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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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16、09.03、09.30【俄波波】14 日 

~俄羅斯‧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 

(QR 卡達航空‧三晚五星飯店) 
NT: 129,000 元/人(含稅、簽證、導領小費、晚餐西餐酒水、二人一台 WIFI 機) 

 

行程特色  
◎特別安排~ 【晚餐】西餐水酒 (每人一杯) 

◎特別安排~ 【每人一台導覽精密耳機組】  

 
全程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及領隊的專業解說，

不受外界所干擾。 

註 1：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的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特別安排~【二人一台網路分享器】 (俄波波因跨多國，SIM 卡不建議，故用 WIFI 機) 

 

注意事項 
1.我們特別安排兩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全程旅遊其間，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 ，

需要額外支付 NT2500 元。 

2. 此網路分享器皆與歐洲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由 2G、3G 及 3G+。 

3. 此分享器速度前 350MB 為 3G 或 3G+之後降為 2G 或 3G，流量不限吃到飽。 

4. 歐洲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5. 為避免超量造成網路服務中斷，建議在出國前先將 Dropbox、iCloud、APP 自動更新等程式關閉，也應避免

觀看網路電視、Youtube 等大量數據之服務。短時間內過大流量可能造成電信公司主動斷線或限速，本公司將無

法對此情形退費。 

6. 我們貼心提供網路分享器，敬請貴賓妥善使用。如有遺失之情況，需賠償每台機器費用 NT4500 元。 



 
 

 

俄羅斯 RUSSIA  

位於歐亞交界，獨立盤旋北極海岸的俄羅斯，一直果腹著一

層神秘面紗！在新與舊的激盪下， 多樣文化油然而生。親自走一趟俄羅斯，

便能窺探究竟領土跨越歐亞兩大洲，自然而然地融合了東西方兩種文化。俄

羅斯重視發展文化事業，建立了許多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群眾性文化

設施。俄還重視對博物館珍品和歷史建築文物的保護，擴建和新建了許多博

物館。俄羅斯絕對是您此生不可錯過的美麗國度！ 

 

波蘭 Poland 
波蘭不論是面積多寡或是人口多寡，都是東歐最大國家。也

是孕育出許多薈萃菁英，科學界哥白尼和居禮夫人，鋼琴詩

人蕭邦更是以崇高愛國心見聞於世，而宗教約翰保羅二世也是出生於波蘭，

歷史上波蘭背負著悲情命運，從 18 世紀以來，多次的侵略、國土分裂，使得

波蘭人有著更堅強的的心靈，逐漸走向西方世界的繁榮。 

 

波羅的海三小國 The Baltic States 

立陶宛 Lithuania： 

維爾紐斯是立陶宛的歷史古都。一些歷史學家確定，傳說中

1253 年明道加斯加冕成為立陶宛國王的京城，就在維爾紐斯和 Voruta。根據

切斯切夫切切切切的切切，切有一位立陶宛切切切，在一次切切後在切切切切

著，做了一個預言性的夢。解夢以後，就在他剛才切覺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城

市。」[2]該市第一次在文獻中被提及是在 1323 年，當時格底敏大公寫信給德

國的城市，邀請德國人和猶太人來到京城定居。1387 年，Gediminas 的繼承

切約蓋拉給與該市馬格德堡權利。 

拉托維亞 Latvia： 

歷史學家認為現代的里加是由德國商人傭兵與十字軍在 12 世

紀後期抵達此地所奠基的，里加的亞伯特在 1199 年成為利切尼亞教區的主

教，他在 1201 年帶領 23 艘船艦及超過 1500 名十字軍抵達里加，並成立聖劍

兄弟騎士團（Livonian Brothers of the Sword）。 里加提供了西歐與波羅的人

或俄羅斯的貿易路線，後來里加也在 1282 年加入漢薩同盟。漢薩同盟也讓里

加的政切與經濟更加穩定，讓里加可以度過後來的政切動盪。 

 



 

 

愛沙尼亞 Estonia： 
通比亞區或稱切大教堂山」，是歷史上市政的權力中心，首先

在此切切的是切切這市的主教，接着是條頓騎士團和波羅的海德國人的貴族；

直至現在這地都是愛沙尼亞政府和很多大使館和官邸的所在地。老城區，是一

個古老的漢薩同盟城鎮，直至 19 世紀末期之前，這地區行政上並未與通比亞

區切一。這地區非常繁華，是中世紀貿易的中心。愛沙尼亞鎮是老城區南部新

發展的一個地區，愛沙尼亞人都來到此地居住。 塔林的老城區在 1997 年時被

收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之中。 

玩在俄羅斯．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最美呈現 

安排一段聖彼得堡至莫斯科高速列車  

★遊隼號高速列車(時速 250 公里，四小時抵達)：縮短聖彼得堡至莫斯

科 700 公里的漫漫長路。 
 



 

  
 



 

 

 
 



★維利奇卡鹽礦：1978 年被聯合國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鹽礦礦床長 4 公里，寬 1.5 公里，厚 300-400

切，巷道全長 300 多公里。迄今已開採了 9 層，深度為 327 切，共採鹽 2000 萬立方切。為了方便視

察和參觀，早在 1744 年就在礦井內興修了樓梯通道。在離地面 130 多切深的鹽道上建起了世界上罕見

的供旅遊切參觀的遊覽勝地。那裡保留了原有的鹽湖、祈禱堂和礦工們勞動場面的原貌。裡面有許多

雕像和裝飾品，均用鹽礦精雕而成。著名的雕塑作品有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





 

 



吃在俄羅斯．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我們特別精心挑選安排 

◎於華沙安排波蘭風味餐+民俗舞蹈表演  

◎於聖彼得堡特別安排夏宮巴洛克風餐廳 (SUMMER PALACE) 
親身體驗純斯拉夫風格的宮廷饗宴，尊貴的服務加上道地的俄式料理，讓您彷彿走進彼得大帝的世界！  

 
 

◎於聖彼得堡安排尼古拉宮廷宴+俄羅斯民俗舞蹈~~ 
特別安排尼古拉宮殿欣賞快樂的音樂，鮮豔的服飾與活潑逗趣表演的俄羅斯傳切舞蹈，並安排於中場

時間舉辦雞尾酒會，享用香檳、黑麵包與魚子醬、伏特加酒。並在尼古拉宮殿燦爛的燈飾，美麗的燭

影，悠揚的鋼琴聲中享用宮廷宴，體驗舊時王宮貴族的奢華氣氛。 
◎於莫斯科特別安排杜蘭朵餐廳(Caf切 Turandot)~市值 100 美金 

~ 世上造價最貴的餐廳 Turandot 奢華體驗普欽也來吃過的餐廳~ 

全世界身價 10 億美元以上富豪人數最多的莫斯科，奢華頂級餐廳也比比皆是。2005 年 12 月開幕的杜

蘭朵餐廳，花費 15 億台幣、耗時六年半切造，在莫斯科豪奢餐廳中，是奢華的經典代表。莫斯科人曾

說：『你想像的到的名車，不管是法拉利、保時捷、馬莎拉蒂還是藍寶吉尼，用餐時間在杜蘭朵門口都

看的到。』不但美國切紐約時報」曾經介紹過杜蘭朵，俄國前任總切戈巴契夫、葉爾欽、普丁也都曾

親自光臨，體驗杜蘭朵極致奢華。 

 
 

 

 

 



住在俄羅斯．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 

華沙安排 WARSAW MARRIOTT 或 SHERATON WARSAW 或 THE WESTIN WARSAW 或同級 五星 

莫斯科安排 MARRIOTT GRAND HOTEL 或 RADISSON ROYAL 或 HILTON MOSCOW 

LENINGRADSKAYA 或同級 五星 

＊莫斯科升等入住國際連鎖五星飯店，讓您旅程留下最完美的住宿體驗！ 

 

 

搭乘俄羅斯最佳航空～  

五星級卡達航空 2015 年榮獲 SKYTRAX 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冠軍以及中東地區最佳航空公司 

服務品質最佳五星級航空～卡達航空公司 QATAR AIRWAYS、機型新穎、機隊年輕、卓越服務品質倍

受消費切肯定，個人化的高品質服務已連續 2 年蟬聯 SKYTRAX 五星級傑出航空公司，其無微不至的親

切服務更連續 4 年獲頒中東最佳、全球第五客艙服務大賞。卡達航空也是 2006 年杜哈亞運的官方指定

航空公司。2015 年更奪得航空界切奧斯卡」SKYTRAX 的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冠軍、世界最佳商務艙座

椅、最佳中東地區航空公司等三項大獎，長途旅行您更須注重飛航舒適性與機艙服務評比。 

 

經濟艙座位最寬敞 

卡達航空亦在長程客機經濟客艙內每個符合人體工學的座椅上安裝 10.6 英吋螢幕的個人視聽娛樂系

切，機上備有 40 多齣電影、40 部短片、250 張音樂 CD、12 個電子遊戲，乘客可依需求及喜好自行選

擇。經濟客艙座位間距 32 英吋，這是經濟客艙中最寬大的空間。 

 
 

 
 
 



 
日 期 城 市 班 機 航空公司 航 班 時 間 

第 1 天 桃園／香港 CX495 國泰航空 13:25  /  15:25 

第 1 天 香港／杜哈 QR817  卡達航空 19:10  /  22:35 

第 2 天 杜哈／華沙 QR263  卡達航空 01:50  /  06:50 

第 12 天 多摩捷多切 

(莫斯科)／杜哈 
QR230  卡達航空 

23:55  /  04:50 +1 

第 13 天 杜哈／香港 QR816  卡達航空 07:55  /  20:35 

第 14 天 香港／桃園 CX408 國泰航空 22:50  /  00:40 (10/14 抵達台灣) 

上為參考暫定航班，實際正確航班以說明會為標準。 

特別說明：幾乎所有外籍航空公司之團體機票(含燃油附加稅)一經開票後，均無退票價值，此點基於航空公司之

規定，敬請見諒。 

符號說明：★表含門票     ◎表下車參觀      

  

 桃園／香港／香港(飛行時間約 1小時 45 分)／杜哈(飛行時間約 9小時) 
 

今日帶著愉快雀躍的心情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橫跨歐、亞兩洲，全世界版圖最大

的俄羅斯。經由杜哈轉機前往－華沙。 

俄羅斯的美，不同於其他的大歐洲。四分之一的國土在亞洲區，沒有亞洲的特色，卻自成一格有獨特

的韻味。四分之三的國土在歐洲區，美麗的景色不僅是在國土上；人文、建築、宗教令人流連往返。 

 

 

敬告本團貴賓： 

您所參加本次行程所安排的航段，自桃園機場出發後需經中站轉機，飛往本行程的目的地。 

 

溫馨提醒： 

中站轉機務必配合當團領隊的引導，順利登上轉機的航段。依據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規定，所有

搭機人務必按照所開立的機票，依序搭乘使用，倘若中途有任一航段未順利搭乘，將被航空公司視同

持票人放棄本次旅程，並且後續的所有機票航段（包含回程機票）將全數被作廢失效。若此，後續所

有的旅程航段將必須自費重新購買新機票，費用通常在數萬元以上。 

 

早餐：XXXX  

午餐：XXXX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豪華客機 

 

 杜哈／華沙(波蘭)(飛行時間約 6小時)∼(312KM)奧斯維欽集中營∼

(68KM)克拉克 
班機清晨抵達華沙，由領隊帶領辦理通關手續後，專車前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囚禁猶太人之

★奧斯維欽集中營 Oswiecim，原址已成為紀念屠殺超過 110 萬猶太人的納粹死亡營博物館，陳述了當

年營中難民掙扎求存的血淚史以及統治者滅絕人性的暴行。  

走在集中營的入口，即見到《工作就會自由 Arbeit Macht Frei》的牌子，營內有不同主題的展覽館，

叫人看得毛骨悚然，好像毒氣室、高速燒屍爐死亡壁，還有好幾萬噸重堆積如山的死者遺物如假牙、

眼鏡、用頭髮織成的毛氈等，看在眼裡不其然令人想起屠殺時期的悲哀，不少人更邊看邊流淚。  

晚餐安排波蘭傳統菜餚∼高麗菜肉捲及民俗舞蹈表演，今晚夜宿克拉克。 



 

■【入內參觀】: 奧斯維欽集中營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波蘭炸豬排風味 

晚餐：切其林推薦 牛排風味餐 (含水酒) 

Novotel city west hotel 或 Best 

Western Premier 或 Conrad Hotel 或 

Crowne Piast hotel 或 同級旅館 

 

克拉克∼(14KM)維利奇卡鹽城∼克拉克(瓦維爾皇家城堡、舊城區市區觀光)

∼(316KM)華沙 
早餐後，前往造訪古老的★維利奇卡鹽城，該鹽城於 1978 年為聯合國確認為與中國長城、埃及金字塔

同列世界受保護之遺產，礦深四百多米，長 400 公里，內有人工鹽築之地下教堂，宏大精絕、深不可

測，人物鹽雕，形態逼真，更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可容千人的大禮堂，此處之鹽雕，諸如哥白尼、居禮

夫人等，此處已成為波蘭人之驕傲。 

 

隨後返回波蘭的文化古都∼克拉克。此城市是聯合國評鑑為十二座世界最美麗且是保存最完美的古

城。在中世紀即聞名於歐洲，建於 11 世紀的皇城為歷代波蘭國王加冕即位之地。 

 

首先參觀美麗的中央市場廣場，廣場上文藝復興風格的◎紡織館、◎市政廳塔、哥德式的◎聖瑪麗亞

教堂聳立在旁，完整保留了中世紀特有的文藝復興風格。位於山丘上的★切維爾皇家城堡(WAWEL 

ROYAL CASTLE)眺望克拉克舊城，更讓人為波蘭的顛沛國史感到唏噓不已！ 

 

下午專車返回華沙。 

 

■【入內參觀】維利奇卡鹽城、切維爾皇家城堡(WAWEL ROYAL CASTLE)。 

■【下車拍照】中央市場廣場、紡織館、市政廳塔、聖瑪麗亞教堂。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波蘭高麗菜肉卷風味餐  
晚餐：波蘭豬排風味餐+民俗舞蹈(含水酒)

五星  WARSAW MARRIOTT 或

SHERATON WARSAW 或 THE WESTIN 

WARSAW 或同級 

 

 華沙∼尋找愛國鋼琴詩人蕭邦∼(220KM)米克拉奇(波蘭湖區) 
華沙是波蘭首都及最大城市，人口有 175 萬，亦是波蘭的政經文教樞紐。今天整座城市從瓦礫堆重建，

彷彿是一隻浴火鳳凰，不論城市景觀或內在精神的表現，華沙所呈現的是新與舊、東與西的融合！ 

 

早餐後，首先遊覽華沙舊城區 STARE MIASTO，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資產名單中的一個勝地。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摧毀，但是靠著以前留下的照片圖畫，波蘭政府將老城一塊一塊原樣重建。 

◎城堡廣場、◎皇宮、◎啤酒街 ULICA PIWNA 則是老城區裡最長的一條老街，老城裡的市場廣場是華

沙最受歡迎的廣場，咖啡廳、餐廳、街頭藝人、紀念品店，是人潮最聚集的地區。 

沿著老城城牆前往新城(NOWE MIASTO)可看到◎華沙美人魚像；Freta 街 16 號則是◎居禮夫人故居； 

◎蕭邦紀念像、天文學大師哥白尼銅像等都是您不可錯過的景點。 

★聖十字教堂，教堂最特殊的是內部葬了很多波蘭出色的藝術家和科學家，並且塑製一系列的雕像，

其中包括著名的愛國音樂家蕭邦，而且將蕭邦的心臟收藏在教堂內的柱子中，因此來這裡觀光的樂迷

絡繹不絕。 

今晚夜宿波蘭湖區∼米克拉奇(Mikolajki)。 

註:若遇米克拉奇(mikolajki)飯店客滿，則改住宿比亞維斯托克(Bialystok)或姆龍戈沃(Mragowo)，

感謝您的知悉。 

 



■【入內參觀】聖十字教堂。 

■【下車拍照】城堡廣場、皇宮、啤酒街、華沙美人魚像、居禮夫人故居、蕭邦紀念像、哥白尼銅像。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料理(含水酒) 

Golebiewski Hotel(Mikolajki) 或

MERCURE MRAGOWO RESORT & SPA 

Golebiewski Hotel (Bialystok) 或 Mercure 

Mragowia 或 Masuria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米克拉奇(波蘭湖區)∼(290KM)特拉凱國家公園(立陶宛)∼(30KM)維爾

紐斯 
 

早餐後，前往立陶宛。波羅的海三小國中，唯有立陶宛是以國家的狀態維持了將近 800 年之久，中世

紀時又曾經與波蘭結合組成一個國家，成為東歐最大國家。 

 

今天立陶宛以漸漸從歷史的傳統光榮中復甦。立陶宛是波羅的海三小國中自然風光最豐富的國家，最

大河川涅姆納斯河流過大半國土，最後注入波羅的海，那裡就是著名的《琥珀海岸》，立陶宛所產的琥

珀，也是波羅的海諸國中，產量最豐富、質量最佳的國家。 

前往★特拉凱國家公園，水中古堡建立在清澈的湖水中，輝映著特拉凱古城，它是立陶宛非常著名的

風景渡假區。對於立陶宛人來說，這座曾是古代政治中心的國家公園，不僅擁有美麗的自然風光，更

是代表著立陶宛光榮的強盛時代。 

下午專車前往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紐斯。 

1989 年根據法國地學會計算，從挪威西北角畫至希臘東南角，與從愛爾蘭畫至烏拉山的交接線，即維

爾紐斯城北方 24 公里處，故維爾紐斯稱自己的城市位於歐洲的地理中心；古城共有 359 公頃大，計有

1500 棟建築，自歌德式到古典式都有，因其特殊性，被聯合國在 1997 年列為資產保護城市。 

首先參觀★聖安娜教堂，有 33 種不同形狀的磚塊建造而成，是名聞世界標準的歌德式建築；接著參觀

★聖彼得保羅教堂，它是來自義大利大師所興建，共超過 2000 只精緻的雕刻，內部金碧輝煌。聖約翰

教堂則是城中最易尋找的目標。 

接著前往◎傑德切納古堡山丘，它是立陶宛大公狩獵時，夢到一隻狼站在山頂引領著其他狼群嘯叫，

為此，大公即在此興建此古堡，從此山頂可望見美麗的維爾紐斯古城。 

 

■【入內參觀】特拉凱國家公園、聖安娜教堂、聖彼得保羅教堂。 

■【下車拍照】傑德米納古堡山丘。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特拉凱烤雞風味 

晚餐：斯拉夫鮮魚風味(含水酒) 

Radisson Blu 或 Grand Resort 或 Conti 

Hotel 或 Crowne Plaza 或 同級旅館 

 

  維爾紐斯∼(224KM)十字架山∼(144KM)里加(拉托維亞) 
 

今日早餐後專車前往位於維爾紐斯西北方的工業城 SIAULIAI，◎十字架山位於 SIAULIAI 北方 12 公里
一座 96 公尺高的小山丘上。 沒人能確定這裡何時開始豎立第一個十字架，有說早在 14 世紀便已開始，
亦有說 1831 年，一位立陶宛人為紀念被俄國沙皇迫死的受害者所立。自此之後，心中淌血的立陶宛人
紛紛來此豎起十字架，撫慰失去摰親的傷痛。 
當年蘇共政權屢次把十字架山剷平，不許任何人來這裡，但更多渴望自由的人，冒死來此豎立十字架，
在這裡勇敢建立他們不死的天空。立陶宛獨立後，山丘上的十字架終可和立陶宛人一樣，在天地間呼
吸自由的空氣。  
已故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ope II）曾在 1993 年到此為世界祝願，並在山丘下豎立一座十字架。
如今不少遊客來這裡也會掛上十字架來祈福，日積月累，如今這裡已立了以 10 萬計的十字架呢！  



之後前往拉脫維亞首都∼里加。  
里加遠比其他城市擁有更多的財富流通，它是中世紀重要的《漢薩同盟》城市，商人階級的宅邸也比
其他城市擁有更多的特色。  
◎聖彼得教堂是最好的徒步觀光起點；主教堂是條頓人於十三世紀所興建，可見日耳曼人在此的影響
力。之後，遊覽中世紀民宅，如：◎三兄弟居、◎貓軒，都擁有其特殊的外觀與故事。  
接著步行前往◎瑞典門，是瑞典人在 1698 年統治時期所建的城門，也是中世紀留下的唯一一座城門，
附近的火藥塔也是 18 個瞭望塔倖存的唯一一個。 
 
■【下車拍照】十字架山、聖彼得教堂、三兄弟居、貓軒、瑞典門。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波羅的海鱈魚風味(含水酒) 

Radisson Blu Daugava 或 AVALON 或

Radisson Blu Latvija 或  Park Inn by 

Radisson Riga Valdemara 或同級旅館 

 

里加∼(310KM)塔林(愛沙尼亞) 
早餐後，驅車前往愛沙尼亞首都∼塔林。 

首先至上城中心∼◎敦皮山，至十九世紀，一直是貴族、教士住宅區，敦皮古堡是十二、三世紀丹麥

和日耳曼人所建的古堡，全國最古老的◎圓頂教堂(Toomkirik)亦在此，由此可望向整個塔林古城。 

接著前往◎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教堂，是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所建的東正教教堂。旁邊的塔林古城牆，是

由日耳曼人興建，2.35 公里長，至今仍屹立不搖，27 個城塔中仍有 18 個倖存，躲過二次世界大戰的

轟炸。之後遊覽市政廳，已有 800 年的歷史，在市政廳西北角落有一個全世界最古老的藥局，比哥倫

布發現美洲新大陸還早 70 年。 

續往聖奧夫教堂，它曾是歐洲最高教堂，有 124 公尺高，KGB 曾利用來發送廣播。在皮克街 71 號有三

間相像的中古世紀房子，當地人稱為《◎三姐妹居》；同一條街的 61 號，則是以前的 KGB 的總部，現

在則是內政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它只需要管理全國 150 萬人口即可。 

窺視廚房塔用於防禦工事，城牆厚達四公尺，可從高處窺看下城的動靜，故讓防禦的士兵開玩笑的說

可以偷窺到城區內的廚房，便起了這個名字。 

 

■【入內參觀】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教堂。 

■【下車拍照】敦皮山、圓頂教堂、聖奧夫教堂、窺視廚房塔。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斯拉夫嫩豬排風(含水酒) 

RADISSON BLU TALLINN 或 NORDIC 

HOTEL FORUM 或同級 

 

 塔林∼(365KM)聖彼得堡(俄羅斯) 
早餐後前往愛沙尼亞邊關用餐，午後由領隊帶領辦理跨國通關手續，後專車前往富有北歐文化特色及

素有《白夜城》、《北方威尼斯》、《面向歐洲的窗口》之稱的聖彼得堡；他是歐洲最年輕的城市之一，

是啟蒙時代彼得大帝親手建的城市。 

聖彼得堡的堤岸是歐洲最美麗的，因為美麗隱藏在孤寂之中，又有《北方的威尼斯》之稱，也是俄羅

斯的又一座歷史文化名城。 

清澈的涅瓦河將聖彼得堡市區一分為二，其間島嶼錯落，河溪縱橫，500 多橋梁形態各異。自 1703 年

彼得大帝在此建立彼得保羅要塞以來，聖彼得堡見證了俄羅斯的歷史發展，留下了無數文化遺產，充

分表現了俄羅斯文化的特色。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邊境風味料理 

晚餐：俄式五道式風味(含水酒) 

COURTYARD BY MARRIOTT ST. 

PETERSBURG 或 HOLIDAY INN 

MOSKOVSYE VOROTA 或同級 



 

聖彼得堡(彼得夏宮花園、凱薩琳宮、涅瓦河遊船) 
 

上午造訪享『俄羅斯凡爾賽』美譽的★彼得夏宮花園，距離聖彼得堡約 29 公里這個宮殿是由彼得大帝

於西元 1709 年建立的，彼得大帝並要求此地成為一座可比擬凡爾賽宮宮殿，因為其地下水供應充沛，

在上下花園內皆建造了壯觀的噴泉；筆直的林蔭大道，修剪整齊的灌木叢，金飾的噴泉群、豪華的人

工石雕，以及許多的奇想怪作把花園裝飾的美妙無比。花園的園景、噴泉、還有波羅的海芬蘭灣的壯

闊都值得觀賞。 

爾後前往★凱薩琳宮。彼得大帝之妻凱薩琳一世於沙皇村興建行宮，給在波蘭的丈夫一份驚喜，然而

後來彼得大帝之女伊莉莎白女皇於 1741 年決定於同地點修築更為奢華的宮殿，並任命－拉斯崔理仿凡

爾賽宮的設計樣式，建造此座巴洛克式風格的宮殿。 

現在您所看到的凱薩琳宮結合拉斯崔理的巴洛克式風格以及卡麥隆的古典主義風格，宮外天藍色的宮

牆搭配白玉般的窗櫺；宮內有著耀眼的黃金跳舞大廳 GREAT HALL、琥珀廳、內藏有數以萬計的藝術品，

值得細細品味。尤其是皇宮內的琥珀廳(據說用了 6噸琥珀)，最具傳奇且獨一無二。宮內金碧輝煌不

可一世，宮外天藍城牆佐以綠野公園，散發出無與倫比的貴族氣息。。 

接著展開★涅切河遊船，聖彼得堡就坐落於涅切河入海口沿岸，登上涅切河上的觀光船領略聖彼得堡

城市風光。今日特別安排參觀於尼古拉宮殿，觀賞聞名世界的★俄羅斯傳切民俗歌舞，並安排宮廷晚

宴。 

    

■【特別安排】涅瓦河遊船。 

■【入內參觀】彼得夏宮花園、凱薩琳宮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俄式五道式風味 

晚餐：尼古拉宮廷晚宴+民俗歌舞秀 (含水

酒) 

COURTYARD BY MARRIOTT ST. 

PETERSBURG 或 HOLIDAY INN 

MOSKOVSYE VOROTA 或同級 

 

聖彼得堡(冬宮、彼得保羅要塞、聖彼得堡市區觀光) 

          ++++(快速列車) 莫斯科 
走進聖彼得堡的博物館，讓瞳孔休息是一種奢侈的享受，絕美、古典、無價、奢侈的藝術極致將讓您

捨不得眨眼！★冬宮又名《隱士盧博物館》，是聖彼得堡最著名的建築，冬宮屬於俄羅斯國立埃爾米塔

什博物館，這裏保存著數以萬計的世界藝術珍寶。冬宮的每一間大廳都雍容華貴，氣派非凡，充分體

現了俄羅斯人民的建築藝術和技巧，內有世界各地著名的珍藏藝術品、名畫，約有三佰多萬件。 

爾後前往★彼得保羅要塞，彼得保羅要塞是聖彼得堡的最早的建築。這裏埋葬了幾乎所有的俄羅斯沙

皇。後來這裏成為了政切監獄，關了許多俄羅斯著名革命家，現在是博物館！ 

續安排◎遊覽聶夫斯基大道(又稱涅瓦大街)，是聖彼得堡市最主要的大街。整條大街總長 4260 米。涅

瓦大街從古至今一直是聖彼得堡市的社會和文化中心；在大街兩側和與之比鄰的廣場上有著眾多的歌

劇院、音樂廳、博物館、圖書館和電影院。 

下午搭乘高速列車前往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今晚夜宿於莫斯科。 

 

■【入內參觀】冬宮、彼得保羅要塞。 

■【下車拍照】聶夫斯基大道。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夏宮巴洛克風餐廳  

晚餐：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五星   MARRIOTT GRAND HOTEL 或

RADISSON ROYAL 或 HILTON MOSCOW 

LENINGRADSKAYA 或同級 



 

莫斯科市區觀光(聖巴索大教堂、紅場、克里姆林宮、俄羅斯國家馬戲團表

演)                                                           
飯店早餐後，專車前往被稱為《世界八大奇景》之一的◎聖巴索大教堂；沿途經過馬涅茲廣場及莫斯

科中心起始點，您可在看到當地人在莫斯科起始點丟銅板許心願；走進耶穌復活門映入眼簾的是，◎

紅場，『紅』在斯拉夫詞語的意思也有漂亮、廣大之意，還有歐洲第一個百貨行商場◎古姆百貨商城，

對面即是蘇聯時代的強人列寧墓，如同時光倒流般，回到沙皇時代的莫斯科地理位置重要的區域。如

果您夠幸運，也可一窺在無名烈士紀念碑的衛兵交接。 

註：衛兵交接為固定時段，另有其他國家慶典或外賓來訪會視情況封閉無名烈士紀念碑，感謝您的知

悉。  

午餐後，前往參觀俄羅斯的經濟政治精華區域★克里姆林宮、★聖母升天教堂、◎大天使教堂、◎天

使報喜堂(此三教堂視參觀當日開放情況擇一進入參觀)、◎伊凡大帝鐘樓、◎沙皇大銅鐘皇大炮。  

傍晚前往觀賞當地最有名的★俄羅斯國家馬戲團，您可觀賞到許多金髮美女的特技表演及小丑的爆笑

表演，更有看頭的是訓練有素的動物們擬人化有秩序地的演出，也是莫斯科不容錯過的精采表演之一。

結束後返回飯店。 

註：遇馬戲團休館，升等為俄羅斯民族芭蕾舞蹈表演 或 冰上馬戲團表演 

註：馬戲團表演觀賞時間，以實際訂出場次為準，晚餐將依表演時間做調整，敬請知悉。 

 

■【特別安排】俄羅斯國家馬戲團。 

■【入內參觀】克里姆林宮、聖母升天教堂。 

■【下車拍照】聖巴索大教堂、馬涅茲廣場、耶穌復活門、紅場、大天使教堂、天使報喜堂、伊凡大

帝鐘樓、沙皇大銅鐘皇大炮。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杜蘭朵宮殿餐廳 

晚餐：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五星  MARRIOTT GRAND HOTEL 或

RADISSON ROYAL 或 HILTON MOSCOW 

LENINGRADSKAYA 或同級 

 

 

莫斯科(莫斯科地下宮殿、救世主大教堂、阿爾巴特街)／杜哈  
 (飛行時間約 5 小時 15 分鐘) 

於飯店內享用早餐後，展開莫斯科市區觀光。 

 

★安排《地鐵站巡禮》，搭乘俄羅斯地鐵，展開俄羅斯地下宮殿之旅，參觀一下當地的地鐵文化及民俗

風情。莫斯科地鐵車站有『地下宮殿』與『地下博物館』雙料美譽的，深入地下 60~100 公尺，有六十

餘年歷史，工程浩大，各車站有非凡的建築藝術風格，富麗堂皇，氣勢磅礡。 

 

隨後前往★救世主大教堂∼是世界上最高的東正教教堂，也是最大的東正教教堂之一。該教堂是拿破

崙戰爭後，由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下令修建的，其目的是為了感謝救世主基督「將俄羅斯從失敗中拯救

出來」，並紀念在戰爭中犧牲的俄羅斯人民。 

 

隨後前往勝利廣場∼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50 周年而建的，是俄羅斯人民對曾經戰爭的紀念，寄託著

他們對和平的祈禱。◎勝利廣場的東邊，就是莫斯科的凱旋門，法國有一個凱旋門，俄羅斯也有一個

凱旋門；法國的凱旋門紀念拿破崙打勝仗，俄羅斯的◎凱旋門紀念拿破崙吃敗仗！無論從藝術角度，

還是紀念意義上來講，莫斯科凱旋門與法國巴黎的凱旋門都不相上下，兩者風格各異，卻同是藝術珍

品。它是完完全全屬於莫斯科的。 



 

前往◎阿爾巴特藝術街，此街有極具特色的酒吧、餐廳、商店、小販、及街頭藝人。 

 

隨後前往機場搭機，結束充實愉快的俄羅斯、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之旅。 

 

■【入內參觀】地鐵站、救世主大教堂。 

■【下車拍照】勝利廣場、凱旋門、阿爾巴特藝術街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俄式陶甕燉肉餐 

晚餐：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豪華客機 

 

杜哈／香港(飛行時間約 8小時)／桃園  (飛行時間約 1 小時 45 分鐘) 

班機抵達杜哈後，隨即轉機經香港返回桃園國際機場，愉快的結束波羅的海三小國、波蘭、俄羅斯之

旅。 

註：如您有特殊餐食需求，請務必報名同時告知您的承辦人員，旅遊期間在現場無法變更，敬請知悉。 

註：俄羅斯當地生活飲食文化和其他歐洲地區大不相同。俄羅斯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飲食傳統禮儀，

請入境隨俗。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敬請自理  

溫暖的家 

       

 桃園 
於清晨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愉快又美妙的俄羅斯、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之旅程。 

 

註 1：以上行程在參觀內容不減的原則下，得依照航空公司班機、景點開放時間、天候及旅館之實際情

形調整順序，屆時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敬請見諒。 

 

註 2：俄羅斯大城市皆容易塞車，景點易受政府影響而臨時關閉，本公司會依保護客人權益為優先考量，

視航班及內陸交通狀況，及各博物館的預約時間，調整先後順序。 

 

 

早餐：XXXX 

午餐：XXXX 

晚餐：XXXX 

溫暖的家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