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獵捕北極光 極地之都摩爾曼斯克  俄羅斯 10天- SVOLED (SU) 

    “獵捕北極光” urora orealis                   

  俄羅斯 極地之都 摩爾曼斯克 10天       

 
傳說 Legend..神秘北極光 
   薩米人 Sami間流傳著北極光的傳說：上帝最寵愛的小女兒，因為愛上一個獵 

人，被父親一怒之下貶為了人間的一隻狐狸〜北極狐……，這只憂傷而美麗的北極 

狐在人間尋找自己的『獵人』，當飛躍極地時，她的尾巴掃過雪地，產生的火花騰 

飛上天空形成神秘絢麗的北極光，據說這是無奈的上帝賜予小女兒的祝福，後來北 

極狐找到了她心愛的人。因此薩米人相信：遇見北極光的人，是上帝賜福的人！ 
 

  提到極光，人們有著無限嚮往和美好的猜想，唯美、神秘、夢幻、浪漫…一瞬 

間，似乎所有美好的詞彙都不足以形容極光之美！惟有身臨其境，親眼目睹“上帝 

的煙火”、聆聽這“狐狸尾巴掃過的聲音”才真正明白那種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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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闖北緯 69°北極圈世界極地之都摩爾曼斯克(Мурманск) 

北極圈是指北緯 66.5°的一個假想圈，圈內以北的地區被稱為「北極圈」。 

原名為『摩爾曼海岸的羅曼』，是北極圈最大的不凍港城市，也是觀看美麗的自然

現象『北極光』最好的地方之一。夏至期間這裡連續數周沒有日落，太陽高照的  

『極晝』狀態；而到了冬至期間這裡連續數周沒有白天，太陽下沉的『極夜』狀

態。 

柯拉半島擁有極地四極之三： 

(1).極晝：一年中有兩個月是長晝，從夏至前後的兩個月里，太陽終日不落，周而 

複始地在天空照耀。 

(2).極夜：有一個半月是長夜，從 12月 2日起到次年 1月 18日前後，太陽一直沉

落在地平線以下，北極星則幾乎垂直地懸挂在高空。 

(3).極光：每年在在十一月下旬至三月份，如太陽黑子活動猛烈，有機會看見北極 

    光。 

  

  
 

★極光 Aurora Borealis：極光！ 

千百年以來神秘而美麗的現象，成為了北極圈範圍內珍貴的大自然奇觀。其形成原

因是：太陽風和地球磁場在離地球 90--160公里的高空碰撞，形成一百萬兆瓦放電

現象。極光同時可發生在北半球和南半球，最佳觀測的時間是冬季，極光因太陽黑

子活躍的時期而有 11年循環一次旺盛期。在俄羅斯北部有許多機會能目睹北極光

的出現。而其中鄰近北極光觀賞區的 Kola Peninsula則是主要地點之一！ 

 

觀賞北極光的必要條件： 

(1).每年 11 月至隔年 4 月，於北極圈內的領土（俄羅斯科拉半島、挪威、瑞典

和芬蘭四國北部)是極光出現頻率最高的時間。（備註：極光之出現為自然

界現象，本公司無法保證可以看到極光。） 

 (2).室外溫度零下 10-15度 C。      (3).晴朗無雲的天空。 

 (4).遠離燈光的騷擾。             (5).夜間 8點到 12點出現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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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米人村 Sami-Syyt之旅： 

長年冰天雪地，北極也被覆蓋著神秘面紗，一萬兩千年前第四紀冰川結束，人類

大舉往暖活的南方遷徙，但有人選擇留下來，世代居住至今還有兩百萬的原住民，

其中一個族群薩米人是個和馴鹿共生的民族。他們保有自己文化和語言，順著風

向，用樹枝搭帳棚落腳在這片被白雪覆蓋的草原上，把屋頂做八個面，可以適應

任何一個方位來襲的大風。 

     
目前全球有七萬名薩米人分別住在四個國家，按照馴鹿的生活習慣，把一年分成

八個季節，在薩米語中馴鹿和生命只差了一個字母，他們出生的時候會套上一張

馴鹿皮做的衣服，死去的時候也會在身上裹著一張馴鹿皮，就是和馴鹿同生共死

的意思。今日我們特別安排薩米人村參觀，在這裡可以騎鹿、喂馴鹿、坐雪橇還

可以在民族村享用特色薩米人民族風味午餐，異域土著風情，別有一番風味！ 

 

行程特色：<璀璨俄羅斯雙城+金環塞吉耶夫鎮+摩爾曼斯克北極光> 

最 SWEET的航班飛航選擇 

 1.搭乘俄羅斯航空是前進俄羅斯最短捷徑，早去晚回，當晚抵達，無需機上過夜。 

 2.貼心安排國內線班機進出摩爾曼斯克，無需坐近 26 小時的夜臥火車上北極圈。 

 

【參考航班】                        *** 此行程適用於 2019年 1月 25日*** 

 天  數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 一 天 國泰航空 CX465 台北/香港 07：00 08 :55 

第 一 天 俄羅斯航空 SU213 香港/莫斯科 11：55 17：10 

第 四 天 俄羅斯航空 SU1324 莫斯科/摩爾曼斯克  15：40 18：05 

第 七 天 俄羅斯航空 SU6344 摩爾曼斯克/聖彼得堡 11：30   13：20  

第 九 天 俄羅斯航空 SU039 聖彼得堡/莫斯科 15：40   17：00  

第 九 天 俄羅斯航空 SU212 莫斯科/香港 19：40 10：05+1 

第 十 天 國泰航空 CX400 香港/台北 13：05 14：55 

※台北/香港航段為暫定之航班，以國泰、華航或港龍為優先、正確航班以說明會為標準。 

※俄羅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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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訂高雄(小港)出發之航班，須補FIT之票價一段 1500台幣。 

 



獵捕北極光 極地之都摩爾曼斯克  俄羅斯 10天- SVOLED (SU) 

 

吃在俄羅斯：我們特別精心挑選安排： 

  

 1.早餐於飯店內享用美式早餐。 

 2.午、晚餐：中式七菜一湯；俄羅斯風味料理三道式+咖啡/茶+桌水。 

 3.特別推薦，嚴選五大風味： 

  【杜蘭朵宮殿餐廳饗宴】感受富麗堂皇的設計與品味金磚國食尚潮流。 

  【魚子醬+伏特加之夜】於尼古拉宮殿欣賞俄羅斯民俗歌舞表演。 

  【夏宮餐廳】體驗純斯拉夫風格，讓您彷彿走進彼得大帝的世界！ 

  【獵人餐廳 Царская охота】一嘗北國風味料理。 

  【薩米人民族風味餐】異域土著風情，品嘗新鮮的鹿肉…，別有一番風味！ 

 

喝在俄羅斯： 

  伏特加 ВОДКА〜俄羅斯人的水 

  伏特加由斯拉夫民族所製造的蒸餾酒，至今已經有數百年歷史，可以說是蘇聯的 

  國民飲料、俄羅斯人的水，從伏特加俄文是由「水」演化而來，便能窺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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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在俄羅斯： 

  1.『莫斯科 Москва』─北方大國 俄羅斯首都 

    ★莫斯科城市象徵【紅場、克里姆林】為俄羅斯政治、宗教、軍事重地。 

    ★體驗豪華程度媲美地下宮殿，莫斯科【地下宮殿(地鐵)之旅】。 

    ★莫斯科最大的露天市場之一【伊茲麥洛夫藝術市場】。 

  2.『聖彼得堡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舊世界的讚歌 

    ★造訪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的【冬宮(隱士廬博物館）】 

   ★安排參觀聞名世界獨一無二且極盡奢華的【凱薩琳宮─琥珀廳】 

   ★最美設計沙皇【夏宮】。 

  3.勇闖北緯 69°北極圈『世界極地之都』摩爾曼斯克(Мурманск)。 

    ★一生必遊，特別安排兩次獵捕北極光。 

★探訪薩米人村 Sami-Syyt之旅。 

    ★『世界極地之都』摩爾曼斯克巡禮 

 

樂在俄羅斯：俄羅斯雙絕 

  (1).聖彼得堡：尼古拉宮殿〜傳統民族歌舞表演。 

   
 (2).莫斯科：馬戲團〜俄羅斯國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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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俄羅斯： 

  聖彼得堡：五星 Soko Palace Bridge或同級。 

 
  摩爾曼斯克：四星 Azimut Hotel或 Radisson或 Ogni Murmanska或同級。 

 
  莫斯科：五星 Marriott Novy Arbat或 

     
   或五星 Hilton Moscow Leningradskaya 或同等級 

     
 

 

備註．(1).提供耳機導覽器。 

      (2).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 

      (3).團體人數 32人以上(不含外站 JOIN參團)。 

      (4).團體人數 15人以上方出團。 

      (5).團體旅責險 500萬 20萬醫療。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photo-tours.mi?marshaCode=mowna&pageID=HWHOM&image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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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01.台北香港莫斯科(俄羅斯) 

有人說，冰天雪地是它的代名詞，也有人說，芭蕾是它的名片，也也有人說，教堂

是它的象徵，也也也有人說，金色是它最絢爛的顏色。今日帶您走訪俄國溯源之旅，

體現東正教重鎮之都，至西化後的現代歐俄，解開蘇維埃之謎，俄羅斯地大物博、

文化底蘊深厚，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正如俄國著名的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言：

「一個偉大的民俗永遠不屑成為一個次要角色，也不屑扮演頭等角色，而是一定要

做獨一無二的角色」。 
 

餐  食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  宿 五星 Marriott Hotel Novy Arbat或 Hilton Lenigradskaya或同級。 

 

DAY.02.莫斯科塞吉耶夫鎮伊茲麥洛夫藝術市集

 
今天我們前往東正教之塞吉耶夫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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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我們來到伊茲麥洛夫藝術市集 izmailovsky(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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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一隻螞蟻跳蚤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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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更安排欣賞俄羅斯馬戲團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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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 伊茲麥洛夫藝術市場(如遇關門則改參觀阿爾巴特大街)。 

入內參觀 聖三一修道院。 

經典必遊 馬戲團。(冬季淡季期間如遇新、老馬戲團休演，將以水馬戲團或其他

表演替代；若皆休館時每人退費台幣 500元)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修道士的秘密風味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  宿 五星 Marriott Hotel Novy Arbat或 Hilton Lenigradskaya或同級。 

 

DAY.03.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位於莫斯科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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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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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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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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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展開紅場 Красная площадь之旅，也是莫斯科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象徵：「紅」在俄羅斯文中有「美麗」的意思，紅場上矗立的聖

巴索教堂，是伊凡三世(即恐怖伊凡)為慶祝喀山之役勝利所興建的華麗教堂，五彩

繽紛的洋蔥頭造型與紅場爭奇鬥艷、互相輝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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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展開地下宮殿之

旅，有六十餘年歷史的熱門景點：莫斯科地下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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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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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地下鐵已有六十餘年的歷史，美

侖美奐的壁飾、吊燈令人嘆為觀止。 

行車參觀 救世主基督大教堂 

下車參觀 紅場、聖巴索教堂、列寧陵寢、庫姆百貨。 

入內參觀 克里姆林宮。 

經典必遊 地下宮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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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杜蘭朵宮殿餐廳饗宴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  宿 五星 Marriott Hotel Novy Arbat或 Hilton Lenigradskaya或同級。 

 

DAY.04. 莫斯科摩爾曼斯克 (SU1324莫斯科/摩爾曼斯克 15：40/18：05) 

 
今天我們搭機飛往極地之都-摩爾曼斯克。摩爾曼斯克Мурманск原名為『曼摩爾

海岸的羅曼』。地跨北緯 69°，臨巴倫支海的科拉灣，是是世界上最北、最大的城

市，深入北極圈內達 300餘公里。這個城市也許你不曾或是第一次聽到，但是提起

庫爾斯克號就是在那裏被打撈起來的，就會勾起很多人的回憶。我們來到庫爾斯克

紀念碑，為紀念 2000年在巴倫支海上發生爆炸而沉沒遇難沉沒的庫爾斯克號核潛

艇上的全體乘員而建，是摩爾曼斯克水手紀念碑的一部分。續往紅軍戰士巨像阿廖

沙 ǎ liāo sha紀念碑，這是為了紀念二戰陣亡的紅軍將士而在 1974年建立起的巨

像；碑旁的金字塔陵墓，安放所有為國戰死的紅軍將士英靈。此處可遠眺位於科拉

港摩爾曼斯克市，一片連綿不斷的丘陵地帶，幾處湖泊點綴其間，夏季時碧藍的湖

水倒映著綠草覆蓋的小丘、以及白色的教堂，在荒涼的北極圈如此秀美景致也算罕

見。接續來到摩爾曼斯克北極圈城市標誌碑，碑上載有北緯 68度 58分、東經 33

度 03分的經緯線刻度；也標誌著我們現在所處之地已深入北極圈內。晚餐後我們

特別安排觀看神秘的極光。 
 

行車參觀 柯拉不凍港。 

下車參觀 庫爾斯克紀念碑、摩爾曼斯克北極圈城市標誌碑、紅軍戰士阿廖沙巨

像。 

經典必遊 追獵北極光(時間約 2〜3小時)。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或退餐費每人 10美金(配合中段時間做最適宜之安排)    

晚餐－俄羅斯風味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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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 Azimut Hotel或 Park inn By Radisson或 Ogni Murmanska或同級。 

特別備註 獵捕北極光：異國浪漫極夜，不可錯過的“上帝的煙火”！ 

注意：(1).本行程中特別安排獵捕極光活動，時間由傍晚至深夜。 

      (2).極光的出現受各種因素影響，不能提前預測時間，請見諒!! 

 

DAY.05.旅館薩米人村 Sami-Syyt哈士奇狗農莊摩爾曼斯克<傳統桑拿> 

經過一夜好眠後，今早我們深入 Goládat 半島上薩米人部落 Саамская Деревня，

當地人叫它 『Sam-Syyt 薩姆-斯特』，意思是『薩米村』。薩米人是俄羅斯最古老

的土著民族之一，1930 年以前被稱為拉普人。這個古老的民族在歐洲北部已經生

存了幾年前。他們身著薩米族的傳統服飾，講薩米語，吃林森最純潔的鹿肉；小松

鼠肉被灌成香腸，狐狸被當做寵物；馴鹿雪橇車是他們的主要交通工具。薩米人村

是一個露天博物館，早期這裡也是放牧糜鹿的一個地方。居住在這的薩米人幾乎完

整保留了上個世紀的生活方式。在這，可以看到地板用糜鹿的皮毛覆蓋著的傳統住

宅。還有機會看到其它生活在極地的動物，像是極地狐狸、獵鷹..等。能深入瞭解

到這個北極原住民傳統生活習俗、當地流傳的傳統技藝。中午我們在民族村享用薩

米人原住民特色的午餐，品嘗新鮮的鹿肉…異域土著風情，別有一番風味！接續來

到哈士奇狗農莊你將有機會餵食麋鹿、欣賞哈士奇狗並和認識到哈士奇狗的一生。

對俄羅斯人而言：澡堂、伏特加是俄羅斯文化的象徵之一。俄羅斯人喜歡以清香的

白樺樹枝來洗桑拿，用以抽打身體，有利於人體的血液循環，今天已安排讓您體驗

彼得大帝最愛的俄羅斯傳統桑拿體驗! 
 

入內參觀 薩米人村 Саамская Деревня、哈士奇狗農莊。 

經典必遊 馴鹿雪橇(或哈士奇狗拉雪橇)。 

特別安排 俄羅斯傳統桑拿體驗。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薩米人民族風味鹿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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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俄羅斯風味料理 

住  宿 Azimut Hotel或 Park inn By Radisson或 Ogni Murmanska或同級。 

 
DAY.06.旅館【地方誌博物館、列寧號核子破冰船】 

「世界極地的首都」摩爾曼斯克，是世界上最北、最大的城市，深入北極圈內達

300餘公里。今天我們認識來摩爾曼斯克這個美麗城市，就從州立地方誌博物館，

也被稱為『極地博物館』，是當地最古老的博物館。該博物館共 17間展廳，主要展

示摩爾曼斯克州的文化、地質、自然、歷史。接續我們來到世界上第一艘核動力破

冰船列寧號破冰船，於 1957 年下水，1959 年 12 月 7 日首航，比美國第一艘核動

力水面艦艇導彈巡洋艦『長灘號』（CGN-9）早了兩年多時間。主要執行北冰洋地區

的考察和救援活動。經過 30年的運作才正式退役，2008年『列寧號』核動力破冰

船被作為博物館永久停留在摩爾曼斯克港口。如今，它已成為摩爾曼斯克的主要景

點之一。晚餐後我們安排觀看神秘的極光。 

入內參觀 地方誌博物館、列寧號核子破冰船。 

經典必遊 追獵北極光(時間約 2〜3小時)。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獵人餐廳 Царская охота牛排風味餐     

晚餐－俄羅斯風味料理 

住  宿 Azimut Hotel或 Park inn By Radisson或 Ogni Murmanska或同級。 

特別備註 獵捕北極光：異國浪漫極夜，不可錯過的“上帝的煙火”！ 

注意：(1).本行程中特別安排獵捕極光活動，時間由傍晚至深夜。 

      (2).極光的出現受各種因素影響，不能提前預測時間，請見諒!! 

 

DAY.07. 摩爾曼斯克聖彼得堡(SU6344摩爾曼斯克/聖彼得堡 11：30/ 13：20) 

 
今早搭機飛往俄羅斯歷史文化名城-聖彼得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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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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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文化的特色。聖以薩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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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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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側是十二黨人廣場，一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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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於尼古拉宮殿觀賞聞

名世界的俄羅斯傳統民族歌舞秀，並於中場休息時間安排雞尾酒會，品嚐俄國伏特

加美酒、香檳酒、魚子醬等飲料及點心。 

行車參觀 藍橋、尼古拉一世騎士像、十二黨人廣場、青銅騎士像。 

下車參觀 聖以薩教堂、Sennoy market市集、貴族超市 Елисеевский магазин 

聆聽欣賞 尼古拉宮殿〜傳統民族歌舞表演。 

餐  食 早餐－旅館內(或餐盒)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或退餐費每人 10美金(配合中段時間做最適宜之安排) 

晚餐－俄羅斯風味料理 

住  宿 五星 Soko Palace Bridge或同級。 

 

DAY.08.聖彼得堡【彼得夏宮、凱薩琳宮】 

 
今天我們造訪素有『俄羅斯凡爾賽宮』美譽的夏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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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安排於夏宮餐廳內

品味美食。之後來到普希金鎮，又稱為『沙皇村』，特別安排參觀凱薩琳宮，此皇

宮以宏偉華麗之建築與奢華之裝潢而聞名，特別是獨一無二的琥珀廳，此廳是德饋

贈彼德沙皇之禮。極盡奢華之能用六噸琥珀及馬賽克細緻鑲嵌達 1300 平方英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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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內參觀 凱薩琳宮、彼得夏宮+花園。(如遇滿或關閉，則改參觀帕甫羅夫斯克

宮(保羅夏宮)或尤蘇波夫宮，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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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夏宮餐廳  

晚餐－俄羅斯風味料理 

住  宿 五星 Soko Palace Bridge或同級。 

 
DAY.09.聖彼得堡莫斯科香港 

今日來到來到俄國諷刺大師─果戈裏筆下，聖彼得堡最精彩的大道涅瓦大街，修建

於 1710年，全長超過 4公里，大街兩旁的建築動輒一、兩百年的歷史；1801年興

建的喀山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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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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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我們參觀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的冬宮(隱士

盧博物館)，該館最早是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私人博物館。館內典藏品共有 270

萬件藏品中繪畫聞名於世，從拜占廷最古老的宗教畫，直到現代的馬蒂斯、畢卡索

的繪畫作品，及其他印象派，後期印象派畫作應有盡有，共收藏 15800餘幅。再美

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會相信時

光真的能在此停留，之後帶著滿滿的紀念品與喜悅的心情，До свидания 準備揮

別北方大國，前往機場，經香港轉機回台灣。 

下車參觀 涅瓦大街、喀山大教堂、滴血教堂 

入內參觀 冬宮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DAY.10.香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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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X 

住  宿 甜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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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團體旅遊小叮嚀】: 
1.俄羅斯市區容易塞車，敬請有心理準備。 

2.俄羅斯各博物館易有排隊現象，敬請耐心等候。 

3.因俄羅斯大城市間皆容易塞車及景點易受政府影響而關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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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 

4.馬戲團表演非常態性演出，如遇休息則以同等值活動代替，或每人退費台幣500元。 

5.若有參加欣賞芭蕾舞自費活動者，曲目與價格皆以演出當日及表演劇團、地點而定， 

本公司只提供代訂服務，並未收取任何服務費用，請參加者自行評估，以免爭議。 

6.以上表列之行程，是為了讓您於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團體將以

此為操作之標準。但行程中若遇特殊情況，以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稍作更改，還請

見諒。 

7.國際觀光飯店皆以兩人一室房型為主，如需求三人同住一房，飯店都是於兩人房中多

擺一張行軍床或折疊床來安排。然而俄羅斯飯店房間空間有限，且當地作業容易疏失，

建議盡量避免需求三人同住一房，敬請見諒。 

8.飯店的團體訂定房恕無法指定鄰近房間、連通房房型抑或是指定在同樓層。然會協助

與飯店提出相關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9.需求指定單人房差係指補其價差保證單人一間使用，其房間皆為單人之使用空間，房

內提供一張單人床，並且可能會與團體不同樓層；若您需要較大的空間，可需求雙人房2

張床或1張大床但為單人使用，其費用另計與指定單人房價格不同。 

10.團體旅遊需多方考量每位貴賓的旅遊安全及其它團員的旅遊權益，年滿70歲或行動不

便之貴賓，敬請事先告知，且建議需有能夠協助貴賓〝自力參與旅遊中各項活動〞之親

友陪同參團，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11.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甚

至魚等，然而俄羅斯當地對於素食之準備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

貴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12. 註:此行程航空公司規定，需事先申辦香港簽證以供查驗，煩請主動告知是否持有有

效期之香港簽證。辦理香港電子簽證相關說明： 

●護照影本一份(護照效期需滿6個月) 

●出生地需為台灣 

註：香港簽證也會有申請被拒絕的狀況，若有先例請主動告知，並請另持有效期限之台

胞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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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捕北極光小叮嚀】: 
 

摩爾曼斯克極地氣候一覽表 

月  份 1月 2月 3月 4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高溫 ℃

（℉） 

−7.8 

(18) 

−7.7 

(18.1) 

−3.2 

(26.2) 

1.7 

(35.1) 

9.5 

(49.1) 

3.0 

(37.4) 

−2.4 

(27.7) 

−6.0 

(21.2) 

平均低溫 ℃

（℉） 

−14.5 

(5.9) 

−14.1 

(6.6) 

−9.7 

(14.5) 

−4.6 

(23.7) 

4.3 

(39.7) 

−1.1 

(30) 

−7.6 

(18.3) 

−12.2 

(10) 

平均降水量

mm（英寸） 

32 

(1.26) 

22 

(0.87) 

19 

(0.75) 

20 

(0.79) 

53 

(2.09) 

44 

(1.73) 

42 

(1.65) 

37 

(1.46) 

 

獵捕北極光裝備篇： 
以下是建議要準備好的東西： 

01. 帽和頸巾：晚上的氣溫好冷，頸巾更可以用來圍住你的臉和口，會溫暖許多。

帽子盡量戴能遮蓋至耳朵，俄羅斯人都戴這個。 

02.防寒的衣物：如保暖衣+羽絨+襪褲+羊毛膝套+雪褲。 

03.羊毛襪。 

04.雪靴：防水保暖，要買比平常大一號的鞋，因為羊毛襪都好厚。 

05.雪褲：必須重防水保暖。至少要到小腿位置，太短是沒有用的，雪好易掉進去， 

   一溶成水就會好凍。 

06.手套：十分重要！建議要準備兩對，一對是普通保暖手套；另一對是滑雪手套 

   ，防水。晚上要兩對手套一起戴，因為手是最冰凍的。 

07.雪衣：防水，最好有 Goretex外層，穿在最外，防風。 

08.備電和記憶卡：在低溫的情況下，電池消耗得較快。 

09.暖暖包。 

10.相機：要一部可以爆光超過 15秒的相機。最好當然有單反，但沒有也還是可 

   以拍到極光，關鍵是要有長曝光和手動對焦的功能。 

11.腳架：要拍到極光的必備物品！ 

12.密封袋：相機於車上或室內，容易起霧氣，最好在室外先放進密封袋。有時還 

   可以用來裝濕了的手套和衣物。 

13.可以攜有 Remote功能的相機(內建 2秒或 10秒)。 

14.手電筒。 

15.水和部分乾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8D%E6%B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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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捕北極光：如何拍攝極光 
☆極光拍攝過程中需注意一些基本細節與要求。從照片看來似乎都很亮麗，不過 

  整體光度實際上還是相當弱，其燦爛多彩的風貌都需要長時間曝光才捕捉得到。

因此，具有 B快門的相機、三腳架和快門線都是基本必備的；至於曝光時間則依

底片的速度、光圈的大小與拍攝當時極光的實際亮度等因素而定，一般可以從 5

秒至 30 秒不等，有時不妨也就極光呈快速運動狀態或靜止狀態來考量實際的曝

光時間。由於人類眼睛對綠色的敏感度最強，對紅色的敏感度相對較弱，因此在

現場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綠色極光，其他如紅色、紫色、粉紅色極光等除非亮度夠

強，否則肉眼較無法輕易辨認出來，但它們卻能無所遁形地顯現在底片上。一般

來說，標準鏡頭根本無法將極光整個形貌捕捉下來，此時就該採用廣角鏡頭甚至

魚眼鏡頭，尤其碰到發生在頭頂正上方的冠冕狀極光的情況，魚眼鏡頭更能顯現

出射柱狀極光輻聚於天空中某一點的壯觀景象。拍攝極光絕大部分都是在低溫環

境下進行的，溫度低至攝氏零下 2、30度是常有的狀況，而且待在戶外往往就是

個好幾個小時甚至更久，因此必須做好個人的保暖禦寒準備，從頭到腳都要做保

護，否則造成凍傷是划不來的。為了操作快門線及更換底片的方便起見，最好戴

上手指頭能運作自如且保暖的薄手套，才不致於赤手碰觸到表面結冰的低溫金屬

物件，稍不小心即有可能皮開肉綻。相機要在那樣酷寒的環境下能正常運作，同

樣必須採取一些適當的防範措施。相較之下，機械式相機畢竟比全電子式相機受

到低溫影響而出現操作失靈的機率低得多，但並不是說機械式相機就完全不會發

生故障，何況電池在低溫下的耗電速度也較快，因此要準備多餘的電池之外，若

能以暖暖包將相機機身妥適包覆起來，自然能盡量少有掃興的情況發生。在拍攝

極光的過程中，切記不要反覆將照相機從戶外移到溫暖的室內，因為鏡頭上會凝

結水汽而影響到拍攝的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