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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181206TSM5 

 
  

莫斯科 – 海參崴 (東行線) ~ 橫跨歐亞大陸, 跨越 5 個時區 ~ 旅程超 7, 500 公里 

 
由俄羅斯政治及經濟中心莫斯科開始 ~ 於西伯利亞鐵路終點站海參崴結束 

行程: 莫斯科 ~ 喀山 ~ 葉卡捷琳堡 ~ 新西伯利亞 ~ 克拉斯諾雅爾斯克 ~  

伊爾庫斯克 (貝加爾湖) ~ 烏蘭烏德 ~ 海參威 

酒店 2 人同行/每位 4 人同行/每位 6 人同行/每位 8 人同行/每位 10 人同行/每位 

三星酒店 HK$ 41,700 HK$ 34,900 HK$ 31,800 HK$ 30,500 HK$ 29,300 

四星酒店 HK$ 45,400 HK$ 38,600 HK$ 35,600 HK$ 34,300 HK$ 33,100 

五星酒店 (克拉斯諾亞

爾斯克酒店 & 貝加爾

湖區酒店除外) 

HK$ 49,400 HK$ 41,600 HK$ 38,800 HK$ 37,000 HK$ 35,800 

中文導遊附加費 HK$ 3,600 HK$ 1,800 HK$ 1,200 HK$ 1000 HK$ 800 

 
HOTEL / 
CITIES 

Moscow Kazan Yekaterinburg Novosibirsk Krasnoyarsk Irkutsk Ulan Ude Vladivostok 

3 Star Hotel Cosmos Nogai Marins Park River Park Ibis Center Ibis  Center Buryatia Zemchuzhina 
4 Star  
Hotel 

Holiday 
Inn 

Suleiman 
Palace 

Novotel Double Tree 
by Hilton 

Hilton 
Grand Inn 

Courtyard 
by Marriott 

Sagaan-
Morin 

Azimut  

5 Star      
     Hotel 

Marriott  Luciano  Hyatt Regency Marriott - NIL - - NIL - Mergen 
Bator 

Hyundai 

*Overnight at above hotel OR same grad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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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莫斯科 

是日到達俄羅斯首都莫斯科, 晚餐後送往酒店休息。  

第二天         莫斯科 ~ 喀山 (800 公里 ~ 車程約 12.5 小時)

早餐後莫斯科市內觀光, 參觀紅場及克里姆林宮~世界文

化遺產, 亦是俄羅斯歷代統治者的權力重心. 午餐後乘坐

地鐵, 參觀被譽為地下宮殿的莫斯科地鐵站。晚上送往火

車站登上往喀山的列車, 開始西伯利亞鐵路之旅。  

住宿於火車上 (是日午及晚餐自理) 

住宿於莫斯科酒店 

第三天   喀山 

列車於早上抵達喀山。 抵達後先送往當地餐廳享用早餐~

之後開始喀山觀光。 

喀山是韃靼共和國的首都, 擁有豐富的歷史遺產~與莫斯

科和聖彼得堡並列為俄羅斯三座 A 級歷史文化城市。 

市內觀光包括克里姆林宮~世界文化遺產, 是一座保存完

整的 16 世紀建築。 下午漫步於喀山古老韃靼區, 參觀喀

山最古老的清真寺 Al Mardzhani。 晚餐品嚐傳統韃靼美食。 

住宿於喀山酒店 

第四天  喀山 ~ 葉卡捷琳堡 (890 公里~ 車程約 12.5 小時) 

早餐後送往火車站~登上開往葉卡捷琳堡的火車。 

葉卡捷琳堡以女沙皇葉卡捷琳娜命名, 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殉難處, 也

是陸地上的歐亞分界線。 

是日晚上抵達葉卡捷琳堡, 直接送往酒店休息.  

住宿於酒店 (是日午及晚餐自理) 

第五天  葉卡捷琳堡 ~ 新西伯利亞 (1525 公里 ~ 車程約 22 小時) 

早餐後葉卡捷琳堡市內觀光, 參觀歐亞分界紀念碑~紀念碑分割分兩半, 一面寫著歐洲, 一面寫著亞

洲並有一條線延伸出去, 作為區分歐亞的分界線。 

午餐後參觀殉道院修道院,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於此地被處決。 

晚上送往火車站登上開往新西伯利亞的火車.  

住宿於火車上 (是日晚餐自理) 

第六天  新西伯利亞 

傍晚時份抵達新西伯利亞, 晚餐後送往酒店休息。 

住宿於新西伯利亞酒店 (是日午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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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新西伯利亞 ~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760 公里 ~ 車程約 12 小時) 

新西伯利亞是西伯利亞地區最大的地市, 被稱為俄羅斯的”矽谷”, 以科技而聞名。 

早餐後市內觀光, 參觀當地地標性建築物-新西伯利亞芭蕾及歌劇院, 同時也是俄羅斯最大的歌劇院, 

地方誌博物館, 參觀火車博物館, 為一個擁有各式火車頭及車廂的露天博物館。 

下午前往市郊參觀科學城 (Academgorodsk), 為俄羅斯最大的科研中心 。 

晚餐後登上開往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火車。 

住宿於火車上 

第八天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列車早上抵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早餐後安排市內觀光 。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是西伯利亞地區第三大城市, 以產”鋁”而著名, 在蘇聯時期曾經是一個封閉

的城市 - 當時是不對外開放的。半天觀光行程將帶大家參觀當地主要景點及購物街。 

下午自由活動。 

住宿於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酒店 (是日晚餐自理) 

第九天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 伊爾庫斯克 (1100 公里 ~ 車程約 18 小時) 

早上自由活動 。 下午前往火車站登上往伊爾庫斯克的火車 。 

住宿於火車上 (是日午及晚餐自理) 

 
第十天  伊爾庫斯克 ~ 李斯特維揚卡 (70 公里) 

早上抵達伊爾庫斯克. 早餐後伊爾庫斯克庫斯克市內觀光包括市中心, 十二月黨人博物館。 

午餐後前往貝加爾湖小鎮李斯特維揚卡, 途中參觀露天木屋博物館。 

住宿於李斯特維揚卡酒店(是日晚餐自理) 

第十一天 李斯特維揚卡 ~ 伊爾庫斯克 (70 公里) 

李斯特維揚卡為貝加爾湖區最有名的村莊~小鎮可欣賞到一望無際的湖景。早餐後參觀貝加爾湖博

物館, 館內有獨有的淡水海豹, 參觀尼古拉教堂, 漁市場, 品嚐當地獨有的淡水魚 – 歐姆魚, 之後乘

車前往伊爾庫斯克。 

住宿於伊爾庫斯克酒店 (是日晚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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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天 伊爾庫斯克 ~ 烏蘭烏德 (440 公里 ~ 車程 8 小時) 

早餐後前往火車站登上開往烏蘭烏德的列車, 於傍晚時分抵達. 

烏蘭烏德是俄羅斯聯邦“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的首府。布里亞特人是蒙古族的分支,遊客於烏蘭

烏德可看到俄羅斯及蒙古的文化融合。 

住宿於烏蘭烏德酒店 (是日午及晚餐自理) 

 

第十三天 烏蘭烏德 

全日烏蘭烏德市內觀光, 早上遊覽市中心及參觀布里

亞特人藏傳佛教的最高領導機構~伊沃爾金喇嘛寺. 午

餐後參觀當地老信徒村莊, 認識這個地區的文化及歷

史, 安排參觀當地家庭, 體驗傳統布里亞特獨特的蒙古

文化。晚餐安排於當地家庭。 

住宿於烏蘭烏德酒店  

 

第十四天 烏蘭烏德 ~ 海參崴 (2052 公里 ~ 車程約 62 小時) 

早上自由活動~ 前往超市購買飲用水及糧食, 為之後 3 天的火車之旅作準備。 

下午登上開往海參崴的火車~前往西伯利路火車之旅的終點站 

住宿於火車上 (是日午及晚餐自理) 

第十五天 – 第十六天 

 於火車上 

第十七天 海參崴 

早上抵達海參崴火車站, 火車站已有超過 100 年歷史, 有

濃厚的歐式建築風格, 是俄羅斯最漂亮的火車站之一, 於

月台上可見到西伯利亞大鐵路紀念碑~西伯利亞鐵路終點

的標誌。 

早餐後市內觀光. 前往中央廣場, 參觀 C-56 潛艇博物館, 

由真實的退役潛艇改建成為博物館. 午餐後前往鷹巢山暸

望臺~海參威的最高點, 一覽整個海參威的全景。 

住宿於海參威酒店 

第十八天 海參威 

早上市內觀光, 經世界上最長斜拉橋前往俄羅斯島, 參觀軍事要塞博物館。 下午於市中心自由活動

~購買各式各樣的紀念品. 晚餐後送返酒店休息。  

住宿於海參威酒店 

第十九天 海參威  

是日送往機場。結束西伯利亞大鐵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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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錢包括: 

- 全程住宿。7 晚於火車上，11 晚住宿於各城市酒店，以兩人入住一房為標準。(包括 1 晚於莫

斯科，1 晚於喀山，1 晚於葉卡捷琳堡， 1 晚於新西伯利亞，1 晚於克拉斯諾亞爾斯克，1 晚於

伊爾庫斯克，1 晚於李斯特維揚卡，2 晚於烏蘭烏德，2 晚於海參崴) 

- 全程二等臥鋪火車票(四人一車箱) 。 

- 全程接送服務 (由機場來往酒店, 酒店來往火車站等) 。 

- 私人導賞團 (每個停留城市均精心安排市內觀光, 並由當地英文導遊陪同) 。 

- 行程所包括的觀光點連入場費用 。 

- 行程上所包含的餐食 (注意並不包括酒精飲品及汽水等) 。 

-     由火車站至旅遊巴的行李搬運服務。 

-     0.15% TIC levy  
 

價錢不包括: 

- 俄羅斯簽證費用。 

- 香港往莫斯科及海參崴回香港的機票連稅項。 

- 行程上列明不包括的餐食及於列車上的餐食。 

- 所有酒精飲品及汽水飲品。 

- 給予當地導遊, 司機及其他服務人員的小費。 

- 行程內不包括的項目及所有個人消費。 

- 旅遊保險。 

 

注意事項: 

- 火車上不設任何導遊服務。 

- 如全程升級往一等車廂(二人一車廂)，附加費用為每位港幣 6,000 元起，價錢因火車班次不同

而有變。(留意某些火車班次不提供一等車卡) 

- 訂位可於出發前 1 - 3 個月確認，(於訂位時需繳付 50%訂金，如因火車滿座而引致訂位不能確

認，我司會全數退回訂金。) 

- 如顧客於訂位確認後取消行程, 所繳費用會因應顧客通知我司取消日期而有所不同。 

~~ 出發前 30 天或以上通知: 將扣除 10%已繳款項。 

~~ 出發前 15 – 29 天內通知: 將扣除 80%已繳款項。 

~~ 出發前 14 天內通知: 所有已繳款項將被扣除。 

- 如遇外幣浮動、酒店等漲價，本公司保留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 

- 行程之先後次序安排均由列車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編排為準，本公司有權根據供應商之編排

更改行程次序，而不預先通知。 

- 本公司強烈建議，所有顧客自行購買適合閣下所需的「個人綜合旅遊保險」。若顧客不購買

旅遊保險，將自行承擔於旅途中遇上意外或其他事故，及由此而導致之任何損失的風險，一

概與本公司無關。 


	*Overnight at above hotel OR same grade hot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