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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亞豪華列車 東行線 
 

 

 

 

 

 

 

 

 

 

 

 

 

 

 

 

 

 

 

 

 

 

 

 

 

 

 

 

 

 

世界上最長的火車鐵路  
東行線: 莫斯科 – 烏蘭巴托 

行程: 莫斯科 – 葉卡捷琳堡 – 新西伯利亞 -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伊爾庫斯克 – 貝加爾湖 – 烏蘭烏德 – 烏蘭巴托 

13 天 / 12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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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星期六) 莫斯科 

是日乘坐航班抵達莫斯科。專車送往酒店休息。 

 

住宿於莫斯科五星級酒店。 

 

第二天 (星期日) 莫斯科 

莫斯科是俄羅斯首都與最大都市，為俄羅斯全國政治、

經濟、科學、文化及交通的中心。早餐後市內觀光，參

觀紅場、克里姆林宮、列寧山、新聖母修道院等。 

 

下午登上專屬列車，開始西伯利亞火車之旅， 

住宿於火車上。 

 

第三天 (星期一) 葉卡捷琳堡 

全天於火車上，欣賞沿途美景。 晚上八時抵達葉卡捷

琳堡，乘車前往酒店休息。  

 

住宿於葉卡捷琳堡四星級酒店。 

 

第四天 (星期二) 葉卡捷琳堡 

葉卡捷琳堡位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地理邊界，歷來都是

俄羅斯重要的交通樞紐、工業基地和科教中心，別稱「

烏拉之都」。 

 

參觀滴血大教堂，一個對俄羅斯歷史非常重要的地方，

1918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便是於這里被處決

。 

下午登上列車，住宿於火車上。 

 

http://www.global.com.hk/


西伯利亞豪華列車 
 

   
上環蘇杭街69號9樓903-904室. 

電話: (852) 3713 2332 傳真: (852) 2537 2605 電郵: tour@global.com.hk 
網址: http://www.global.com.hk 旅行社牌照號碼. 350797 

 

 

      第五天 (星期三) 新西伯利亞  

下午17:00 抵達新西伯利亞，送往酒店休息。 

 

住宿於新西伯利亞四星級酒店。 

 

 

第六天 (星期四) 新西伯利亞 

新西伯利亞為西伯利亞地區最大的城市，也是俄羅斯人

口第三多的城市，僅次於莫斯科及聖彼得堡。 

參觀地標性建築物 - 新西伯利亞芭蕾及歌劇院，同時也

是俄羅斯最大的歌劇院。午餐後乘觀光船遊覽鄂畢河。 

 

下午登上列車，住宿於火車上。 

 

第七天 (星期五)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早上9時許抵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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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登上列車, 住宿於火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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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星期六) 伊爾庫斯克 

列車早上九時許抵達伊爾庫斯克。 

伊爾庫茨克，被稱為“西伯利亞巴黎”， 

亦以其與蒙古和中國的貿易而聞名。市內觀光包括老城區、 

市中心、當地教堂。下午前往私人宮殿欣賞古典音樂會。 

 

住宿於伊爾庫斯克四星級酒店。 

 

 

      第九天 (星期日) 貝加爾湖 

早餐後前往貝加爾湖，這將是整個行程中最精彩的一天

。貝加爾湖為全世界最深的湖泊，容納了地球五分之一

的淡水，有西伯利亞藍眼睛美譽。前往貝加爾湖最有名

的村莊~李斯特維揚卡，參觀當地的尼古拉教堂，欣賞一

望無際的湖景，品嚐當地獨有的淡水魚~歐姆魚。 

下午登上列車，沿著貝加爾湖和斯柳江卡之間風景優美

的環湖鐵路支線行駛，列車會在富有歷史價值的鄉村小

鎮停留，遊客可以下車漫步拍攝。 

住宿於火車上。 

 

第十天 (星期一) 烏蘭烏德 

列車早上九時抵達烏蘭烏德。 

烏蘭烏德是俄羅斯聯邦“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的首府

。布里亞特是一個與蒙古人接近的民族，這座城市仍然

擁有典型的西伯利亞木屋。參觀當地老信徙村莊，認識

這個地區的文化及歷史。 

午餐後登上列車，離開烏蘭烏德後，我們的列車將由西

伯利亞鐵路主線轉成蒙古支線，繼續行駛前往烏蘭巴托

。傍晚抵達俄羅斯邊境站納烏什基及蒙古邊境站蘇赫巴

托，俄羅斯出境手續及入境蒙古手續均會於列車上完成

，客人不必離開車廂。 

 

住宿於火車上。 

http://www.global.com.hk/


西伯利亞豪華列車 
 

   
上環蘇杭街69號9樓903-904室. 

電話: (852) 3713 2332 傳真: (852) 2537 2605 電郵: tour@global.com.hk 
網址: http://www.global.com.hk 旅行社牌照號碼. 350797 

        

       

第十一天 (星期二) 烏蘭巴托 

列車於上午10:00抵達蒙古首都烏蘭巴托。 

烏蘭巴托市內觀光，參觀著名的藏傳佛教寺廟 - 甘丹寺。 

甘丹寺為蒙古最大的寺廟，寺內有一座全世界最大的銅鑄 

觀音菩薩像。 

 

午餐後，參觀參觀博格汗冬宮、宰桑紀念碑等。 

晚上欣賞民族歌舞表演，了解傳統蒙古文化。 

 

住宿於烏蘭巴托四星級酒店。 

 

第十二天 (星期三) 烏蘭巴托 

早餐後前往距離烏蘭巴托一小時車程，以自然環境，奇

石而聞名的特勒吉國家公園，參觀傳統遊牧家庭。 我們

將為列車的客人悉心安排獨有的蒙古”那達慕”表演，

欣賞蒙古國技摔跤、射箭及賽馬 。 

住宿於烏蘭巴托四星級酒店。 

 

第十三天 (星期四) 烏蘭巴托 - 香港 

是日送往機場乘搭國際航班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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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廂等級 : 
 
 

 

豪華艙 (Gold) :    
面積 : 7平方米 
下臥鋪 : 120 X 185 厘米 
上臥鋪 : 80 X 185厘米 
 
車廂設備 : 
 獨立衛浴設施 
 餐桌 
 椅子 
 小衣櫃 
 歐式插座 (220V) 
 空調 (獨立控制) 
 

 
 

 

豪華艙 (Silver) :     
面積 : 5.4平方米 
下臥鋪 : 110 X 185 厘米 
上臥鋪 : 80 X 185厘米 
 
車廂設備 : 
 獨立衛浴設施 
 餐桌 
 椅子 
 小衣櫃 
 歐式插座 (220V) 
 空調 (獨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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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經濟艙 :  
面積 : 4平方米 
臥鋪 : 65 X 185 厘米 
 
車廂設備 : 
 餐桌 
 歐式插座 (220V) 
 空調 (中央控制) 
 

 
 
 
 

 

標準經濟艙 : 
面積 : 4平方米 
下臥鋪 : 65 X 185 厘米 
上臥鋪 : 65 X 185 厘米 
 
車廂設備 : 
 餐桌 
 歐式插座 (220V) 
 空調 (中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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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亞豪華列車2020 東行線: 莫斯科 – 烏蘭巴托 13天/12晚 
 

行程: 莫斯科 – 烏蘭巴托  13 天/12 晚 火車上及沿途遊覽車: 英語導遊 (其他語言需另行查詢) 
 

 日期 團號# 
1A 

團號# 
2A 

團號# 
3A 

旺季 II 

團號# 
4A 
旺季 I 

團號# 
5A 
旺季 I 

團號#  
6A 

旺季 II 

國家 城市 當地時間 
(時間有機會更改

而不另行通知) 

觀光行程 早 午 晚 住宿 

1 星期六 5月16日 6月06日 6月27日 7月18日 8月08日 8月29日 俄羅斯 莫斯科  抵達    莫斯科 
2 星期日 5月17日 6月07日 6月28日 7月19日 8月09日 8月30日 俄羅斯 莫斯科 1600 出發 市內觀光包括紅場, 克里姆林宮    火車上 
3 星期一 5月18日 6月08日 6月29日 7月20日 8月10日 8月31日 俄羅斯 葉卡捷琳堡 2000 抵達 全天於火車上    葉卡捷琳堡 
4 星期二 5月19日 6月09日 6月30日 7月21日 8月11日 9月01日 俄羅斯 葉卡捷琳堡 1800 出發 市內觀光    火車上 
5 星期三 5月20日 6月10日 7月01日 7月22日 8月12日 9月02日 俄羅斯 新西伯利亞 1700 抵達 全天於火車上    新西伯利亞 
6 星期四 5月21日 6月11日 7月02日 7月23日 8月13日 9月03日 俄羅斯 新西伯利亞 1800 出發 市內觀光    火車上 
7 星期五 5月22日 6月12日 7月03日 7月24日 8月14日 9月04日 俄羅斯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0900-1400 市內觀光    火車上 
8 星期六 5月23日 6月13日 7月04日 7月25日 8月15日 9月05日 俄羅斯 伊爾庫斯克 0900 抵達 市內觀光    伊爾庫斯克 
9 星期日 5月24日 6月14日 7月05日 7月26日 8月16日 9月06日 俄羅斯 貝加爾湖 1530 出發 李斯特維揚卡觀光    火車上 

10 星期一 5月25日 6月15日 7月06日 7月27日 8月17日 9月07日 俄羅斯 烏蘭烏德 0900-1500 市內觀光    火車上 
11 星期二 5月26日 6月16日 7月07日 7月28日 8月18日 9月08日 蒙古國 烏蘭巴托 1000 抵達 市內觀光 &民族表演    烏蘭巴托 
12 星期三 5月27日 6月17日 7月08日 7月29日 8月19日 9月09日 蒙古國 烏蘭巴托  特勒吉國家公園 & 那達慕表演    烏蘭巴托 
13 星期買 5月28日 6月18日 7月09日 7月30日 8月20日 9月10日 蒙古國 烏蘭巴托  離開     

 
 團費包括 

- 六晚住宿於火車上。 
- 六晚住宿於酒店: 1 晚住宿於莫斯科五星級酒店，1 晚住宿於葉卡捷琳堡四星級酒店，1 

晚住宿於新西伯利亞四星級酒店，1 晚住宿於伊爾庫斯克四星級酒店，2 晚住宿於烏蘭巴

托四星級酒店。 
- 全程膳食 (12 早餐 , 11 午餐, 12 晚餐) 。 
- 觀光行程: 莫斯科、葉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亞、伊爾庫斯克、貝加爾湖、烏蘭烏德、烏蘭

巴托。 
- 文化活動: 音樂會及文化活動 (資料請參考詳細行程) 。 
- 接送: 第一天由機場往酒店及第十三天由酒店往機場接送服務。 
- 淋浴設施: 

如客人選擇豪華銀級及金級包廂，火車上設有私人衛浴間。  
如客人選擇經濟艙車廂、特別於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及烏蘭烏德安排房間給客人梳洗。 

- 火車上舉行講座介紹俄羅斯歷史、文化語言及現今生活。 
- 當地導遊: 英語或西班牙語導遊 (如要求其他語言，需另行查詢) 。 
 

團費不包括: 
- 香港往莫斯科及烏蘭巴托回香港的機票連稅項。 
- 俄羅斯及蒙古國簽證費用 (如持香港特區護照, 享有14天免簽證待遇) 。 
- 建議小費: 每位客人歐元 150 / 美金 180。 
- 旅遊保險。 

  

查詢及預定: 環越旅遊 – Ms. Winnie LI / Ms. Kath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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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tour@global.com.hk   旅行社牌照號碼: 350797 

 

團費價格 (港幣) 
車廂等級 每包廂人數 每位價格  單人房附加費 

火車及酒店 
旺季附加費 

(7月及8月) 

2,400元 

 

標準經濟艙 4 37, 600 n/a 
標準經濟艙 3 45, 700 n/a 旺季附加費 

(9月) 

1, 600元 

舒適經濟艙 2 56, 300 21, 400 
豪華艙 (銀級) 2 92, 200 49, 100 
豪華艙 (金級) 2 111, 500 58,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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