，與藏傳佛教達賴喇嘛三世在呼和浩特會面之後，將蒙

古改信喇嘛教，並被授予 【汗】的稱號，同時利用廢棄下來的石塊興建這所寺廟，打算建108個(佛

教念珠通常為108顆)佛塔 圍繞著寺廟，這是目前保留最早的蒙古佛教寺廟；1872年是最興盛的時候，

共有62間廟宇1000多 個僧侶，但仍逃不過1940年代共產黨的摧殘。雍正10年，葛爾丹與清軍在此曾

有激戰。 鄂爾渾河谷(色楞格河上流)：是歷代北方遊牧民族征踏之地，如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

在薩滿教統治的年代，河谷附近的北方山脈擁有森林，被認定是先祖的靈魂居住所在地，很神聖，歷

代各氏族駔認為控制這個地方就可以對其它氏族發號司令，所以它是很多北方氏族的首都所在區域， 

包括突厥、維吾爾、蒙古等，2004年鄂爾渾河谷與哈爾和林被聯合國寫進保護的名單中。它是蒙古國



最長的河流，發源於後杭愛省的杭愛山脈（中國古代稱為燕然山），向北經過1124公里後注入蒙俄邊

界的色楞格河，鄂爾渾河比色楞格河長，在接近國境處與色楞格河匯合，注入俄羅斯境內的貝加爾湖。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蒙古烤肉 晚餐：歐式自助餐 

宿：五星 Kempinsky Hotel 或同級 

 

第十六天 烏蘭巴托 / 香港 / 桃園 
清晨前往機場搭乘飛機經香港轉機返回台。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宿： 溫暖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