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皇家俄羅斯直飛～ 
  全程五星、雙中段飛機、五大美食饗宴八日  

俄國詩人費多爾，圖契夫曾說過：「俄國是無法用理性來了解的，也不能以一把普通的碼尺來測量。」

擁有豐富的人文素養，音樂大家柴可夫斯基、大文豪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等，頂尖的芭蕾

舞、馬戲團人才濟濟。獨特的東正教建築風格，薈萃俄羅斯無與倫比的文化與藝術精華。 

 

1.【搭乘俄羅斯皇家航空、直飛俄羅斯、莫斯科】 
【當日即可抵達俄羅斯下榻住宿，旅遊超值新趨勢】 
 俄羅斯皇家航空直飛俄羅斯航班，當日即可抵達莫斯科，今晚不必夜宿機上，您可以於下榻的飯店

充分休息、調整時差。 

2.【莫斯科/聖彼得堡 安排中段國內班機，省時又舒適】 
兩大城市莫斯科、聖彼得堡相距650公里，搭配國內線班機，讓您輕鬆舒適暢遊北方大國。 

3.【五大推薦】  
1.與大英博物館、羅浮宮、紐約大都會齊名的四大博物館之「冬宮(隱士廬博物館)」。 

2.媲美凡爾賽宮，聖彼得堡最美花園宮殿設計「彼得夏宮花園」。    

3.女皇宮殿的優雅與華麗，聞名世界獨一無二的「凱薩琳宮〈琥珀廳〉」。 

4.參觀 1990 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俄羅斯心臟莫斯科「紅場、克里姆林」。  

5.彼得大帝所興建防禦性碉堡，現為俄國沙皇長眠之處「彼得保羅要塞」。 

 



 

4.【俄式文藝經典】 
◎體驗豪華程度媲美宮殿，莫斯科「地下宮殿之旅」。 

◎俄羅斯的驕傲，老少咸宜的童年回憶「馬戲團表演」。 

◎搭乘遊船感受聖彼得堡媲美威尼斯水道的「涅瓦河遊船之旅」。 

5.【嚴選餐食】 
俄式套餐貼心設計：四道式+咖啡或茶+飲用水。穿插中式八菜一湯調節口味。 
★【杜蘭朵系列餐廳】Turandot 或 Shinok 或 Matryoshka                    

 
 
★【總統普丁禮賓餐廳】於普丁總統最喜歡招待外賓的禮賓級餐廳享用道地俄羅斯料理。 

★【莫斯科河遊船午宴】一次盡覽莫斯科河沿岸經典建築 

★【尼古拉宮民俗舞蹈表演+宮廷晚宴】品嘗魚子醬與伏特加的美味，並於宮殿內享用貴族般的晚宴。 

★【夏宮巴洛克風餐廳】巴洛克式裝飾風格，讓人有如置身於俄皇時期貴族饗宴 

 6.【精選飯店】 
★ 聖彼得堡住宿 3 晚五星飯店：Corinthia Hotel 或 Emerale Grand Hotel 或 Radisson Royal Hotel 

或 Sokos Palace Bridge Hotel 或 Taleon Hotel  或同級飯店 

★莫斯科住宿 3 晚五星飯店：Radisson Blu Olympic 或 Marriott Nony Arbat 或 Marriot Grand 或 

Swissotel Hotel 或 Radisson Royal 或 同級飯店 

7.【貼心安排】 
  1.全程每人一組專業導覽耳機。 

  2.中文(或英文)導遊解說服務，讓您更深入瞭解俄羅斯的歷史典故。  

  3.歐洲行程皆為早出晚歸，為提升旅客便利性，未包含飯店行李搬運費用。 

【參考航班】                                    *** 此行程適用於 2019 夏季  *** 

天  數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一 天 俄羅斯皇家航空 RL506 台北/莫斯科 17：00  22：35   10 時 30 分 

第 七 天 俄羅斯皇家航空 RL505  莫斯科/台北 23 : 40 14：55   11 時 15 分 

＊ 此為包機航班，航班時間將以航空公司最後公告為主＊ 



＊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第 一 天  台北／莫斯科【俄羅斯 RUSSIA】                             
今日搭乘豪華噴射客機直飛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班機於同日抵達。 

抵達後，前往下榻飯店辦理入住手續，今晚好好休息，調整好時差，準備迎接明天起從俄羅斯權力中

心的紅場，乃至俄皇光榮之城的聖彼得堡，俄羅斯之旅的精華安排。 

註：本團型車上將會推薦土特產，您可依個人需求購買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住宿：Radisson Blu Olympic 或 Marriott Nony Arbat 或 Marriot Grand 或 Swissotel Hotel 或Radisson 

Royal 或 同級飯店 
=========================================================================== 

 
第 二 天 莫斯科(紅場、克里姆林宮、扎里亞季公園、俄羅斯馬戲團)  
俄國詩人：凡是到過莫斯科的人，就算已經認識了俄國。 

作為一國之都，莫斯科見證了皇權、蘇維埃政權、總統制等三種體制的交替，走過歷史，這裡

的建築也保留俄羅斯式的傳統風格與現代史達林式的高聳塔樓。如果說聖彼得堡是一座西化後

的歐洲城市；那麼莫斯科，絕對是俄羅斯的最佳經典表現。 

飯店早餐後，專車前往被稱為《世界八大奇景》之一的◎聖巴索大教堂；沿途經過◎馬涅茲廣場及◎莫

斯科中心起始點，您可在看到當地人在莫斯科起始點丟銅板許心

願；走進◎耶穌復活門映入眼簾的是， ◎紅場，『紅』在斯拉夫

詞語的意思也有漂亮、廣大之意，還有歐洲第一個百貨行商場◎

古姆百貨商城，對面即是蘇聯時代的強人◎列寧墓，如同時光倒

流般，回到沙皇時代的莫斯科地理位置重要的區域。如果您夠幸

運，也可一窺在◎無名烈士紀念碑的衛兵交接。註：衛兵交接為

固定時段，另有其他國家慶典或外賓來訪會視情況封閉無名烈士

紀念碑，感謝您的知悉 

前往參觀俄羅斯的經濟政治精華區域★克里姆林宮、★聖母升天教堂、◎大天使教堂、◎天使報喜堂(此

三教堂視參觀當日開放情況擇一進入參觀)、◎伊凡大帝鐘樓、◎沙皇大銅鐘、◎沙皇大炮。 

隨後前往參觀【札里亞季公園】2017 年全新完工位在紅場旁面積超過 10 公頃，設計成城市生態系統，

可以為城市與居民提供多元的生態服務。透過對場地豐富歷史的分層分析，設計讓公園成為活態的拼

圖，將城市的記憶、文化、生態與人巧妙的聯繫在一起，體現出對過去的記憶與對未來的憧憬。札里

亞季公園是一個當代景觀，蘊涵著基於環境倫理的新美學：它提供了具有強大表現力的植物景觀，只

需要低廉的維護成本；它還修復了人與自然之間破碎的關係。公園的主體形象，“藍色圓周”是一個

完美並且足夠與紅場相呼應的城市新地標。   

隨後傍晚前往觀賞當地最有名的★俄羅斯國家馬戲團，您可觀賞到許多金髮美女的特技表演及小丑的

爆笑表演，更有看頭的是訓練有素的動物們擬人化有秩序地的演出，也是莫斯科不容錯過的精采表演

之一。結束後返回飯店。    



註：若遇馬戲團於國外公演或休館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退費新台幣五百元，感謝您的知悉。 

【門票景點】：克里姆林宮、俄羅斯國家馬戲團 

【下車參觀】：紅場、聖瓦西里大教堂、列寧陵寢(視開放情況自行排隊進入參觀)  

 

【特殊安排】： 今日午餐特別安排杜蘭朵系列餐廳：TURANDOT杜蘭朵

餐廳或SHIOK自然餐廳或MATRYOSHKA時尚餐廳(如遇客滿將改安排

RUSKI85大樓景觀餐廳)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杜蘭朵系列餐廳 晚餐／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住宿：Radisson Blu Olympic 或 Marriott Nony Arbat 或 Marriot Grand 或 Swissotel Hotel 或 Radisson 

Royal 或 同級飯店 

=========================================================================== 

 
第 三 天 莫斯科(地下宮殿、救世主大教堂、莫斯科大學、勝利廣場、阿爾巴特街、
莫斯科河遊船午宴) 
飯店內享用早餐後，展開俄羅斯地下宮殿之旅，也是◎莫斯科地鐵之旅，莫斯科總計有 180 多個地鐵

站，每座地鐵站的裝設與擺飾各有其特色，地鐵也成為我們的交通工具，參觀一下當地的地鐵文化及

民俗風情。 

接著前往參觀▲救世主基督大教堂，其高 103 公尺的黃金大圓頂造型，傲視於莫斯科河旁，華麗又莊

嚴的氛圍增添其神聖地位。隨後前往位於市區西南方的▲麻雀山眺望莫斯科，整個市容盡收眼底，背

後的最高學府▲莫斯科大學，於 1775 年由羅曼諾索夫(Lomonosov)創建，校舍最初在紅場周邊，如

今雄偉壯麗的建築外觀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俄羅斯當局的最高領導─史達林，下令在莫斯科市中

心建立七座融合巴洛克式堡塔、中古歐洲哥德式與美國摩天大樓風格的建築，一座座巨型的塔樓彷彿

即在展現當代俄羅斯國富勢強的紀念碑，冷冽雄偉且獨一無二，呈現出強烈的「史達林風格」。而莫

大即為「七姊妹建築」之首，塔高共 240 公尺，沉穩地屹立於山丘上。之後造訪▲勝利廣場，這是為

了慶祝二戰勝利五十週年而建，廣場上的紀念碑有著勝利女神的雕像，廣場上除了紀念碑外還有著衛

國戰爭博物館和三種不同宗教的教堂：聖喬治東正教堂、穆斯林清真寺以及猶太教堂，另一側可見為

紀念打敗拿破崙的▲凱旋門。 

午餐特別安排★搭乘莫斯科遊船午宴。 

莫斯科河介紹：全長 502 公里，流經市區的約有 80 公里，河寬約 200 公尺，最寬處則有 1 公里寬以

上。在莫斯科河通航的季節，搭乘遊艇漫遊莫斯科河是一種不可多得的享受，您可以在船上看到俄羅

斯聯邦政府大樓～白宮、麻雀山、莫斯科大學主樓、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莫斯科市政廳、國家歷史博

物館、克里姆林宮、更可看到被稱為《世界八大奇景》之一如童話故事中的夢幻城堡般的聖巴索大教

堂，河上水光瀲豔，岸邊風景優美，盡情欣賞美侖美奐的莫斯科建築，令人心曠神怡。 



與救世主基督大教堂相對的莫斯科河畔。聳立著彼得大帝和古羅馬戰艦的雕像，這座雕像以船為基

座，立在河上有 60 公尺，宛如為大自然景觀設計的一件公共藝術品。宏偉的雕像是為了紀念彼得大

帝在 18 世紀創建了俄國的第一支海軍的 200 週年而興建的。 

午後前往當地最有名的▲阿爾巴特大街，這裡販賣著各種關於俄羅斯風格的獨特產品，如：各種俄羅

斯娃娃、化妝盒、蘇聯時期的軍用配件、紅軍錶、琥珀蜜蠟手工藝品、俄國傳統服飾、手工絲巾、毛

皮帽等，您可以在此享受到尋寶購物的滿足感。 

晚餐後告別莫斯科，準備飛往俄羅斯另一個大城-聖彼得堡，抵達後前往飯店休息。(將視中段飛機時

間,調整晚餐先後順序唷!) 

【門票景點】：莫斯科地鐵之旅 

【下車參觀】：市區觀光－救世主大教堂、莫斯科大學、勝利廣場、阿爾巴特街徒步區 

【特殊安排】：莫斯科河遊船午餐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莫斯科河遊船午餐  晚餐／俄式套餐  
住宿：Radisson Blu Olympic 或 Marriott Nony Arbat 或 Marriot Grand 或 Swissotel Hotel 或 Radisson 

Royal 或 同級飯店 

=========================================================================== 

 
第 四 天 莫斯科／聖彼得堡(聖以薩克教堂、滴血教堂) 
參考航班： 

搭乘國內班機飛往聖彼得堡.(因航班有限，如遇班機客滿將調整搭乘遊隼號列車並退費 20USD) 

前往參觀★聖以薩克教堂，此教堂為俄羅斯晚期古典主義建築的精華。於在 1768 年至 1802 年，曾

在這裏建造過一座伊薩基輔教堂。但還沒有完工就發現這座建築不夠雄偉，與全城市的佈局不太協

調。於是這座教堂還沒有蓋完就被廢掉。19 世紀初開

始廣泛徵集新的設計圖紙，最後一位名叫蒙弗朗

(Ricard de Montferrand)的法國青年的設計方案被

採納了。他一共設計了 24 種方案，沙皇亞歷山大一

世選定了他設計的 24 種方案中其中一種。 

展開市區觀光◎聶夫斯基大道：聖彼得堡市最主要的大

街。整條大街總長 4260 米。涅瓦大街從古至今一直

是聖彼得堡市的社會和文化中心。在大街兩側和與之

比鄰的廣場上有著眾多的歌劇院、音樂廳、博物館、

圖書館和電影院。 

★滴血教堂：紀念亞歷山大二世 1881 年 3 月 1 日在這裏被刺殺而建。此教堂是世界上建築物內外馬

賽克鑲嵌畫面積最大的建築。這座被馬賽克和陶瓷裝飾得絢麗多彩的教堂並不像其他傳統的彼得堡建

築，被稱為十九世紀俄羅斯建築的典範。教堂仍以自己獨特而神奇的風格使得人們流連忘返。 

【下車參觀】：聶夫斯基大道 



【門票】：聖以薩克教堂、滴血教堂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俄式套餐  晚餐／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住宿：Corinthia Hotel 或 Emerale Grand Hotel 或 Radisson Royal Hotel 或 Sokos Palace Bridge Hotel 或 

Taleon Hotel  或同級飯店 

第 五 天  聖彼得堡(夏宮巴洛克式餐廳、彼得夏宮、涅瓦河遊船、尼古拉宮廷晚宴) 

 早餐後，造訪享『俄羅斯凡爾賽』美譽的★彼得夏宮花園，距離聖彼得堡約29公里這個宮殿是由彼

得大帝於西元1709年建立的，彼得大帝並要求此地成為一座可比擬凡爾賽宮宮殿，因為其地下水供應

充沛，在上下花園內皆建造了壯觀的噴泉；筆直的林蔭大道，修剪整齊的灌木叢，金飾的噴泉群、豪

華的人工石雕，以及許多的奇想怪作把花園裝飾的美妙無比。花園的園景、噴泉、還有波羅的海芬蘭

灣的壯闊都值得觀賞。 

安排★搭船遊覽涅瓦河(約 40 分鐘)，漫遊於涅瓦河及大小運河上，欣賞兩岸優美的華麗建築，您會忘

卻自己身在俄羅斯，沉浸在歐洲腹地最美的城市之中。 

註：遇天候不佳涅瓦河遊船停駛，每位旅客退費 10 美金，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今晚特別安排 ★尼古拉宮殿～俄羅斯民俗舞蹈，於尼古拉宮殿欣賞快樂的音樂，鮮豔的服飾與活潑逗

趣表演的俄羅斯傳統舞蹈，並安排於中場時間舉辦雞尾酒會，享用香檳、黑麵包與魚子醬、伏特加酒，

在尼古拉宮殿燦爛的燈飾，美麗的燭影，悠揚的鋼琴聲中在宮殿內的廂房用餐，時光倒流回 18 世紀

貴族用餐，體驗舊時王宮貴族的奢華氣氛。(如遇客滿將改安排 Countess Sofia Panina 宮殿 Bagatitsa 

民族秀晚宴) 

【門票景點】：彼得夏宮花園、涅瓦河遊船、尼古拉宮廷晚宴+民族歌舞表演 

【特殊安排】：夏宮巴洛克式餐廳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夏宮巴洛克式餐廳 晚餐／尼古拉宮民俗舞蹈表演+宮廷晚宴 

住宿：Corinthia Hotel 或 Emerale Grand Hotel 或 Radisson Royal Hotel 或 Sokos Palace Bridge Hotel 或 

Taleon Hotel  或同級飯店 

=========================================================================== 

 
第 六 天 聖彼得堡【凱薩琳宮(琥珀廳)、普丁總統禮賓餐廳、世界級博物館-冬宮】 



前往聖彼得堡近郊之普希金鎮，參觀★【凱薩琳大帝皇宮】，此皇宮以宏偉華麗之建築與奢華之裝潢而

聞名，又稱為『沙皇村』，宮中有聞名於世，獨一無二的★【琥珀廳】，此廳由崇尚藝術的普魯士國王

腓特烈國王，下令興建於柏林的起居室中，完全由琥珀裝飾而成，作為他與王室貴族聚會場所，然而

繼位的腓特烈威廉崇尚軍武，對於藝術並無喜好，當沙皇彼得一世拜訪德國時，非常喜愛琥珀廳，國

王便將它送給沙皇，於是來到聖彼得堡，二次大戰時琥珀廳遭德軍掠奪，而流落異鄉數載，直到 2003

年睽違以久的琥珀廳將再現風華，極盡奢華的琥珀廳是用六噸琥珀及馬賽克細緻鑲嵌達 1300 平方英

呎金碧輝煌的圖案，曾被稱譽為世界人類文化奇景，令人不虛此行。 

午餐將為您安排在俄羅斯鄉村風格的木造餐廳，現任俄羅斯★普丁總統禮賓餐廳，用餐現場專人表演

俄羅斯民俗歌謠。 

後前往參觀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的★【冬宮(隱士廬博物館)】，是聖彼得堡最著名的建築，這裏保存著

數以萬計的世界藝術珍寶。博物館包含自 1754 年以來，五座不同時期所建的宮殿：冬宮、小漢彌頓

宮、大漢彌頓宮、新漢彌頓宮、漢彌頓劇院等，是彼得大帝的女兒伊莉莎白女皇聘請義大利建築師拉

斯提里(Francesco Bartolomeo Rastrelli)建造，俄羅斯巴洛克主義風格建築，雄踞於涅瓦河畔，氣勢

凌人。繼之的凱薩琳大帝則增添其內許多的寶物及珍藏。冬宮的每一間大廳都雍容華貴，氣派非凡，

充分體現了俄羅斯人民的建築藝術和技巧，內有世界各地著名的珍藏藝術品、名畫、玉石雕刻、瓷器

等，約有兩百七十多萬件。館外的▲冬宮廣場中央矗立高 47 公尺的▲亞歷山大柱，是為紀念沙皇亞

歷山大一世戰勝拿破崙，花了近四年時間而完成，1917 年由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即由此處

攻入冬宮革命成功。 

 
【門票景點】：凱薩琳大帝皇宮、隱士盧博物館(冬宮) 

【特殊安排】：普丁總統禮賓餐廳 

【自費項目】：芭蕾舞表演約 220USD 左右 (以訂到劇場.劇碼而有所調整)(時間約 3 小時)：於聖彼得

堡晚間自由活動時間，於晚餐後由導遊帶領至表演劇院，表演劇碼需於訂到為主。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普丁總統禮賓餐廳  晚餐／俄式套餐 

住宿：Corinthia Hotel 或 Emerale Grand Hotel 或 Radisson Royal Hotel 或 Sokos Palace Bridge Hotel 或 

Taleon Hotel  或同級飯店 

=========================================================================== 

 
第 七 天 聖彼得堡(彼得保羅要塞)／莫斯科／台北 
★彼得保羅要塞，是由彼得大帝於 1703 年於兔子島上奠基的最早的建築，教堂上的尖塔也是目前彼

得堡市最高之建築物。這裏埋葬了幾乎所有的俄羅斯沙皇。後來這裏成為了政治監獄，關了許多俄羅

斯著名革命家，現為博物館！ 

 



伏特加博物館: 到俄羅斯旅遊，伏特加是一定要試試的。堪稱俄羅斯國民酒的伏特加，不只俄羅斯男

人喝，女人也喝。伏特加的歷史，從 15 世紀的私釀烈酒開始到伏特加成為俄羅斯人日常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有些有趣的展示，像是古早的伏特加廣告、古時候的伏特加瓶、甚至是超重的 6-8 公斤

中心為金屬的鏈子，是當時掛在酒鬼脖子上做懲戒，也會學到如何保存伏特加，或是如何把伏特加冷

藏至冰箱，還有 shot 杯應該幾度才是品味伏特加的絕佳冷藏溫度 

專車前往國際機場，搭機回台灣。 

【下車參觀】：彼得保羅要塞 

【門票景點】：伏特加博物館（含三杯伏特加）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俄式套餐  晚餐／機場自理 

住宿：機上 

=========================================================================== 

第 八 天 台北                                                            
因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您已見證俄羅斯千年的風華，古國的風騷與不朽，引領

您登入藝術的殿堂，感受俄羅斯獨有的建築、美術、音樂、舞蹈之美；今日的俄羅斯正面臨新的轉變，

如同蜿蜒而流的莫斯科河，承載著命運的洪流，等待再一次的輝煌！感謝您的參與，敬祝健康、快樂！

後會有期。 

(以上行程在參觀內容不減的原則下，得依照航空公司班機、景點開放時間、天候及旅館之實際情形調
整順序，屆時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敬請見諒。 因俄羅斯大城市間皆容易塞車及景點易受政府影
響而關閉，本公司會依保護客人權益為優先考量，視航班及內陸交通狀況，及各博物館的預約時間，
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 

早餐／機上 午餐／X 晚餐／X 

住宿：甜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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