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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亞藍眸 賞魔幻奇景 10天 

 
 

 

西伯利亞的藍眼睛，世界最深湖泊－貝加爾湖 

貝加爾湖是世界最深的湖泊，是亞洲第一大容量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世界第七大湖，最深處達1732

公尺，平均深度也有744公尺，貝加爾湖也是世界最古老的湖泊，據研究，它已經在地球上存在超過

2500萬年，同時貝加爾湖也是世界上最清澈的湖泊之一。被稱為「西伯利亞的藍眼睛」。湖呈長橢圓

形，似一鐮彎月鑲嵌在西伯利亞南緣，景色奇麗，令人流連忘返。 

冬季的貝加爾湖 

貝加爾湖一年四季都很美，但最有特色的是在冰封的季節，湖面 1月至 5月結冰，冬季時可於湖面行

駛汽車。即最冷的冬天，湖水結冰，可以看到藍冰、氣泡湖、冰裂等奇特的現象，特別是愛攝影的人

都會瘋狂地愛上這裡。湖內深處的溫度一直保持不變，約 3.5℃。湖水的最大透明度達到 40.2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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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航班】                                      *** 此行程適用於 2019年 2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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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天 俄羅斯航空 SU1444 莫斯科/伊爾庫茨克 07：35 18：20 

第 八 天 俄羅斯航空 SU1445 伊爾庫茨克/莫斯科 19：40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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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泰和華航為優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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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西伯利亞的巴黎，建築古蹟歷史名城—伊爾庫茨克 

始建於17世紀中葉，為西伯利亞的第二大城市，伊爾庫茨克市接受著安加拉河與伊爾庫茨克河的潤

澤。作為一個古老的城市，伊爾庫茨克比歐洲的聖彼得堡建城還要早上幾十年。這座老城1970年被俄

羅斯列入建築古蹟歷史名城名單的伊爾庫茨克市，擁有大約1300處歷史建築文明遺產，其中501處為

國家級或州級文物遺產，受到國家的保護，無愧於歷史建築名城的美譽。 

 

貝加爾湖的大門，最美湖岸小鎮－李斯特維揚卡小鎮 

打開地圖，在貝加爾湖和安加拉河的交匯處，有一粒寶石鑲嵌在那裡，它就是貝加爾湖邊人工開發的

小鎮-李斯特維揚卡。人們稱它是貝加爾湖的大門，五個和湖岸垂直的山谷，是小鎮居民住的地方，

很多都是原汁原味的小木屋，每個山谷就是小鎮的一條街，每個木屋也都有自己的門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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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加爾湖的心臟，最大最美島嶼－奧利洪島 

在貝加爾湖的 22個島中，奧利洪島最大，長約 71公里，寬處有 15公里，面積 700多平方公里，人

口僅有 1800多人，大部分是布裡亞特人，它位於湖中部偏北，在湖水最深處附近。奧利洪島就像一

顆巨大的珍珠，鑲嵌在貝加爾湖的粼粼波光中，這裡有藍天白雲，惠風綠水。如果說貝加爾湖是西伯

利亞的明珠，那麼奧利洪島就是明珠的心臟。 

 

伊爾庫茨克平均氣溫表：（僅供參考） 

 

備註： 

(1).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  

(2).不含耳機導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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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平均氣溫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日均最高氣溫(℃) -14℃ -10℃ -1℃ 8℃ 17℃ 23℃ 24℃ 22℃ 16℃ 7℃ -3℃ -11℃ 

日均最低氣溫(℃) -23℃ -22℃ -13℃ -4℃ 3℃ 8℃ 12℃ 10℃ 4℃ -4℃ -13℃ -20℃ 

平均降水總量(mm) 12 9 13 19 33 62 120 86 50 30 18 19 

平均降水天數(天) 4 3 3 5 7 8 11 10 8 6 6 5 

http://www.tianqi.com/qiwen/city-irkutsk-1/
http://www.tianqi.com/qiwen/city-irkutsk-2/
http://www.tianqi.com/qiwen/city-irkutsk-3/
http://www.tianqi.com/qiwen/city-irkutsk-4/
http://www.tianqi.com/qiwen/city-irkutsk-5/
http://www.tianqi.com/qiwen/city-irkutsk-6/
http://www.tianqi.com/qiwen/city-irkutsk-7/
http://www.tianqi.com/qiwen/city-irkutsk-8/
http://www.tianqi.com/qiwen/city-irkutsk-9/
http://www.tianqi.com/qiwen/city-irkutsk-10/
http://www.tianqi.com/qiwen/city-irkutsk-11/
http://www.tianqi.com/qiwen/city-irkuts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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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天(2/1五)台北香港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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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客機經由香港轉機，我們飛往佔全

球陸地總面積八分之一的俄羅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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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IMUT或 HOLIDAY INN或 MILAN或 SALUT或 KORSTON或 PARK INN BY RADISSON 

SHEREMETYEVO AIRPORT MOSCOW或同級。 

 

第 二 天(2/2六)莫斯科伊爾庫茨克 

 
今晨搭機前往貝加爾湖以西的伊爾庫茨克，貝加爾湖並沒有絕佳的景致，沒有吸引眼球的精彩活動，

然而，這恰恰也是它的魅力所在，隔絕了稠密的人群後，它只是沉默地在那裡，隨著四季變幻而變幻，

靜候懂它的人不遠千里到來。東方巴黎-伊爾庫茨克，是俄羅斯東西伯利亞第二大城市和最大的經濟

中心之一，更被稱為是西伯利亞的心臟。 

餐  食 早餐－餐盒       午餐－機上     晚餐－當地風味料理 

住  宿 HOTEL IRKUTSK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 IRKUTSK CITY CENTER 或同級。 

 

第 三 天(2/3日)伊爾庫茨克奧利洪島 

如果說貝加爾湖是西伯利亞的明珠，那奧利洪島就是這顆明珠的心臟。奧利洪島是貝加爾湖最大的島

嶼，也是薩滿教的中心，此處景色奇麗且壯觀，自 1996年貝加爾湖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以來，奧利

洪島一直保持原始生態的環境，島上不允許修建公路，走的都是千百年來的土路，一路泥濘、一路顛

簸搖擺，深入到湖心直至島的盡頭，沿途有廣闊的坡地，還有密密的森林，不時有牛群馬群，偶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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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屋，邊走邊停邊看景，景點大多是大自然的風景，每座山、每塊石頭都有一個古老的故事。接續

我們搭乘俄羅斯麵包軍旅車來到了奧利洪島的中心胡日爾小鎮，島上居民只有 2000人左右，胡日爾

小鎮就占了 1700多人，其它幾百人零星分散在幾個小村落裡，在這裡的居民主要是布里亞特蒙古人。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布里亞特風味餐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  宿 VILLA MALINA HOTEL或 BAIKAL VIEW HOTEL或同級。 

 

第 四 天(2/4一)奧利洪島 北線一日遊 

 
早餐後，我們展開奧利洪島北線一日遊，經過哈蘭茨，鱷魚島，人臉山，三兄弟山，更來到奧利洪島

最北端哈伯角，又稱為北角，在奧利洪島最北端的東北角上，這裡山脊海拔高度為 1746米。Khoboy

在布里亞特語中意為犬齒、磨齒。它與奧利洪東岸多山地勢連為一體，大大小小的石丘形成一處獨特

的自然景區。冬季，湖面被冰雪封住，被太陽照得一片湛藍，還能看到壯觀的藍色碎冰。而來到奧利

洪島上，還能體驗司機本地人兼當廚師為大家準備簡易的野炊午餐，品味最最道地的料理。(備註：

冰上活動為戶外自然景觀，狀態需視氣候情況而定，請遵從當地人或導遊指示與安排，視湖面結冰程

度而從事冰上活動，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野炊簡餐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  宿 VILLA MALINA HOTEL或 BAIKAL VIEW HOTEL或同級。 

 

第 五 天(2/5二)奧利洪島 南線一日遊 

冬季的貝加爾湖溫度一般在零下 40度左右，整個湖面都會被冰封，冰厚可達 90釐米。由於貝加爾湖

中湖水潔淨度高，冰封之後的雜質非常少，所以會顯得整個湖面光潔美麗。特別是在貝加爾湖的南面，

這種情況尤為明顯，所以會形成非常有特點的“天空之鏡”景象，人好像行走在鏡子上一般。(備註：

冰上活動為戶外自然景觀，狀態需視氣候情況而定，請遵從當地人或導遊指示與安排，視湖面結冰程

度而從事冰上活動，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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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野炊簡餐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  宿 VILLA MALINA HOTEL或 BAIKAL VIEW HOTEL或同級。 

 

第 六 天(2/6三)旅館伊爾庫茨克李斯特維揚卡 

早餐後我們驅車返回伊爾庫茨克，抵達後，我們展開市區觀光，安哥拉河沿岸是情侶們的休閒散步之

地，這裡也是新人們拍攝婚紗照的必選地，新婚的夫婦們會在美麗的【安哥拉河愛情橋】鎖上一把屬

於自己愛情鎖，然後把鑰匙拋入清澈的安哥拉河中，希望自己的愛情能夠長長久久；安加拉河畔還有

一座米黃色間白色的【凱旋門】，與聖彼得堡凱旋門一樣，都是為了紀念亞歷山大一世沙皇戰勝拿破

崙而修建的，不過就是新版重建的，老版的早在蘇聯時期就被拆除了；接續來到【二戰勝利廣場】紀

念二戰中衛國犧牲的無名烈士紀念碑，類似莫斯科紅牆下的無名英雄紀念碑，五星型的火炬火焰一直

燃燒不息，寄託人們對為國捐軀烈士的永遠緬懷和紀念。二戰期間德國並沒有打到東西伯利亞，但是

伊爾庫茨克州有 30萬人投入二戰反法西斯戰場，並犧牲了 10萬人，長明火正對著是二戰勝利紀念牆，

旁邊還有張貼許多照片的宣傳欄，相片上的人是參加過二戰的老戰士。之後驅車前往貝加爾湖邊人工

開發的小鎮-李斯特維揚卡。 

下車參觀 安哥拉河愛情橋、凱旋門、二戰勝利廣場。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俄羅斯鄉村家庭風味餐 

住  宿 KRESTOVAYA PAD HOTEL或同級。 

 

第 七 天(2/7四)李斯特維揚卡 

今日我們前往參觀【貝加爾湖博物館】是一個水族博物館位於李斯特維揚卡附近的安加拉河口，通過

實物和照片，詳細介紹了貝加爾湖的歷史，貝加爾湖的魚類、動物世界以及湖周圍的森林植被等情況。

據說貝加爾湖湖水清澈的原因，是因為湖中有各種清道夫鉤蝦等端足類動物，使貝加爾湖具有「自體

凈化」的功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貝加爾湖雖然是淡水湖，但在湖中卻生活多種海洋性動植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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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龍蝦、珊瑚 …… 眾所周知的貝加爾湖環斑海豹就是世界上唯一一種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我們

也特別安排觀看海豹表演。接續我們搭乘【纜車】登切爾斯基山，切爾斯基山冬天是滑雪聖地，夏天

也有很美的景致，從山頂高視角俯瞰貝加爾湖的美景。纜車沿緩坡不疾不徐，很快就到達山頂。高處

多為落葉松林，而緩坡處大多是一人高的草地，綠草叢中開滿了紅色、白色的野花。登上山頂的觀景

台，令人眼前一亮，遠處的貝加爾湖盡收眼底，一縷輕紗似的白雲懸掛在空中，貝加爾湖的湖水與天

空一樣碧藍，水天一色美得令人窒息。之後我們體驗【狗拉雪橇】，在堅硬雪地上，可帶動雪橇以高

速滑動，就算連天大雪亦沒有困難。 

入內參觀 貝加爾湖博物館、纜車。 

冬季限定 狗拉雪橇之旅。(若因天氣緣故無法進行，則直接於外站退費，敬請知悉) 

經典必賞 海豹表演。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湖邊鮮魚風味料理       晚餐－當地風味料理 

住  宿 KRESTOVAYA PAD HOTEL或同級。 

 

第 八 天(2/8五) 李斯特維揚卡伊爾庫茨克莫斯科 

 
早餐後，我們前往【塔利茨露天木屋博物館】始建於 1969年，坐落在一片林中空地上。這座露天博

物館是一個真正的西伯利亞村莊：整條街道上集中了 40多座建築古蹟，它們都是從周圍村莊裏收集

起來，又按照原樣復建在這裏。這些木屋大都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古樸而滄桑，它們默默講述著 17

世紀 到 20世紀貝加爾湖沿岸人民的生活狀況。接續返回伊爾庫茨克，我們來到【伊爾庫茨克波蘭天

主教堂】19世紀初，被流放的波蘭人曾在這裡建造過一座木製的教堂。1879年木製的教堂不幸被焚

毀。之後，1884年又在原來的位置重新建造了一座新石制教堂，就是尖頂哥德式的波蘭教堂羅馬天

主教堂；【伊爾庫茨克東正教救世主大教堂】建於 18世紀的，救世主教堂是石制的，修建於 1706 年，

於 1710年完工。它位於伊爾庫茨克的市中心，也是城市的歷史中心。它的獨特之處在於，在教堂的

外牆有一幅巨大的聖像畫，這種風格在西伯利亞地區是獨一無二的。之後我們搭機飛返首都-莫斯科。 

下車參觀 伊爾庫茨克波蘭天主教堂、伊爾庫茨克東正教救世主大教堂。 

入內參觀 塔利茨露天木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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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當地風味料理 

住  宿 AZIMUT或 HOLIDAY INN或 MILAN或 SALUT或 KORSTON或 PARK INN BY RADISSON 

SHEREMETYEVO AIRPORT MOSCOW 或同級。 

 

第 九 天(2/9六)莫斯科香港 

 
莫斯科象徵紅場：「紅」在俄文中有「美麗」的意思，紅場上矗立的聖巴索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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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展開俄羅斯地下宮殿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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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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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場、聖巴索大教堂、庫姆百貨公司、列寧陵寢、人民英雄塚。 

入內參觀 克里姆林宮。 

經典必遊 地下宮殿之旅。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俄式風味料理       晚餐－機上 

住  宿 機上 

 

第 十 天(2/1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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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西伯利亞藍眸 賞魔幻奇景 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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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加爾湖建議穿著】冬季氣溫通常在零下攝氏 10度到 20度之間，但因為當地到處都有暖氣，

請採洋蔥式的穿法： 

1)＊第一層：在最內層穿上排汗衣。因室內有暖氣故室內外溫差大，進行雪地運動時，冬天還是會流

汗哦。(不要穿太多套頭衣物；儘量穿前開式的衣服；方便穿脫)。 

2)＊第二層：穿著保暖衣物。毛衣、保暖衣，但建議別穿高領毛衣，否則一進室內保證全身發熱發癢

不舒服。  

3)＊第三層：穿著防風雪的外套或是羽毛衣、雪衣等等大外套。這件衣服只在室外穿，到了室內或車

內就要脫掉。  

4)＊下半身：褲子建議雪褲或是防風保暖的保暖褲。當然也可以一層普通冬天褲子，裡頭多加一件保

暖褲即可。 

5)＊鞋與襪：襪子與鞋子部分厚毛襪就可以，或者可以穿兩層，也或者買一雙保暖的雪靴但注意，不

管什麼鞋，務必要防滑，且最好可以穿高統鞋保暖。女士建議別穿高跟鞋；男士別穿皮底鞋(不防滑)。 

6)＊小物件：圍巾、手套、帽子禦寒三寶，以防人體的失溫或冷風的灌進，建議穿著聚酯纖維材質之

保暖圍巾或帽子。手套建議防風防水手套，以免玩雪時沾著。 

7)＊小法寶：暖暖包、護唇膏、保濕面霜(氣候乾燥隨時補水)、防曬乳(雪地太陽也有紫外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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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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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