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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介紹 
    

   搭乘西伯利亞私人旅遊快車暢遊夢幻般的西伯利亞和蒙古風情將是您一生難忘的經歷。列車上的

私人包廂將是您短暫旅行中“車輪上的家庭”，沿途將徹底免除您攜帶行李出入的煩惱。 

 

    西伯利亞快車編組將為您提供 4 種包括經濟等至豪華等級的車廂，以及餐車、酒吧車等，保證

您可享受到如同在家般的舒適和各種有趣優質服務。列車在沿途各地停留間將為您提供領略當地風

情的機會，相信以往那些似乎遙遠的，關於烏拉爾山區的俊美、貝加爾湖的神秘、西伯利亞白樺林

的婀娜、蒙古大草原的博大等童話都將逐漸的呈現在你的眼前。為了使旅途更加舒適，在俄羅斯首

都莫斯科、葉卡捷琳堡、伊爾庫茨克、蒙古首都烏蘭巴托、中國首都北京分別提供酒店住房。 

 

     我們相信，在西伯利亞地區旅行，只有西伯利亞快車可以給您提供在享受私人專列舒適旅行的

同時，還將獲得一次遊歷世界遙遠的西伯利亞風情、感受神秘遼闊的戈壁沙漠之難忘的經歷。 

 

西伯利亞 
重要景点介绍 
 

俄羅斯莫斯科：發展迅速、充滿活力的歐洲大都

市。 

克裡姆林宮：俄羅斯的權力中心。 

葉卡捷琳堡：烏拉爾山脈的中心。 

西伯利亞：一塊充滿傳奇、廣褒無垠的土地。 

葉尼塞河：西伯利亞地區最偉大河流之一,乘船

遊覽葉尼塞河。 

私人古典音樂會專場：別開生面的私人古典音樂

會。 

貝加爾湖：世界上最深，最大的淡水湖泊。 

蒙古草原小型蒙古那達慕：賽馬、摔跤、射箭表

演、蒙古民族歌舞表演、蒙古包、騁馳在草原的

馬群。 

中國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 

 西伯利亞快車 
私人專列優勢簡介 
 

全列車配備 4種從經濟等至豪華等級、具

有現代設備臥車車廂。 

保證全程單人或雙人包廂服務。 

所有臥車均為 2006 年以後出廠車廂， 均

配備了現代化的衛生設備。 

 豪華等級臥車包廂內配有私人衛生間、私

人沖涼設備及沙發。 

列車配編了裝飾典雅的餐車。 

列車編有 1節舒適的酒吧車，並配有鋼

琴。 

 日間遊覽期間會在陸地上安排所有列車上

的客人，均有沖涼時間。 

列車停靠各地可欣賞當地景觀。 

列車服務為歐式管理。 

列車運行安全、可靠、舒適。 



 
 
 

沿途停靠地点 
 

俄羅斯      莫斯科 

                     葉卡捷琳堡 

                     新西伯利亞 

                     喀拉斯克亞爾斯克 

                     伊爾庫斯克 

                     貝加爾湖 

                     烏蘭烏德 

蒙古            烏蘭巴托 

China           北京 

 

各地遊覽安排 
 

各地遊覽均提供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

義大利語、德語、華語導遊（如需其他語言導遊服務，

可提前提出需求） 

 

服務團隊 
 
整體服務團隊將分別為： 

 歐洲旅游標準的管理人員、經理 

莫斯科—北京間的俄語全程領隊 

沿途各地導遊 

****/***** 各地酒店 
 
莫斯科  --- Radisson Blu or similar 

葉卡捷琳堡 ---  Park Inn or similar 

新西伯利亞---  Doubletree by Hilton or similar 

伊爾庫斯克---- Courtyard Marriott  

烏蘭巴托----Ulaanbaatar Ramada  or similar 

北京--- Marriott City Wall or similar 

餐食安排 
 
每日不同品種的俄羅斯、蒙古、中國美食 

沿途各地特色餐廳酒店。 

西伯利亞快車餐車上御用厨師精心準備的美食 

 
 
 
 
 
 
 
 



西伯利亞快車 
列車簡介 

 

 
 
莫斯科 至 烏蘭巴托之間  的旅行（往返）將乘坐西伯利亞私人專屬快車 

 
西伯利亞快車由 4 種臥車車廂組成： 

 標準經濟等：  每包房 4 個鋪位 

 標準等：  每包房 2 個鋪位（可提供單人包房申請） 

 豪華銀等： 每包房 2 個鋪位（包房内配備有私人衛生間、冲凉房、沙發） 

 豪華金等： 每包房 2 個鋪位（包房内配備有私人衛生間、冲凉房、沙發） 

 
豪華金等  包房 介绍        
追求豪華舒適的列車體驗                            每包房 1-2 人 

 

豪華金型 臥車車廂是本列車編組中最為特殊、最為舒適的車廂、包房，包房內配有私人衛生間、盥

洗間、以及沖涼設備；每間包房內設有 1 上鋪、1 下鋪，車窗旁設有小書桌，沙發、小型衣帽櫃

等；每包房內設有 220 伏歐洲式插電介面，可以用來使用各種電子用品並可為手提電腦、手提電話

等電子設備充電。車廂內配備空調設備（包房內可調溫度），空調設備在列車運行時使用。 

豪華金型臥車車廂內設有 5個包房，均可為單人或雙人預定及使用。 

包房面積： 2.00m X 3.50m  =  7.0sqm 

下鋪面積:  1.20m X 1.85m    

上鋪面積:  0.85m X 1.85m  

 

 
 



  
包房內日間場景         包房內夜間場景  

 

   

私人淋浴間                       包房內私人衛生間、盥洗室            包房內衣帽櫃 
 
 

豪華銀等車厢  包房介紹           

豪華舒適的列車體驗                     每包房 1-2 人 
 

豪華銀型 臥車車廂內的包房只是比豪華金等臥車車廂包房稍小一點。其包房內配有私人衛生間、盥

洗以及沖涼設備；每間包房內設有 1 上鋪、1 下鋪，車窗旁設有小書桌，沙發、小型衣帽櫃等；每

包房內設有 220 伏歐洲式插電介面，可以用來使用各種電子用品並可為手提電腦、手提電話等電子

設備充電。車廂內配備空調設備（包房內可調溫度），空調設備在列車運行時使用。 

豪華銀型 臥車車廂內設有 6個包房，均可為單人或雙人預定及使用。 

 

包房面積： 2.00m X 2.70m  =  5.4sqm 

下鋪面積:  1.10m X 1.85m    

上鋪面積:  0.80m X 1.85m  

 

 
 



 

包房内夜間場景 
 

包房內私人衛生間及盥洗、沖

涼設備 

 

標準等車廂          包房介紹        

最受歡迎的列車體驗                 每包房 1- 2 人 
 

標準型 臥車車廂和豪華銀型臥車車廂都被認為是最受歡迎的專列旅行的車種，包房內設有 2 個

下鋪可用來睡臥，2 個上鋪可用來任意擺放行李；公共衛生間及盥洗間位於車廂的兩端；車廂內配

備空調設備（中央調控溫度），空調設備在列車運行時使用。每包房內設有 220 伏歐洲式插電介

面，可以用來使用各種電子用品並可為手提電腦、照相機、手提電話等電子設備充電。標準型 臥車

車廂內設有 9個包房，均可為單人或雙人預定及使用。 

 
旅行途中的每日洗浴安排：根據旅行計畫的安排，莫斯科至北京旅行間、安排了在莫斯科、葉

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烏蘭巴托、北京等地均於當地酒店內過夜，除此之外，在旅

行中的其他停靠城市如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烏蘭烏德專門為客人安排了酒店日間洗澡房服務

專案（每個包房可使用一間洗澡房間）； 北京至莫斯科旅行間，安排了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斯

克、葉卡捷琳堡、莫斯科等地均於當地酒店過夜，除此之外還特地在俄羅斯烏蘭烏德、喀拉斯克亞

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地當地酒店安排了日間洗澡用房（每個包房可使用一間洗澡房），以保障全

程每個停靠城市都可有沖涼安排。 

 

包房面積： 2.00m X 2.00m  =  4.00sqm 

鋪位面積:  0.65m X 1.85m 
    

 
 



  

 

   
 

標準經濟等車厢         包房介绍  

最經濟的旅行體驗                        每包房 4 人 
 

標準經濟型 臥車車廂被認為是最經濟也是深受歡迎的專列旅行的車種，非常適合一個家庭或三五知

己一起旅行。包房內設有 2 個下鋪、2 個上鋪；公共衛生間及盥洗間位於車廂的兩端；車廂內配備

空調設備（中央調控溫度），空調設備在列車運行時使用。每包房內設有 220 伏歐洲式插電介面，

可以用來使用各種電子用品並可為手提電腦、照相機、手提電話等電子設備充電。標準型 臥車車廂

內設有 9個包房，特為 4人一起旅行而準備車中，為此沿途各地酒店相匹配提供 2間雙人房。 

 

旅行途中的每日洗浴安排：根據旅行計畫的安排，莫斯科至北京旅行間、安排了在莫斯科、葉卡捷

琳堡、新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烏蘭巴托、北京等地均於當地酒店內過夜，除此之外，在旅行中

的其他停靠城市如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烏蘭烏德專門為客人安排了酒店日間洗澡房服務專案

（每個包房可使用一間洗澡房間）；北京至莫斯科旅行間，安排了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斯克、

葉卡捷琳堡、莫斯科等地均於當地酒店過夜，除此之外還特地在俄羅斯烏蘭烏德、喀拉斯克亞爾斯

克、新西伯利亞等地當地酒店安排了日間洗澡用房（每個包房可使用一間洗澡房），以保障全程每

個停靠城市都可有沖涼安排。 

 

包房面積： 2.00m X 2.00m  =  4.00sqm 

下鋪面積:  0.65m X 1.85m    

上鋪面積:  0.65m X 1.85m    
 

 
 



  

           包房内 4 個铺位，日間場景 
 

餐車車厢介绍 
西伯利亞快車編組中配有餐車，全程列車上將提供早餐、中餐及晚餐的包餐服務，旅行中俄羅斯大

餐、蒙古風味、中國傳統菜肴等各地風味均將呈現。 

  
俄羅斯風格餐車(Example)    俄羅斯風格餐車(Example) 

 

酒吧車介绍 
酒吧車是列車上最受人歡迎的車廂，每天營業到深夜。歡迎您來此小坐，伴著優美的現場鋼琴

演奏，一邊優雅地品嘗美酒，一邊愜意地欣賞窗外不斷閃過的美麗景色，使您達到身心的全面放

鬆。 

  
酒吧車 (Example)     酒吧車 (Example) 

列車上講座 
列車管理團隊可根據實際需求專門在酒吧車及餐車上開闢出可以用于講座的區域，沿途各地的人文

歷史、地理知識、文化生活、經濟發展都将逐一介绍给您，晚间列車運行期間还可能放映關於中

國、蒙古、俄羅斯的影片以共欣赏。 



西伯利亞快車車廂包房內設備介紹 2015 

車廂等級 標準經濟等 Standard Economy  標準型 Standard Plus  豪華銀等型 Deluxe Silver 豪華金等型 Deluxe Gold 

包房定員 4 人 2 人或 1 人 2 人或 1 人 2 人或 1 人 

 

鋪位面積 

每包房 4 鋪位 

2 下鋪   (65 x 185 cm)  

2 上鋪   (65 x 185 cm)  

每包房 4 鋪位（上鋪只擺放行李） 

 

2 lower beds (65 x 185 cm)  

每包房 2 個鋪位 

1 個下鋪   (110 x 185 cm)  

1 個上鋪   (80 x 185 cm) 

每包房 2 個鋪位 

1 個下鋪  (120 x 185 cm)  

1 個上鋪   (80 x 185 cm) 

包房面積 4 平方米 4 平方米 5,4 平方米 7 平方米 

盥洗室 

淋浴間 /衛生間 

公共衛生間及盥洗間位於車廂兩端，沿

途各地每天均安排了酒店洗澡房間 

公共衛生間及盥洗間位於車廂兩端，

沿途各地每天均安排了酒店洗澡房間 

每個包房內設有完全獨立的私人淋浴衛生

間、及盥洗間 

每個包房內設有完全獨立的私人淋浴間、

衛生間、及盥洗間 

車內空調設備 中央調控的空調及暖氣設備 中央調控的空調及暖氣設備 包房內獨立調控的空調及暖氣設備 包房內獨立調控的空調及暖氣設備 

 

行李存放設備 

鋪位下方 (可擺放小件行李)及位於包房

門上方的行李儲存室 

鋪位下方 (可擺放小件行李)及位於包房

門上方的行李儲存室，包房內上鋪也

可存放行李 

包房內設有衣帽櫃，行李可存放包房內門

上方的行李儲藏室. 

包房內設有衣帽櫃，行李可存放包房內門

上方的行李儲藏室. 

 

包房內日間坐席 

列車日間運行期間，包房內下鋪將被整

理為雙人沙發，客人可靠窗而坐閒談休

息 

列車日間運行期間，包房內下鋪將被

整理為雙人沙發，客人可靠窗而坐閒

談休息 

列車日間運行期間包房內下鋪將被整理為

舒適的雙人沙發，下鋪對面是一個單人沙

發，已滿足客人日間坐席需求 

列車日間運行期間包房內下鋪將被整理為

舒適的雙人沙發，下鋪對面是一個單人沙

發，已滿足客人日間坐席需求 

保險箱 無 無 無 有 

DVD/CD 播放機 無 無 有 有 

包房內頭髮吹風筒 n 無 有 有 有 

包房內日用品 拖鞋、毛巾 拖鞋,  毛巾 浴袍,、拖鞋、 沐浴液、洗頭水、洗手

液,、浴巾及毛巾 

浴袍,、拖鞋、 沐浴液、洗頭水、洗手

液,、浴巾及毛巾 

毛巾更換安排 每 3 天更換一次 每 3 天更換一次 每天更換 每天更換 

床上用品更換安排 每 3 天更換一次 每 3 天更換一次 每 3 天更換一次 每 3 天更換一次 

咖啡、茶 無限量免費提供 無限量免費提供 無限量免費提供 無限量免費提供 

礦泉水供應（每人） 每天免費提供 1 瓶 / 0.5 升 每天免費提供 1 瓶 / 0.5 升 每天免費提供 2 瓶 / 0.5 升 每天免費提供 2 瓶 / 0.5 升 

免費水果供應 無 無 每日供應 每日供應 

車廂內包房數量 9 9 6 5 

備        註 
標準經濟等車廂在俄羅斯公共鐵路運輸

業也被稱為“二等車廂” 

標準經濟等車廂在俄羅斯公共鐵路運

輸業也被稱為“一等車廂” 

此類型車廂在俄羅斯及其他大多數地區稱

為“銀笛” 或稱為”VIP”等 

此類型車廂在俄羅斯及其他大多數地區稱

為“金笛” 或稱為”VIP”等 



2015 西伯利亞國際快車開行計畫內容  

西行計畫  烏蘭巴托 --- 莫斯科  

13 天穿行西伯利亞大鐵路旅行    
                              運行路線 天數 列車上的工作語言 

烏蘭巴托 –莫斯科 旅遊專列火車 13 天 中文、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義大利文等 

 

      
日期 

 
團號 Tour4B 

 
國家 Country 

 
城市 City 

 
當地時間 Local Time 

(Changes reserved) 
各地遊覽安排 

早餐

安排 

午餐

安排 

晚餐

安排 

 
 
  各地住宿 

01  星期六 0912 台北/北京 北京 CA 186 1300/1645 入住酒店    北京 

02 星期日 09.13 北京/蒙古 烏蘭巴托 CA 1510/1830 抵達，入住酒店，民族歌舞表演    烏蘭巴托 

03 星期一 09.14 蒙古 烏蘭巴托  遊覽蒙古草原、小型那達慕大會表演    烏蘭巴托 

04 星期二 09.15 蒙古 烏蘭巴托 1525  始發 上午於烏蘭巴托市區安排遊覽    列車上 

05 星期三 09.16 俄羅斯 烏蘭烏德 0900-1800 市區安排遊覽    列車上 

06 星期四 09.17 俄羅斯 貝加爾湖 1400  抵達 遊覽貝加爾湖景區    伊爾庫斯克 

07 星期五 09.18 俄羅斯 伊爾庫斯克 1800  始發 市區遊覽，包括小型私人音樂會    列車上 

08 星期六 09.19 俄羅斯 喀拉斯亞爾斯克 0900-1800 市區遊覽包括乘船遊覽耶尼塞河    列車上 

09 星期日 09.20 俄羅斯 新西伯利亞 0900-1600 市區安排遊覽    列車上 

10 星期一 09.21 俄羅斯 葉卡捷琳堡 1200  抵達 市區安排遊覽    葉卡捷琳堡 

11 星期二 09.22 俄羅斯 葉卡捷琳堡 0900  始發 全天在列車上    列車上 

12 星期三 09.23 俄羅斯 莫斯科/北京 1100  抵達 

CA 910 1840/0715+1 

遊覽紅場、克林姆林宮等    機上 

13 星期四 09.24  北京/台北 CA 185 0835/1145      



 

2015 西伯利亞快車報名費用 
                 此價格以台幣/每人計算 
 

出團日期：2015 年 09/12(2015 年僅剩此團) 

 

等     级 
標準經濟等 

Standard Economy 
標準等

Standard Plus  
豪華銀等

Deluxe Silver  
豪華金等 

Deluxe Gold 
包房內定員(四人一房) 4 人 2 人 2 人 2 人 

價格（台幣/每人） 237,800 元 306,800 元 463,800 元 539,800 元 

包房內單人間加價 n/a 114,720 元 202,930 元 243,260 元 

 

費用包括下列服務: 
 台北/北京/烏蘭巴托及莫斯科/北京/台北的國際班機機票。 

 莫斯科至烏蘭巴托之間西伯利亞快車上 6 晚。 

 莫斯科 4 星级酒店 1 晚住房（雙人間）。 

 葉卡捷琳堡 4 星级酒店 1 晚住房（雙人間）。 

 伊爾庫斯克 4 星级酒店 1 晚住房（雙人間） 

 烏蘭巴托 3 星级酒店 2 晚住房（雙人間） 

 全程综合服務費用（從第一天晚餐起至最后一天早餐後结束） 

 抵離始發、終點城市的機場接送交通 

 莫斯科、葉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亞、喀拉斯克亞爾斯克、伊爾庫斯克、貝加爾湖、烏蘭烏

德、烏蘭巴托等地的地面遊覽。 

 列車上講座，俄語學習课程（如有需要）、品嘗俄羅斯 Vodka。 

 伊爾庫斯克私人音樂會。 

 行程中列明的文化娱樂活動。 

 英、西班牙、葡萄牙、法、德、意大利、華語服務。 

 全程英語管理團隊。 
 

費用中不含下列服務： 

-  俄羅斯、蒙古、中國的簽證。 

-  小費 (建議小費每位客人 EUR 200 / USD 260 全程)。 

 

預   定：至少開行前 20 天。 

團隊規模：列車開行人數 80 人，團隊規模將限制在 92 人以內，以保障接待品質。 

 

定 金：1. 標準`經濟每人台幣 90,000 元。 

            2.豪華銀等、豪華金等客人   每人台幣 150,000 元。 

            3.團費支付： 出發前 20 天支付全部費用。 

 

B.取消行程時需沒收費用或支付費用條款： 

出發日前 20 天內取消者，需收取團費的 80%。 

出發日當天: 團費的 100%。 
 

※本團確定開團，惟人數不滿 10 位者，不派領隊！有十位(含)以上時，隨即派出領隊隨團服

務。 

 



2015西伯利亞豪華專列行程 

北京—蒙古—俄羅斯 

 

北京 – 烏蘭巴托 – 烏蘭烏德 --  貝加爾湖 -- 伊爾庫斯克 – 喀拉斯克亞爾斯克 – 新西伯

利亞--葉卡捷琳堡 – 莫斯科 

 

出發日期：2015年09/12日出發(確定出發)。 

第01天:09/12  台北/北京 CA 186 1300/1645                  宿: 麗竟灣國際 

今搭機前往北京抵達晚餐後，入住酒店. 

早餐:X                   午餐:X                    晚餐:中式餐 

 

第02天: 09/13 北京/烏蘭巴托 CA  CA 955 1510/1830               宿: 烏蘭巴托酒店 

早餐後，於酒店自由活動午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外蒙首都抵烏蘭巴托。抵達後，乘車赴酒

店入住及晚餐，晚上欣賞蒙古民族歌舞演。 

早餐:酒店                 午餐:北京風味餐           晚餐:蒙古風味餐 

 

第03天: 09/14   烏蘭巴托                                宿: 烏蘭巴托酒店 

早餐後，全天繼續在烏蘭巴托遊覽。今天將有幸遊覽特爾勒吉國家公園（自然景觀保護區），

欣賞大自然美景同時您將有機會參觀養鹿人家，做客於蒙古包，並特別為遊客安排的蒙古傳統

節日盛會---那達慕大會的賽馬、摔跤、射箭等都會留給您美好的回憶。 

早餐:酒店                 午餐: ○                     晚餐: ○ 

 

第04天：09/15  烏蘭巴托                                                                      宿: 西伯利亞快車 

早餐後，參觀著名的甘丹寺院，蘇赫巴托中心廣場，柏格達汗博物館（古蒙古大汗的冬宮，有

時也用為夏宮）和位於最高點的載山蘇聯紅軍紀念碑。在這可以俯瞰丘陵下美麗的景色，以及

城市週邊的蒙古包。下午入住西伯利亞快車，這裡將是您未來9天的“家”，列車下午始發開往令

人神往的西伯利亞。  

早餐:酒店                  午餐:蒙古餐                晚餐:火車上 

 

第05天：09/16  烏蘭烏德                                                                        宿: 西伯利亞快車 

列車將於子夜抵達蒙古邊界蘇赫巴托火車站和俄羅斯納烏什基火車站，兩國邊檢人員將登車辦

理檢驗過境手續，無需客人下車。檢驗入境後，列車便離開蒙古鐵路進入俄羅斯境內，並在西

伯利亞大鐵路上運行。上午，列車將抵達烏蘭烏德火車站。烏蘭烏德是俄羅斯的布里亞特自治

共和國首都，當地居民是接近蒙古民族的布里亞特人，所以烏蘭烏德這個城市表現出了多種文



化的彙集、新奇別致，這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城市。像伊爾庫茨克一樣，在這裡隨處可見

典型的西伯利亞大木房。伊沃爾金寺院是俄羅斯最大的佛教中心，並享有盛名。 

早餐:火車上                午餐: ○                  晚餐:火車上 

 

第06天: 09/17  貝加爾湖                                                                         宿: 伊爾庫茨克酒店 

今天的遊覽將使您終生難忘。貝加爾湖是世界上最大淡水貯藏庫。她370哩長，26哩寬，深

1620米，是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被山嶺圍起來的蔚藍色湖面猶如世間的明珠讓人留連忘返。

早上列車將在晨光下低速沿著貝加爾湖環行鐵路緩緩運行，在湖邊的小漁村稍作停留，您將有

機會在當地漁民的家庭做客，嘗試把腿在貝加爾潔淨清涼的水中浸泡一會兒，感受一下大自然

的恩賜吧。湖岸上專門為客人準備了貝加爾湖燒烤野餐。下午午我們將乘船橫渡貝加爾湖，抵

達貝加爾湖景區，我們將步行進入著名裡茲特楊卡小鎮，在小鎮裡會看到聖尼古萊東正教教堂--

典型的俄羅斯農村木制東正教教堂，上個世紀90年代被重新裝飾修一新。小鎮居民的生活悠然

自得。晚餐時您可以有機會品嘗著名的，只有貝加爾湖特有的— 歐姆魚。 

早餐:火車上               午餐: 貝加爾湖燒烤野餐     晚餐: 貝加爾湖風味餐 

 

第07天: 09/18  伊爾庫茨克                                                                             宿: 西伯利亞快車 

伊爾庫茨克，這是一個與中國、蒙古進行貿易而著名的城市，被譽為“西伯利亞的巴黎”。伊爾

庫茨克的生活豐富多彩，至今到處仍有許多木結構房屋，遊客可參觀舊城、市場、民族學博物

館。隨後參加另一個特別的活動 – 木房裡的私人古典音樂會。晚返回你的“家”- 西伯利亞快車。 

早餐:酒店                  午餐: 貝加爾湖燒烤野           晚餐:○ 

 

第08天: 09/19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宿: 西伯利亞快車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與葉卡捷琳堡、烏蘭烏德一樣在前蘇聯時期是非開放地區，她坐落於美麗的

葉尼賽河畔，葉尼賽河是俄羅斯最寬闊的河流之一，也是流入北冰洋的河流中最大的一支河

流，孕育了整個西伯利亞地區的子民。市區街道兩旁裝點了在西伯利亞地區難得見到的棕櫚

樹，乘船遊覽葉尼塞河時，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城市全景及雄偉的鐵路大橋將盡收眼底。 

早餐:火車上                午餐: 貝加爾湖燒烤野餐       晚餐:○ 

 

第09天: 09/20  新西伯利亞                                                                                宿: 西伯利亞快車 

上午於市區參觀遊覽，您將有機會看到在蘇維埃時期保留下來的東正教堂以及屹立在列寧廣場

著名的歌劇院。下午將乘車赴郊外，流覽真正的西伯利亞森林—針葉林帶，同時可以參觀具有

歷史意義的鐵路露天博物館，陳列著60多台具有不同時代標誌的蒸汽機車、內燃機車以及具有

歷史意義的客車車廂，似乎在訴說的西伯利亞地區時代的變遷。                                          



早餐:火車上                午餐: ○                     晚餐:○ 

 

第10天: 09/21         葉卡捷琳堡                                                                        宿: 葉卡捷琳堡酒店 

今天列車將抵達烏拉爾斯克州州府首府--葉卡捷琳堡，一個俄羅斯冶金工業基地，城市於1723

年由彼得沙皇建成。到20世紀它已經成為最大最重要的金融工業文化中心之一。葉卡捷琳堡是

著名的歐亞大陸地理分界標，分界線上建立的方尖紀念碑有著獨特的紀念意義。2004年在市中

心建成的教堂 -- —滴血教堂，在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記，她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

被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於1918年槍決的地方。下午將會由機會進入烏拉爾森林—加寧娜山--今天

俄羅斯人民是為聖地，上個世紀90年代當地人民為紀念羅曼諾夫王朝最後尼古拉二世在此建造

了木制小教堂供人朝拜。今晚您將入住當地酒店休息。 

早餐:火車上                午餐: ○                      晚餐: ○ 

 

第11天: 09/22                                                                                                     宿: 西伯利亞快車 

上午返回葉卡捷琳堡火車站，返回西伯利亞快車上，今天列車將全天運行在西伯利亞大鐵路線

上，西伯利亞快車將搭載您穿越鮮有人跡的烏拉爾山脈、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數不盡的湖

泊、村莊，沿途秀麗美景會伴隨您的放鬆身心體嘗到久違的休閒。列車上還可舉辦各種語言的

講座，告訴您關於沿途各地的歷史故事和人文趣聞。 

早餐:酒店                   午餐: 火車上                  晚餐: 火車上 

 

第12天: 09/23  莫斯科/北京 CA 910 1840/0715+1                                 宿:機上 

今天早上11:00我們將抵達西伯利亞快車運行的終點 – 莫斯科，一個近8000公里的偉大鐵路旅行

就將結束。午餐後在莫斯科遊覽。參觀宏偉的紅場、列寧紀念堂、克裡姆林宮等。莫斯科已經

是一個繁華而充滿生機的、一個古老與現代完美結合的城市，之後前往機場搭經北京返回台

北。 

早餐:火車上                午餐: 中式餐                  晚餐:機上 

 

第13天: 09/24    北京/台北 CA 185 0835/1145 

今抵達北京後轉機返回台北結束此次的東方列車之旅。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發現者旅行社 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76號5樓 交觀甲字第6862號 

品保協會會員證號：北1573號 電話：02-25672616 傳真：02-25631584 

Email：travel104@yahoo.com.tw 



 
Magnificent view of the Kremlin from the Bolshoy Kamennyy Bridge 
 

       
加寧娜木制教堂物馆                                                              新西伯利亞火車站 
 

 
喀拉斯克 



  
新西伯利亞鐵路博             
 

 
                   亞爾斯克火車站 
 

 
              私人古典音樂會 

 

 
               西伯利亞快車正沿著美麗的貝加爾湖慢速運行 



蒙古行程與景點概要： 

 
 

  
       伊沃爾金寺佛教寺院 Ivolginsky Buddhist Monastry       俄羅斯最大的列寧塑像 

 

 
                        蒙古草原 

 

  
                 特爾勒吉國家公園蒙古包                                      那達慕大會  賽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