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伯利亞大鐵路+貝加爾湖+奧利洪島藍冰之旅八日 
【入住奧利洪島一晚、無購物、無自費、含俄羅斯簽證】 

【航空公司】搭乘【長榮航空】 

【出發日期】 

【參考航班】 

《第 01 天》桃園 TPE/海拉爾 HLD  BR-718 10:00/14:20 

《第 02 天》海拉爾 HLD/赤塔 HTA  CA-917   10:55/12:55 

《第 07 天》赤塔 HTA /海拉爾 HLD  CA-918   14:40/15:00 

《第 08 天》海拉爾 HLD /桃園 TPE  BR-717   15:50/20:05 

 

※航空時間若有調整，以航空公司公告為主。 

行程特色                                                             

 

 

 

 

 

 

 



  



  



 
 



 

住宿安排 (註：入住房間型態依當天飯店所提供之型態為主；圖片為僅供參考。)                 

【伊爾庫茨克市中心萬怡酒店】  Courtyard by Marriott Irkutsk City Center Hotel 

位於城市中心地帶的地點十分便捷，這間 4 星級的飯店是伊爾庫茨克市的理想下榻地。 所在位置理想，

最適合計畫造訪本地景點的人。 

飯店有 208 間客房，而且最近剛完成翻新。 精通多國語言的員工能夠協助您安排行程及活動，還有提

供快速入住/退房的設施讓旅客感到賓至如歸。 

 

【貝開爾湖景酒店】  Baikal View Hotel 

酒店位於風景如畫的奧爾洪島（Olkhon Island），距離貝加爾湖（Lake Baikal）湖岸僅有 700 米，提供

室外游泳池、季節性桑拿浴室、季節性自行車租賃服務以及內部免費 WiFi。 

客房佈置簡約，配有 1 間私人浴室。所有客房均俯瞰著湖泊。 

餐廳享有湖泊全景，供應當地和歐洲菜餚。餐廳供應自助早餐。客人可以在供應豐富的酒吧或陽光明媚

的露台上享用飲品。 

 



 

【海拉爾百府悅酒店】   

拉爾百府悅酒店提供室內溫水游泳池以及 Spa 和康體中心，地理位置優越，方便客人探索城市和周圍廣

闊的草原。酒店提供無與倫比的豪華設施和服務，距離海拉爾長途汽車客運總站僅有 5 分鐘步行路程。

酒店各處均提供免費 WiFi。

 

備註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含稅金、含俄簽 

★每日行程                                                     
符號說明 ▲、◎表入內參觀【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觀光 ★特別安排 

第一天 桃園海拉爾【市區觀光、成吉思汗廣場】 
今日專車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飛機直飛往◎中國海拉爾， 

【海拉爾】是呼倫貝爾市政府所在地是呼倫貝爾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草原之都”“海拉爾”因

城市北部的海拉爾河而得名。海拉爾是由蒙古語“哈利亞爾”音轉而來，意為“野韭菜”，因海拉爾河

兩岸過去長滿野韭菜，故取名為“海拉爾”。  

【成吉思汗廣場】它以成吉思汗名稱命名，是至今為止內蒙古自治區境內最大的廣場（與錫林廣場並列），

也是海拉爾區的標誌性建築之一。成吉思汗廣場分為歷史文化區水上活動區、噴泉廣場區等七個功能區。

六二六小河環行全場，碧流九曲宛若玉帶；廊橋、曲橋、拱橋、虹橋、索橋飛虹淩波；芳草鋪綠，亭榭

疊翠；噴泉飛瀑，虹柝七彩；畫舫笙歌有江南餘韻，雲天造影示北地形勝。巴彥額爾敦敖包，坐山帶水，

禮奉“聖石”其上，刻像銘碑其下；南眺而收蘇杭山水之秀，北瞰則盡大漠長河之美。 

後前往享用晚餐，續往飯店辦理住宿手續。 

亮點：內蒙古境內最大的廣場，也是呼倫貝爾海拉爾區地標式廣場，矗立著醒目的成吉思汗雕像。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中式料理 RMB60 

住宿：BAVARIA REGENT HOTEL HAILAR(呼倫貝爾海拉爾百府悅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海拉爾赤塔【市區觀光、喀山大教堂、提托夫山觀景臺】伊爾庫茨克     

  (參考車次 069  21:09-16:00+1 

海拉爾機場集合，後經過邊檢海關後，飛往【赤塔】，抵達後開始遊覽這個 “擁有大歷史的小城市”。

【列寧廣場】【軍事公園】【列寧大街】【鹿山】參觀【喀山大教堂】, 喀山大教堂是赤塔市最重要的

基督教堂同時 也是最重要的旅遊景點 ，此教堂是遠東地區和西伯利亞地區較大的基督教東正教教堂。 



 

【提托夫山觀景臺】在此可欣賞優美的赤塔市全景, 同時可觀賞亞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後參觀遊覽【諾

沃西季«HOBOCNTN»商業娛 樂中心和藝術中心】晚餐後，乘坐俄鐵 NO.069H 次列車 赴伊爾庫茨克。 

特別說明：俄鐵火車中途會停靠小站你可下車拍照與購買紀念品與零食 

貼心提醒：火車車廂為乘客提供飲用水；車窗有紗簾、或遮光簾；鋪位上有質地良好的提供乘客一次性

使用純棉布棉褥（毛毯）、褥單、棉被、被罩、枕蕊、枕套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俄式風味 USD10      晚餐：俄式風味 USD10 

住宿：火車臥鋪 （四人一室） 

第三天 【貝加爾湖畔行駛 2 小時觀光】伊爾庫茨克【喀山大教堂、130 藝術風情區】 
火車沿著西伯利亞大鐵路駛向伊爾庫茨克市，途中將沿貝加爾湖行駛 2-3 小時，帶著激動興奮的心情，

初見神秘的貝加爾湖。16:00 準時到達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所在地-有著東方巴黎之稱的【伊爾庫茨克

市】，俄羅斯十大教堂之一--莊嚴華麗的 【喀山大教堂】（神聖的喀山大教堂坐落在俄羅斯的伊爾庫茨

克市區。喀山聖女是俄羅斯人的保護神，喀山聖 母像是俄羅斯東正教的最高聖像。它被視為俄羅斯人

民的保護神長達數個世紀。在俄羅斯的許多城市都有喀山聖母教堂。） 

【130 藝術風情區】是我們不得不去的，各種浪漫典雅的咖啡廳小坐，難得的愜意。（130 時尚街區恢

復 了 18-19 世紀伊爾庫茨克古建築風格，是現代和古代的一個溝通，該街區無時無刻都在充滿著藝術

氣息， 是伊爾庫茨克唯一一條藝術商業街區，這裏可以供人們散步、酒吧，大型購物中心，電影院、

音樂劇院等 娛樂設施。在 130 裏完全體驗著美食和美景帶來的雙重奢華）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火車餐食      晚餐：俄式料理 USD10  

住宿：COURTYARD BY MARRIOTT IRKUTSK CITY CENTER(伊爾庫茨克市中心萬怡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伊爾庫茨克【烏斯季奧爾登斯基博物館】奧利洪島【薩滿山】 
早餐後專車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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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經布裏亞特村落，並參觀【烏斯季奧爾

登斯基博物館】，這裡展示了布裏亞特共和國的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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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立洪島】是貝加爾湖 22 個島中最大的島，長約 71 公里，寬約 15 公里。島上居民為布裡

亞特民族，貝加爾湖有 22 個島嶼，奧利洪島是最大的一個島，如果說貝加爾湖是西伯利亞的明珠，奧

利洪島就是這顆明珠的心臟。自古以來奧立洪島就是北部薩滿教的中心，崇尚自然、動植物和生命，於

民間和文化有深厚的影響。而島上的動植物資源相當豐富，在島的東岸處更有極為珍貴的淡水海豹蹤跡。

此處景色奇麗壯觀，奇幻的日出日落是攝影家們的創作天堂。 

【薩滿山】奧立洪島是薩滿教的聖地，重大的祭祀活動都在奧立洪島的薩滿山進行。薩滿山處於一個海

角，兩座山峰屹立於海中，神聖、莊嚴，近看宛似由碎石堆成！著名的薩滿山，又稱作 Shamanka。它

是一塊突出在湖邊的巨大岩石，在薩滿信仰中，這裡是一座聖地，阿爾泰的神靈就寓居在岩石中，也是

薩滿信仰中最重要的聖地之一 。薩滿石旁邊有一棵薩滿樹，上面纏滿了五顏六色的經幡，寄託著人們

美好的心願。【薩滿山拍攝日落】。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俄式料理 USD10      晚餐：俄式料理 USD10 

住宿：BAIKAL VIEW HOTEL(貝開爾湖景酒店) 或同級 

第五天 奧利洪島【乘氣墊船冰上體驗、合波角藍冰拍攝】伊爾庫茨克 
早上根據個人意願自行觀賞奧利洪島日出，【冰上體驗】搭乘氣墊船在清透的湖面上奔馳著，也可以下

車與知名的藍冰近距離接觸與拍照。(視湖面結凍程度，搭乘越野吉普車或氣墊船進行活動)每年貝加爾

湖都會冰封大約 5 個月，到了 1 月下旬，湖面的冰最少有 1 米厚。結冰的湖面有許許多多的接縫，就像

一幅拼花畫，在陽光下又彷彿是扇閃亮的玻璃窗。湖面的冰晶瑩剔透，走在上面可以清楚看到湖底的岩

石。這層冰看起來似乎很薄，但其實堅固得超乎想像。腳下是冰封的貝加爾湖，低頭便可以看見伴隨湖

面深藍的裂痕。【合波角】此處是小海和貝加爾湖交匯之處，也是貝加爾湖最寬的地方，水面寬約 70

多公里。一眼望去無法想像這是一個湖。沿途經哈蘭茨、紐爾幹灣、三色水、沙石湖岸、三兄弟山、愛

情岩都是留影的好地方。抵達合波角進行藍冰拍攝（如天氣陰沉可改為小海南端冰裂拍攝）。 

特別說明： 



 

1、搭乘氣墊船在清透的湖面上奔馳著，也可以下車與知名的藍冰近距離接觸與拍照。(視湖面結凍程度，

搭乘越野吉普車或氣墊船進行活動) 

2、拍藍冰為自然景觀非人文掌控，能否親見，有賴自然氣候配合，拍攝時注意環境安全，靠近山壁要

小心，有的有流石，注意安全。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湖邊野餐 USD10      晚餐：俄式料理 USD10  

住宿：COURTYARD BY MARRIOTT IRKUTSK CITY CENTER(伊爾庫茨克市中心萬怡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伊爾庫茨克【貝加爾湖畔行駛 2 小時觀光】赤塔  

    參考車次 008H 08:57-04:16+1 或№070Ч06:57-05:30+1 
清晨用完早餐後搭車前往火車站再次搭乘西伯利亞大鐵路火車返回赤塔。途中經過湖畔行駛可再次觀賞

美麗的貝加爾湖.妳可輕輕的向「西伯利亞明珠」藍眼睛的貝加爾湖說聲再見。抵達後前往酒店休息 

特別說明：俄鐵火車中途會停靠小站你可下車拍照與購買紀念品與零食 

貼心提醒：火車車廂為乘客提供飲用水；車窗有紗簾、或遮光簾；鋪位上有質地良好的提供乘客一次性

使用純棉布棉褥（毛毯）、褥單、棉被、被罩、枕蕊、枕套 

早餐：酒店內早餐或餐盒      午餐：火車餐盒      晚餐：火車餐盒 

住宿：火車臥鋪（四人一室）+酒店：MONBLAM HOTEL(蒙布朗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赤塔【貝加爾前線】海拉爾 

早 04:16 左右到達赤塔。入住酒店休息。早餐後參觀【貝加爾前線】這裏是赤塔市軍事迷們建立的小

型博物館，可以真真切切的接觸到二戰期間退伍下來的槍支，手雷等等武器。午餐後送完機場，14:40 返

回海拉爾，結束愉快的貝加爾湖之旅。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俄式料理 USD10       晚餐：中式料理 RMB60 

住宿：BAVARIA REGENT HOTEL HAILAR(呼倫貝爾海拉爾百府悅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 海拉爾【呼倫貝爾民族博物館、呼倫貝爾古城】臺北 
【呼倫貝爾民族博物館】 

是一座引人注目的仿古式中國傳統庭院風格建築，這裡擁有萬餘件館藏文物，展示了呼倫貝爾地區的歷

史、自然、民族文化等領域的變遷。呼倫貝爾民族博物院內主要有“蒙古族文物精品展”、“中國北方

遊牧民族搖籃”、“北方狩獵與遊牧民族家園”等主題展覽。在紮賚諾爾出土的猛獁象化石複製品、“紮

賚諾爾人”頭骨化石複製品以及一些民族生活用品等。還可以見到包括蒙古族在內的許多北方遊牧民族

的日常生活用具、傳統工藝製品，以及許多古代文物，包括秦漢時期青銅短劍、鮮卑時期的三鹿紋金飾

牌、隋唐時期的金銀器，還有遼、金、元時期的陶器、銅器、鐵器，清代官印等珍貴的文物 。 

【呼倫貝爾古城】 

又名呼倫貝爾城，位於今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正陽街一帶，始建於 1734 年。 

早在清代雍正年間，清政府為了保衛《尼布楚條約》劃定的額爾古納河為界的北部邊疆，在這一帶建城

戍邊。建城至今 273 年，為捍衛祖國邊界發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隨著政治、軍事作用的加強，商貿和

交通中心地位自然形成。到乾隆年間，晉、冀、魯等地商人“不遠萬裏接踵而來，他們在城內競相購地

建房，投資設肆”，海拉爾區已在原址一帶複建了許多仿古建築，包括北城門、中門、八大商號、副都

統衙門等建築，再現了清代時古城的歷史面貌，如今結合商業街的形式成為海拉爾市內的一大遊覽區。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料理 RMB60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溫暖的家 

行程內容順序僅參考，依當地旅行社做最後確定，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注意事項                                                     
俄羅斯簽證所需資料： 

(1)護照正本，效期需六個月以上、本人親自簽名，不得塗改。（半年內新辦護照需附舊護照） 

(2)公司的名稱、住址、電話、職稱、通訊的地址、電話。（學生請給學校名稱、住址、電話） 

(3)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沒有身份證的小朋友請準備戶口名簿影本） 

(4)工作天約 18 天。 

(5)兩吋照片 2 張。（半年內彩色白底，不可與護照或身分證的相片一樣） 

(6)未滿十八歲的小朋友，必須附上父母雙方的身份証影本。 

(7)簽證表格需本人填寫，基本資料：公司名稱、職稱、公司電話、公司地址、住家電話、住家地址 

(學生請給學校名稱、住址、電話)，有工作者務必附上名片正本 

簽證所需時間天數:14 個工作天(不含例假日；每周一.三早上 09:00 送件)。 

因俄羅斯簽證需護照正本方可辦理，若貴賓您有其他出國計畫無法配合簽證送件時間，請提前於您其他

出國計畫前預留 16 個工作天 (不含例假日) 申辦，若您無特別提出將按團體申辦簽證時間送出，敬請知

悉。 

若持外國護照辦理俄羅斯簽證，依照俄羅斯規定，簽證申請人除提供有效護照外，必須得供有效的台灣

居留證正本方可接受申請。 

若持美國護照辦理俄羅斯簽證，除上述規定外，簽證費用會有所增加，敬請知悉。 

溫馨提醒:【赴俄羅斯境內旅遊須知】 

★請尊重俄羅斯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遵守俄羅斯法律法規。 

★俄羅斯酒店內部不提供拖鞋、牙具、牙膏等洗漱用品。（如需要請自備） 

★含有麻黃素、咖啡因、粉末狀藥品不允許攜帶過俄羅斯海關。（如感冒藥，白加黑、康泰克和風油精等

藥品。） 

★賓館的物品不能擅自搬挪，要是不能攜帶出賓館，浴室內如有浴缸請在浴缸內洗澡，因為不是防水地

面，水會漏到樓下，一旦漏水客人將要承擔賠償。如物品損壞、丟失，按賓館定價賠償。 

★賓館的物品不能擅自搬挪，要是不能攜帶出賓館，浴室內如有浴缸請在浴缸內洗澡，因為不是防水地

面，水會漏到樓下，一旦漏水客人將要承擔賠償。如物品損壞、丟失，按賓館定價賠償。 

★俄羅斯貨幣紙幣面值有 5000、1000、500、100、50 盧布；硬幣有 10、5、2、1 盧布；再小的有戈

比 50、10、5、1 戈比、100 戈比是 1 盧布。 

★您會在境外遊覽時和酒店住宿時，會遇到一些陌生人和你聊天時（會漢語的俄羅斯人或中國人），請不

要說出自己的真實身份，以免上當受騙。 

★俄羅斯電源插孔是歐洲標準（圓孔的）如有需要買個轉換插頭。 

★蔬菜、水果、熟食請不要攜帶以免檢驗檢疫沒收扣留。。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

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

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