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坐世界上最長的鐵路  ~  暢遊蒙古及俄羅斯兩國七大城市 ,  深入了解遊牧民族及戰鬥民族 !  

 

  

 

  

西伯利亞鐵路 17 天火車之旅 2020 

GLOBAL UNION TRAVEL 

鳥蘭巴托 

蒙古國最大城市，居住人口占全國

近一半。 

伊爾庫斯克 

遊覽世界最大淡水湖泊貝加爾湖， 

欣賞如詩如畫的湖光山色。 

新西伯利亞 

俄羅斯的高科技重鎮，亦有俄羅斯

矽谷的稱號。 

葉卡捷琳堡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最後的居所。 

喀山 

俄羅斯 3 大歷史名城之一，韃靼斯

坦自治共和國首府。 

莫斯科 

俄羅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聖彼得堡 

俄羅斯最著名的旅遊城市，有北方

威尼斯的美譽。 

 

 

 

地址: 香港上環蘇杭街 69號 9 樓 903-904室 

電話: (852) 3713 2332    

傳真: (852) 2537 2605 

http://www.global.com.hk 

 

 



DAY 01  香港  鳥蘭巴托 

是日乘坐中午出發的蒙古航

空班機前往蒙古首都烏蘭巴

托。晚餐後送返酒店休息。  

烏蘭巴托五星級酒店

Kempinski Khan Palace 或

同級  

 

  

 

 

地址: 香港上環蘇杭街 69號 9 樓 903-904室 

電話: (852) 3713 2332    

傳真: (852) 2537 2605 

http://www.global.com.hk 

 

DAY 06 伊爾庫斯克

李斯特維揚卡 

早上乘坐環湖小火車往貝

加爾湖小鎮李斯特維揚

卡， 沿途會在富有歷史價

值的鄉村小鎮停留，遊客

可下車漫步拍攝。傍晚時

分抵達李斯特維揚卡。 

李斯特維揚卡三星級

酒店 Krestovaya Pad 或同

級 

 

   

DAY 04  特勒吉國家公園  

 烏蘭巴托 伊爾庫斯克 

早餐後返回鳥蘭巴托。午餐後

前往火車站乘坐下午出發的火

車往伊爾庫斯克。 

 (是日晚餐於火車上自理) 

 

 住宿於火車上 

          西伯利亞鐵路 1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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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7 李斯特維揚卡   伊爾庫

斯克 新西伯利亞 

早餐後參觀貝加爾湖博物館，館內有

獨有的淡水海豹。參觀當地漁市場, 

乘搭纜車前往山頂觀景台，欣賞貝加

爾湖風光，參觀塔利茨利木建築博物

館。晚餐後前往火車站乘坐過夜列車

往新西伯利亞。  

 

 住宿於火車上 

 

DAY 03 鳥蘭巴托      

特勒吉國家公園  

早餐後前往距離烏蘭巴托

約 70 公里的特勒吉國家公

園，欣賞草原的自然風

光、奇岩怪石、參觀當地

遊牧民族家庭。 
 

 住宿於蒙古包 (含私

人衛浴)     
 

行程特點:  

~ 特別安排一晚住宿蒙古包 

~ 貼心安排全程火車行李搬

運服務 

~ 乘搭環湖小火車, 全方位

欣賞貝加爾湖湖景 

~ 安排多款特色美食, 如蒙

古烤全羊, 貝加爾湖烤魚, 

喀山韃靼美食 

~ 精心安排蒙古傳統歌舞表

演及俄羅斯民族表演 

~ 欣賞世界知名的莫斯科馬

戲表演 

 

 

 DAY 02 鳥蘭巴托 

早餐後市內觀光包括蘇

赫巴托廣場、國家歷史

博物館、甘丹寺、博格

多汗冬宮。晚上欣賞傳
統蒙古民族表演。 

 烏蘭巴托五星級酒

店 Kempinski Khan 

Palace 酒店或同級 

 
DAY 05 伊爾庫斯克 

下午抵達伊爾庫斯克。

市內觀光包括歷史中

心、喀山教堂、馬克斯

大街、第 130 區步行街

等。 (是日早餐及午餐於

火車上自理) 

 

  伊爾庫斯克四星級

酒店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級  
 

 
DAY 08 全天於火車上 

沿途欣賞西伯利亞的壯麗風光。 

(是日三餐於火車上自理) 

DAY 09 新西伯利亞  葉卡捷琳堡 

早上抵達新西伯利亞 (安排酒店房間給

團友作梳洗之用)。早餐後參觀當地地標

性建築物-新西伯利亞歌劇院，地方博物

館，露天火車博物館。晚餐後前往火車

站乘坐過夜列車往葉卡捷琳堡。 

 

  住宿於火車上 
 



DAY 10 葉卡捷琳堡  

喀山  

中午抵達葉卡捷琳堡(早

餐及午餐於火車上自

理)。市內觀光包括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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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滴血

DAY 13 莫斯科 

早上抵達莫斯科。早餐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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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站及阿爾伯特大街。晚餐

後欣賞著名的莫斯科馬戲表

演。   

 

 莫斯科四星級 Holiday 

Inn 酒店或同級  
   

 

 

地址: 香港上環蘇杭街 69號 9 樓 903-904室 

電話: (852) 3713 2332    

傳真: (852) 2537 2605 

http://www.global.com.hk 

 

 

 

  

 

  

教堂，末代沙皇尼古拉二

世一家於此地被處決。晚

餐後前往火車站乘坐過夜

列車往喀山。 

 

 住宿於火車上 

 

 

 

 

DAY 12   喀山 莫斯科 

喀山市內觀光包括最古老的

清真寺 Al Mardzhani，前

往喀山最著名的 2785 

步行街鮑曼街。晚餐品嚐傳

統韃靼美食。晚餐後前往火

車站乘坐過夜列車往喀山。 

 

 住宿於火車上 

 

DAY 16 聖彼得堡 赫爾辛基/ 杜拜 

香港  

早上市內觀光包括聖埃薩大教堂，彼得保

羅要塞，血腥教堂 (外觀) 。下午前往機場

乘坐芬蘭航空 / 阿聯酋航空經赫爾辛基 /

杜拜返回香港。(是日晚餐客人於機場自

理) 

DAY 17 香港 

是日早上返抵香港。 

旅程完滿結束! 

  

DAY 15 聖彼得堡 

聖彼得堡市內觀光，參觀世界四大博物

館之一的隱士盧博物館(冬宮) ，館內藏

品多達 300 萬件 。午餐後參觀有”俄

羅斯凡爾賽宮”美譽的彼得夏宮參觀。 

 

  聖彼得堡四星級 Holiday Inn 酒

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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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1 喀山 

是日早上抵達喀山。喀山市

內觀光，參觀克里姆林宮~

世界文化遺產, 是一座保存

完整的 16 世紀建築, 參觀被

稱為喀山皇冠的庫爾謝里夫

清真寺。  

 喀山四星級 Courtyard 

by Marriott 酒店或同級 
 

DAY 14 莫斯科 聖彼

得堡 

早上送往火車站乘坐早上

開出的高速列車前往聖彼

德堡。中午時分抵達，午

餐後前往市郊的普希金村

(嘉芙蓮宮)參觀。晚餐特

別安排俄羅斯風味餐連民

族表演。 

  

  聖彼得堡四星級

Holiday Inn 酒店或同級 
 



   
  

     

  
 

 

 

 

 

 

 

出發日期 

2020 年 

5月 26日 

6月 16日 

8月 25日 

9月 15日 

全包一口價  每位 單人房附加費  

港幣 42, 800元 港幣 6, 000 元 

國際航班資料:  

香港往烏蘭巴托選用蒙古航空(OM) 

聖彼得堡回香港選用芬蘭航空(AY) / 阿聯酋航空(EK) 
去程 香港 烏蘭巴托 OM298  1325/1805 飛行時間 4.5 小時 

 

回程 

聖彼得堡 香港 

(經赫爾辛基轉機) 

AY706    1945/1940   

AY099    2355/1540+1 

飛行時間 

約 13.5小時 

聖彼得堡 香港 

(經杜拜轉機) 

EK176    2325/0615+1   

EK380    0955/2105+1 

飛行時間 

約 16.5小時 

*航班資料只供參考，一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費用包括： 
~ 來回經濟客位機票連稅項。 
~ 全程九晚酒店住宿，以兩人一標
準房為準。 

~ 每日自助早餐於酒店，午及晚餐
於地道餐廳並以當地風味為主。 

~ 行程表上所有觀光項目連入場費 
~ 全程普通話導遊服務。 
~ 豪華旅遊巴士作市内觀光及長途
交通之用。 

~ 全程二等火車票 (四人一包廂) 。 
~ 火車站行李搬運服務 (每位包一件
大行李)。 

~ 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的小費。 
~ 每位每天一枝飲用水。 
~ 香港旅遊業議會 0.15% 外遊印花
徵費。 

 
費用不包括:  
~ 火車上的膳食。 
~ 任何酒精及汽水飲品。 
~ 行程表内所不包括的項目及一切
個人消費如旅游保險、店行李搬
運費用等。 

 

註:  

-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

旅遊保險。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

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持香港特區護照可免簽證入境外蒙古及

俄羅斯, 如持其他護照, 請與本司職員查

詢。 

- 行程中有部份景點，如博物館、纜車

等，如遇事故、政局、節日、休息、關

閉維修，天氣問題或行程延誤等而不能

前往，則此節目取消，若涉有入場費，

則退回有關入場費，如不涉及入場費，

則無款可退。 

- 團費不包括酒店服務生行李費，餐桌小

費。 

- 行程表所列之航班資料，交通，行程，

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

同出發日期而按當地情況有所調動，以

當地接待安排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地址: 香港上環蘇杭街 69 號 9樓 903-904室 

電話: (852) 3713 2332    

傳真: (852) 2537 2605 

http://www.globa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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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團重要責任及細則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列明的條款及條件, 顧客一經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細則) 

責任問題 

1. 「本公司」代顧客安排之交通工具(如飛機、火車

或巴士等)、住宿、膳食、旅遊觀光或娛樂項目，

均非由「本公司」擁有, 管理或操作。所有由「本

公司」代顧客作出之上述安排, 或代上述服務機

構單位簽發之任何票券、交換文件, 收據、合約

或票據等，乃按照上述服務機構單位預先擬定的

規則條款簽發。顧客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

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該向擁有、管理或操作

有關交通工具、酒店、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

之機構直接交涉追討或索償，「本公司」概不對

該等遺失、傷亡或損失負責。顧客當根據有關服

務機構單位之有關規則條款，進行追討交涉，顧

客在行程中遇上任何事故(如，但不只限於，參加

任何娛樂或遊戲項目時發生意外)而導致傷亡或

財物損失，「本公司」概不對該等傷亡或財物損

失負責。 

2. 「本公司」僅代理航空公司、遊輪公司、酒店及

其他旅遊機構之服務, 凡參加「本公司」行程書

內旅行團之顧客如遇有財物損失、意外傷亡、或

天災人禍、機器失靈、交通延誤、失火、罷工、

戰爭、政局不安及政府更改條例而招致損失額外

費用時， 概與「本公司」及其代理人等絕無關

涉。 

3. 在特殊情況下, 「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有權替

換行程內之項目, 亦有權縮短或延長旅程, 屆時

費用將酌量增減, 各參加旅遊顧客不得異議。 

4. 旅行團所採用之團體機票，必須跟團往返，如顧

客停留，「本公司」當盡力為顧客代訂延期返港

之機位，但不論機位確定與否，顧客不得藉故反

對或退出。旅程完畢後延期逗留之費用及責任，

均由顧客自負。 

5. 顧客如在旅程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餘下之費

用概不發還，而離團後需自負責任，一切與本公

司無關。 

6.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 /酒店或觀光項目，均屬團

體訂位，一經在香港確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

況下而未能使用概不退回任何款項。 

7. 顧客須遵守到訪國家的法律，包括但不限於有關

風俗、入境或運輸的規定。「本公司」對顧客任

何違反法律的事情，概不負責。 

8. 顧客須遵守合理的行為標準，不得威脅、攻擊

或恐嚇其他顧客。顧客必須依從導遊或其他獲授

權者有關安全事宜或依照時間表的合理指引。

旅行團整體利益至上，若顧客不遵守合理而適

當之行為標準，或不遵守應有謹慎措施及安全

規定，顧客隨時會被阻止參加旅行團。被除名

顧客，將不獲退款，「本公司」亦不再對其負有

責任。 

9. 根據香港特別政府區私隱條例，所有顧客資料

絕對不能提供給第三者，敬請留意。 

10. 顧客應於家屬/朋友處，留有其護照印有身分資

料，並且清晰顯示護照編號及頒發部門的頁面

的副本，簽證、旅遊收據及旅遊保險保單和所

有重要文件副本，以備在旅程中遺失或損壞文

件時用。同樣地，顧客應確保將家人或朋友的聯

絡資料副本，交予導遊及「本公司」， 以備在緊

急情況下， 旅行社可以提供協助。 

 

航空公司責任問題 

1. 根據航空公司指引，機票非依次序使用即告失

效，故乘客如因私人理由未能隨團登機出發而需

保留餘下行程之機位(內陸及回程)， 航空公司有

權向乘客收取有關手續費或要求乘客另購機票。 

2. 航空公司只負責機票所載的各項營運條款，如乘

客未進入航機內，航空公司不需負任何責任，敬

希垂注。 

 

旅遊證件及簽證問題 

1. 旅客必須於報名時提供旅遊證件上之正確姓

名，並清楚地核對收據上顯示之姓名及證件資

料。如發出機票後或於機場發現旅客姓名及資料

有錯誤，航空公司有權要求繳付手續費用或以正

價重新購買機票, 而有關費用須由旅客承擔。 

2. 旅客所持之旅遊證件, 以回程日期起計必須有最

少六個月有效期 (因證件失效而引致的損失由

客人自負)。 

3. 本公司所收集之個人資料，只供相關機構核對姓

名之用， 旅客必須自行了解清楚所持之旅遊證

件及旅遊簽證， 是否符合有關國家入出境條例， 

若被航空公司或移民局海關人員拒絕登機或出

入境，本公司將不負任何責任。而所有額外安排

之費用，全均由旅客自行承擔。 

4. 各類經由本公司代辦之簽證申請，簽發與否均由

領事館決定，如被拒絕簽發，所有繳付之簽證費

用不獲退回，本公司概不負責。 

5. 旅客因自辦簽證而不獲批淮，或代辦簽證申請時

未能提供領事館要求的足夠資料，引至延誤或不

批發簽證，本公司概不負責。 

6. 鑒於航空公司規定，旅客所持之旅遊證件必須具

備兩整版印有〈簽證〉字樣之空白頁，以便作為

簽證標籤及當地移民局作入出境記錄蓋印之

用 ，否則航空公司有權拒絕旅客登機。 

7. 即使顧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旅遊證件，如遇

入境時因其本身背景問題而遭當地移民局或海

關拒絕入境，概與『本公司』無關，所有費用不

得退回或轉讓，其所需額外安排之食宿，交通等

費用全部由其本人負擔。 

其他特殊情況 

1. 鑑於外幣浮動、燃料、交通票、酒店、保險等

加價導致成本上升，本公司保留在旅客出發前

調整費用之權利。價格如有更改，將會另行通

知。燃油附加費價格以航空公司最後公佈為

準。一切費用必須於出發前全數繳付。 

2. 所有酒店根據行程安排，但本公司有權視乎當

時情形作出更改，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

將住宿鄰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代替。 

3. 如行程內任何景點，因遇節日、假期或其他情

況下關閉或休息，本公司將另作安排。若景點

涉及入場費，款項可獲退回；否則無退款。 

4.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

排，惟顧客參加此等活動時，並應遵守服務人

員之指引及安排並先衡量個人的年齡、體格、

健康狀況、以及當時的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

等，以評估應否參與，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致的

一切責任後果。當顧客認為有需要時， 

更應自行尋求醫生或專業人士提供之意見。 

5. 行程之先後次序安排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

位編排為準，本公司有權根據供應商之編排更改行

程次序，顧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取消及退款 

1. 若參加人數不足 15 人，或已知或受到不可抗力事

件的威脅，『本公司』有權提前取消旅行團，並按

香港旅遊業議會相關指引作出安排。 

2. 除經『本公司』之特別同意及安排，如顧客自行更

改由其他人士代為參團，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之

職員有權取消其隨團資格，而無須發還任何團

費，而該人士在隨團期間之保險、責任賠償、行

為後果等均由該人士自行承擔。 

3. 顧客如在旅途突然退出或不參予任何團體活動 

(如膳食、觀光或住宿)，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

費用概不退還。 

4. 顧客因任何理由選擇取消旅行團，『本公司』均會

按以下方法扣款 : 所有取消的要求應以書面或電

子郵件方式提出(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如以電

話提出將不被接納。 

 

5. 顧客凡更改旅遊目的地或日期，均當作取消論，

惟本公司仍會盡量迎合。 

6. 『本公司』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守則，有權於

“迫不得已”情況於出發前或後取消或替換任何

一項旅遊項目，或縮短或延長旅程，對此所引發

之額外支出或損失，概與本公司無關，團員不得

藉故反對或退出。“迫不得已理由”乃指戰爭、政

治動盪、天災、疫症、惡劣天氣，交通工具發生

技術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或時間表、罷

工和工業行動等。 

7.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旅行團前請先參閱「保安局」

網頁「外遊警示制度」, 顧客離港外遊與否, 純屬個

人決定。保安局 (網址

http://www.sb.gov.hk/chi/ota) 

 

所有團費已包括 0.15%印花稅，即所有旅行
團均受「香港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所保障, 

包括: 
- 「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 - 保障香港旅遊業議會會員之

顧客因會員破產或倒閉而未能如期隨團旅遊，可申請團費

九成之特惠補償。 

-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 為參加旅行團外遊時

因意外導致傷亡之人士，提供經濟援助。此計劃並不能取

代保險，團友應自行購買保險，以得到更全面的保障。 

- 如想查詢有關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之資料，請

致電「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秘書處」熱線 31517945

查詢。 

- 為確保以上權益，本公司建議隨團旅客保留已蓋有 TIC 

印花之旅行團收據正本交予在港親友妥善保存，以作突發

事故之意外或保險索償用途。 

 

通知日期 臨時取消退款 

61 天或之前 扣除全數訂金 

60 天內 扣除團費之 100% 

 

http://www.sb.gov.hk/chi/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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