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夏俄羅斯~莫斯科聖彼得堡雙都傳奇 10日 

 









 

行程特色: 

◎特別安排一段高鐵體驗一段國內段航班,讓您舒適遊覽雙城 
◎克里姆林宮建築群 1990 名列世界文化遺產 

◎卡洛緬斯可也莊園 1994 名列世界文化遺產 

◎聖三一修道院建築群 1993 名列世界文化遺產 

◎貼心安排體驗遊隼號高速列車，縮短聖彼得堡至莫斯科 700 公里的漫漫長路 

◎莫斯科必遊: 【地下藝術宮殿】、莫斯科河遊船 

◎聖彼得堡必遊金碧輝煌雙宮：凱薩琳宮、隱士廬博物館(冬宮) 

◎隱士廬博物館（冬宮）：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 

◎五大俄式風味料理。 

參考航班:                       ※航班時間,以出團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一天 桃    園 / 上    海 MU5006 1850 / 2035 

第二天 上    海 / 莫 斯 科 MU 261 1000 / 1500 

第九天 莫 斯 科 / 上    海 MU 262 1710 / 0655+1 

第十天 上    海 / 桃    園 MU5007 1225 / 1425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 /上海                                                           

今日集合在台北松山機場,搭機飛往上海過境一晚；準備第二天飛往莫斯科，迎接精彩的俄羅斯之旅。 

 

 

早   X                             午 X                          晚 X 



住宿 過境旅館 

第二天 上海 / 莫斯科 / 聖彼得堡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橫跨歐、亞兩洲，全世界版圖最大的俄羅斯第一大城市首都【莫

斯科】,抵達後隨即轉搭國內航班前往第二大城 【聖彼得堡】 

 

聖彼得堡: 有北方威尼斯之稱,是俄羅斯的一座歷史文化名城，1703 年彼得大帝在此建立彼得保羅要塞

以來，見證了俄羅斯的歷史發展，留下了無數文化遺產，充分表現了俄羅斯文化的特色。聖彼得堡歷

史中心及相關建築群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 

早 飯店早餐                        午 機上套餐                    晚機上套餐 

住宿 4★Park Inn Pribaltiyskaya 或同級飯店 

 

第三天 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S【凱薩琳宮、彼德保羅要塞、涅瓦大街、喋血教堂】 
★凱薩琳宮(普斯金沙皇村):彼得大帝之妻凱薩琳一世於沙皇村興建行宮，給在波蘭的丈夫一份驚喜，

然而後來彼得大帝之女伊莉莎白女皇於1741年決定於同地點修築更為奢華的宮殿，並任命－拉斯崔理

仿凡爾賽宮的設計樣式，建造此座巴洛克式風格的宮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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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凱薩琳宮每天有流量管制,如遇到無預約到門票,則改安排前往巴甫洛夫斯克宮殿及花園,敬請見

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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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保羅要塞:聖彼得堡是俄羅斯的一座歷史文化名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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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表現了俄羅斯文化的特色。 

◎喋血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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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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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飯店早餐                    午黃金基埔炸雞風味料理           晚中式料理 



住宿 4★Park Inn Pribaltiyskaya 或同級飯店 

 

 

 

第四天 聖彼得堡【隱士廬博物館(冬宮)、喀山教堂、聖以薩教堂】                 

早餐後參觀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隱士廬博物館(冬宮),午餐後展開市區觀光我們來到俄國諷刺大師

─果戈裏筆下，聖彼得堡最精彩的涅瓦大街、喀山大教堂，續前往聖以薩教堂、藍橋、尼古拉一世騎

士像..等。 

★隱士廬博物館(冬宮):是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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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義大利達•芬奇的

兩幅《聖母像》、拉斐爾的《聖母聖子圖》、《聖家族》、荷蘭倫勃朗的《浪子回頭》，以及提香、魯本

斯、委拉士貴支、雷諾瓦等人的名畫均極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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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飯店早餐                 午俄式風味料理                   晚 中式料理 

住宿 4★Park Inn Pribaltiyskaya Hotel 或同級飯店 

第五天 聖彼得堡++(高鐵)++莫斯科【紅場、克里姆林宮、札里亞季公園】   



早餐後, 搭乘遊隼號高速列車：時速 250 公里，四小時可達目的地，縮短聖彼得堡至莫斯科 700 公里

的漫漫長路。 

莫斯科:莫斯科是俄羅斯首都，最早有記載的年份是從西元 1147 年開始。現今的莫斯科是世界上最大城

之一，同時是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和交通的樞紐中心。 

★克里姆林宮建築群（1990UNESCO）: 是由俄羅斯和外國建築家於 14~17 世紀共同修建的.做為沙

皇的皇宮和宗教中心，從 13 世紀起俄羅斯所有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和政治事件都跟克里姆林宮密不可

分，內有世界大砲王、沙皇大鐘王、聖母升天教堂(是加冕典禮場所)、伊凡大帝鐘樓等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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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飯店早餐                 午俄羅斯餃子風味料理                   晚 中式料理 

住宿 4★Vega Izmiaolovo Hotel 或同級飯店 

第六天 莫斯科 MOSCOW 【航宇中心、地下宮殿、阿爾巴特藝術街】                 

今日前往莫斯科航宇中心，後續前往絕不能錯過的景點，有著「地下宮殿」的美譽★ 藝術地鐵之旅 ◎ 

阿爾巴特藝術街。 

★莫斯科航宇中心:1981 年加建了一個太空博物館，展出了很多有關太空科技的展覽品，其中一個很

有趣的是一具‘飛天太空狗’的標本，在送太空人上太空之前，科學家會利用動物進行不同的實驗 ，確

保飛天狗安全回地球後，才送人類上太空。你也可以見到不同年代的衛星儀器、太空衣、飛船、海報，

一言難盡，這裡是每一個熱愛太空科學人士的聖地，也是所有對太空有憧憬的夢想樂園。 

★地下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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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巴特藝術街：全長約 1公里左右，源起於 15世紀時，在 18世紀拿破崙入侵時，曾經放火燒

毀這附近，之後在經過重建後，現在算是莫斯科市中最老的街道之一。路面全部用磚石鋪設，兩旁建

於 14~16 世紀的古典建築簡潔而穩重，保存有許多古色古香的建築，小商店的商品種類琳琅滿目，套

娃、各式俄羅斯紀念品工藝品應有盡有，是選購紀念品的好地方。 

建議自費(NT2000):觀賞當地最有名的俄羅斯國家馬戲團，您可觀賞到許多金髮美女的特技表演及

小丑的爆笑表演，更有看頭的是訓練有素的動物們擬人化有秩序地的演出，也是莫斯科不容錯過的精

采表演之一 

早 飯店早餐                 午豬排風味料理                   晚中式料理 

住宿 4★Vega Izmiaolovo Hotel 或同級飯店



 

第七天 莫斯科 【卡洛緬斯可也莊園、莫斯科大學、麻雀山、莫斯科遊船】          

★卡洛緬斯可也莊園(Kolomenskoye Park):  （1994 列名世

界文化遺產） 14 世紀中伊凡一世在教區建造的一個莊園,

直到 16、17 世紀這裡一直都是歷代沙皇們最喜歡的渡假勝

地。17 世紀中葉時,彼得大帝的父親殺黃亞力克斯.米哈伊洛

維奇在此建一座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如童話般外觀的

木造宮殿(Wooden Palace)，後因彼得大帝遷都聖彼得堡而

慢慢式微。 

◎麻雀山、莫斯科大學: 麻雀山觀景台是莫斯科市區最高的

制高點，由於一面是莫斯科大學的狀力外觀，另一面可眺

望莫斯科市區的絕佳景觀。莫斯科大學為俄羅斯大學院校中的第一學府，創立於 1755 年，雄偉壯麗

的史達林式建築外觀則是始於 1947 年莫斯科建城 800 周年之際。莫斯科市內共有七座史達林式建築，

莫斯科大學正是其中之一。 

★【莫斯科河遊船】莫斯科河全長 503 公里，橫穿整個莫斯科，是俄羅斯最主要的河道之一。在這條

最中心的河流上探索莫斯科，從水中看到著名地標。無論白天還是晚上，您都可以在遊船的甲板上看

到江邊美麗的風景。 

早 飯店早餐               午 亞美尼亞燒烤料理             晚 中式料理 

住宿 4★Vega Izmiaolovo Hotel 或同級飯店 

第八天 莫斯科—伊茲麥洛夫藝術市集—札格爾斯特【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        

今早前往俄羅斯東正教中心的札格爾斯特，途中先帶您前往著名的伊茲麥洛夫藝術市集，之後前往斤

環古城之一的札格爾斯克(舊名謝爾蓋莊園)，參觀俄羅斯東正教最大的男修道院★聖三一修道院建築

群，此修道院在 1993 列名世界文化遺產。 

◎伊茲麥洛夫藝術市集: 又稱一隻螞蟻跳蚤市場位於莫斯科郊區，是一個露天的大型市集，有許多藝



術家創作的作品在此展示，也有很多自己帶來賣的骨董及二手物品，當然現在更多的是各類精美的工

藝品和禮品，可供大家自由殺價及選購，來這裡可盡情地享受購物的樂趣，盡情地挖寶。 

★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 (1993列名世界文化遺產) : 位於謝爾吉耶夫山頂上，是由 16 座建於 14-18

世紀的教堂及鐘塔組成的建築群，為俄羅斯東正教最古老修道院之一，在教徒心目中是至高莊嚴且最

神聖的。修道院中收藏著無數古俄羅斯俄羅斯珍貴文物與寶石骨董等，都是極珍貴的文化寶藏，因此

修道院亦是俄羅斯國家級博物館。 

早 飯店早餐               午 陶罐燉肉風味料理             晚 中式料理 

住宿 4★Vega Izmiaolovo Hotel 或同級飯店

 

第九天 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Mega Mall】/上海                              

今早辦理 CHECK OUT後,前往參觀救世主大教堂，續往機場方向，帶您參觀莫斯科最大的購物商場

Mega Mall，下午前往機場，帶著滿足愉快的心情，結束俄羅斯之旅，搭機前往上海轉機返回台北。 

 

◎救世主大教堂：是世界上最高的東正教教堂，也是最大的東正教教堂之一。該教堂是拿破崙戰爭後，

由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下令修建的，其目的是為了感謝救世主基督「將俄羅斯從失敗中拯救出來」，並

紀念在戰爭中犧牲的俄羅斯人民。 

◎Mega Mall:位於機場附近,是莫斯科最大的購物商場，整個商場內有電影院、IKEA、大型賣場、

高級超市很多精品店、服飾店及美食區，可讓您滿足所有購物需求。 

早 飯店早餐               午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 機上套餐 

住宿 飛機上 

第十天  上海/桃園                                                        

今早飛抵上海，辦理轉機手續後稍做休息，續搭機飛抵桃園國際機場，結束精彩的俄羅斯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