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 ( 莫斯科 , 聖彼得堡 )
九天精選遊
行程編號 RUMOWLED09S

尊享 豪華商務客位
二人獨立成團
$61,999起/每位
不包括來回香港機票

$44,999起/每位

俄羅斯位於歐洲東部和亞洲北部，其歐洲領土的大部分是東歐平原。北鄰北冰洋，東瀕太平洋，西接
大西洋，西北臨波羅的海芬蘭灣。在這片古老的東歐大陸上，有著最絢麗繽紛的色彩——天空的藍、
雪的白、建築的紅藍黃，空氣純淨，平原廣闊。羅斯屬溫帶和亞寒帶大陸性氣候。冬季漫長嚴寒，夏
季短促涼爽，春秋季節甚短。夏季白天各地溫差不大，從20 至30°C，而在冬季境內溫度則由10°C
到-50°C懸殊巨大。5月至10月是到俄羅斯旅遊最理想的季節。夏季的俄羅斯涼爽宜人，最適合前往避
暑度假。
交通資料：乘坐俄羅斯航空 (SU) 豪華客機商務艙直航往返 (註：航班資料最後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香港
莫斯科
聖彼得堡
莫斯科

莫斯科

約早上 10:55起飛 / 於同日下午17:05抵達

聖彼得堡

約早上10:50起飛 / 於同日早上12:15抵達

莫斯科

約下午16:20起飛 / 於同日下午17:35抵達

香港

約晚上20:15起飛 / 於翌日早上 09:45抵達

日程內交通會以8座位商務房車為基準，如超過此人數會改以其他車種及團費亦會有所調整

香港

莫斯科

聖彼得堡

莫斯科

回程香港

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leisurelytours.com

第一天
香港 > 莫斯科 (機程約10小時15分鐘)
於晚上10:55乘搭俄羅斯國際航空前往莫斯科。
入任酒店 Ararat Park Hyatt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二天
紅場 > 克里姆林宮 > 聖巴索大教堂 (外觀) > 列寧墓 >
甘百貨公司 > 阿爾巴特大街
紅場 (Red Square) : 原名“托爾格”，意思為“集市”，1662年
改為“紅場”，意為“美麗的廣場”，面積9.1萬平方米，位於
市中心，是國家舉行各種大型慶典及閱兵活動的中心地點，是世
界上著名的廣場之一。紅場的地面很獨特，全部由條石鋪成，古
老而神聖。在紅場的西側是列寧墓和克里姆林宮的紅牆及三座高
塔，列寧墓上層，修建有主席臺。每當重要儀式時，領導人就站
在列寧墓上觀禮指揮。
克里姆林宮 (Kremlin) : 克里姆林宮曾是歷代沙皇的宮殿、莫斯科
最古老的建築群。十月革命後成為蘇聯黨政機關所在地 。1990年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成為俄羅第一觀光勝地。克里姆林宮內宏
偉而富歷史性建築物無數，其中以四座建築精美的教堂：十二使
徒教堂、聖母升天大教堂、天使報喜教堂和聖彌額爾教堂最為著
名，其他景點如：沙皇鐘、沙皇炮、伊平大鐘樓等等。多年歷史
的查理斯橋跟城堡和舊城廣場一樣，是布拉格必遊景點之一。30
尊巴洛克式雕塑把平凡的一道石橋變成一件吸引無數遊客的藝術
品。
聖巴索大教堂 (St. Basil's Cathedral) : 聖巴索教堂建於1555-1561
年，是為紀念伊凡四世攻佔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市，並將其併入俄
國版圖而建。聖巴索大教堂位於莫斯科紅場西南，整座教堂建築
是由9座禮拜堂組合而成，主教堂高約47米。每座禮拜堂上方都
建有造型各異的洋蔥式圓頂，色彩繽紛豔麗，是俄羅斯最具代表
的經典建築。可算是莫斯科地標之一。
列寧墓 (Lenin's Mausoleum) : 位於紅場西側，由紅色花崗石和黑
色長石建成。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的遺體即安放於建築內部的
水晶棺中，身上覆蓋著前蘇聯國旗。
甘百貨公司 (Gum Department) : 位於紅場右側的甘百貨可說是
新俄羅斯建築風格的代表，更是全俄羅斯最大的商場，也是歐洲
規模最大的商店之ㄧ。如時間許可，入內不妨一遊。
阿爾巴特大街 (Arbat Street) : 阿爾巴特街曾是藝人和畫家薈萃的
入任酒店 Radisson Blu St. Gallen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三天
布拉格 > 札格爾斯克 > 聖三一大修道院 > 佛拉基米爾
> 金門 > 聖母升天大教堂 > 蘇茲達 > 城鄉木造博物館
札格爾斯克 (Sergiev posad) ：位於莫斯科東北方 71 公里處，
是莫斯科的衛星城市之一。該鎮是金環諸鎮中最具代表性，擁有
十幾座保存完整、建於西元 15-17 世紀的教堂。其中的謝爾蓋聖
三一修道院為俄羅斯聞名世界的宗教聖地，也是俄羅斯地位最高
的修道院。
聖三一大修道院 (Trinity Monastery of St. Sergius)：西元 14 世
紀時，聖徒謝爾蓋在札格爾斯克獨自建了座小教堂居住，在信徒
持續的捐獻下，教堂陸續被擴建，更因俄羅斯東正教曾以此地根
據地，所以札格爾斯克可說是俄羅斯的宗教中心；然而，每年吸
引許多俄羅斯東正教教徒來此地朝聖的最大誘因則是美麗莊嚴的
聖三位一體修道院教堂。
佛拉基米爾 (Vladimir)：位於莫斯科東南 186 公里處，建於西元
1108 年，14 世紀時，成為俄羅斯東北部的行政、文化和宗教中
心。弗拉基米爾最重要的景觀莫過於 1160 年建成的聖母升天大
教堂。運用 12 世紀當地流行的 “ 白石 ” 建築結構，整座教堂
精美絕倫。
金門 (The Golden Gate)：弗拉基米爾的 金門建立於大約西元 1158
，自此即成弗拉基米爾的地標。金門對弗拉基米爾地區的意義，
已超乎原來的軍事防守功能，而是成為見證弗拉基米爾地區的繁
榮與過往，更是隨著地區的興盛而起伏，建築頂端豎立著金色十
字架象徵宗教護衛意涵，西元 18-19 世紀金門因損毀過度而經大
規模的改建，重建了木造大門與樣式修補，到了西元 18 世紀末
的金門，除了從 12 世紀保留至今的拱型通道是原有建築體外，
其部分已和當年的建築樣式有所出入。然而因金門的歷史與文化
象徵意含重大，可說見證弗拉基米爾的歷史興衰，所以在西元
199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聖母升天大教堂 (The Cathedral of The Assumption)：聖母升天
大教堂興建於西元 1158 年，早期除了宗教用途，更是被當成是

第四天

其地位的彰顯，在西元 13 世紀莫斯科大公國興起前，皆以弗拉

莫斯科 > 聖彼得堡 (機程約1小時25分鐘) > 市內觀光
(尼古拉一世騎馬像, 瑪麗亞宮(外觀), 彼得大帝青銅騎
士像, 聶夫斯基大街, 滴血教堂, 文學咖啡館)

基米爾的聖母升天大教堂做加冕與婚禮儀式的場所。除了莊嚴外

滴血教堂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 這座教

觀之外，聖母升天大教堂的內部裝飾更具金碧輝煌與耀眼；遠從

堂是為了紀念在1881年3月1日亞歷三大帝二世在葉卡捷琳娜運

基輔帶來的 [ 弗拉基米爾聖母聖像 ] ，彌足珍貴的聖像不論是在

河被革命激進分子用炸彈殺害而興建。因為它在上內外建築馬賽

當時或現在，皆是全俄羅斯人崇敬的象徵，今日此聖像被安置在

克鑲嵌畫面積是世界最大而聞名於世，而運用工藝和技術可稱一

安德列大公宣示其權力與地位象徵的重要指標，故在建築樣式、
材質與裝飾上，皆有其獨特的俄國貴族與宗教文化正統性；也因

特拉維亞美術館。內部牆壁上的壁畫與聖像畫更是自西元 15 世

流，著名馬賽克作品包括 “耶穌從聖殿趕走商販”﹑“下到地獄

紀流傳至今。

邊緣”和“聖餐”等都是傳世的馬賽克作品之中凡的珍品。

蘇茲達里 (Suzdal)：位於莫斯科以東 216 公里處，建於西元 9 至

文學咖啡館 (Literature café) : 因為俄羅斯大文豪普希金經常到

10 世紀，是 [ 金環 ] 上的最重要古城之一。城內的木質建築非常

此而聞名，現在亦是聖彼得堡文人雅士聚集的場所，你亦可在此

有名，幾乎所有的公共設施與民居都是木製的。如今城內還有一

憩息一會，體會當地文化氣息。

座木建築博物館，展示著當地的建築文化。目前蘇茲達里已因其
眾多的名勝古蹟和優美的自然風光，被列為世界遺產保護區。
城鄉木造博物館 (The Museum of Wooden Architecture and
Peasants Life)：蘇茲達里地區素以木造建築其特色，尤其是此區
的木匠手工技藝高超，故流傳許多精巧的工藝品與建築，為了妥

入任酒店 W Hotel St. Peterburgs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善保存這些古老的工藝品，政府更將蘇茲達里地區內保存完善與
精美的木造建築，移往卡緬卡河畔的空地，建立了一座戶外的城
鄉木造建築博物館。集合了教堂、農舍、倉庫等木造建築物的博
物館，都是以西元 18 - 19 世紀為主，這些建築物都是從蘇茲達里
附近的村莊遷移到這，而最大的特色則是因建築物以接榫和合的
的技術構成，在木頭的地方，看不見任何一根釘子，工匠技藝的
純熟與巧妙，讓人驚嘆。同時教堂與農舍等建築，皆真實地呈現
俄國中世紀的農莊生活。
入任酒店 Ararat Park Hyatt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五天
聖彼得堡 > 隱士盧博物館 > 嘉芙蓮皇宮及御花園
隱士盧博物館 (Hermitage Museum) : 她又稱”冬宮”，是俄羅
斯最大的博物館，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館之一，隱士盧博物館
佔地，由的四個在皇宮堤岸連續而成的建築物構成，她有400多
個展覽廳，總共收藏3百多萬件文物與珍寶。
嘉芙蓮皇宮及御花園 (St. Catherine Palace and Royal Garden) :
該皇宮由歷代沙皇不斷擴建，建築華麗，外牆以白、藍及金色配
搭，尤以皇宮頂五個奪目的金色洋蔥頭最矚目。稍後前往參觀以
巴洛克式建成之沙皇夏宮及其御花園。宮內佈置得金碧輝煌，艷
麗奪目，有著不同時代的建築風格，成為旅遊觀光的文物重點。
而最為遊人喜愛，就是分高低兩部份之御花園。園內之花草樹木
及噴泉由名師設計，並配合以金色雕像，令人目不暇給。

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leisurelytours.com

入任酒店 W Hotel St. Peterburgs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色蒼然，有一種從外觀上很難想像的厚重感。牆壁上掛滿水彩
壁畫，其中祭壇前天井的穹頂出殘存的壁畫是12世紀的作品。
面向祭壇，右側是著名的12世紀聖像《祈禱的聖母》。祭壇右
側掛著“石灰石十字架”，是為紀念庫裡科沃戰爭勝利而製作
的。
千年俄羅斯紀念碑 (Monument Russian Millenium) : 為紀念留
裡克即位1000周年，1862年建造了這一千年俄羅斯紀念碑。紀
念碑周圍，排列著點綴俄羅斯歷史的統治者、英雄、文化名人
等頗具特徵的雕像。位於中間位置、面向南方的持盾士兵，就
是留裡克其人。目光向左移，依次是弗拉基米爾大公、彼得大
帝、伊凡大帝以及最早擊敗韃靼人的德米特裡·頓斯科伊，共有
6個歷史人物。
雅羅斯拉夫宅邸遺跡和市場 (Gate Tower & Former
Marketplace) : 中世紀，這一地區被開闢為市場，成為諾夫哥
羅德最繁華的地區，8世紀前後以及是進行國際貿易的場所，
這一點已經得到考證。因這裡曾是雅羅斯拉夫大公的宅邸，由
此而得名。
尼古拉斯教堂 (St. Nicholas Cathedral) : 是1136年的建築。除了
教堂內部祭壇裡的部分舊壁畫之外，在教堂地下也殘存有教堂
最早的壁畫 ——《最後的審判》的碎片。它是俄羅斯最古老的

第六天
聖彼得堡 > 諾夫哥羅德 > 諾夫哥羅德克里姆林宮 >聖
索菲亞大教堂 > 千年俄羅斯紀念碑 > 諾夫哥羅德歷史
建築博物館 > 雅羅斯拉夫宅邸遺跡和市場
諾夫哥羅德 (Novgorod) : 是俄羅斯一個最古老的城市，建城於

一幅《最後的審判》，上面繪有漂流在河中、有醉蛇小龍盤曲
在腳上等人們的形象。教堂的其他部分用於展示與教堂修復、
掘工作相關的內容。
伊爾伊納街的救世主教堂(Saviour Church on Nereditsa) : 救世
主教堂建造于1374年，是一座白色牆壁的美麗教堂。在外壁上
佈滿14世紀諾夫哥羅德地區教堂特有的精美浮雕。從外觀上看

859年。大諾夫哥羅德有220，200 的人口（2002年），是諾夫哥

非常美麗的這座教堂，因為臘畫家奧凡·格列的壁畫而出名。通

羅德州的首府。俄羅斯西北部歷史名城。跨沃爾霍夫河兩岸，南

過近年來的學術調查，人們發現在內部牆壁厚厚的塗飾下，大

距伊爾門湖6公里。水陸交通要道。西元859年見於史籍。十二

部分人物像都僅使用了紅褐色和白色兩種顏色，在極富自信的

至十五世紀為諾夫哥羅德公國都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摧毀殆

人物表情之下，還流露出一種神秘的感情。據說在創作初期，

盡，戰後重建。工業以電器儀錶製造、化肥、玻璃纖維、木材加

入任酒店 W Hotel St. Peterburgs

工為主，次為食品加工。有十一至十五世紀著名建築古跡，如索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菲亞教堂、安東尼耶夫教堂和古城塔樓等。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諾夫哥羅德克里姆林宮 (Novgorod Kremlin) : 由雅拉斯拉夫公爵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建立的，古時候稱之為捷基涅茨，是俄羅斯現存克里姆林宮當中
最古老的。此地曾是諾夫哥羅德的行政、社會、和宗教中心。在
這裡進行過議會、行政長官選舉，在這裡亞歷山大 涅夫斯基軍隊
與瑞典人發動了戰爭。克里姆林宮的城牆保護了重要的聖索菲亞
教堂和諾夫哥羅德統治政權。同時也是在克里姆林宮進行了編年
史的編纂和書籍的收集與整理。
聖索菲亞大教堂 (Saint Sophia Cathedral) : 是於1045年以基輔
索菲亞大教堂為藍本建成的。它是現存的俄羅斯最古老的建築。
如今，基輔索菲亞大教堂在外觀上已經重新翻新，兩者不具備
可比性。相對來說，聖索菲亞大教堂顯得更為簡潔質樸、鏗鏘有
力。這座教堂共有6個穹頂，其中正中間一個明顯高出其他一大
截，而且是金色的。在諾夫哥羅德的教堂都具備窗戶少而且小的
特徵，也因此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堅固的城堡。教堂內部昏暗、古

第七天

第九天

聖彼得堡 > 沙皇夏宮與御花園 > 聖埃薩大教堂 >芭蕾
舞表演

香港
航機於是日早上安抵香港，行程到此完畢。

沙皇夏宮與御花園 (Czar Summer Palace & Royal Garden) : 又
稱彼德宮，坐落在芬蘭灣南岸的森林中，距離市區29公里。始建
於1714年，建築豪華壯麗，被譽為“俄羅斯的凡爾賽”。
聖埃薩大教堂 (Saint Isaac's Cathedral) : 教堂造型雄偉壯觀，被
視為俄羅斯晚期古典主義建築的精華。大教堂高約102 米，圓頂
直徑為22.15 米。用橡木製成的3 扇巨門，每扇門面積為42 平方
米，重達20 噸。整座建築物重30 萬噸，裡面可容納1.4萬人。
入任酒店 W Hotel St. Peterburgs

注意事項﹕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1. 『成人團費』以成人佔半房為標準，『小童團費』以十一歲或以下之
小童不佔床為標準。如單人報名或報名時出現單男 / 單女之情況，旅
客須補回單人房差額。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2. 免收當地導遊及司機之服務費。團費已包括十萬元之平安保險，但不
包括各地機場稅、保安費及飛機燃油附加費；遊輪港口服務費、碼頭
稅及遊輪燃油附加費。另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
徵費的服務費每位港幣30元。如因外幣浮動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
而導致成本上升，本社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燃油附加費或
稅項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旅客必須於出發前全數補
回有關之差額。否則，本社可將訂位作廢，已繳之所有款項 (包括團
費及各項額外費用) 將不發還及不會撥作任何更改轉換之用。
3.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
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
位為準。而各項價目及細則，期間如有更改則以報名為準，恕不另行
通知。
4. 旅遊證件必須持有六個月或以上之有效期，方能報名參加。

第八天
聖彼得堡 > 彼得與保羅城堡 > 暢遊利華河 ＞ 莫斯科
(機程約1小時25分鐘) ＞ 香港 (機程約9小時30分鐘)
彼得與保羅城堡 (Peter and Paul Fortress) : 這座堡壘由彼得大帝
創建於1703年，位於涅瓦河北岸的兔子島（利華河三角洲最上游

5.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按個人需要購買旅遊綜合保
險。凡參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購買或自備綜合旅遊保險。若旅客於
出發前14天未能提供任何保險資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本社將會取
消客人之訂位及可能扣除旅客一切已繳付之團費 (此條款只適用於旅
行團)。為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條款」
及「旅客須知」。旅客可於新歷遊網站 (www.leisurelytours.com) 下載
或向本社職員索取。
6. 於2011年7月1日起報名參加旅行團，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
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
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
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或向本社職員查詢。

的一個島）。在大北方戰爭期間，此城堡是為了防備瑞典襲擊新
首都。該堡壘從來沒有實現其軍事目的。此要塞包括六個堡壘，
1706至1740年用石頭重建。
暢遊利華河 (Neva River Cruise) : 源出拉多加湖，自東向西流，
經聖彼德堡，流入芬蘭灣。本社安排客人乘坐觀光船暢遊利華
河，以另一角度欣賞聖彼得堡市內景色。
夜宿於航機上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於航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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