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國際旅行社
俄羅斯 + 波羅的海三小國 經典 1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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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介紹

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中, 走進莫斯科馬戲團!
從庫羅尼沙洲的琥珀追逐 ,追到彼得沙皇之聖彼得堡!
從聖彼得堡尼古拉宮爵宮殿, 來到莫斯科杜蘭朵餐廳!
真善美與您一起來探索神秘俄羅斯!

搭乘俄羅斯航空於當天抵達立陶宛首府 維爾紐斯,隨後行經波羅的海三小國抵達俄羅斯聖彼得堡,由聖
彼得堡搭乘俄羅斯國內班機前往莫斯科 ,行程順暢,完全不需走回頭路!

行程特色

波羅的海三小國深度之旅:

立陶宛: 維爾紐斯歷史城區 特拉凱水上古堡
拉脫維亞: 里加歷史城區

庫羅尼沙洲國家公園

愛沙尼亞: 塔林歷史城區
俄羅斯豐富之旅:

金環: 佛拉基米爾 Vladimir + 蘇茲達爾 Suzdal

聖彼得堡: 彼得夏宮 ,隱士廬博物館 ,凱薩琳宮 ,彼得堡羅要塞 ,乘船遊涅瓦河!
莫斯科: 克林姆林宮 ,紅場 , 莫斯科地下鐵 ,馬戲團表演..!

餐食安排

聖彼得堡安排尼古拉宮廷晚宴!
金環俄羅斯農家風味料理!
莫斯科高加索烤肉風味 !
杜蘭朵餐廳古典午宴!

每日行程
參考航班:

俄羅斯航空:

台北 / 香港

中華航空

莫斯科 / 維爾紐斯

俄羅斯航空 SU2108

香港 / 莫斯科

CI601

俄羅斯航空 SU213

0725/0910

1105/1610

2045/2225

聖彼得堡 / 莫斯科

俄羅斯航空 依俄羅斯航空公布時間

莫斯科 / 香港
香港 / 台北

俄羅斯航空 SU212
中華航空
CI642

當天抵達

1915/0935+1
1140/1320
以上班機時間僅供參考 正確航班時間請以航空公司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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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內參觀或包含門票
第⼀天 台北

香港

莫斯科

◎下車照相或行車經過

維爾紐斯 Vilnius(立陶宛)

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往香港，續轉機⾶往佔全球陸地總⾯積六分之⼀的俄羅斯，抵達莫
斯科後轉機前往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
晚餐:機上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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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維爾紐斯 Novotel Vilnius or Hotel Neringa or 同級
第二天 維爾紐斯 Vilnius – 特拉凱水上古堡 Trakai – 克拉佩達 Klaipeda
早餐後 , 遊覽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維爾紐斯歷史城區!

維爾紐斯歷史城區: 參觀格迪諾米納斯廣場上，希臘圓柱式風格的◎維爾紐斯大教堂及鐘樓及教堂廣
場。隨後來到相傳在拿破崙征俄途中，希望能裝在口袋帶回收藏的精緻小教堂◎聖安娜教堂。接著走在
立陶宛彎彎曲曲的小道上時，彷彿真的回到中世紀，然而時間對立陶宛來說，似乎是靜止的，凡事都
令⼈有種⼀切不慌不忙，逍遙⾃在的感情。隨後參觀古老、建於 1579 年的◎維爾紐斯⼤學，是⼀所綜
合性⼤學。⼤學的建築富麗堂皇，是集哥德、巴洛克、文藝復興和古典風格於⼀體的獨特景觀。 午後
前往特拉凱水上古堡!
★特拉凱水上古堡: 建於佳玉湖上美麗的紅色古堡,由木橋連接兩岸 ,獨特的景觀 ,成為立陶宛的觀光
要地!
傍晚抵達前往庫羅尼沙洲國家公園的入口城市 -克拉佩達 !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立陶宛風味料理+飲料

晚餐: 立陶宛風味料理+飲料

宿: 克拉佩達 Hotel Radisson BLU or Hotel AMBERTON in Klaipeda
第三天

or 同級

克拉佩達 – 庫羅尼沙洲國家公園(琥珀狩獵) – 里加 Riga(拉脫維亞)

★庫羅尼沙洲國家公園 (琥珀狩獵) : ★庫羅尼沙洲國家公園，⻑ 98 公里，於地圖上看，沙洲國家公園
恰如⼀條絲線般細細的拉在海⾯上。將庫羅尼潟湖及波羅的海隔開，俄羅斯與立陶宛⼀邊⼀半共管。
純天然的沙洲地形也是琥珀重要的生產地!琥珀可能隱藏在沙洲裏 或是森林裡 ,請您⼀起來趟 琥珀狩
獵之旅 ,尋找你自己的琥珀!而美麗的尼達小鎮上的旗標 ,更是立陶宛的獨特標誌!午後搭車前往拉脫維
亞首府 – 里加!
行車公里數: 克拉佩達 to 里加
早餐: 飯店內早餐

310KM

午餐: 沙洲小鎮風味料理 + 飲料

宿: 里加 Hotel Radisson BLU Riga

or

Tallink Hotel Riga

晚餐: 拉脫維亞風味料理+ 飲料
or 同級

第四天 里加 Riga – 塔林 Tallinn(愛沙尼亞)
早餐後 , 遊覽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里加歷史城區!

里加: 因擁有美麗的古城建築 而有東歐小巴黎之稱! 擁有高聳的尖塔的◎聖彼得大教堂 是遊覽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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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美麗的◎市政廳廣場及周邊的建築及雕像 ,是遊客們注目的焦點!接著來到里加城內最知名的中世紀
⺠宅 ◎三兄弟之屋, 其獨特的哥德式建築風格 是里加建築的代表! 源自瑞典統治時期所興建的◎ 瑞典
門 亦是您不可錯過的! 里加是歐洲 ◎新藝術建築風格發揮最完的城市,漫步在這擁有數百棟新藝術風
格的建築裡,趕您獨特的感受! 午後專車前往 愛沙尼亞首府-塔林!
行車公里數: 里加 to 塔林
早餐: 飯店內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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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KM

午餐: 拉脫維亞風味料理 + 飲料

晚餐: 愛沙尼亞風味料理 + 飲料

宿:塔林 Meriton Grand Conference & Spa Hotel in Tallinn or Tallink City Hotel in Tallinn or 同級
第五天 塔林 Tallinn – 聖彼得堡 St.Petersburg
早餐後 , 遊覽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塔林歷史城區!

塔林: 因為 15 ,16 世紀 加入漢薩同盟的關係, 強大的經濟實力 造就了老城區豐富的中世紀建築! 因為
地勢關係分為上城及下城 ,首先來到 上城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教堂 ,此教堂由俄羅斯沙皇所建 ,是
塔林最大的穹頂式教堂! 而教堂對面的◎國會大廈 是原來圖姆皮城堡! 聽著⻑腿街及短腿街的故事,我
們來到下城 , 美麗的◎市政廳廣場 映在眼簾! 沿著皮克街 來到 ◎聖歐拉夫教堂 , 高 124 公尺的尖塔,
亦是塔林下城的地標, 皮克街的盡頭 ,有三棟緊緊相連的中世紀⺠宅 ,是三棟由中世紀商人所建的巴洛
克式⺠宅, 稱為◎三姐妺屋!漫步在此中世紀古城,彷彿回到中世紀!午後專車前往俄羅斯聖彼得堡!
行車公里數: 塔林 to 聖彼得堡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360KM

愛沙尼亞風味料理 + 飲料

晚餐:

中式八菜⼀湯 + 茶水

宿: 聖彼得堡 Sokos Olimpiya Garden or Vasilievsky or Holiday Inn ST.PETERSBURG-MOSKOVSKYE or CourtYard
Marriott St. Petersburg or 同級
第六天 聖彼得堡 St.Petersburg (彼得夏宮 . 隱士廬博物館)
早餐後, 搭乘★水翼船前往位在芬蘭灣的彼得夏宮 ! ★彼得夏宮: 有『俄羅斯的凡爾賽』之美譽，亦曾
為彼得大帝的行宮，金碧輝煌的雕飾，壯觀的庭園瀑布造景、噴水池等華麗的裝飾，令人目不暇給。
我們將安排您參觀 ★夏宮大宮殿 及 ★夏宮花園 ,感受彼得大帝的榮耀!
※水翼船航行期間為五月~
九月，但若因天候等因素無法航行，則每人退費 500 元。此外搭乘安排為去程或回程⼀段，需以實際
訂位狀況為準。
午後驅車返回市區參觀 ★ 隱士盧博物館（又稱冬宮博物館）
，此館原本是沙皇的宮殿，首任主人就是
著名的凱薩琳二世女皇，宮殿外表為標準的俄羅斯巴洛克式風格，綠牆白柱，搭配著金黃色的柱廊裝
飾。宮殿內共有冬宮、小隱士蘆、舊隱士蘆、新隱士蘆、儲備庫以及冬宮劇院等六個部分組成，共計
有⼀千多間展廳，收藏的藝術品計有三百萬件以上。收藏了許多知名⼤師如梵⾕、⾼更、莫內、畢卡
索、⾺第斯、羅丹、達文⻄、米開朗基羅、拉菲爾、林布蘭等等名家的真跡創作。冬宮前的◎ 冬宮廣
場是市中心的廣場，象徵著衛國戰爭的勝利◎亞歷山大凱旋柱位於廣場中央，柱上矗立著青銅的天使十
字架雕像。是許多遊客留影、駐足的知名景點。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俄羅斯風味料理 + 飲料

晚餐:

中式八菜⼀湯 + 茶水

宿: 聖彼得堡 Sokos Olimpiya Garden or Vasilievsky or Holiday Inn ST.PETERSBURG-MOSKOVSKYE or CourtYard
Marriott St. Petersburg or 同級
真善美之旅 ‧ 用心去旅行

www.musictravel.tw

第七天 聖彼得堡 St.Petersburg (聖以薩教堂 . 血腥教堂 . 涅瓦河遊船 . 涅夫斯基大街)
今日展開美麗的聖彼得堡市區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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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以薩教堂－聖以撒大教堂是世界第三高圓拱型建築物，也是世界四大教堂，僅次於梵蒂岡的聖彼得
⼤教堂、倫敦的聖保羅⼤教堂和意⼤利佛羅倫斯花之聖⺟⼤教堂。教堂廣場前的則是聖彼得堡知名的◎
尼古拉⼀世騎⼠像。教堂後⾯的◎十二月黨人廣場及◎彼得大帝青銅騎士像位於聶瓦河畔，廣場是為了
紀念於 1825 年反對皇帝制及農奴制而起義的俄羅斯貴族而建。廣場前的馬路則是名聞遐邇的◎藍橋，
建於 1818 年寬 100 公尺，是市內最寬的橋，巧妙的與廣場融為⼀體。
◎血腥教堂－又名基督復活教堂，1881 年 3 月 1 ⽇⼈⺠意志黨的恐怖份⼦在此暗殺了亞歷⼭⼤⼆世沙
皇。所以這個教堂經常叫做滴血救主教堂或血腥教堂。此教堂是世界上建築物內外馬賽克鑲嵌畫面積
最大的建築。被譽為十九世紀俄羅斯建築的典範。
◎涅夫斯基大街－是聖彼得堡最著名的街道，從舊海軍總部開始，沿著涅⽡河，向⻄延伸全⻑四公⾥。
這條大道曾多次出現在俄羅斯文人筆下，身處這條大道，可充分體會聖彼得堡的脈膊，大道兩邊盡是
美麗的建築物和人群。
◎奧羅拉巡洋艦－⽇俄戰爭後俄國僅存的戰艦，參加過第⼀次及⼆次世界⼤戰，在 1905 年革命時鳴炮
作為革命份子行動的暗號，揭開革命的序曲，於 1948 年停靠在涅瓦河後就未曾行駛過。

特別安排
★涅瓦河遊船－清澈的涅⽡河將聖彼得堡市區⼀分為⼆，其間島嶼錯落，溪流縱橫，500 多個橋梁形態
各異，由此聖彼得堡被譽為北方的威尼斯。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俄羅斯風味料理 + 飲料

晚餐:

中式八菜⼀湯 + 茶水

宿: 聖彼得堡 Sokos Olimpiya Garden or Vasilievsky or Holiday Inn ST.PETERSBURG-MOSKOVSKYE or CourtYard
Marriott St. Petersburg

or 同級

第八天 聖彼得堡 St.Petersburg (凱薩琳宮 . 彼得堡羅要塞 . 尼古拉宮廷晚宴)
早餐後, 前往位於沙皇村中的凱薩琳宮
★凱薩琳宮位於聖彼得堡普希金鎮，普希金鎮原名沙皇村，為紀念俄國偉大詩人普希金曾於此求學，於
其逝世百週年時，將此鎮改為普希金鎮。凱薩琳二世也就是凱薩琳大帝取得政權後，將原為巴洛克風
格的建築大作整修，修改為當時流行的俄羅斯古典主義建築風格，並大量使用黃金裝飾內部及外觀，
而成為現今樣貌。凱薩琳宮整個內裝金碧輝煌 ,其中著名的★琥珀廳更是讓人驚艷!
午後前往參觀兔子島上的★彼得保羅要塞，要塞於 1703 年開始建設，位於聶瓦河畔，本來是軍事性的
要塞，目前是歷史建築保護區和博物館，主要的建築物是★彼得堡羅教堂。教堂多層次鐘樓 122.5 公尺
⾼的⾦⾊尖塔⼀直以來都是市內最⾼的建築物，由聶⽡河的另⼀側遠遠就能看⾒，上⾯除了鍍⾦的尖
塔還有⼀尊鍍⾦天使像。

晚間於★尼古拉大公爵宮殿觀賞聞名世界的★俄羅斯傳統⺠族歌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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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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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俄羅斯風味料理 + 飲料

晚餐:

尼古拉宮廷晚宴 + 飲料

宿: 聖彼得堡 Sokos Olimpiya Garden or Vasilievsky or Holiday Inn ST.PETERSBURG-MOSKOVSKYE or CourtYard
Marriott St. Petersburg or 同級
第九天 聖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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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 – 佛拉基米爾 Vladimir – 蘇茲達爾 Suzdal

今日上午搭乘國內班機前往俄羅斯首府莫斯科! 抵達莫斯科後展開豐富的金環之旅!
金環古城 : 金環古城就是古俄羅斯重要的發源地，在這裡可以尋訪俄羅斯古老的代表性建築!
我們將帶您探訪最具代表性的 佛拉基米爾 及 蘇茲達爾!

佛拉基米爾: 12 世紀時即存在的佛拉基米爾, 是金環上歷史悠久的城市!首先來到佛拉基米爾的地標◎
黃金門(Golden Gate)是原有五座城⾨之⼀，如今僅留下座落於街道正中央，⽩⾊⽯造，呈正⽅形堡
壘狀的黃金門，目前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接著來到有著金色穹頂的◎聖⺟升天教堂 在陽光下光芒閃
耀，有種安詳、莊嚴的氣氛。 鄰近的◎聖狄米提教堂 是⼀座精緻⽩⽯雕刻的教堂，整座教堂的⾨檐、
外牆，隨處可見的石雕非常精細! 我們將帶您前往★俄羅斯娃娃工作坊,您可親自體驗由木材到俄羅斯
娃娃的製做過程, 並能帶回您獨⼀無⼆的作品!
蘇茲達爾: 蘇茲達爾是金環小鎮中文化保留最為完整者，恬靜的田園風光、如詩如畫的卡緬卡河蜿蜒其
中，碧綠開闊的田野、閒適散步的家畜、鳥兒們，時間彷彿在此靜止!
行車公里數: 莫斯科 to 佛拉基米爾
早餐: 飯店內早餐

185KM

午餐: 俄羅斯鄉村風味料理+飲料 晚餐:蘇茲達爾森林木屋度假飯店晚餐+飲料

宿: 蘇茲達爾森林木屋度假飯店 or 同級
第十天 蘇茲達爾 – 札格爾斯客 – 莫斯科 Moscow
蘇茲達爾: 前往參觀 ◎蘇茲達爾克里姆林: 克⾥姆林是蘇茲達爾的發源地，跟紅場⼀樣，「克⾥姆林」
有要塞的意思，所以，在俄羅斯也有很多地方稱為克里姆林。克里姆林城內有兩座重要的教堂，即聖
⺟誕⽣教堂與⼤主教宮，遠眺克⾥姆林城，聖⺟誕⽣教堂五個綴著⾦星的寶藍⾊穹頂，閃亮耀眼，深
深吸引每⼀個⼈的⽬光！隨後來到最具代表的 ★木造建築博物館更是保留了十八世紀建築的風貌 ,這
裡的建築是從各村莊遷移而來，重現當時農村生活景象，其中兩座木造教堂--基督變容教堂與復活教
堂，最能展現當時建築風貌!。
午後返回莫斯科 ,途經另⼀個⾦環城市-札格爾斯客,參觀在東正教中擁有崇高地位的◎聖三⼀聖塞爾吉
斯修道院!
行車公里數: 蘇茲達爾 – 莫斯科 200KM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宿: 莫斯科

午餐: 俄羅斯農家風味料理 + 飲料

晚餐: 中式八菜⼀湯 + 茶水

CourtYard Marriott Moscow or Holiday Inn Moscow or 同級

第⼗⼀天 莫斯科 Moscow(克里姆林宮 . 紅場 . 庫姆古典百貨公司)
真善美之旅 ‧ 用心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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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宮 :⽬前是俄國總統辦公、也是俄羅斯聯邦⽬前總統府的所在地，警備森嚴的宮中，只有⼀
部份歷史遺跡開放遊客觀光，穿過憲警的嚴格安檢後，前往參觀同是全世界最大，也從來未能被使用
過的沙皇鐘王、沙皇砲王，伊凡大帝鐘樓，還有參觀羅曼諾夫王朝的★珍寶庫 ,裡面收藏的王袍.王冠.
權杖及彩蛋等 ,展現沙皇的皇家貴氣! 其中教堂建築群及聖⺟升天⼤教堂、天使報喜⼤教堂、以及⼤天
使大教堂、多稜宮議會等所組成，克里姆林宮也於 1990 年與紅場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
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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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場: 紅場北部的邊界是◎國立歷史博物館，華麗的◎聖巴索大教堂則是為了戰勝喀山王國所建立
的，建築師建起了圍繞主教堂的八座柱型教堂。教堂的地基、柱腳、及其他細節部分是用白石建成，
其他主題部分則是用磚砌成，◎復活門位於歷史博物館旁，做為銜接練⾺廣場與紅場的⼀道⾨⼾，⾨外
地上就是◎地理中心點，世界各地與莫斯科的距離便是由這個中心點開始算起的。◎亞歷山大花園於練
⾺廣場旁，是莫斯科市⺠相當喜愛的休閒場所，建於 1823 年，有著紀念衛國戰爭的無名英雄紀念墓及
⻑明火。在列寧墓對⾯的是◎庫姆古典百貨公司，內部因玻璃的頂部有著極佳的採光，加上造景噴水池、
⻄⽅進駐的咖啡廳、名牌精品店等等，讓百貨公司內部有著相當奇特的風味。
今晚安排俄羅斯知名的★馬戲團表演欣賞!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宿: 莫斯科

午餐: 中式八菜⼀湯 + 茶水

晚餐: 高加索烤肉風味料理 + 飲料

CourtYard Marriott Moscow or Holiday Inn Moscow or 同級

第十二天 莫斯科 Moscow(莫斯科地鐵) – 莫斯科機場

香港

★莫斯科地鐵 是世界上規模最⼤的地鐵之⼀，它⼀直被公認為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鐵，享有“地下的藝術
殿堂”之美稱。我們將帶您深入體驗地鐵站的美麗建築! ◎阿爾巴特街 是莫斯科市中⼼的⼀條著名步⾏
街，緊鄰莫斯科河，是莫斯科的象徵之⼀。著名詩⼈普希⾦從 1830 年起居住在這條大街上，普希金故
居就坐落在阿爾巴特街 53 號。阿爾巴特街曾是藝人和畫家薈萃的天堂，保存有許多古色古香的建築。
午餐特別安排在杜蘭朵餐廳享用午餐!
午後遊覽 ◎麻雀山 ◎莫斯科大學 ◎勝利公園等景點!
傍晚前往機場 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杜蘭朵餐廳古典午宴 + 飲料

晚餐: 機上套餐

第十三天 台北
今日經香港轉機返回溫暖的家!

以上行程若因天候及交通等不可抗力因素,本公司將適度調整次序及內容,但會妥善完成行程內容!
以上餐食內容若因餐廳季節性變動, 將另行於當團行前說明會告知!

國家介紹
立陶宛: 立陶宛共和國 面積 6 萬 5 千平方公里 人種為立陶宛人 說立陶宛語 立陶宛 夏令時間較台
灣慢 6 小時 貨幣為立陶宛 Litas 1 歐元約=3.4 Litas 台灣護照免簽證

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共和國 面積 6 萬 4 千平方公里 人種為拉脫維亞人 說拉脫維亞語 拉脫維亞 夏令
時間較台灣慢 5 小時 貨幣為拉脫維亞 Lat 1 歐元約=0.68 Lat 台灣護照免簽證
真善美之旅 ‧ 用心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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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共和國 面積 4 萬 5 千平方公里 人種為愛沙尼亞人 說愛沙尼亞語 愛沙尼亞 夏令
時間較台灣慢 5 小時 貨幣為歐元 (2011 年使用) 台灣護照免簽證
俄羅斯: 正式國名:俄羅斯聯邦 國土面積廣大 人種以俄羅斯人為主 語言為俄羅斯語 莫斯科夏令時間
較台灣慢 4 小時 貨幣為盧布 1 歐元約=
盧布 須辦理簽證

俄羅斯簽證所需資料:
7

護照正本(六個月以上效期)+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兩吋六個月內彩色白底相片兩張+名片及旅客資料

本行程報價包含: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本行程贈送項目:
1 提供耳機導覽服務 (於桃園機場發給貴賓,主機於返國時收回,個人耳機不回收)

2 飯店行李服務小費 (每位貴賓⼀件)
3 ⻄式餐每餐贈送⾏程所列 午餐: 咖啡或茶 晚餐: 葡萄酒或飲料⼀杯 !
(行程表中所列”飲料”指每位貴賓可⾃選⼀杯紅酒或⽩酒或啤酒或軟性飲料或咖啡或茶 )
4 含歐盟要求之旅遊綜合保險 ( 3 萬歐元傷害醫療 + 旅遊不便險 )
5 歐洲地區專用 “圓孔插頭”
6 行李束帶

本行程報價未包含項目:
1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2016 年起 贈送)
2 飯店床頭小費
3 旅客個人相關消費

詳細行程:

本行程適用年度 : 2017 年度

WWW.MUSICTRAVEL.TW

客服信箱：service@musictravel.tw

真善美國際旅行社 MUSIC TRAVEL TAIWAN

台北：104 台北市民權西路 70 號 9 樓
台中：407 台中市台灣大道三段 540 號 6 樓-5
高雄：802 高雄市四維四路 7 號 20 樓 D 室

TEL：02-25816619 FAX：02-25816769
TEL：04-27061628 FAX：04-27065443
TEL：07-5369568
FAX：07-536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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