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

金環小鎮雙都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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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THE BEAUTY OF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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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

Grand Russia 8 Days

掃碼看詳細行程

行程特點

★全程入住當地星級酒店 ★
【莫斯科】
俄羅斯經濟、
政治中心 - 首都 ★
【聖彼得堡】
是歐洲最佳旅遊魅力城市之一 ★
【 金環小鎮】
欣賞莫斯科郊外小鎮風光
★
【 艾爾米塔什皇宮博物館 - 冬宮】
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 ★
【夏宮花園
（噴泉花園）
】
俄羅斯的凡爾賽 ★
【 涅瓦河遊船
（含歌舞、
小吃）
】
飽攬涅瓦河兩岸風情
★
【 餐飲中俄搭配】
滿足您的味蕾 ★
【 獨家俄羅斯套娃工廠體驗】
把親手繪製的套娃帶回家 ★
【 俄羅斯高鐵體驗】
兩個首都之間 4 小時高鐵連接，
高效安全

1 抵達莫斯科

Arrive in Moscow

抵達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 (SVO)。導遊舉“ 發現中國美 ”接站牌接待 ( 請報名時
提供航班資訊），安排旅遊巴士當地時間 17:00 和 20:00 兩次免費出發從機場送
回酒店休息。
（其他時間段客人如需前往酒店可以付費接送或者自行前往，俄羅斯
酒店入住時間為當地 14 點以後）。
Pick up from the airport.Transfer to hotel for rest .
住宿 :Best Western Vega Hotel/ Alfa hotel or equivalent

2 莫斯科

Moscow (B/L/D)

酒店內早餐後參觀革命勝地 【
- 紅場】及周邊景觀；西側是【克里姆林宮】
（自費專
案）這一世界聞名的建築群，享有“ 世界第八奇景 " 的美譽，是旅遊者必到之處。
參觀紫金店和旅遊紀念品商店。最後帶您參觀俄羅斯著名的地下藝術宮殿【莫斯
科地鐵】！
Visit:Red Square，Kremlin(Compulsory programs*)，Moscow Metro
住宿 : Best Western Vega Hotel/ Alfa hotel or equivalent

3 莫斯科/ 金環小鎮/莫斯科

Moscow/Sergeye/Moscow (B/L/D)

酒店內早餐後赴離莫斯科 71 公里處的金環小鎮 -【謝爾蓋耶夫鎮】，遊覽東正教
聖地 -【謝爾蓋耶夫聖三一修道院】是東正教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俄羅斯套娃工
廠】
（自費專案）始建於 1947 年的奧菲斯套娃工廠，產品遠銷日本、加拿大等國。
工藝師熱心指導每位客人為自己的套娃上色，每位客人可以帶回一個親手繪製的
俄羅斯套娃留做紀念。
Visit: Sergeye，Sergey holy trinity monastery，Russian Matryoshka factory
(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 : Best Western Vega Hotel/ Alfa hotel or equivalent

4 莫斯科

Moscow (B/L/D)

7 聖彼得堡

St.Petersburg (B/L/D)

酒店早餐後乘車前往距離市區 30 公里的芬蘭灣的入海口 --【夏宮花園】
。
隨後外觀【阿芙樂爾號
巡洋艦】和十月革命勝地—
【斯莫爾尼宮】
。
外觀【滴血大教堂】
；外觀氣勢磅礴的【喀山大教堂】
。
（溫馨提示：每年的 10 月下旬 - 來年的 4 月中旬夏宮花園的噴泉因天氣原因關閉，
敬請諒解！）
Visit：Summer palace,aphrora cruiser,smolny institute,Kazan Cathedral,Blood cathedral
住宿：Neptun Business Hotel/Parkinn by Radisson or equivalent

8 聖彼得堡/送機

Departure from St.Petersburg (B)

風情俄羅斯 8 日精華遊順利結束。早 8:00 和中午 14:00 分兩次班車酒店出發送機前往普爾科
沃機場（LED)。
Transfer to Airport and home your sweet home.

AUD
成人報名費 Tour Fee

999

12 歲以下兒童不占床（無早餐）

499

Child Without Bed
（No Breakfast)

12 歲以下兒童占床
（含早餐）

999

Child With Bed

單人房間差

680

Single Supplement

酒店內早餐後遊覽位於莫斯科南部的【察裏津諾莊園】
（意即“ 女皇村 ”）( 自費專
案）。隨後前往參觀【莫斯科大學】，參觀【列寧山觀景臺】
（位於俄羅斯莫斯科市的
西南處，地處莫斯科河南岸，同時它也是莫斯科市的至高點，最高處海拔高度為
220 米）。
Visit:Tsaritsyn manor(Compulsory programs*),Moscow university,Lenin
mountain view
住宿 : Best Western Vega Hotel/ Alfa hotel or equivalent

5 莫斯科 / 聖彼得堡（高鐵）

Moscow/St.Petersburg(B/D)

酒店內早餐（可能打包餐）後，乘坐高鐵赴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抵達後參
觀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的【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冬宮】和充滿藝術氛圍的藝
術廣場 ; 晚餐後返回酒店休息。
Visit:The winter palace,
住宿：Neptun Business Hotel/Parkinn by Radisson or equivalent

6

ing,Neva river cruise (Compulsory programs*),The church of st Imelda romualdez
Marcos,Nieva street
住宿：Neptun Business Hotel/Parkinn by Radisson or equivalent

聖彼得堡 St.Petersburg (B/L/D)

酒店內早餐後前往遊覽城市的開端 --【彼得保羅要塞】
（遊覽不進教堂和監獄）和
【十二月黨人廣場】；外觀【海軍總部大樓】；及由普希金的抒情詩而得名的【青銅
騎士像】。隨後前往【涅瓦河遊船】
（自費專案）聖彼得堡是一座水城，由幾十個大小
島嶼和大橋組成，又被稱為“ 北方威尼斯 ”。外觀【聖伊撒基耶夫大教堂】。參觀琥
珀購物中心，隨後漫步著名的【涅瓦大街】。
Visit: Peter Paul fortress,Party square in December,Naval headquarters build-

酒店續住（雙人房含早 / 每晚）
Pre/Post Hotel

自費專案（大小同價）

220

Compulsory Programs

USD299

Service Fee

USD80

綜合服務費（大小同價）

額外接 / 送機（2人起，每人價格）
Extra Transfer

USD50

自費專案 ( 需保證參加 )：克里姆林宮 + 套
娃工廠親手繪製自己的禮物 + 察裏津諾莊
園 + 涅瓦河遊船（贈送二戰紀念廣場、凱旋
門遊覽和莫斯科著名的步行街阿爾巴特大街
20 分鐘遊覽專案）=USD 299/ 人（成人與小
童同價）
當地推薦節目（隆重推薦，自費參加）：
A 俄羅斯馬戲 75 美元 / 人，B 特列基亞科夫
畫廊 70 美元 / 人，C 民族歌舞 75 美元 / 人，
D 二戰博物館 40 美元 / 人，E 葉卡捷琳娜花
園及琥珀宮殿，100 美元 / 人，F 夏宮宮殿 60
美元 / 人，G 俄羅斯芭蕾舞，210 美元 / 人，
H 俄式超級大餐 75 美元 / 人 I 新聖女公墓
25 美金 / 人

（以網站更新為準）

2020

5月:12日
6月:9日
8月:4日
9月:15日
10月:6日

接機時間：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 (SVO): 導遊
舉“ 發現中國美 ”接站牌接待，安排旅遊巴士
當地時間 17:00 和 20:00 兩次免費出發從機
場送回酒店休息。
送機時間：普爾科沃機場（LED): 早 8:00 和中
午 14:00 分兩次班車酒店出發送機前往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