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考航班 
 地點 航空 航班 時間 

第一天 桃園(TPE)~北京(PEK) 中國國際航空 CA190 18:40~22:05

第二天 北京(PEK)~莫斯科(SVO) 中國國際航空 CA909 13:45~16:55

第三天 莫斯科(SVO)~摩爾曼斯克(MMK) 俄羅斯航空 SU1324 15:10~17:45

第六天 摩爾曼斯克(MMK)~莫斯科(SVO) 俄羅斯航空 SU1325 19:10~21:35

第七天 莫斯科(SVO)~北京(PEK) 中國國際航空 CA910 18:45~07:15+1

第八天 北京(PEK)~桃園(TPE) 中國國際航空 CA189 14:05~17:10

 

 



 

 

   



 

 

   



 

 

   



 

 

   



 

 



   幸福極光，灑滿極地的夜 

 

 
 

  嚴選精緻酒店 讓您擁有璀燦俄羅斯之夜 

 

 

 



 

 

  



每日行程 

01 Day  台北✈北京（上海）
 

伏特加！北極光！Влади ́мирВлади́ 
每一趟旅行，都有屬於自己的態度。而這趟
旅程的態度，就是以 渴望的心情探索全球
幅員 廣大的國家～俄羅斯！準備好了嗎？
我們今天搭機於北京（上海）停留一晚，明
日飛往莫斯科。 

 

餐食 住宿 
早餐： 敬請自理 

機場過境旅館 或 同級 中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簡餐 

 

02 Day  北京（上海）✈莫斯科 
 

經過一夜的休息後，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上，起床後慢享豐盛的早餐，然後搭乘豪華
客機飛往莫斯科，抵達後前往酒店休息，準備展開明日獵逐幸福北極光之旅。 

  

莫斯科 Moscow 

見證皇權、蘇維埃政權、總統制等三種體制交替
的莫斯科，建築保留俄羅斯傳統風格與現代史達
林式的高聳塔樓。如果說聖彼得堡是西化後的歐
式城市；莫斯科，絕對是俄羅斯的經典展現。 

 

餐食 住宿 
早餐： 機場過境旅館 

AZIMUT HOTEL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 同級 中餐： 機上簡餐 

晚餐：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03 Day  莫斯科(紅場、克里姆林宮、地下宮殿(地鐵))莫斯科✈摩曼斯克(晚餐後，
追逐極光)。夜宿極圈第 1 晚 

紅場 Red Square 克里姆林宮 Kremlin 
「紅」在俄文中有「美麗」的意思，邂逅紅場
上五彩繽紛的洋蔥頭造型聖巴索教堂，是伊凡
四世慶祝喀山之役勝利而興建。廣場中央為列
寧陵寢及前蘇聯各地之人民英雄塚，象徵民族
之光。 

來到俄羅斯政治中心克里姆林宮，安排參觀兵
器室。步行經過映入眼簾的是克里姆林人民大
會堂，還有重達 200 噸的鐘王。教堂廣場上，
有座昔日沙皇進行加冕典禮之聖母升天教堂。 

地下宮殿 Underground Palace 摩爾曼斯克 Murmansk 獵捕北極光 
已有六十多年歷史的地下車
站，建設於史達林當政時期，
壁飾、吊燈令人嘆為觀止，又
稱為地下宮殿，部分地區深入
地下近百公尺，工程十分浩
大，每個車站各有富麗堂皇的
獨特藝術風格。 

被稱作「世界極地的首都」，是
世界上 北、 大的城市，深
入北極圈內達 300 餘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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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極圈內 大的城
市。 

晚餐後，我們特別安排追逐神
秘的極光，北國浪漫極夜，不
可錯過的“上帝的煙火”！ 
＊本行程中特別安排獵捕極光
活動，時間由晚上至深夜。追
獵北極光 (時間約 2~3 小
時) 。 
＊極光出現可能受各種因素影
響，無法預測極光可見度，請
見諒!! 

 

餐食 住宿 
早餐： 酒店內享用 

Park Inn by Radisson Poliarnie Zori 或 同級中餐：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晚餐： 俄式料理 

 

  



04 Day  摩曼斯克→北冰洋:捷里別爾卡→摩曼斯克(晚餐後，追逐極光) 夜宿極
圈第 2 晚 

捷里別爾卡 Teriberka 安排俄羅斯傳統桑拿體驗 晚餐後，繼續安排追獵北極光 

捷裏別爾卡是柯拉半島北岸、
北冰洋上的一個小漁村。捷裏
別爾卡 出名的是奧斯卡提名
影片《利維坦》（Leviathan）
的故事發生地。捷里別爾卡卻
以它的衰敗之美吸引著旅行
家，來到這裏尋找與世隔絕的
感覺，感受那淒美的一刻。 
※期盼在捷裏別爾卡漁村，及
北冰洋沿岸，幸運能欣賞到幸
福的北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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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程中特別安排獵捕極光
活動，時間由傍晚至深夜。追
獵北極光 (時間約 2~3 小
時) 。 
＊極光出現可能受各種因素影
響，無法預測極光可見度，請
見諒!! 

 

餐食 住宿 
早餐： 酒店內享用 

Park Inn by Radisson Poliarnie Zori 或 同級 中餐： 俄式料理野餐 
晚餐： 俄式料理 

 

05 Day  摩爾曼斯克→薩米民族村（坐訊馴鹿雪橇或哈士奇犬拉雪橇、餵養馴鹿
體驗）→摩爾曼斯克 (晚餐後，追逐極光 ) 夜宿極圈第 3 晚 

薩米民族村 SAMI-SYYT 搭乘雪橇 晚餐後，繼續安排追獵北極光！

這是一個神奇的小村莊，是摩
爾曼斯克土著人居住的地方。
克拉半島是薩米人的故鄉。薩
米人是北部地區的少數民族，
大約有 2000 人左右的薩米
人，依然保持著自己獨特的文
化習俗。 

我們在此搭乘馴鹿雪橇、或哈
士奇狗拉雪橇。穿上薩米民族
服裝、餵食馴鹿、北極動物：
狐狸、北極狐等。午餐品嘗薩
米民族魚湯、鹿肉和馬鈴薯的
蛋糕。 

＊本行程中特別安排獵捕極光
活動，時間由傍晚至深夜。追
獵北極光 (時間約 2~3 小
時) 。 
＊極光出現可能受各種因素影
響，無法預測極光可見度，請
見諒!! 

 

餐食 住宿 
早餐： 酒店內享用 

Park Inn by Radisson Poliarnie Zori 或 同級 中餐： 薩米族傳統料理
晚餐： 俄式料理 



06 Day  摩曼斯克(市區觀光:破冰船列寧號博物館、北方艦隊博物館、阿廖沙雕
像、觀景台)✈莫斯科 

列寧號核動力破冰船 北方艦隊博物館 阿留沙觀景台 

世界上第一艘核動力破冰船列
寧號，退役後停泊在摩爾曼斯
克碼頭作為博物館。 

開幕於 1946 年，是海軍北方
艦隊所在的摩爾曼斯克的著名
軍事史博物館。 

作為一個二戰英雄城，宛如守
護神一般的阿留沙巨像可以說
是摩爾曼斯克的象徵了。它屹
立在科拉灣上，遠遠地看著科
拉灣，阿留沙像一個巨人一樣
保護著這一帶海灣的和平和安
寧也是欣賞摩爾曼斯克市區
佳地，可俯瞰全市及碼頭景觀 

 

餐食 住宿 
早餐： 酒店內享用 

AZIMUT HOTEL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 同級 中餐： 俄式料理 

晚餐： 俄式料理 
 

07 Day  莫斯科(伊茲麥洛夫公園及市集、卡洛明斯科婭莊園、阿爾巴特街) ✈北
京（上海） 

伊茲麥洛夫公園及市集 卡洛明斯科婭莊園 阿爾巴特街 

這裡出售的民間工藝品包括古
董、繪畫、手工藝品、望遠
鏡、照相機，以及郵票、首
飾、木雕、漆盒等等。 出名
的非屬色彩豔麗的俄羅斯娃
娃，娃中有娃的設計，象徵 早
期俄羅斯婦女的“多產”現
象，現在也不乏別出心裁的俄
羅斯娃娃，像是普丁或是歐巴
馬總統，都是設計者 愛結合
俄羅斯娃娃的對象。 

十四世紀，卡洛明斯科婭莊園
開始成為俄國沙皇的避暑山
莊。1532 年，為慶祝可能成為
未來沙皇的王子的誕生，修建
了這座教堂莊園，同年修建的
耶穌升天大教堂。莊園裏現在
還能看到一座俄羅斯風格的
“彼得小屋”。莊園裏的公
園，風景奇美，古樹參天，果
園飄香。 

此街有極具特色的酒吧、餐
廳、商店、小販及街頭藝人，
是旅遊觀光的重要地區，可自
由選擇精美伴手禮，如伏特加
等俄羅斯特產。 

 

餐食 住宿 
早餐： 酒店內享用 

機上夜航 或 同級 中餐： 中式合菜(八菜一湯) 
晚餐： 機上簡餐 



08 Day  北京（上海）✈桃園 
 

帶著幸福，分享您的旅行與感動 
客機於今日返回桃園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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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北方大國，此次旅程到此圓滿結
束，在旅行中無論是感動的時刻、甜蜜的氛
圍、或是購物秘笈，歡迎您！與我們分享！ 

 

餐食 住宿 
早餐： 機上簡餐 

溫暖的家 中餐： 機上簡餐 
晚餐： 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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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

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團費與訂金說明： 

＠訂金：每人 NTD30,000 元整。 

為保障消費者及本公司雙方平等互信之權力義務，旅客報名繳交訂金後，一切法條精神依據觀光局公佈之

『國外旅遊定型化合約書』規定實行。 

※ 提醒您：當您繳付訂金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趟旅程的

旅館、餐廳或機票等費用。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並估算已實

付的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訂金。部分航空公司明定開立機票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

名單、退票或取消。  

＠尾款：尾款於收到說明會資料之後三天內付清尾款。 

＠團費包含 

1.航空公司來回團體機票；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車資、門票等費用 

2.500 萬責任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3.臺北、大陸兩地機場稅、安檢、燃油附加費等外加費用 

4.俄羅斯簽證費。 



＠費用不包含 

5.新辦台胞證費用:NTD1700 元整 

6.當地導遊、司機及領隊小費,每人每天 USD10X8 天=USD80 元整。 

7.當地行李小費及住宿酒店床頭小費。 

8.私人之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及其他個別費用 

9.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等團體行程，除視

同個人放棄外。 

＠簽證說明與證件需求 

※俄羅斯簽證 

★簽證時間：約須二週(14 天)。 

(須將您的護照正本繳交至俄羅斯簽證處，所以請您的出國時間預算好，以免耽誤行程。) 

★簽證所須資料: 

A.護照正本（效期需 6 個月以上，簽名欄由本人親自簽名，需有左右各一面連續的空白頁，若不足請至外

交部領務局辦理加頁）。 

B.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不可放大或縮小，尚無身份證之孩童，請準備三個月內英文戶籍滕本）。 

C.6 個月內 2 吋大頭彩色白底照片 1 張(相片尺寸 3.5*4.5 公分，須露耳朵、眉毛)(勿和護照及身份證相

同；新辦護照者亦不可使用同一照片)。 

D.俄羅斯簽證表格須本人親簽(與護照簽名同)。 簽證基本資料表 (點我下載)（住家地址、電話；英文公

司名稱、英文職稱、公司地址、公司電話 (有名片者務必附上)，無業/退休/家管請備註）。 

2016 年 1 月 1 日起，需透過俄羅斯聯邦外交部領事司線上填寫英文簽證申請表（本公司會依您所提供的

個人基本資料表代為填寫，請務必填寫正確資料，業務員會送回已填寫完成的英文簽證申請表，請於表格

上簽名後交回）。 

E.未滿 18 歲之旅客請附上 A.英文版戶籍謄本及 B.學生證影本。父母雙方均不同行者，請準備 A.英文版

家長同意書及 B.父母雙方護照影本，交給受委託人隨身攜帶。 

F.其他說明 

★請客戶於出發日期至少 20 天前繳交相關資料（辦件期間護照正本需留於本公司），以利申辦簽證所需

邀請函。 

★申請人請務必填寫正確資料，並確認申請期間人在台灣，如經莫北協簽證組電話查證未落實或發現資料

填寫不實，簽證單位有權利拒絕核發，退件不退簽證費。  

★觀光簽證停留天數依團體實際停留日期核發，不可提前入境或延後出境。 



★護照簽證自理者，出發當天未帶有效之護照及簽證.....等至機場，導致無法上飛機，所衍生之一切後果及

賠償費用需由旅客自行負責！ 

※新辦台胞證 

★簽證時間：約須一週(7 天)。 

★簽證所須資料: 

A.護照正本有效期六個月以上(以出發日開始計算)，護照須本人簽名（拒絕受理經塗改或偽造簽名之護

照）。 

B.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C.兩吋彩色照片一張(相片尺寸 3.5*4.5 公分)(勿和護照及身份證相同；新辦護照者亦不可使用同一照

片)。 

D.簽證費用:NTD1700 元整。 

※其他注意事項 

1.班機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航班時間，造成團體行程前後順序變更，本公司保有調整之

權利。 

2.無護照、護照頁數不足、效期不足或過期者：請詳閱「護照申請須知」或來電洽詢。 

3.團體住房權益小叮嚀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單人者報名，會酌收全程單人房差額，原則上會協

助安排同性團員共用一室或與領隊同房，若能安排兩人同房免收單人房差額。 

4.孩童與嬰孩 

小孩係指 2 歲至未滿 12 歲之孩童（以團體出發日為準），小孩須有大人同行，嬰兒係指未滿 2 歲之孩童

(以團體出發日為準)。嬰兒費用內容僅含機票及保 險，且不佔床位，費用未包含行程及門票、餐食部

份，故請旅客自行準備嬰兒餐食。歐洲消防法規定，2 歲以上小孩皆需有床位，2 歲以下嬰兒可不佔床，

尚請貴客 瞭解。 

5.歐洲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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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

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 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

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

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見諒安排不易或自行準備符合口味及方便攜帶的副食品、點心備用，如

餅乾、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貼心提醒您： 

(1)本行程 低出團人數為 15 人以上(含)， 多為 35 人以下(含)，出團人數不含領隊。 



(2)不同國家有程度高低的旅遊風險，孕婦、慢性疾病、行動不便者等狀況，請貴賓於付訂前主動告知。

敝公司保有不接受報名一般性團體之權利，如未告知以致公司拒訂，致無法成行或衍生其他問題，旅客需

自行負責，敬請知悉。 

(3)飛機座位係航空公司電腦，依旅客英文姓名字頭，第一個大寫字母排定，若無法與親朋好友同座，請

上機坐定後再行更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