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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以傳真或 E-MAIL 代替正本發文 

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辦事處 函 
                                                  地址：10486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 59 巷 6 號 2 樓 

                                                  電話：02-2508-4002  傳真：02-2507-5224 
 

受文者：本處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7月 20 日 
發文字號：臺區水工會北市辦字第 104021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 本處定於 104 年 10 月 3 日至 10 月 10 日舉辦 104 年度會(委)員
國外聯誼自強活動「東北、俄羅斯海參崴 8日遊」；凡願參加者，
請於 104 年 7 月 27 日前檢附資料向本處報名，以利安排，凡願
參加者請儘速報名，逾期恕不再受理報名，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本處第 18 屆第 6次委員會會議決議案辦理。 
 二、 本次旅遊活動每人費用為新台幣 37,800 元整（費用不

包括新辦護照、台胞證及個人消費）。 
 三、 本處擬由年度相關經費提撥補助新台幣 2,500 元，依例補

助負責人、負責人配偶、會員代表三者擇一（限為本案發文
前於公會登記有案者），於活動開始後，再發給補助之對象。 

 四、 旅遊行程請參閱附件，確認之行程由本處與旅行社議定之。 
 五、 報名時，請繳納下列資料： 

(1)報名表（請詳細填寫個人資料）； 
(2)護照正本(效期為回國日起算六個月以上)、台胞證正
本； 
(3)保證金 5,000 元。 
※證照費：新辦護照 1,400 元、電子台胞證 1,500 元。 

 六、 注意事項： 
  (1) 組團人數最少 16 人(含)以上始予成行，未達組團人數

則不予舉辦，已繳費者無息退還（如有代辦護照者，規
費照扣之）。 

  (2) 住宿以兩人同宿一間套房為原則，另第七天為火車臥
舖(4 人一室)，請事先協商友好同宿，並於報名時聲
明，否則由本處逕行安排不得異議。 

  (3) 未詳述其他各項事宜，均依本處與旅行社所訂合約為
準。 

  (4) 會員請繳交 104 年度常年會費，始受理旅遊報名。 
  (5) 凡參加活動有年長者或行動不便人員，請家屬陪同始

受理報名。 
 
正本：本處全體會員 

副本： 
 

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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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辦事處 
東北、俄羅斯、海參威八日遊 

第 1 天 桃園 哈爾濱 □索菲亞教堂廣場 □中央大街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飛往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哈爾濱市是一座近 900 年歷史的古城，

在清末隨著東清鐵路的修築，俄國勢力進入東北地區，作為鐵路樞紐的哈爾濱便首當其衝，

俄羅斯風格的建築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建起，整個城市散發濃厚的異國風情，故素有東方莫斯

科之稱。 
【聖索菲亞教堂廣場】聖索菲亞教堂位於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裡區中央大街東側的透籠

街，是一座典型的拜占庭式東正教堂。始建於 1907 年 3 月，是俄羅斯帝國東西伯利亞第四步

兵師修建的隨軍教堂。目前是在中國境內規模最大的一座東正教堂，可以容納 2000 人。平面

為拉丁十字。牆面使用清水紅磚，磚雕精細，上部中間是巨大的洋蔥頭穹頂，四周有大小不

同的帳篷頂，整體感覺錯落有致。文革期間遭到部分破壞，曾經長期作為倉庫使用。1997 年

修復，現為建築博物館，用以展示哈爾濱的受多種文化影響的建築藝術。 
【中央大街】這條長街始建於 1900 年，街道建築包羅了文藝復興，巴羅克等多種風格的建築

71 棟。涵蓋了歐洲最具魅力的近 300 年文化發展史.現在的中央大街已經成為了集休閒、遊

覽、購物為一體的步行街。中央大街是哈爾濱的縮影，哈爾濱的獨特建築文化和哈爾濱人的

歐式生活，這裏都有明顯的體現。 

 
餐食：早餐：自理  午餐：中華料理 50R   晚餐：中華料理 50R  
住宿：4★ 維景假日酒店 (商務間) 或 同級   
  
第 2 天 哈爾濱 牡丹江  336 KM、4.5H    
         ★景點：□太陽島公園□防洪紀念塔□史達林公園 □中俄民貿商城(參觀約 1H)  
【太陽島】太陽島風景名勝區坐落在哈爾濱市松花江北岸，是著名的旅遊避暑勝地。太陽島

冰雪藝術館以占地 5000 平方米、館內淨高 7 米的規模入選中國世界紀錄協會世界最大的室內

冰雪藝術館，一年四季皆可賞雪，創造了太陽島世界之最。 
【防洪勝利紀念塔】它象徵著哈爾濱精神。塔底上部下有一個刻著 1998 年洪水高度的標示板，

時時提醒著市民不要忘記抗洪的重要。【史達林公園】建於 1953 年，原名江畔公園，位於松

花江南岸，占地面積 10 萬平方米，是順堤傍水建成的帶狀形開放式公園，由草坪、花壇、樹

木、雕塑、俄羅斯古典式建築、羅馬回廊、坐椅、園燈、護攔及哈爾濱市人民防洪紀念塔等

組成，與馳名中外的太陽島隔江相望。50 年代以前，這裏是鐵路專用線和航運碼頭。 
【中俄民貿商城】此處俄羅斯商品貨物種類繁多，早已成為觀光採買的麥加聖地，您可以盡

情選購各種俄羅斯小工藝品。 

 
餐食：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華料理 50R   晚餐：中華料理 5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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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4★儷萊戴斯酒店 或 同級   
 
第 3 天 鏡泊湖大峽谷 綏芬河 254KM-3.25H      
        ★景點：□紅箭門 □朝鮮民俗村、曲水橋、不凍高麗井、許願池 
【鏡泊湖大峽穀】鏡泊湖風景區為萬年前火山噴發堰塞牡丹江而形成的火山堰塞湖，此地還

流傳著紅羅女寶鏡化湖的美麗傳說。鏡泊湖南北長 45 千米，星羅棋布的島嶼如珍珠散落在湖

面上。鏡泊大峽穀被五花山色、群山峻嶺環抱著，這片金燦燦的山坳像海市蜃一樣的夢幻。

景區內自然景觀奇絕，奇岩怪石夾峙的河谷，溪水澈流，時而鑽入岩下，時而噴湧而出。 
【紅箭門】鏡泊峽穀有百年歷史的朝鮮族村落，紅箭乃朝鮮族的圖騰之一。紅箭門本來是朝

鮮民族豎立在廟宇、宮殿等處的大門，橫樑有鑲嵌著三支紅箭的盾牌，故稱紅箭門。朝鮮族

村民用它來避免邪氣侵襲家園。 
【朝鮮民俗村】在鏡泊峽穀朝鮮民俗村裡，遊客可領略到朝鮮族獨特的生活景致和民俗文化。

朝鮮族熱情好客，文明禮貌、尊老愛幼的傳統習俗延續至今。 
【曲水橋】用玄武岩砌建的橋，橋邊這座神奇的井，叫高麗井。大雪紛飛，天寒地凍的三九

天，湖河都已結冰，【高麗井卻不會凍】而且水質分外清澈甘甜。據說有一位從小生活在這裡

的朴銀花大娘，每天喝這口井裡的水，76 歲那年又長出了一頭黑髮，耳聰目明，身體硬朗，

所以直到現在，仍有很多村民每天天剛亮，就在這裡排隊打水。 

 
餐食：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華料理 50R   晚餐：中華料理 50R  
住宿：4★世茂大酒店或 同級   
  
第 4 天 綏芬河  ★景點：□國門公園 □大光明寺 
早餐後，乘車赴綏芬河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為客人辦理中國一次性中國護照。 
【綏芬河國門公園】位於中俄邊境的公路口岸，是到綏芬河觀光的必到之地。綏芬河公路口

岸於 1988 年 12 月被國家口岸領導小組批准為汽車臨時過貨運輸口岸，1994 年 1 月確定為國

家客貨運輸一類口岸。 國門公園最顯著的是公路口岸的標誌性建築---雄偉壯麗的國門。始建

於 1990 年 10 月，當時即是聯檢通道，又是觀光場所。形似火箭發射架，象徵祖國經濟騰飛，

日新月異。 
【大光明寺】位於黑龍江省綏芬河市天長山南麓，坐北朝南，依山傍水，寺院環境清幽，林

木蔥鬱。本寺是由省宗教事務局批准開放的省級寺院，系省級文明宗教活動場所。經過數年

建設，現已建成大小殿堂十餘座，寺院梵宇莊嚴，寶相殊妙。 

 
   餐食：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華料理 50R    晚餐：中華料理 50R   
住宿：4★世茂大酒店或 同級   
     
第 5 天 綏芬河 格城 海參威 216KM -3:20H 
乘國際大巴車出境，後抵俄羅斯口岸-格羅捷科沃，驗關入俄境後，轉乘旅遊巴士經俄羅斯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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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邊疆區第三大城市—烏蘇裏斯克市，晚抵達俄羅斯太平洋沿岸最美麗的濱海城市—符拉迪

沃斯托克（海參威），（全程約 230 公里，車程約 3.5-4 小時）。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簡餐 50R    晚餐：中華料理 50R  
住宿 3★阿凡達酒店 或同級   
    
第 6 天 海參威      
★景點：□C56 號二戰功勳潛水艇□外觀太平洋海軍司令部□東正教堂□符拉迪沃斯托克港

□勝利廣場□吉姆百貨商店□海鮮市場 
【C56 號二戰功勳潛水艇】（前蘇聯軍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英勇抗戰的見證之一，博物館建在

了一艘退役的潛水艇裏。潛艇長 77 米，寬 5 米，潛水深度 44 米，有四個魚雷發射器，同時

攜帶八枚魚雷，潛艇在二戰中共擊毀了德國軍艦十餘艘，擊傷二艘，而自己絲毫無損，功不

可沒。現在人們置身其中仿佛親臨硝煙彌漫的戰場，強烈感受到蘇聯海軍的輝煌 
【外觀太平洋海軍司令部】第一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陸的商船遺址  
【東正教堂】登城市最高點鷹嘴觀市容，遠眺日本海出海口，燈塔和原俄羅斯太平洋海軍艦

隊所在地—大俄羅斯島，觀金角灣，世界上最大的高緯不凍港之一…【符拉迪沃斯托克港】。 
【勝利廣場】俄羅斯遠東最大的紀念碑，為了紀念 1917 年 2 月和 7 月革命，符拉迪沃斯托克

的布爾什維克和國內外反動勢力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用鮮血和生命贏得了最後勝利的英

勇戰士們。當地的俄羅斯新婚夫婦舉行婚禮的那一天，都要手持鮮花來到這裏向烈士獻花，

以表達對烈士的敬仰， 
【古姆百貨商店】它座落于光明大街最繁華處，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最大的國營百貨商店，1911
年建成）。 
【海鮮市場】這裏有當地人最喜歡的醃熏鮭魚、帝王蟹、蝦爬子等各式海產）。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R   晚餐：中式合菜 50R  
住宿：3★阿凡達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海參威--格城--綏芬河--哈爾濱  216KM -3:25H    
早餐後乘旅遊車驗關回國，下午北京時間約 14：00 抵綏芬河，晚餐後，乘 K7024 次（2102/0713）

火車赴哈爾濱。 
餐食：酒店內享用    午餐：簡餐 50R     晚餐：中式合菜 50R 
住宿：火車軟臥(4 人 1 室)  (只有 4 人一室) 
 
第 8 天 哈爾濱 桃園 ★景點：□果戈裡大街 □阿列耶夫教堂廣場 
【果戈裡大街】已有百餘年的歷史。早在 18 世紀初，隨著中東鐵路的修築和"新城市規劃"的

實施，果戈裡大街出現了雛形。1902 年興起多家俄國人的商號、藥店等。果戈裡大街也逐漸

開始擴展。車子來到阿列耶夫教堂廣場前亦可下車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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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耶夫教堂廣場】阿列克謝耶夫教堂是日俄戰爭時期的產物，1907 年隨調防的俄軍從公

主嶺遷來哈爾濱。1912 年在現址建起一座木結構的教堂，1930 年在木結構的教堂旁，開始建

造這座磚石結構的現存教堂，由俄國建築師斯米爾諾夫‧托夫塔諾夫斯基設計。1935 年落成，

現為哈爾濱天主教愛國會。 
午餐過後專車前往機場，結束這美好的東北俄羅斯海參威八天之旅。 

 
餐食：酒店內享用   午餐： 機上輕食  
住宿：溫暖的家   
 
團費不含：1. 電子台胞新証 NT$1,500 .  護照証照費 NT$1,400     2. 個人消費 
台胞證照片嚴格規定:  2015 版電子台胞證 費用 1500 
1- 照片 2 吋彩色白底大頭照"不能著白上

衣、不可以露齒"  半年內照片不能同舊

護照、身分證一樣 

4- 不可以配戴耳環.項鍊.圍巾等飾品 
5- 年滿 14 歲必須附身份證影本 
6- 護照和身份證 要原件影印清晰 1:1 比例 

2- 粗框眼鏡不宜配戴 7- 台胞證需 7 個工作日 
3- 衣服顏色與底色要有色差   
註：尚有效期的紙本式台胞証. 在本團出境大陸日期前(10/25)有效. 不用新辦電子式台胞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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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辦事處 
104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報 名 表】 

東北、俄羅斯海參崴 8日遊 

編

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通訊地址 通訊電話 

備註 
(素食者, 

請註記) 身份證字號 

１  

 

 

 

 

  

２  

 

 

 

 

  

３  

 

 

 

 

  

４  

 

 

 

 

  

５  

 

 

 

 

  

註：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會籍號碼： 甲級 乙級 丙級 污水 

公司名稱：    印 

負責人：    印 

TEL：   FAX：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