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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猎冬天的时候在阿尔泰 
 

打猎的区：阿尔泰边疆区  

距离从新西伯利亚是 500 公里。  

打猎的季节：一年到头除了五月-七月。 

旅游团：2-8 个人。 

旅行的时间：5 个天，4 个夜。 

 

 
 

       欧洲马鹿是屬於鹿科的一种，又名紅鹿、赤鹿、八叉鹿。体长 1.5 至 2 公尺，肩高 1.2-1.5 米，一般体重 200-

300 千克，雄鹿的體型與體重皆大於雌鹿。毛色为灰色、棕色或红色。仅雄性有角，多为 6 叉，最多为 8 叉，第 

1、2 叉很接近。欧洲马鹿栖息于高山森林地带。聽覺及嗅覺發達，多在早晨和夜晚活动，擅長奔跑，多三五成

群。每年 9-10 月交配，5-6 月胎產一子。以草、树叶和树枝为食。有迁徙现象，夏季上山，冬季下山至平原密林

中。欧洲马鹿是主要分布于欧洲到中亚以及北非，也是非洲仅有的两种鹿之一（另一种是黇鹿）。此外欧洲马鹿

也是英国最大的陆地动物。分布于中國國內的主要是生存在新疆的塔里木马鹿。由于马鹿的鹿尾、鹿鞭和鹿茸在

中国被认为是名贵的滋补品，马鹿被大量捕杀和饲养，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加拿大马鹿体型比欧洲马鹿大，且更粗壮，而欧洲马鹿看起来更灵巧。马鹿肉可食用，毛皮可用于制作，茸

角有藥用價值。 

      欧洲马鹿打猎的时候常常用隐藏的办法。隐藏的打猎的办法是最流行的。冬天的时候不太大风的时候，下雪的

时候。这样的情况是最好的。打猎是在特色的地方组织的。猎获物是有保障的！ 

游客要住在木头的家楼。他们是真的猎人一样的。 在这家里面很暖的，因为火炉供暖。一个家有两个卧室。

在卧室里面有两个半床，床头柜，一张桌子，椅子，柜子，冰箱 等等。在每个木头的家楼里面有厕所。 

不太远这个木头的家楼有澡堂。   游客可以吃饭俄罗斯的餐。  

http://www.olympia-reisen.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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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行程安排 

第一天 来到新西伯利亚。游客汉语的翻译员见面。接送服务到旅馆叫“新西伯利亚” 四星的 。 

第二天 07:00 – 早饭在旅馆  

08:00 – 汉语的翻译员见面，去比斯克（350 公里）坐微型汽车 Ford Transit 上。 

12:30 – 来到比斯克。午饭在咖啡馆“中国的前庭”。 

14:00 – 17:00 – 指导员教放枪放枪。 

17:00 – 去打猎的旅游的站“Lesnaya Skazka”/ « 森林的童话» (170 公里) 

20:00 – 游客住在双人房。然后大家准备打猎的时候。 参观澡堂。 

晚饭。休息。 

第三天  很早上的时候游客早饭。骑马得去打猎的地方。打猎。  

去野餐。打猎。   

回来旅游的站。澡堂。晚饭。烧烤大会。  

猎获物的预处理。 休息。 

第四天 晚饭。  

坐微型汽车 Ford Transit 上去比斯克（170 公里）。 

午饭在咖啡馆“中国的前庭”。 

去新西伯利亚 （350 公里）。 

来到新西伯利亚，住在旅馆叫“新西伯利亚” 四星的。 

晚饭在旅馆的饭馆。 

第五天 早饭在旅馆。 

汉语的翻译员见面，接送服务到机场。 

价格没有手续费 

打猎 旅游团有两个人 旅游团有四个人 旅游团有六个人 旅游团有八个人 

美味食品的 138300 卢布/一个人 106730 卢布/一个人 93700 卢布/一个人 86580 卢布/一个人 

猎获物的 188800 卢布/一个人 147230 卢布/一个人 134200 卢布/一个人 127080 卢布/一个人 

 

 

补充的： 

- 接送服务机场-旅馆“新西伯利亚”-机场（坐微型汽车，跟汉语说的翻译

员） 

- 住在旅馆“新西伯利亚” 四星的 4* TWN Standard BB (第一天，第四天), 

- 最后的晚饭在旅馆“新西伯利亚”（没有翻译员） 

- 坐微型汽车 Ford Transit 上（17 个座位）旅行行程 新西伯利亚-比斯克-旅

游站“森林的童话”-比斯克 - 新西伯利亚 

 - 汉语说的翻译员的服务（三个天）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 指导员在比斯克教放枪放枪。 

- 午饭在比斯克的咖啡馆“中国的前庭”（第二天，第四天）， 

- 住在旅游站“Lesnaya Skazka”/ « 森林的童话» （双人房） ， 

- 三餐制在旅游站« 森林的童话» （第三天), 

- 雇佣猎人的工作 

- 澡堂 

- 骑马   

应该附加： 

- 兽医的许可证 5000

卢布 

-猎获物的预处理  

1 500 卢布 

- 医疗险  1000 卢布 
 

  
 



     
 

集体的冬天的狍子打猎在阿尔泰共和国 
 

打猎区: Chemal 的区在 阿尔泰共和国 。  

海拔：从 600 到 1900 米。 

距离 从新西伯利亚 600-700  公里。 

打猎的季节：2015 年 10 月 15 日 – 2016 年一月 15 日  

旅游团：2-8 个人。 

旅行的时间: 5 个天，4 个夜 

打猎的办法: 集体的打猎和校猎 一起。 

 

 
 

        狍子是在世界里最漂亮的动物。这是很大的动物。重量是 55-59 公斤差不多。这个鹿科的动物有特点。

他们的鹿角没有杈。 

        打猎是这样的组织的：早上的时候大家去森林打猎一下。大家在森林伏了。每个猎人有自己的号。总的

猎人开始赶畜群，别的猎人开始追捕。两次的赶入以后大家去吃饭和休息。下午的时候大家继续。 

    大家应该有暧衣服、暧鞋子、旅行背囊、一般双筒望远镜、手电筒 等等。每个客人一定应该有自己的膛

線或者滑膛槍砲。口径该合乎什么样的打猎。 
 

天 行程安排 

第一天 来到新西伯利亚。游客汉语的翻译员见面。接送服务从机场到旅馆叫“新西伯利亚” 四星

的 。住在双人房。 

第二天 07:00 – 早饭在旅馆“新西伯利亚” 四星的 。 

08:00 – 汉语说的翻译员见面，去比斯克（350 公里）坐微型汽车 Ford Transit 上。 

12:30 – 来到比斯克。午饭在饭馆“中国的前庭”。  

14:00 – 17:00 –指导员教放枪放枪。 

17:00 – 去旅游站“特洛伊”/ 旅馆 (180 公里) 

20:00 – 游客要住在双人房。准备打猎（指导员见面，与打猎聊天儿一下， 

检阅打猎的装备）。澡堂。 

晚饭。休息。  

第三天  早饭。坐吉普 4WD 去打猎的地方（50-80 公里）。打猎。午饭。打猎。回来旅游站。 

澡堂。晚饭。 



猎获物的预处理。休息。  

第四天 在旅游站吃饭了。大家包猎获物和装备。  

坐微型汽车 Ford Transit 上去比斯克（180 公里）。 

午饭在比斯克饭馆“中国的前庭”。 

去新西伯利亚（350 公里）。 

来到新西伯利亚，游客要住在旅馆叫“新西伯利亚”四星的 4*。 

晚饭在饭馆。 

第五天 早饭在旅馆  “新西伯利亚”，离开旅馆。游客汉语说的导游见面。 

接送服务到机场。 

价格没有手续费 

 
 

旅游团有两个人 旅游团有四个人 旅游团有六个人 旅游团有八个人 

142900 卢布/一个人 103700 卢布/一个人 91500 卢布/一个人 84800 卢布/一个人 

补充的： 

- 接送服务机场-旅馆“新西伯利亚”-机场（坐微型汽车，跟汉语说的翻译

员一起） 

- 住在旅馆“新西伯利亚” 四星的 4* TWN Standard BB 住在双人房， 有免

费的早饭 (第一天，第四天), 

- 最后的晚饭在旅馆“新西伯利亚”（没有翻译员）， 

- 坐微型汽车 Ford Transit 上（17 个座位）与旅行行程： 新西伯利亚 - 比斯

克-旅游站“特洛伊”-比斯克 - 新西伯利亚， 

- 三天的汉语翻译员服务（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 指导员在比斯克教放枪放枪。 

- 午饭在比斯克的咖啡馆“中国的前庭”（第二天，第四天）， 

- 住在旅游站“特洛伊”（双人房） ， 

- 三餐制在旅游站« 森林的童话» （第三天), 

- 雇佣猎人的工作。 

- 准备打猎的地方。 

- 打猎的许可证 

- 澡堂 

-坐吉普 4WD 到打猎的地方。 
   
  

应该附加： 

- 兽医的许可证 5000 卢

布 

-猎获物的预处理  1 500 

卢布 

- 医疗险  1000 卢布 

-骑马 -3000 卢布（一个

人/一个天 ）或者坐雪上

摩托车上 

12 000 卢布（一个人/一

个天） 
 

 

 

 

 

 

 

 

 

 

 
 



        

 
 

冬天的西伯利亚的野山羊打猎和狼打猎 
 

打猎区: Kosh-Agach 的区在 阿尔泰共和国 

海拔 从 1 800 到 3 000 米。                                            

 距离从新西伯利亚（970 公里）。                                          

打猎季节: 2015 年 10 月 15 日 – 2016 年 1 月 15 日 

旅游团: 2–8 个人 

旅行的时间：五个天，四个夜 

 

 
 

         西伯利亚的野山羊是有威容的。羱羊或阿尔卑斯羱羊、居於歐洲的阿爾卑斯山上的一种山羊屬的野生山羊。

在中文里，山羊屬现存九个物种中，除了本种之外，有另外六种也俗称为“羱羊”（详见：山羊屬）。阿尔卑斯羱羊

现在多被视为一个单型物种，没有亚种之分。过去，居于北非的努比亞羱羊及居于中亚、北亚的西伯利亚羱羊曾

被视为本种的亚种。 

天 行程安排 

第一天 来到新西伯利亚。游客汉语的翻译员见面。接送服务从机场到旅馆叫“新西伯利亚”  

四星的 。住在双人房。 

第二天 早饭在旅馆“新西伯利亚”。 

游客汉语说的导游见面，大家坐微型汽车地去比斯克。路上的时候在饭馆“中国的前庭吃饭

了。然后大家去教放枪的地方。 

来到旅游站“特洛伊”（游客要住在双人房）。 

晚饭。  

第三天  早饭。游客，导游和厨师一起坐微型汽车地去 Kosh-Agach（440 公里）。路上的时候大家可

以站一下（吃饭）。游客要住在旅馆（在双人房）。厨师在旅馆做饭与游客的偏重。 

安全交底。准备好了。查验打猎的装备。大家去 50-60 公里放森林， 试一试打猎一下。如果 

野山羊是在步行距离之内的，大家可以开始 打猎。 

回来旅馆。 

晚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7%88%BE%E5%8D%91%E6%96%AF%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7%BE%8A%E5%B1%AC


第四天 6：00 上午起床了。 

早饭。去森林咱们开始狼打猎。 

午饭。 

晚饭。 

第五天 早饭以后大家一起坐吉普 4WD 地去打猎（40-60 公里）。 

在山的地方坐雪地汽车(BOMBARDIER, YAMAHA)地或者吉普车地(TOYOTA, MITSUBICHI)去到

地方。午饭。  

回来旅馆。 

猎获物的预处理。  准备好了。  

晚饭。 

第六天 早饭。大家包猎获物和装备。坐微型汽车地去比斯克（440 公里）。 

午饭在“特洛伊”。 

然后去新西伯利亚（530 公里）。 

晚上来到新西伯利亚。 

游客要住在旅馆“新西伯利亚”4*（在双人房）。 

最后的晚饭（没有导游）。 

第七天 早饭。离开旅馆。 

游客汉语说的导游见面。接送服务到机场。 

价格没有手续费 

 
 

旅游团有两个人 旅游团有四个人 旅游团有六个人 旅游团有八个人 

282000 卢布/一个人 254000 卢布/一个人 245500 卢布/一个人 240700 卢布/一个人 

补充的： 

- 住在旅馆“新西伯利亚” 四星的 4* TWN Standard BB 住在双人房， 有

免费的早饭 (第一天，第六天), 

- 接送服务机场-旅馆“新西伯利亚”-机场（坐微型汽车，跟汉语说的翻

译员一起） 

-最后的晚饭在旅馆“新西伯利亚”4*（没有汉语说的导游）。 

-打猎的时候汉语说的翻译员的服务（从第二天到第六天）。 
-从 / 到新西伯利亚 

-住在旅游站 

- 三餐制在旅游站« 森林的童话»。 

-打猎的准备。 

-吃饭（路上的时候）。（+导游的饮食和租住） 

-运输（吉普，雪地汽车） 

- 指导员教放枪的服务。 

- 租武器。 

-猎获物的预处理。 
   

应该附加： 

- 向国外输出猎获物的许可证 

（按用途提供）。 

- 医疗险  1400 卢布/一个人 

-猎获物的价格（野山羊有一

米二十厘米的大）90 000 卢

布。 

-狼的猎获物 – 60 000 卢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