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天  台北→北京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直飛北京，抵達
後前往酒店休息，準備明日展開的夢幻藍冰攝影創作
之旅。 

 

餐食 住宿 
早餐： 敬請自理 

北京機場酒店 或 同級 中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簡餐 

 

第 2 天 

伊爾庫次克→烏斯季奧爾登斯基→奧利洪島
【拍攝】: 貝加爾湖延岸湖光山崖，布里亞特村落人文景觀，薩滿山日
落。 

貝加爾湖延岸湖光山崖 布里亞特村落人文景觀 薩滿山日落 
早餐後，驅車前往【奧利洪島】（奧
利洪島是貝加爾湖最大的島嶼，又是
薩滿教的中心，此處景色奇麗壯觀，
迷幻的日落日出），路程 250 公里
（5-6 小時車程）。 

途中經布里亞特村落，並參觀【烏斯
季奧爾登斯基博物館】，這裡展示了
布里亞特共和國的歷史，午餐品嘗特
色的布裡亞特餐。 

餐後繼續前行。抵達小海碼頭，換乘
【8 座越野四驅巴士】前往貝加爾湖
第一大島，抵達胡日爾鎮後，前往
【薩滿山拍攝日落】。 

 

餐食 住宿 
早餐： 酒店內享用 

BAIKAL VIEW 或 同級 中餐： 布里亞特地方料理 
晚餐： 酒店內貝加爾湖風味料理 



 

第 3 天 
奧利洪島:北線合波角一日 
【拍攝】:村莊日出，藍冰，貝加爾湖日落，夜拍冰面星空。 

村莊日出 藍冰 
早上由領隊帶領步行前往胡日爾鎮東邊，順光拍攝【村
莊日出】。 

早餐後乘坐越野車前往奧利洪島最北端【合波角】，沿途
中經過哈蘭茨、鱷魚島、人臉山、三兄弟山，抵達合波角
岸邊拍攝【冰掛】、【冰堆】、【冰洞】等題材，越野巴士奔
馳在一望無際的冰面上，感受從未有的美妙感覺！ 
午餐後，繼續拍攝。在合波角可以遇到貝加爾湖最大的
【藍冰冰堆】。去程沿途儘量少拍，先前往拍藍冰，然後
返回時補拍沿途，這樣光線好的時候多拍藍冰。 

貝加爾湖日落 夜拍冰面星空 
返回後，根據實際情況安排在住處周圍拍攝日落！ 夜裡（約 21:00-23:00﹞，具體出發時間早晚由領隊根據

月相掌控），獨家安排拍攝 

 

餐食 住宿 
早餐： 酒店內享用 

BAIKAL VIEW 或 同級 中餐： 俄式料理野餐 
晚餐： 酒店內風味餐 

 

   



第 4 天 

奧利洪島:南線小海一日
【拍攝】: 薩滿山日出，藍冰，汽泡冰、冰泡湖日落，俄羅斯古樸的村
莊。 

薩滿山日出 藍冰 
清晨可自行前往昨晚去過的薩滿山【拍攝日出】。 早餐後，驅車前往小海上，沿途拍攝創作，你在這能拍到

【冰瀑】，【冰淩】，水墨石化的山川（奧利洪島風光如畫
是創作的最佳目的地），如鏡面般的冰面，隆起的冰塊，
晶瑩剔透，在陽光的照射下美真美幻，還有冰面錯綜複雜
的【裂紋】，美不勝收。 

汽泡冰、冰泡湖日落 俄羅斯古樸的村莊 
中午進行野餐。午餐後，下午繼續創作！司機和導遊會
帶領我們去冰面上找尋適合拍攝的點，傍晚我們來到冰
泡密集的點，以冰泡為前景拍攝【冰泡日落】。 

奧利洪島最大的村子胡日爾村拍攝俄羅斯古樸的村莊，記
錄當地人民的熱情和民風民俗。 

 

餐食 住宿 
早餐： 酒店內享用 

BAIKAL VIEW 或 同級 中餐： 俄式料理野餐 
晚餐： 酒店內風味餐 

 

   



第 5 天 

奧利洪島→利斯特維揚卡
【拍攝】: 冰面星空、藍冰日出，冰裂、氣泡冰，薩滿岩柱，西伯利亞
雪景風光，小鎮人文風情，雪鄉日落。

冰面星空 藍冰日出 冰裂、氣泡冰 
淩晨拍完【冰面星空】後，返回賓館
休息。 

早晨步行到湖面，以藍冰為前景拍攝
日出。 

早餐後返回小海，可以拍攝冰裂、氣
泡冰和冰面上疾馳的氣墊船。 

薩滿岩柱 西伯利亞雪景風光 小鎮人文風情 
然後到島上最為著名的薩滿岩，拍攝
薩滿岩、薩滿柱、柱上的彩帶，一個
彩帶代表一個祈願，五彩斑斕的彩
帶，掛著最虔誠的祈願。 

後前往利斯特維揚卡，路程 360 公里
（約 6 小時車程），沿途拍攝西伯利
亞森林雪景風光，雪村雪鄉、白樺
林、霧淞、松林雪景…等。 

在這座小型村落中，可以看見貝加爾
湖岸邊漁民最純真的生活方式。下午
於利斯特小鎮漫遊，外觀聖尼古拉大
教堂，普拉梅涅夫斯基畫廊，參觀當
地著名的露天集市，品嘗甌姆魚等湖
邊特色小吃,傍晚拍攝雪鄉日落。 

 

餐食 住宿 

早餐： 酒店內享用 
MAYAK HOTEL 

KRESTOVAYA PAD 或 同級 
中餐： 俄式料理 

晚餐： 酒店內西伯利亞風味餐 

 

   



第 6 天 

利斯特維揚卡→塔利茨→伊爾庫次克
【拍攝】: 湖畔晨曦，搭船遊貝加爾湖拍攝冰上風光、登高俯拍冰凍的
貝加爾湖，湖和分界(固態 VS 液態)奇觀，塔利茨木制民族博物館、伊
市城市日落。 

湖畔晨曦 船遊貝加爾湖 登高俯拍冰凍的貝加爾湖 
清晨可在湖邊悠閒漫步，拍攝貝加爾
湖晨曦之美。 

早餐後，搭乘氣墊船遊貝加爾湖，拍
攝貝加爾湖的冰上風光及湖邊的鐵
路、隧道、森林、等重要美景，還可
以在結冰的貝加爾湖上散步! 

前往在貝加爾湖畔，乘坐纜車上山，
從山頂【俯瞰冰凍的貝加爾湖】欣賞
旖旎壯觀的湖山風光 

湖河分界(固態 VS 液態)奇觀 塔利茨木制民族博物館 城市日落 
可以看到固態貝加爾湖和液態安加拉
河的分界處，不同形態的水特別美
麗，再次拍攝創作。 

午餐後，參觀貝加爾湖博物館，近距
離了解神秘的貝加爾湖及湖底生物和
礦產。 
後驅車前往【塔利茨木制民族博物
館】，這裡是俄羅斯人和布裡亞特人
居住和生活的真實寫照。博物館裡幾
乎所有的建築都是原汁原味的木頭建
成的，古樸而醇厚，皚皚的白雪壓在
木屋房頂，遠處白樺樹上的霧淞映襯
著，如童話般的展現在您的面前，這
裡是拍攝創作的絕佳地點。 

後返回伊爾庫次克市區，登上城市觀
景台拍攝【城市日落】，在 130 風情
街享用晚餐。 

 

餐食 住宿 

早餐： 酒店內享用 
COURTYARD BY MARRIOTT IRKUTSK 或 同

級 
中餐： 歐姆魚風味餐 

晚餐： 古俄餐廳精緻俄式風味 

 

   



第 7 天 

伊爾庫次克 
【拍攝】:安加拉河晨霧、冰樹雪掛，城市人文建築、安加拉河晚霞、馬
克思大街

安加拉河晨霧 冰樹雪掛 
早餐後，前往伊爾庫茨克安加拉河下游水電站下游拍攝
【霧淞晨霧】，冬天的時候，氣溫越低，產生霧淞的就越
多，美不勝收! 

當河面的晨霧慢慢散去，【冰樹雪掛】便慢慢展露在朝陽
裡了。 

城市人文建築 安加拉河晚霞 馬克思大街 
後拍攝城市人文建築:東正教堂、波蘭
大教堂、政府大樓、二戰勝利紀念廣
場、喀山教堂、著名修道院等。 
後前往伊爾庫茨克著名的 130 風情
街，卡爾馬克思大街，感受這座「東
方巴黎」的都市魅力。在此超市及商
店購買禮物及紀念品。 

傍晚拍攝安加拉河晚霞，歐洲木屋及
街景。 

晚上前往馬克思大街就餐並拍攝，街
上有豐富的人文景觀。 

 

餐食 住宿 
早餐： 酒店內享用 

機上夜航 或 同級 中餐： 獵人之家餐廳-高加索烤肉串+傳
統民俗舞蹈 

晚餐：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第 8 天 
伊爾庫次克→北京→桃園 
分享您的旅行與感動 

分享您的旅行與感動 
上午班機抵達北京機場，領隊帶領我們辦好轉機手續
後，帶著滿滿的回憶,返回桃園機場，結束此次夢幻的
貝加爾湖藍冰攝影創作之旅。在旅行中無論是感動的
時刻、甜蜜的氛圍、或是購物秘笈，拍攝的欣喜歡迎
您！與我們分享！ 
敬祝 旅途愉快! 期待再相會! 
 
 
＊以上行程及酒店安排，以當地旅行社最終確認為準
＊ 
 

 

餐食 住宿 
早餐： 機上簡餐 

溫暖的家 中餐： 溫暖的家 
晚餐： 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團費說明: 

＠團費:每人 NTD                 元整，單人房差 NTD                元整。 

＠訂金：每人 NTD30,000 元整，尾款於出團前七天或於收到說明會資料之後付清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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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兩地機場稅、安檢、燃油附加費等外加費用 

4.俄羅斯簽證費。 
 

＠費用不包含 

1.當地導遊、司機及領隊小費。 

2.當地行李小費及住宿酒店床頭小費。 

3.私人之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及其他個別費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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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團備註 

1.以上行程僅供參考，出團時仍以當地旅行社安排為主。  

2.證照資料繳交期限：出團前 30 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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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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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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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 
 

★俄羅斯簽證：俄羅斯簽証(工作天二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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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簽證表格須本人親簽(與護照簽名同)。 

   



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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