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
白俄羅斯
純淨醉美之旅
♦ 16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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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特別增遊
►烏克蘭2小鎮：盧斯科及手風琴之鄉日托米爾
►利維夫地下城
►啤酒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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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完美時刻
純淨白俄羅斯，醉美烏克蘭，飽經滄桑的歷史巨變賦予了東歐厚重
的人文氣息，懷舊與活力、自然與文明交織出耐人尋味的浪漫；
倚翠美景，遺世而獨立的性感文化驚艷了全世界。
優遊精粹
►踏入白俄羅斯最值得參觀城市之一：布列斯特。
►白俄羅斯二大世界文化遺產城堡：涅斯維日宮、米爾城堡。
►探秘烏克蘭隱世美景，充滿浪漫情致之：愛之隧道。
►悠閒享受於黑海明珠城市：烏克蘭敖德薩。
►走訪烏克蘭二大世界文化遺城：基輔古城、利維夫古城。
►參觀俄羅斯東正教的發源地：烏克蘭佩喬爾斯克洞窟修道院。

明斯克
Minsk

白俄羅斯
BELARUS

布列斯特
Brest

基輔
Kiev
羅夫諾
Rivne

利維夫
Lviv

烏克蘭
UKRAINE

異國滋味
白俄羅斯：民俗餐、Grand Café 晚宴。 烏克蘭：鱒魚餐、溫室花園餐宴、民俗餐、啤酒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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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德薩

Odesa
別具匠心
►飛機取代過夜火車，輕鬆又舒適：基輔 - 敖德薩。
►連續2晚住宿白俄羅斯明斯克、布列斯特； 3晚住宿烏克蘭利維夫、基輔、敖德薩
►坐登山纜車到山頂，欣賞基輔城市優美景色。
►升級住宿5★酒店：基輔Fairmont Grand，明思克Renaissance，利維夫Grand Luxury，敖德薩Nemo。

出發日期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價目表」

www.jadetours.com

第1天 // 原居地 - 明斯克 (白俄羅斯） Home City - Minsk (Belarus)
乘搭豪華客機前往白俄羅斯首都 – 明斯克，於航機上享用佳餚美食。
第2天 // 明斯克 - 市內觀光 Minsk City Tour
早餐：--

午餐：--

晚餐：白俄民俗餐

『明斯克』白俄羅斯首都，白俄羅斯原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獨立後改為白俄羅斯共和
國，以湖泊、河流及森林風景著名，市內街道整齊並保留著昔日俄國色彩及特色。
『斯大林防線』前蘇聯耗巨資修建德國法西斯的防禦線，全長1200公里。
『勝利廣場』被稱為莫斯科紅場的明斯克版。廣場一帶有眾多紀念蘇聯衛國戰爭勝利
的建築和紀念碑。住宿：Renaissance或同級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Grand Café

『淚島』悲傷和眼淚的島的簡稱，是用來紀念阿富汗戰爭陣亡的白俄羅斯官兵。
『國家大劇院』外型宏偉瑰麗，主要表演芭蕾和交響樂，偶爾外帶一些歌劇。
『舊城』除了聖靈大教堂外，還有很多建築如市政廳、聖瑪利教堂和音樂廳等。
住宿：Renaissance或同級酒店。
第4天 // 明斯克 - 米爾城堡︑涅斯維日城堡 - 布列斯特
Minsk - Mir/Nesvizh Castle - Brest
早餐：酒店

午餐：城堡餐廳

晚餐：酒店

『米爾城堡』世界文化遺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納粹德國佔領作為猶太人的住地。
『涅斯維日城堡』城堡建築群歷經近4百年歷史才完工。多次的毀壞和重建，讓涅斯維日
城堡的最終形態融合了巴洛克式、洛可可式、古典式和現代式的建築風格。
『布列斯特』歷史上是連接歐盟和獨立國聯合體。時尚繁華且具有大都會的布列斯特
更像歐洲城市，是白俄羅斯值得參觀的城市之一。住宿：Hermitage 或同級酒店。
第5天 // 布列斯特 - 別洛韋日斯卡自然國家公園 - 市內觀光
Brest - Belovezhskaya Pushcha National Park - City Tour
早餐：酒店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愛之隧道』一段長約4公里的鐵路，由樹木及綠色籘蔓圍繞成的拱形結構，將整條
鐵路包裹起來，成為一條充滿浪漫情致的長廊。
『日托米爾』建於9世紀的城市，連接東西歐重要交通城市，以手風琴著名於世。
『獨立廣場』前蘇聯時代這裡為十月革命廣場，後來為宣布獨立改名為獨立廣場。
『比薩拉比亞市場』基輔市中心的一座室內市場，室內當地特產無數，別有風味。
住宿：Fairmont Grand 或同級酒店。
第11天 // 基輔 - 市內觀光 Kiev - City Tour
早餐：酒店

第3天 // 明斯克 - 市內觀光 Minsk City Tour
早餐：酒店

第10天 // 羅夫諾 - 愛之隧道 - 基輔 Rivne - Tunnel of Love - Kiev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民俗風情餐

『聖米高金頂修道院』始建於中世紀，包括大教堂、聖約翰餐廳、經濟門和鍾樓，在
18世紀外觀改為巴洛克風格，但內部卻保持了拜占庭建築風格。
『聖索菲亞大教堂』烏克蘭東正教信仰的靈魂，也是中世紀建築藝術的奇跡，這裡留
存下來的大面積馬賽克、鑲嵌畫和濕壁畫，令人由衷驚嘆。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佩喬爾斯克洞窟修道院』俄羅斯東正教的發源地，充滿了聖俗兩界並存，不可思議
的神秘氣氛；其中洞窟教堂歷史最為悠久，於1990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基輔地下鐵』體驗全世界最深的地鐵行駛工程。住宿：Fairmont Grand 或同級酒店。
第12天 // 基輔 - 市內觀光 Kiev - City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基輔纜車』城只有兩個車站的古老纜車，全長238米，單程只須大約3分鍾，在山崗
的車站高地可欣賞到基輔的市容面貌和聶伯河兩岸的優美景色。
『車諾比博物館』收集了近7000份文件和地圖、圖片及部分實物展品，館內分三大展廳，
從各個側面向參觀者講述那場目前世上最大的核事故。
『哥薩克村露天博物館』佔地達9公頃，三圓頂木造教堂展示各式建築與傳統習俗、
生活方式、節慶及手工藝、刺鏽編織等。住宿：Fairmont Grand 或同級酒店。
第13天 // 基輔 - 敖德薩 Kiev - Odes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別洛韋日斯卡國家公園』歐洲僅存原始森林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自然保護區
之一。擁有眾多珍稀物種的國家公園，俄國沙皇狩獵地，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布列斯特市內觀光』蘇聯時代的戰爭紀念碑是最受遊客們歡迎的景點。紀念那些
有名的以及無名的保家衛國的英雄們而建立的英雄堡壘。
『中央車站』這里有歐亞大陸橋最大的列車換軌站，特別壯觀。
『布列斯特要塞』俄羅斯帝國的要塞群，在蘇德戰爭成為蘇聯抵禦外敵的精神象徴。
住宿：Hermitage或同級酒店。

『金門』現存為數不多保留完好的雅羅斯拉夫文化建築，門窗和教堂圓頂裝飾鍍金。
『聖弗拉基米爾修道院』紀念基輔基督教化900周年而建，金色的陽光照耀在教堂時，
鵝黃和藍色輝映，非常漂亮，教堂內部更有著十分精美的壁畫。
『敖德薩』此城是烏克蘭最美麗的城市之一，享有「黑海明珠」及「南部棕櫚」美譽。
住宿：Nemo Resort and SPA 或同級酒店。

第6天 // 布列斯特 - 盧斯科 (烏克蘭) - 利維夫 Brest - Lutsk (Ukraine) - Lviv

『濱海大道』兩側盡是具特色的歷史建築，包括19世紀建造的沃倫佐夫宮、波托茨基宮、
新舊證券交易所等，輕鬆漫步濱海大道，最能感受該市的浪漫魅力。
『歌劇芭蕾劇院』被福布斯雜志列為東歐最有趣的11處景點之一。劇院建於1809年，
它被認為是俄羅斯帝國最好的劇場建築之一。
『波將金階梯』俄紀念1905年「波將金號軍艦」起義而建，共192級階梯，台階由上而下
逐級加寬，最高處可以鳥瞰敖德薩全港。住宿：Nemo Resort and SPA 或同級酒店。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盧斯科』烏克蘭歷史名城，博物館、劇院、城堡、教堂等為這里帶來了獨特的美。
『利維夫』稱為「獅子城」，有最古老的大學和歌劇與芭蕾舞劇院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住宿：Grand Luxury 或同級酒店。
第7天

// 利維夫 - 咖啡︑朱古力之旅 Lviv - Coffee & Chocolate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鱒魚餐

晚餐：當地餐廳

『咖啡之旅』參觀烏克蘭咖啡工廠及品嚐烏克蘭咖啡。
『朱古力之旅』觀賞朱古力生產制作過程及品嚐烏克蘭朱古力。
『高地城堡』市內最高點，登上413米的山頂，可俯瞰利維夫被森林圍繞的美麗全景。
『市集廣場』超過600年歷史，四周有市政廳，黑屋，波蘭國王行宮，俄國彼得大帝
曾住過的房子等。住宿：Grand Luxury 或同級酒店。
午餐：啤酒餐

晚餐：溫室花園餐廳

『地下城之旅』利維夫最古老神秘的地下世界，應有盡有，如教堂、藥物博物館等。
如不怕鬼神，地下城將會有許多令人興奮的故事和迷人的傳說。
『啤酒博物館』始建地1715年，是烏克蘭全國最受歡迎的啤酒品牌。參觀啤酒釀製過
程並品嚐醇香新鮮的啤酒，別有風情滋味。
住宿：Grand Luxury 或同級酒店。
第9天 // 利維夫 - 金馬蹄城堡群 - 羅夫諾 Lviv - Golden Horseshoe - Rivne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金馬蹄城堡群』由皮德吉爾奇宮殿、奧列斯科古堡和佐洛喬夫城堡三座城堡組成。
這些城堡建於中世紀，具有深遠及生動的歷史，展現烏克蘭豐富的歷史及文化遺產。
『佐洛喬夫城堡』原為波蘭貴族的住所，改建為醫院、軍營、監獄，後再改為藝廊，
內有恐龍骨吊燈、無價的皇冠。
『皮德吉爾奇宮殿』歐洲文藝復興式宮殿的代表作之一，防禦型堡壘護城河和城牆。
『奧利斯科城堡』波蘭國王約約翰三世的出生地。展示著珍藏物品。
住宿：Ukraine 或同級酒店。
費用包括：
• 全程4/5★級酒店
• 來回原居地國際機票
• 行程內指定觀光旅遊節目及門票
• 行程指定膳食
• 專業華人領隊
• 全程豪華舒適巴士
• 海關離境稅、機場稅：CA$880

東岸旅遊熱線
905-882-2288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第15天 // 敖德薩 - 市內觀光 Odesa - City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早餐：早餐盒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晨鳥 優惠 ︓每位 $ 1000 起︐ 限前10名︐先到得到
多倫多 • 蒙特利爾 • 渥太華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16天
$6998
$880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7878

$1300

溫哥華 • 卡爾加里 • 愛民頓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6天
$7598
$880
$8478
$1300
收費按兩人一房計算。

• 旅遊保險及一切私人費用

小童收費適用於2-11歲且與2成人同房不另加床。

•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每天EUR€10）

3成人同房不另加床(名額有限)。

• 簽證事項：加拿大、美國、香港特區護照免簽證；
中國護照白俄羅斯免簽，烏克蘭需電子簽證

出發前60天需繳清團費。

• 行程額外旅遊節目及自費項目*

報名條款及細則問題，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詳細事項。

604-270-3288

晚餐：當地餐廳

『地下墓穴』位於敖德薩市郊，其中部分成為令人拍案叫絕的迷宮；在戰爭時期此處
是一個重要的避難所，地下長度共約3000公里，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烏斯邦斯基大教堂』烏克蘭最大的教堂之一，從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金色圓面。
住宿：Nemo Resort and SPA 或同級酒店。

費用不包括：

西岸旅遊熱線

晚餐：當地餐廳

第16天 // 敖德薩 - 原居地 Odesa - Home City

第8天 // 利維夫 - 地下城之旅 Lviv - Underground City Tour
早餐：酒店

第14天 // 敖德薩 - 市內觀光 Odesa - City Tour

團費已於原價扣除4%，須以現金繳付，如用其他付款方法須以原價繳付。

旅遊達人會客室

時間/日期/方式由您定
1.最新潮安全『零』接觸視像會面
2.保持安全距離私人面對面介紹
旅遊預約熱線：905-787-8010

本公司分行遍布北美東西岸及中國：
美國三藩市、芝加哥
加拿大溫哥華、卡加利、多倫多、蒙特利爾
中國廣州

         本公司保留更改以上資料及調整價錢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