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天俄羅斯遠東》 海陸空三種方式－深度旅遊攝影
狂野堪察加之棕熊捕魚季＋直升機一次往返庫頁湖 + 火山
世界自然遺產間歇泉(噴泉谷)、 穆特洛夫斯基火山(高山冰原車)
世界上最美麗的海灣之一：阿瓦查灣、「最道地的火山」阿瓦查火山(高山冰原車)
出發日期：2018 年 8 月 8 日
全包價 ：HK$39,880 (8 人成團)

單人房附加費 : HK$3,280

*時差：當地時間較香港快 4 小時
在俄語中，“堪察加”是“極遙遠之地”的意思。由於種種原因，堪察加半島封閉了 74 年，不僅不對
外國人，也不對本國公民開放，僅在 2011 年，這片土地才重新敞開大門。那裡的一切對於外國到訪者
來說，充滿了未知！堪察加半島有 100 多座火山，其中 29 座是活火山。它這裡生存著地球一半以上的
棕熊、還有這海獅、甚至會拍攝到鯊魚。隨著美國國家地理的介紹，這個秋天我們一起在鮭魚洄游季記
錄這場年度捕獵大餐；此次的行程安排了加入了精彩豐富的拍攝內容，美麗的海灣風光、獨特的村落民
居、雄壯的巍峨火山、眾多的野生動物和多彩的堪察加秋色。

*圖片來源互聯網，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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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行

程

早 午 晚

D1
8/8

香港  海參崴 S7 546: 1755/0040

D2
9/8

海參崴  堪察加半島 S7 3211 0315/0830
X
早上抵達堪察加半島首府。乘車前往參觀火山博物館。之後前
往拍攝黑海灘。於城市內午餐。之後，前往拜訪原住民科里克
民族。原住民細心地解說關於民族傳統、服飾、樂器表演及歌
舞。在原住民的帳篷內，晚餐品嚐傳統佳餚(馴鹿肉),還可以
和雪撬犬互動。夜宿溫泉區酒店，可自由使用溫泉池。

D3
10/8

棕熊天堂～庫頁湖(直升機一日遊)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直升機飛往庫頁湖，觀賞活動在自然

酒

店

X

航機上





溫泉酒店 Antarius
或 Belkamtour
或 Bereska





同上





同上

棲息的棕熊,除了忙碌收穫的棕熊，還有機會用鏡頭捕捉到母
熊領著小熊的珍貴畫面，或是熊打鬥及其他不同的生活面貌。
返回市區。晚餐，酒店休息。特地安排:如果天氣許可，在飛
行途中於“克蘇達奇火山”或“霍杜特卡火山”停留拍攝火
山口，也可在此換上泳裝泡溫泉。
《庫頁湖》
0700 早餐
0900 機場接駁巴士到旅館
0930 接駁巴士開車
1000 到達機場等候

D4
11/8

1230 登機南飛
1340-1630 庫頁湖營區
1400 參觀鮭魚溯溪
1450 午餐
1520 看棕熊
1655-1715 Ksudach 火山
1730-1810 Xodutka 溫泉
1855 直升機場
1930 酒店
2000 晚餐
注意： 如直升機因天氣不穩定（狂風／大雨／能見度低／雷
暴）或 其他因素下未能升降及飛行，將改為第 5/6 天進行。
如第 5/6 天面對以上類似問題而不適合直升機升降及飛行，此
節目將會取消，並退回每位團友 USD750 敬請留意。
世界自然遺產～間歇泉(噴泉谷)

早上前往拍攝世界自然遺產間歇泉(噴泉谷)。從直升機 MI-8
的窗戶往外看的窗戶往外看，可以欣賞仍舊活躍不已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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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或是幾近休眠或滅絕的火山。還有雋永的山脈、廣闊針葉
林群、為數眾多的溪流及湖泊。
《間歇泉》
1000 離開旅館
1035 直昇機機場
1210 間歇泉峽谷 GEYSER VALLEY
1330 Uzon 火山
1510 搭乘直昇機
1532 小謝米亞奇克火山 Малый Семячик MALY SEMYACHIK
1540 卡雷姆斯基火山 Карымский KARYMSKY VOLCANO, lake
1610-1700 午餐野餐泡溫泉

D5
12/8

1730 返回機場
1930 晚餐
注意： 如直升機因天氣不穩定（狂風／大雨／能見度低／雷
暴）或 其他因素下未能升降及飛行，將改為第 5/6 天進行。
如第 5/6 天面對以上類似問題而不適合直升機升降及飛行，此
節目將會取消，並退回每位團友 USD780 敬請留意。
穆特洛夫斯基火山(高山冰原車)

早餐，前往穆特洛夫斯基火山。火山內部有著大型噴氣孔，噴
氣孔周圍都是亮黃色硫磺結晶、火山口湖、間歇泉。藍色冰川
包圍的特殊奇景，不斷冒出嘶嘶聲的噴氣孔，含有硫磺氫的蒸
氣裊裊直上。從穆特洛夫斯基火山流出維爾坎納河 (RIVER





同上

VILKAN) ，它穿越熔岩處並直落到峽谷深處，形成壯觀的瀑
布。特別安排：如果天氣許可，將有機會前往冰穴拍攝。冰穴
因為七彩發光造成的拍攝效果而世界聞名。
D6
13/8

世界上最美麗的海灣之一：阿瓦查灣(搭船一日遊)

早餐，前往世界上最美麗的海灣之一：阿瓦查灣，環繞著海灣
的是綿延不斷山丘和白雪靄火群。之後穿越海線前往俄羅斯海
灣。途中，可能欣賞到海豹群、海獅和最重量級的嬌客：鯨魚，
牠從浩瀚太平洋而來。遊船途中可以親自享受釣魚樂趣。並且
品嚐新鮮的魚貨。下午返回城市，前往觀景台，俯瞰堪察加依
山傍海的夕陽美景。特地安排：潛水夫下海捕捉新鮮海膽。





同上

D7
14/8

「最道地的火山」阿瓦查火山(高山冰原車)

前往當地人稱做「最道地的火山」阿瓦查火山，是堪察加半島
極為活躍的火山。返回市區有機會再次拍攝阿瓦查海灣。





同上

D8
15/8

堪察加半島  海參崴 S7 3212: 0950/1120
✓
海參崴  香港 S7 545: 1405/1655
早餐，前往市集，拍攝魚市場，或是品嘗堪察加新鮮的鮭魚卵。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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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前往機場，搭機結束這野生驚豔的堪察加之旅。
***行程完滿結束, 祝君旅途愉快***
注意事項：
1. 持有效香港特區護照(HKSAR)，參團嘉賓可『免簽證』，但護照必須有效期為6個月或以上，以返港日期計算。
2. 請參加者於報名前必須細閱及理解『博覽行』之旅遊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標準
http://goexpo.com.hk/wp-content/uploads/2014/05/travelterm_130503.pdf 。
3. 團費已包括各地機場稅、保安稅、機場建設費等。
4. 團費已包括服務費，費用包括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職員之費用。
5. 若單人報名者，如出發前本公司未能安排與其他客人共用一雙人房間，本公司則須收單人房間附加費，參加者不得異議或藉詞退團。
6. 團費均包括 0.15% 印花費，即所有旅行團已受「香港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所保障
7. 本公司主辦之團隊、均獲『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的保障，並包括『旅行平安保險』港幣 30 萬元。
8. 本公司建議貴客參團時應購買個人旅遊綜合保險以作保障。若參加者於茶會前未能提供任何保險資料，本公司將會取消參加者之定位及可能扣除客人一
切已繳付之團費。
9.行程中內旅遊景點，若列入內之博物館等，萬一遇上事故，休息，關閉維修等，不能入內參觀，則退回有關入場費費用，團友不得返港後爭議追討投訴。
10.如因外幣浮動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而導致成本上升，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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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必須於出發前全數補回有關之差額。否則本公司可將訂位作廢，已繳所有款項(包括團費及各項額外費用)例不發還及不會作任何更改轉換之用。
11.行程上任何景點如遇當地假期、訂位問題或其他(特殊)情況下而未能前往參觀，本公司將會作相應的調動舫，客人不得藉詞退團/轉團/反對或要求賠償。
12.顧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圑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無關。
13.以上行程、航班時間及出入境只供參考，如有任何調動、更改，均按接待單位安排作準,恕不另行通知。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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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瞭解融入堪察加半島
1：堪察加半島緯度較高，由於海洋性氣候的影響，氣溫並不寒冷，但天氣多變，誇張的時候夏天火山
上下雪、山下太陽雨也不是沒有可能；正由於這種天氣變化多端，在堪察加半島旅行，旅行計畫很有可
能隨時被打亂重新安排。所以，保持一顆開放的心去擁抱大自然，在堪察加非常重要。
2 ：堪察加是世界上少有的自然環境和人類生活的完美融合之地，堪察加人也因此非常愛護環境，所以
對於旅行者來說，在堪察加旅行最重要的事就是保護當地自然環境，做一名文明的行者。
3 ：有不少旅行者為了攝影來到堪察加半島，但要注意攝影安全，不要擅自靠近任何野生動物，尤其
是棕熊、海獅等具有攻擊性的野生動物。不要擅自走進叢林，因為在堪察加半島有可能會隨時遇到棕熊。
4 ：不要購買任何未經許可的動物皮草製品，以免給自己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出門在外人身財產安全
乃是首位
5 ：最後，在堪察加半島，保持一顆探索的心，準備感受婀娜多姿又充滿著驚奇與刺激的大自然吧！
6：時差：哈巴羅夫斯克比香港早 2 小時 ，堪察加比香港早 4 小時
7：貨幣：請出發前在各地中國銀行預約換取 俄羅斯盧布，匯率在國內更合算；隨身攜帶一部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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