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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航班 出發/抵達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1 天 08/23(日) 中華航空 CI-601 桃園/香港 07：25 09：15 01 時 50 分 

第 1 天 08/23(日) 俄羅斯航空 SU-213 香港/莫斯科 11：55 17：10 10 時 15 分 

第 1 天 08/23(日) 俄羅斯航空 SU-030 莫斯科/聖彼得堡 20：30 22：00 01 時 30 分 

第 4 天 08/26(三) 俄羅斯航空 SU-021 聖彼得堡/莫斯科 15：55 17：20 01 時 25 分 

第 9 天 08/31(一) 俄羅斯航空 SU-212 莫斯科/香港 18：40 10：05+1 09 時 25 分 

第 10 天 09/01(二) 中華航空 CI-642 香港/桃園 11：40 13：30 01 時 50 分 

*桃園/香港航段為暫定之航班，以國泰或華航為優先，正確航班，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標準。 

*莫斯科/聖彼得堡，國內班機為參考航班，如因班機客滿，將作適當調整，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行程內容符號說明 ★表入內參觀（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觀光 

今日整裝行李並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轉機，飛往佔全球陸地總

面積八分之一的俄羅斯。班機於傍晚抵達，前往國內機場轉機至聖彼得堡。 

 敬請自理  機上套餐  機上套餐 

 五星 Sokos Hotel Palace Bridge 或同等級。 

 

今日安排參觀在聖彼得堡近郊之普希金鎮，參觀★【凱薩琳宮】。 

凱薩琳宮 

此皇宮以宏偉華麗之建築與奢華之裝潢而聞名，又稱為『沙皇村』，

宮中有聞名於世，獨一無二的★【琥珀廳】，此廳由崇尚藝術的普魯

士國王腓特烈國王，下令興建於柏林的起居室中，完全由琥珀裝飾

而成，作為他與王室貴族聚會場所，然而繼位的腓特烈威廉崇尚軍

武，對於藝術並無喜好，當沙皇彼得一世拜訪德國時，非常喜愛琥珀廳，國王便將它送給沙皇，於是來到聖

彼得堡，二次大戰時琥珀廳遭德軍掠奪，而流落異鄉數載，直到 2003 年睽違以久的琥珀廳將再現風華，極

Day 1 

08/23(日) 
桃園✈香港✈莫斯科 Moscow✈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Day 2 

08/24(一) 
聖彼得堡【凱薩琳宮(琥珀廳)、涅瓦大街巡禮+涅瓦河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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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奢華的琥珀廳是用六噸琥珀及馬賽克細緻鑲嵌達 1300 帄方英呎金碧輝煌的圖案，曾被稱譽為世界人類文

化奇景，令人不虛此行。 

凱薩琳花園廣場 

內有一座凱薩琳大帝的畫像，建於 1873 年，底座雕刻著與她生活相關的名人貴族等人像，身為德國的公主，

因聯姻關係而成就一位震驚歐洲的一代女皇，其統治期間有帝俄「黃金時代」的美稱。 

藍橋 

聖以薩廣場前的馬路即是名聞遐邇的藍橋，建於 1818 年寬 100 公尺，是市內最寬的橋，巧妙地與廣場融為

一體。廣場前 1859 年完成的尼古拉一世騎士像。 

 

聖以薩大教堂 

其黃金圓頂從芬蘭灣就能看到。教堂建築從 1818－1858 年前後共花了 

40 年，共用了約 400 公斤的黃金、1 萬 6 千公斤的孔雀石以及約 1 千

噸的藍礦石裝飾。教堂廣場前則是聖彼得堡知名 1859 年完成的▲尼古

拉一世騎士像。另一側是▲十二月黨人廣場，一座▲彼得大帝青銅騎士

迎面涅瓦河畔的雕像，是 1782 年凱薩琳大帝向彼得大帝致敬所鑄造。

之後特別安排★涅瓦河遊船。 

 

涅瓦河遊船 

當初彼得大帝在波羅地海沿岸想要打造聖彼得堡時，因為受到歐洲文化

的影響，在原本這一片的沼澤地再慢慢的建設之下，人工運河慢慢的貫

穿了地，成了擁有 42 個小島、90 多條水道、423 座橋樑連接的城市。

也因此被稱為北方的威尼斯。 

行車經過：藍橋。 

 凱薩琳花園廣場、涅瓦大街巡禮、聖以薩教堂、十二月黨人廣場。 

 涅瓦河遊船、凱薩琳宮(琥珀廳)。 

 飯店內用  普丁總統生日餐廳  伏特加博物館饗宴 

 五星 Sokos Hotel Palace Bridge 或同等級。 

 

早餐後前往涅瓦河畔搭乘夏宮專屬的★【水翼船】。拜訪享有『俄羅

斯凡爾賽』美譽的【夏宮】。 

 

夏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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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噴泉聞名，因為其地下水供應充沛，最華麗的

Day 3 

08/25(二) 

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歷史巡禮【搭乘水翼船~~彼得夏宮、冬宮(隱士

廬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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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夏宮大殿，門口的噴泉瀑布景緻十分壯觀，中央最大的水柱是參孫徒手撕開獅子嘴噴泉，是為了紀念俄羅

斯在波爾塔瓦打敗瑞典而建。 

 

夏宮花園 

是獨具一格的花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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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是美景。 

 

冬宮(隱士廬博物館)   

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是聖彼得堡最著名的建築，這裏保存著數以

萬計的世界藝術珍寶。博物館包含自 1754 年以來，五座不同時

期所建的宮殿：冬宮、小漢彌頓宮、大漢彌頓宮、新漢彌頓宮、

漢彌頓劇院等，是彼得大帝的女兒伊莉莎白女皇聘請義大利建築

師拉斯提里(Francesco Bartolomeo Rastrelli)建造，俄羅斯 

巴洛克主義風格建築，雄踞於涅瓦河畔，氣勢凌人。繼之的凱薩琳大帝則增添其內許多的寶物及珍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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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雕刻、瓷器等，約有兩百七十多萬件。 

 

館外的▲冬宮廣場中央矗立高 47 公尺的▲亞歷山大柱，是為紀念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戰勝拿破崙，花了近四

年時間而完成，1917 年由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即由此處攻入冬宮革命成功。 

 聖彼得堡夏宮含花園、冬宮(隱士廬博物館)。 

 飯店內用  夏宮巴洛克餐廳  尼古拉大公爵宮殿民族歌舞宴。 

 五星 Sokos Hotel Palace Bridge 或同等級。 

 

今天我們首先來到聖彼得堡的發源地★彼得保羅要塞。 

 

彼得保羅要塞   

1703 年彼得大帝在此建立，為當時嚴控船隻從波羅的海進入涅瓦

河的堡壘，聖彼得堡見證了俄羅斯的歷史發展，留下了無數文化遺

產，而要塞裡的★彼得保羅大教堂埋葬了幾乎所有的俄羅斯沙皇。 

 

滴血教堂 

是為紀念在此遭暗殺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主張廢除農奴政策，也

因其激進的改革行動引來殺身之禍，其子亞歷山大三世決定蓋一教

堂紀念此事件的發生，建築師們運用各種彩色大理石、彩釉瓷磚和

金箔裝飾繁複的教堂外觀，令人嘆為觀止。 

 

Day 4 

08/26(三) 
聖彼得堡【彼得保羅要塞】✈莫斯科 SU021 聖彼得堡/莫斯科 15:55/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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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山大教堂 

1801 年興建的，耗時 10 年完工，以梵蒂岡的聖彼得教堂為設計藍圖，半圓形的列柱長廊凸顯其壯觀與莊

嚴。爾後前往 機場搭機返回莫斯科。 

 喀山大教堂、滴血教堂。 

 彼得保羅要塞(彼得保羅大教堂)。 

 飯店內用  俄羅斯風味餐  飯店內用自助餐 

 5* Radisson Blu SVO 或同級 

 

早餐後，抵達後展開『金環古城之旅』。 

塞吉耶夫鎮   

是俄國東正教的信仰中心，主要是為了紀念創建著名的★【聖三一

修道院】的聖徒－拉多聶茲的聖謝爾蓋(St. Sergius of Radonezh)。

14 世紀時，「頓河英雄」─德米特里(Demitry)大公率領俄羅斯人

第一次大勝蒙古韃靼軍隊，征戰前即在此受聖謝爾蓋的祝福儀式，

也凝聚了民族意識，自此聖賽吉耶夫三一修道院有了神聖地位。之

後來到莫斯科，這裡的建築也保留俄羅斯式的傳統風格與現代史達

林式的高聳塔樓。 

 

瑪特廖什卡俄羅斯娃娃 Mатрёшка 

最代表俄羅斯的紀念品-俄羅斯娃娃，是一個穿俄羅斯傳統農村服裝的姑娘，她叫做「瑪特廖什卡」

(Matryoshka)，這名字也成為了俄羅斯套娃的通稱。在每個俄羅斯娃娃裡都住著一位精靈，只要把全部的娃

娃打開，對著最小最小的娃娃許下自己的心願，再將娃娃組合起來，而娃娃裡的精靈為了獲得自由，會實現

許願人的願望。您可以親手繪製出屬於自己風格的幸運娃娃，並將心願許給這專屬於你且獨一無二的俄羅斯

娃娃! 

 

蘇茲達爾 

蘇茲達爾為俄羅斯莫斯科金環城市之一，位於莫斯科東北方。

建於9至 10世紀歷史悠久的蘇茲達里是俄羅斯最古老的殖民地

之一，其曾是俄羅斯政教中心，享有「童話城市」之美稱。是

俄羅斯文化遺址保存相當完整的小城，整個城市像是一座博物

館，城內擁有 50 多座教堂、5座修道院，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建於 13 世紀的基督誕生大教堂，其蔚藍色圓頂洋蔥同配上金色

星星點綴，他是蘇茲達裡的標誌。教堂本身為乳白色，配上高聳的鐘樓，每年許多觀光客專程前來一看。 

 

參觀位山丘上之克里姆林要塞、聖母誕生教堂及曾經是監獄的★艾爾菲米男子修道院。 

Day 5 

08/27(四) 

莫斯科飯店 -『金環古城之旅』：塞吉耶夫(Sergiyev Posad)~ 體驗彩繪木

娃娃(DIY)－蘇茲達爾 (Suz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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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特別安排參觀★木造建築博物館，多棟古老木造建築，經由精采的解說了解古時俄羅斯人的生活起居與室

內擺設，搭配著風車、水井，讓您彷如回到中古世紀般的田園生活情景。 

特別安排搭乘★馬車遊城(四人一輛，約 10 分鐘)，彷徂墜入古斯拉人的時光歲月中。晚上我們將停留在這

寧靜的小鎮。 

※白色的夢幻一蘇茲達爾好像有一種獨特的魔力。迄今為止，這裡沒有現代工業、火車和標榜現代文明的高

等學府。只有自古以來的農業和手工藝坊。田園的盡頭是低矮的土城及刷的粉白鱗次櫛比的帄房；處處展現

俄羅斯保存文化的決心，迥異於其他俄式城鎮。蘇茲達爾的寧靜，給人的印象是古老的、聖潔的及夢幻般的

白色。※蘇茲達爾和弗拉基米爾歷史遺跡於西元 1992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克里姆林要塞。 

 

聖謝爾蓋三一大教堂、俄羅斯娃娃工廠（DIY 彩繪體驗）、★艾爾菲米男子修道院、 

木造建築博物館、馬車遊城。 

 飯店內用  俄式套餐  飯店內晚餐 

 NIKOLAEVSKY POSAD 或 Pushkarskaya Sloboda 或同級。 

 

隨後專車前往與諾夫哥羅德同時被視為俄羅斯發源地的古城弗拉基米爾。此地有許多建於十二至十三世紀外

觀壯麗的白色大理石建築，其中最經典的莫過於著名的▲聖母升天教堂。 

聖母升天教堂 

它是表明弗拉基米爾曾經作為古俄羅斯首都的標誌，教堂內十二世

紀繪制的壁畫及安德瑞.魯布列夫繪制的最後的審判為精采的宗教

畫代表作，獨特優雅充滿精細浮雕的▲聖德米特教堂以及著名的地

標既像炮樓又像凱旋門的黃金門，古代曾擔任防禦及保護重任，完

成弗拉基米爾佛行程後搭乘快速火車返回莫斯科。 

 黃金門。 

 聖母升天教堂、聖德米特教堂。 

 飯店內用  俄式套餐   西式套餐 

 5*Marriott Aurora  或 5* Baltschug Kempinski HOTEL 或同級 

 

太空博物館   

冷戰時期（1945-1991）美國和蘇聯的太空軍事競賽，這場競賽始於 1957 年

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太空，之後蘇聯在 1961 年傳送第一個太空人

（Yuri Gagarin)上太空。美國太空總處緊隨其後，在 1969 年成功發射阿

波羅 11 號上月球，岩士唐（Neil Armstrong)成為第一個登錄月球的人。 

Day 6 

08/28(五) 
蘇茲達爾(Suzdal)－弗拉基米爾(Vladimir)－搭快速火車~莫斯科 

 

Day 7 

08/29(六) 

莫斯科－太空博物館、全俄展覽中心－伊茲麥洛夫藝術市場(一隻螞蟻)－俄

羅斯馬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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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紀念蘇聯探索太空的成就，蘇聯政府在 1964 年以鈦金屬建立了一個紀念碑。博物館在 1981 年開幕，

紀念太空人加加林（Yuri Gagarin）為人類首次登上太空二十周年，內裡展出了蘇聯的多個世界之首，例如：

首個人造衛星、首位太空人加加林銅像、首次成功返回地球的太空狗等，極具紀念價值。 

 

全俄展覽中心 

全俄展覽中心是莫斯科也是俄羅斯最早最大的展覽中心，是一個佔地 207 萬帄方公尺的公園，内有 250 多

個雄偉秀麗的各式建築，總結了蘇聯大國的起落。 

展覽中心的主入口為▲凱旋門式的大門，上部有工人和農民的雕像、▲民族友誼噴泉。 

 

伊茲麥洛夫藝術市集 izmailovsky  

（又稱「一隻螞蟻跳蚤市場」，位於莫斯科郊區，是一個露天的大型市集，有各類精美的俄羅斯工藝品、也

有藝術家的作品在此展示，更有很多古董及二手物品出售，是世界著名的跳蚤市場之一。 

 

俄羅斯馬戲團  

表演，擁有 200 多年歷史，並且享有「俄羅斯的驕傲」、「俄羅斯民

族通往世界的橋梁」等盛譽，進而與古典芭蕾及歌劇，並列為俄羅斯

的三大藝術瑰寶。 

 全俄展覽中心、凱旋門、民族友誼噴泉、伊茲麥洛夫藝術市場 

 太空博物館、俄羅斯馬戲團 

 飯店內用  亞美尼亞餐  中式七菜一湯道式 

 5*Marriott Aurora  或 5*Baltschug Kempinski HOTEL 或同級 

 

今天我們將探索俄共時期最深沉的秘密，安排參觀政治指揮中心克里姆林宮。 

 

克里姆林宮 

是 15 世紀下半期，伊凡三世時在舊城堡的基礎上築起紅磚牆，沿牆設

置 20 座形態各異的塔樓，仿拜占庭宮殿設計城市建築，最終建成克里

姆林。蘇共統治期間，此處戒備森嚴不容靠近，如今開放參觀，一解外

人對其神秘色彩的好奇。 

 

克里姆林 

我們特別安排參觀莫斯科克里姆林，始建於 12 世紀，起初只是木造的圍籬雛形，1329 年後開始有石造教堂，

15 世紀時伊凡三世在舊城堡的基礎上築起紅磚牆，沿牆設置 20 座形態各異的塔樓，仿拜占庭宮殿設城市建

Day 8 

08/30(日)  
莫斯科【世界文化遺產：克里姆林宮、紅場】~~軍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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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歷經 800 多年，最終建成現在的克里姆林，1990 年列入世界遺產，將帶您參觀▲聖母升天教堂、▲大

天使教堂、▲天使報喜堂、▲伊凡大帝鐘樓、▲沙皇大銅鐘、▲沙皇大炮..等，蘇共統治期間，此處戒備森

嚴不容靠近，如今開放參觀，一解外人對其神秘色彩的好奇。 

紅場   

俄國首都最具代表性的莫斯科象徵紅場：「紅」在俄文中有「美麗」

的意思，紅場上矗立的▲聖瓦西里教堂，是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

為慶祝喀山之役勝利所興建的華麗教堂。 

步行於紅場中，廣場中央為前蘇聯革命之父▲列寧陵寢及前蘇聯各

地之人民英雄塚，此處也是前蘇聯時代之閱兵地點。 

東側的▲庫姆百貨，為十九世紀新俄羅斯建築風格，典雅的外型搭配挑高明亮的商場，各式各樣的國際名品，

是莫斯科相當高檔的百貨公司。 

廣場另一側為新俄羅斯風格的▲國家歷史博物館，穿越▲耶穌復活門，站在莫斯科最中心的圓點上，您可以

向耶穌許個心裡的願望，一旁的▲喀山大教堂，裝飾華美的圓頂以及湖水湛藍的點綴，一點也不輸給其他建

築物。 

【特別安排】：國際軍樂節 

安排欣賞 2020 俄羅斯國際軍樂節 

2020 國際軍樂節將於 8 月下旬在莫斯科紅場上舉行。搭配著莫斯

科克里姆林宮壯麗城牆背景所舉行的大型閱兵儀式，絕對是個不能

錯過，引人入勝的戲劇性音樂會，也是各國軍樂隊聯合舉行的全球

性文化活動。軍樂、古典音樂、民樂、檢閱式、舞蹈、兵器表演、

雷射光束和焰火有機地組合在一起，使軍樂節成為俄羅斯首都最壯

觀的年度盛會之一。 

 

軍樂節的參加者包括世界優秀軍樂隊、民俗團體和國家元首衛兵隊。每天終場前由 1500 個樂手組成的聯合

樂隊會在位於紅場上的聖瓦西裡大教堂前演奏，同時舉行燈光秀和燃放焰火，此時你將 High 到最高點。 

 紅場、耶穌復活門、聖巴索大教堂、庫姆百貨公司、列寧陵寢。 

 克里姆林宮。【特別安排】：國際軍樂節 

 飯店內用  Ruski 85F 景觀餐廳      中式七菜一湯道式 

 5*Marriott Aurora  或 5*Baltschug Kempinski HOTEL 或同級 

 

今日帶您前往參觀▲救世主基督大教堂。 

救世主基督大教堂   

其高 103 公尺的黃金大圓頂造型，傲視於莫斯科河旁，華

麗又莊嚴的氛圍增添其神聖地位。 

 

 

Day 9 

08/31(一)  
莫斯科【莫斯科大學、勝利廣場、地下宮殿(地鐵之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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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山+纜車 

接續前往位於市區西南方的★搭乘纜車▲麻雀山眺望莫斯科，整

個市容盡收眼底，背後的最高學府▲莫斯科大學，於 1775 年由

羅曼諾索夫(Lomonosov)創建，校舍最初在紅場周邊，如今雄偉

壯麗的建築外觀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俄羅斯當局的最高領導

─史達林，下令在莫斯科市中心建立七座融合巴洛克式堡塔、中

古歐洲哥德式與美國摩天大樓風格的建築，一座座巨型的塔樓彷

徂即在展現當代俄羅斯國富勢強的紀念碑，冷冽雄偉且獨一無二，

呈現出強烈的「史達林風格」。而莫大即為「七姊妹建築」之首，塔高共 240 公尺，沉穩地屹立於山丘上。 

 

勝利廣場 

這是為了慶祝二戰勝利五十週年而建，廣場上的紀念碑有著勝利女神的雕像，廣場上除了紀念碑外還有著衛

國戰爭博物館和三種不同宗教的教堂：聖喬治東正教堂、穆斯林清真寺以及猶太教堂，另一側可見為紀念打

敗拿破崙的◎凱旋門。爾後驅車返回莫斯科展開俄羅斯★【地下宮殿之旅】。 

 

地下宮殿之旅 

莫斯科的地下鐵已有六十餘年的歷史，建設於史達林當政時期，有

的車站深入地下近百公尺，工程十分浩大，精雕細琢的壁飾、吊燈

令人嘆為觀止，每個車站各有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及富麗堂皇的建築，

為造訪莫斯科不可錯過的景點。午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香港。夜

宿機上。 

行車導覽：凱旋門。 

 麻雀山、莫斯科大學、勝利廣場、救世主基督大教堂。 

 麻雀山纜車、地下宮殿之旅。 

 飯店內用  杜蘭朵宮殿饗宴  機上套餐 

 夜宿機上 

 

客機於今日返回桃園國際機場，期待下次與您再相會，祝您健康、順心。 

 機上套餐  機上套餐  溫暖的家 

 溫暖的家 

 

Day 10 

09/01(二)  
香港✈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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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團費金額：137,900 元 

二. 出發日期： 08/23(日) 

三. 報價包含： 

  (1).全程經濟艙機票(團進團回)、兩地機場稅、燃料稅。 

  (2).行程內容涵蓋:景點、門票、餐食、交通及飯店住宿費用(2 人一室)。 

  (3).5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醫療險。 

  (4).領隊、導遊、司機、行李小費。 

  (5).台中定點至桃園中正機場貼心機場來回接送。 

  (6).每人一部導覽耳機服務。 

  (7).歐洲網路卡(1 人一張)。 

  (8).貼心提供每日礦泉水。 

  (9).全程無購物行程。 

 

四. 報價未包含： 

(1).莫斯科軍樂節表演門票未含。( VIP.1 區至 3 區約 100-200 美金 / 每人 ) 

(2).私人開銷及床頭小費。 

(3)證照費:大人護照$1,400。   

 
欣成旅行社有限公司  
TEL：04-25269246
台中市豐原區民生街7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