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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亞大鐵路、俄羅斯貝加爾湖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伏爾加莊園十一日 

 
世界遺產-貝加爾湖-“西伯利亞的藍眼睛”世界上最深和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湖水清澈透明，含雜質極少。

沿岸群山環抱，原始森林帶蒼翠，風景綺麗，湖面水天一色。自古以來，無論土著人，17 世紀來到貝加

爾湖畔的俄羅斯人，還是到此一遊的外國人，面對它那雄偉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壯麗，無不躬身讚歎，

稱之曰"聖海"、"聖湖"、"聖水"。無論用多少華麗的詞藻也無法描述貝加爾湖的美麗，也只有置身感受才

能體驗她的美麗、她的寧靜、她的浩瀚…… 

 

第一天(週四)臺北哈爾濱                                             BR 768  10:20/ 13:55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飛往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哈爾濱市是一座近 900年歷史的古城，在清末

隨著東清鐵路的修築，俄國勢力進入東北地區，作為鐵路樞紐的哈爾濱便首當其衝，俄羅斯風格的建

築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建起，整個城市散發濃厚的異國風情，故素有東方莫斯科之稱。【中央大街】始

建於 1900年，街道建築包羅了文藝復興，巴羅克等多種風格的建築 71棟。涵蓋了歐洲最具魅力的近

300年文化發展史.現在的中央大街已經成為了集休閒、遊覽、購物為一體的步行街。中央大街是哈爾

濱的縮影，哈爾濱的獨特建築文化和哈爾濱人的歐式生活，這裏都有明顯的體現。註：特別安排哈爾

濱著名的馬迭爾冰棍，讓您身處在這俄羅斯情調的大街上，感受這白色城市帶來的異國風味！ 

餐食:早餐:自理  午餐:機上   晚餐:東北農家宴 50 

住宿:維景假日酒店或同級 

http://hrbwjjr.com/a/jd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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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週五) 哈爾濱--伏爾加莊園 

早上餐後,參觀【東北虎林園】：東北虎林園是哈爾濱市獨具特色的

旅遊景區，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飼養、繁育東北虎 的基

地。佔地面積 144萬帄方米，擁有各種不同年齡的純種東北虎 300

多隻。東北虎林園目前有「成虎園」、「育成虎園」、「帅虎園」、「非

洲獅園」等景區。【防洪勝利紀念塔】 座落在風景如畫的松花江

南岸，是這座英雄城市的象徵，為紀念哈爾濱市人民戰勝 1957年

的特大洪水，於 1958年建成的，設計師為巴吉斯、李光耀、茲耶

列夫。紀念塔由立體塔身和附屬的回廊組成，塔高 22〃5 米，塔

基用塊石砌成，意味著堤防牢固、堅不可摧，塔基前的噴泉，象

證勇敢智慧的哈爾濱市人民。【聖索菲亞教堂廣場】是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是拜占庭式建築的

典型代表。聖索菲亞教堂氣勢恢弘，精美絕倫。教堂的牆體全部採用清水紅磚，上冠巨大飽滿的洋蔥

頭穹頂，統率著四翼大小不同的帳蓬頂，形成主從式的佈局，巍峨壯美的聖索菲亞教堂，構成了哈爾

濱獨具異國情調的人文景觀和城市風情。【伏爾加莊園】哈爾濱伏爾加莊園—個值得去，必須去的地

方伏爾加莊園風景秀麗，有大片的園林和灘塗濕地；蜿蜒曲折的阿什河流過莊園，水連水、橋連橋，

一派優美的田園風光；莊園複建了聖尼古拉教堂作為建築藝術館，複建了“米尼阿久爾”餐廳及建設了

30多座精典的俄式建築。莊園美輪美奐的風景將帶給您“莊園畫裏聽鐘聲，推窗憶情俄羅斯”的意境。

【俄羅斯歌舞秀】俄羅斯民族歌舞表演，伏爾加藝術團由俄羅斯專業演員組成，每季更換一次節目單。

激情四射的卡蓮卡、柔情似水的圓舞曲、瀟灑靈動的巴揚、溫婉動人的中文歌曲……帶給您華美的視

聽盛宴。 

註 1：特別安排滑雪活動(含滑雪用具：雪撬+手杖)，您還可參與雪圈活動(每人體驗一次)等其它雪上

活動。提醒您，體驗滑雪時請遵從指示並請您注意自身安全！ 

註 2：若您因自身因素，無法參與體驗滑雪活活動，建議您放鬆心情在莊園裡閒逛欣賞美麗雪景、拍

照，或者建議您前往餐廳喝咖啡，享受您的假期！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 40         晚餐:伏爾加莊園 RMB 88 

住宿:伏爾加莊園或同級 

 
第三天(週六)伏爾加莊園--哈爾濱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伏爾加莊園】占地面積 60 多萬帄方米。莊園是以哈爾濱歷史為依託，俄羅斯文化為主題，集會議

培訓、休閒娛樂、文化沙龍、婚禮慶典、冰雪活動、戶外運動等功能為一體的國家 AAAA級文化旅遊

度假區，並被評為國家中俄文化交流基地。普希金沙龍按照 19 世紀末俄羅斯建築風格建成，獨特的

磚結構牆面、對比強烈的配色向人們展示著它別具一格的魅力。土紅色的磚石壘砌成美麗的十字花形

遍佈建築外觀，磚結構鏤空工藝也在這座建築得以體現。巴甫洛夫城堡是莊園最有吸引力的建築之

一，也是新人們最期盼的婚禮場地。踏上幸福橋遠眺的那一刻，人們的目光自然而然的會落在這座雄

渾美麗的城堡之上。巴甫洛夫城堡由俄羅斯著名設計師弗‧弗‧布列恩於 1795-1797年設計。它歷經

http://www.hrbvolgaman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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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桑，是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古城堡，曾經做過醫院、警察局、監獄等場所。現在這座城堡靜默的佇

立在伏爾加河畔，每當傍晚的時候，夕陽的餘暉將城堡籠罩在溫暖而昏黃的光芒之中，仿佛時間靜止，

人們常常會不自覺的在此尋覓俄羅斯歷史的痕跡，一切都顯得如斯靜謐美好。聖尼古拉大教堂是一座

俄羅斯東正教教堂。隨著 1898 年中東鐵路的修建，俄羅斯人進入哈爾濱，東正教也隨之而來。聖尼

古拉大教堂於 1899年 10月 13日奠基，1900年春動工，至 1900年 12月竣工。教堂建成後被譽為"

遠東第一東正教堂"，被哈爾濱人稱為"喇嘛台"。小白樺餐廳是俄羅斯著名設計師拉別奇在參加巴黎國

際展覽會時設計的作品，建築從四個方面看都是正面，堪稱世界經典建築之一。它屬於 19 世紀俄羅

斯折衷主義建築風格，在建築的正面和其他細部有大量的木雕刻。特別安排重點冰雪大世界座落於松

花江哈爾濱城區段。以哈爾濱人民防洪勝利紀念塔為軸心，在江中沙灘約 20 萬帄方米範圍內向東西

兩側展開，其總用冰量達 7萬立方米，總用雪量達 13萬立方米，冰雪景觀近萬件，規模浩大，氣勢

奪人。通過冰雪語言塑造多處國內外著名建築，並將其與觀賞、娛樂、參與結合，使遊人置身於冰雪

盛宴之中。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 40         晚餐: 中式合菜 RMB 40 

住宿: 維景假日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週日)哈爾濱/伊爾庫茨克   K19次國際列車  1529/1354+4 

早餐後，前往關東古巷是一條大型仿古內廊，之所以稱之為“古”巷，也是涵蓋了哈爾濱地緣文化中，

最為悠遠的金源文化、赫哲文化、巴羅克文化、關東文化等多種文化。這個占地面積約 5500帄方米，

建築面積 9200 帄方米的巷子由餐飲、非物質文化遺產、購物、觀看表演等多項功能組成。一進古巷

大門，一組“關東人家”組雕就闖入視野。獨輪車上，盤著髮髻的少婦抱著孩子，依靠在行禮上。腰上

掛著水葫蘆的男子正作勢要推起車，繼續這條“闖關東”的路。這一家人身邊，都是趕路的人，挑著擔

子、扛著行禮的都在趕路……這是幾十年前，關裡人來東北“闖關東”的情形。再往裡走，各類風格的

建築一一呈現，可謂是一步一景。午餐後，乘火車赴伊爾庫茨克。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RMB 40         晚餐: 火車上 USD 15 

住宿:火車上（四人一室）※可以改住二人一房,二晚每人需補 NTD4,500※, 

 
第五天(週一)西伯利亞大鐵路 

乘 K19次赴伊爾庫芡克, 俄羅斯城鎮：伊爾庫次克，此城鎮為進入貝加爾湖的入口城市。伊爾庫次克，

是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的重要都市，亦是伊爾庫次克州的首府，人口約 80 萬。伊爾庫次克距離莫斯

科以東 5,185公里(鐵路距離)，距滿洲裡約 1500公里，位處於東亞及中亞之間。是俄羅斯遠東地區與

及位於中亞地區的烏拉爾山區之間的交通樞紐。是西伯利亞地區最大的經濟文化中心之一，著名的蘇

愷 27戰鬥機就在此地生產。這裡早在 1661年開始有人在此定居，1686年發展成為都市，被譽為『西

伯利亞的明珠』、『東方巴黎』，是一座美麗之城，坐落於安加拉河畔，因盛產木材，所以城中留有 18.19

世紀時期的木造精美建築。在宗教上，本市亦是俄羅斯東正教會大主教的座堂所在地，所以歷年以來

文化興盛。 

http://hrbwjjr.com/a/jd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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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早餐:火車上 USD 10         中餐:火車上 USD15            晚餐: 火車上 USD15  

住宿:火車上(四人一室) 

 
第六天(週二)伊爾庫茨克 

西伯利亞大鐵路（Trans-Siberian Railway）是橫貫俄羅斯東西的鐵路幹線。起自莫斯科，經梁贊、薩馬

拉、車裡雅賓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赤塔、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到符拉迪

沃斯托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總長 9，33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長的鐵路。奔跑在這一鋼鐵大動脈

上的共有大約 1000列貨運和客運列車。車裡雅賓斯克以西，於十九世紀中建成；以東長 7，416公里，

於 1891年始建，1916年全線通車。 

 
餐食:早餐:火車上 USD 10         中餐:火車上 USD15            晚餐:俄式料理 600RU 

住宿:萬怡酒店或同級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iktcy-courtyard-irkutsk-city-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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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週三)伊爾庫次克-烏斯歐達 UST ORDA-伊爾庫茨克(140KM/3HRS)（富豪之家、斯柏斯卡亞教

堂、十二月黨人故居） 

早餐後，整天進行貝加爾湖傳統民俗之旅。專車前往烏斯歐達村落，此地居民信仰神祕的薩滿教，薩

滿(SHAMAN)被認為有控制天氣、預言、解夢、占星的能力，扶爾加河流域及東西伯利亞是最崇信薩

滿教的地方。在此有機會體驗當地居民的熱情好客及傳統食物，欣賞民俗藝術舞蹈及傳統的儀式。下

午返回伊爾庫茨克市區觀光，前往▲安加拉河河濱公園參觀，公園的周遭▲白宮、▲尼古拉一世紀念

碑、▲歌劇院都值得您在此留影。【十二月黨人故居】：1661 年哥薩克人在此建城，1825 年十二月革

命之後，一百多位『十二月黨人』青年貴族被逮，放逐到西伯利亞，多數住在伊爾庫次克，若干『十

二月黨人故居』，現在已經成為博物館供人參觀。【伊爾庫次克富豪之家】：窗戶多而三面採光，每個

窗戶上的木材雕工都非常考究，屋頂的設計更是富有藝術的氣息，材料全用當地富產的木材，因材質

好可以保存百年以上。【斯柏斯卡亞教堂】：建於 1758 年，無論從安加拉河遊船上，或是西伯利亞鐵

路上，都可以看到這座綠白相間的教堂，是伊爾庫次克的地標之一。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 俄式料理 600RU         晚餐:俄式料理 600RU 

住宿:萬怡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週四)伊爾庫次克－貝加爾湖（乘船遊環湖觀光列車線路）－李斯特楊卡 

本日精心安排乘坐貝加爾湖『乘船游環湖觀光列車线路』，開始一天的貝加爾湖環湖深度遊，會停靠

5-6站，每站約停留 1-2個小時，讓遊客下車遊覽貝加爾湖以及沿途美景。全程世界自然遺產景觀！ 

【貝加爾湖】一詞源於『布裡亞特語』，意為『天然之海』，昔稱北海，是史書上蘇武牧羊所在地，貝

加爾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大約 2,500萬年前，這一地區發生了一次強烈地震，一大片土地深深

地塌陷下去，周圍數百條大小河奔流而來，形成了今日的貝加爾湖。它也是世界最深的湖泊，最深處

為 1,940米，帄均深度 740米，其體積達 2萬 3,600立方公里，是世界上容積最大的淡水湖，占全球

淡水總量的 1/5，僅次於裏海 （7萬 8,200立方公里）。倘若全世界的淡水都消失的話，貝加爾湖的湖

水量足夠支撐地球生物飲用 42年。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iktcy-courtyard-irkutsk-city-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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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 俄式料理 600RU         晚餐:俄式料理 600RU 

住宿: Lengenda Baikala Hotel或同級 

 
第九天(週五)李斯特揚卡(貝湖生態博物館、木造建築博物館)－伊爾庫次克(70KM/1.5小時))  

一早，可在湖邊悠閒漫步，享受貝加爾湖晨曦之美。「西伯利亞的明眸」，水色清澈透明，景色奇麗壯

觀，雖為淡水湖，從地質學也證明它從未與海相通，但這湖中卻生存著只有海中才有的海螺、海頄、

龍蝦和海豹，原因至今未解。此處也是成吉思汗一代天驕的腹地，諸多的歷史故事和美麗傳說讓貝加

爾湖更添風情。早餐後，參觀【貝加爾湖生態博物館】，讓人瞭解貝加爾湖的整個生態環境。【木造建

築博物館】：此露天博物館展示十八、十九世紀時期的木造建築，佔地 67公頃，包括有木造克裡姆林、

教堂、房舍、學校等多種展示品。午餐將在湖畔享用著名的歐姆頄，貝湖的特產頄遠近聞名，比如『歐

姆頄』或是『斯貢布利』，均屬鮭頄類，肉質鮮美，在純淨的湖邊品嘗貝加爾湖頄確是一種極高的享

受。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 俄式料理 600RU         晚餐:俄式料理 600RU 

住宿:萬怡酒店或同級 

 
第十天(週六)伊爾庫茨克（東正教堂、安加拉河）/北京            HU7968  IKT/PEK 15:15/ 18:05 

參觀市區文化建設、古典藝術的東正教堂、安加拉河畔美麗風光。抵達後,晚餐,入住酒店休息.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iktcy-courtyard-irkutsk-city-center/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917註冊編號 7992品保編號:北 2287  

洽詢專線： (02)2536-6251 傳真:(02)2536-1983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E-Mail： carlossu@ara.seed.net.tw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 俄式料理 600RU         晚餐: 中式料理 RMB 50 

住宿: 君頤潤華酒店或同级 

 
第十一天(週日) 北京臺北                                            BR 715 19:45/ 22:55   

早餐後, 前往騎乘【三輪車胡同遊】、【南鑼鼓巷】、【煙袋斜街】、【什剎海~酒吧一條街】遊畢後,隨後

派車赴機場,結束愉快的哈爾濱冰城+貝加爾湖之旅!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料理 50 

http://www.junyirunhuahotel.com/big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