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期  

 

第一天  香港 – 莫斯科 

抵達俄羅斯首都莫斯科, 抵達後送往酒

店休息。住宿於國際四星級酒店。 

第二天     莫斯科 
是日安排半天市內觀光包括列寧山, 勝
利公園, 救世主大教堂等 (各景點均為外

觀, 不包含入場費) 。住宿於國際四星級

酒店。 

第三天    莫斯科 
莫斯科市內觀光包括紅場, 克里姆林宮. 
下午乘坐被譽為地下宮殿的莫斯科地鐵, 
之後前往阿爾伯特大街。 

住宿於國際四星級酒店。 

第四天    莫斯科 – 高速列車 – 聖彼得堡 
早上參觀特列季亞科夫畫廊。 
中午前往火車站, 乘坐下午開出的高速

列車往聖彼得堡 (車程約 4 小時) 。 
抵達後直接送往酒店休息  。 
住宿於國際四星級酒店。 

 

 

第五天  聖彼得堡 
早上安排 3 小時市內觀光包括滴血教堂, 

聖埃塞大教堂等 (景點均為外觀, 不包括

入場費) 。 
下午參觀彼得堡羅要塞 (4 月及 10 – 12

月出發的團隊第五天下午會安排參觀隱

士盧博物館, 彼得堡羅要塞改為第六天

參觀) 。住宿於國際四星級酒店。 

第六天  聖彼得堡 
早上參觀隱士盧博物館. 下午客人自由

活動 (當天晚上不包括酒店接送) 。 

住宿於國際四星級酒店。 

第七天  聖彼得堡 
早上前往市郊, 參觀普希金村及嘉芙蓮

宮。下午返回市區, 客人可於市中心自

由活動。住宿於國際四星級酒店。 

第八天  聖彼得堡 
中午送往機場乘坐國際航班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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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全年精選日子出發. 

由 4 – 10月增至逢星期六出發! 

(5月 11 – 18 及 6月 1 -8 除外, 

因該期間當地有大型會議及特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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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包括: 

1. 全程 7晚國際四星酒店住宿 

(Holiday Inn 或 Novotel 或

Radisson或同級), 以兩人入住一

標準雙人房計算。 

2. 全程 7天自助早餐於酒店。午餐及

晚餐客人於當地自理。 

3. 按以上行程安排導賞團並由持牌英

語導遊服務。 

4. 行程上所包含的景點門票 (莫斯科

包括克里姆林宮, 莫斯科地鐵, 特

列季亞科夫畫廊。聖彼得堡包括隱

士盧博物館, 嘉芙蓮宮) 

5. 豪華旅遊巴士作觀光及接送之用(抵

達及回程當天接送不包導遊服務)。 

6. 莫斯科往聖彼得堡二等高鐵列車。 

價格不包括: 

1. 俄羅斯簽證費用 (香港特區護照享

有 14天免簽證停留) 。 

2. 全程機票費用連稅項。 

3. 全程午餐及晚餐。 

4. 給予當地導遊及司機的小費 (建議

每位客人每天 5美元給導遊, 3美

元給司機) 。 

 

 

 

 

 

5. 行程內所不包括的項目如自理項目, 

入場費, 個人消費, 行李搬運費, 

洗衣費等等。 

6. 旅遊保險 (*本公司建議客人於參團

後, 必須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以作

保障*) 

注意事項:  

1. 以上行程由抵達俄羅斯開始, 並不

包括香港領隊隨團出發。 

2. 全程均由英語導遊提供服務。 

3. 此團並不是私人導賞團, 因此會有

其他客人參團。 (我司可根據客人

定制私人包團, 詳情請與我們查詢) 

4. 行程有機會因應實際情況而作出更

改而不預先通知。 

5. 訂位時需繳付每位不設退款訂金港

幣$2,000元, 餘款則須於出發前 21

天繳付。餘款繳付後取消行程, 已

繳付之團費恕不退還。

 
      香港上環蘇杭街 69號,9樓,  

       903-904 室  電話: 852-37132300 

       電郵: tour@global.com.hk 

團費價格如下: (以每位佔半房計) 

1月 12日 - 4月 6 日 

10 月 19 日 - 12月 21日 

每位 港幣 8,300元 

單人房附加費 港幣 2,000元 

4月 13 日– 20 日 

9月 28日 – 10月 12日 

每位 港幣 8,600元 

單人房附加費 港幣 2,400元 

4 月 27日 – 7月 6日 

(不包括 5月 11-18 – 6月 1- 8日) 

每位 港幣 9,400元 

單人房附加費 港幣 3,200元 

7月 13 日– 9月 21日 
每位 港幣 9,200元 

單人房附加費 港幣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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