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來  斯  樂  旅  遊 
 

                           探索阿拉伯半島六國17日 
       （阿曼、多哈、科威特、巴林、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行程特色】：  

1. 精心策劃特色行程： 

【特殊景點】  

◎阿拉伯半島深度全覽六個國家─阿曼、卡達、科威特、巴林、沙烏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沙漠民族貝都因文化之旅：科威特貝都因博物館、阿曼瓦希巴沙漠貝都因住處與沙漠綠洲。 

◎阿拉伯半島為回教發源地，也是伊斯蘭教兩大聖城─麥加及麥地那之所在，全世界的回教徒終其一生必

訪、每日五次朝拜面向之處，也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獨特的地理奇觀、與眾不同的生活傳統，為您一

生必遊之地。 

◎聖經創世紀所提『伊甸園中的生命之樹』，即是亞當夏娃違背上帝旨意，偷嚐禁果之樹，只見沙漠曠野

之中，毫無綠洲，竟可生長此唯一巨大植物，實是生態奇蹟！ 

◎行程參觀豐富的人文古蹟，體驗不同的生活文化： 

五大世界遺產之旅－與佩特拉媲美的岩壁古墓─瑪甸沙勒、完整的坎兒井灌溉典範─阿曼「尼茲瓦古

城」、阿曼最古老的城堡要塞－巴荷拉古堡。駱駝市集之旅－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 

◎包含門票較市面類似行程豐富，行程兼顧休閒及知識。 

 

【特殊世界遺產景點】 

◎行程參觀六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阿曼的巴赫拉古堡、阿曼的尼茲瓦坎兒井灌溉系統；沙烏地阿拉伯

的瑪甸沙勒、迪拉雅村、吉達歷史區；巴林葡萄牙古堡。 

 

2. 減少旅途舟車勞頓： 

【特殊交通工具景點】 

◎於沙烏地阿拉伯、阿曼搭乘四輪傳動車沙漠巡遊。 

 

3. 精心安排食宿風味餐： 

特別安排平均每天至少品嚐一餐當地美食，以餐食的多樣化與豐富的內容，滿足您挑剔的味蕾，體驗當地

傳統風味，一場視覺與味覺的饗宴！ 

◎杜拜入住七星級帆船酒店一晚，並享用自助式晚餐。 

◎全程宿四、五星級飯店(或景點區當地最佳旅館)，早、晚餐於飯店內使用，輕鬆愜意。 

◎全程飯店內享用自助式早餐。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西式料理三道式。 

◎每日提供礦泉水，衛生安全又可靠。 

 

5. 增加旅遊時間： 

◎安排阿聯酋航空公司，由台北杜拜進出，減少搭車轉機時間，飽覽最多阿拉伯半島美景。 

◎用心規劃，行程不重複，讓您遊覽更多景點。 

 

 

 

 

 

出團日期：2 月 11 日、3 月 10 日、4 月 07 日 



 

第 01 天  台北杜拜  

         EK 367 2345/0540+1 (飛行時間：10：00 時) 

         今日於桃園機場集合，帶著愉悅的心情搭乘豪華客機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第一大城杜拜，飛

抵後轉機前往阿曼共和國的首都－馬斯開特。當晚夜宿機上。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宿】：機上  

          

第 02 天  杜拜馬斯開特 MUSCAT 211 km 蘇爾 SUR (阿曼共和國) 

         EK 862 0820/0935  (飛行時間：01：35 時) 

         馬斯喀特是古老與現代的獨特融合，是一座美麗乾淨的城市，坐落在棕色百褶山之間，阿拉伯 

         海環繞其間。今日遊覽▲大清真寺，祂是一個建築奇蹟，也是城市的地標，擁有壯觀的喚禮樓 

及圓頂。於皇家歌劇院稍事停留後隨即前往馬斯喀特老城區；城市最迷人的地方，▲Muttrah 露 

天市場，那裡有狹窄的小巷，那裡瀰漫著香料，咖啡。★Bait Al Zubair 國家博物館內擁有各種 

展覽品，是阿曼的遺產和文化資源。在宏偉的現任國王蘇丹氣派的 Al Aalam 皇宮旁邊是▲Mirani 

和▲Jalali 的雙葡萄牙堡壘。午後前往蘇爾（Sur）。在這條沿海岸公路上可欣賞阿拉伯海水域的 

美景及欣賞岩石峭壁，途中可欣賞石灰石火山口及風景如畫的瓦迪河谷。Qalhat 遺址是阿曼最 

古老的城鎮和海港之一。蘇爾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阿曼的許多有錢人都住在此地，沿途您會 

看到許多海邊的豪宅，我們將參觀★單桅三角帆船建造場。 

         早餐：機上                  午餐：當地餐             晚餐：酒店內  

        【宿】：SUR PLAZA HOTEL 或同級 

 

第 03 天  蘇爾 150 km 瓦希巴沙漠 WAHIBA SANDS 135km 尼茲瓦 NIZWA         

         何其有幸可親睹沙漠日出！？感受大自然脈動！今日上午安排★四輪傳動車於起伏不定的沙漠 

上奔馳，更有機會於沙丘上體驗飆沙律動，並親身感受浩瀚無垠的壯觀沙漠景緻。沿著蜿蜒的 

小路直達風景如畫的瓦迪欣賞美麗的山脈和風景。沿著阿夫拉賈灌溉渠道觀賞過去的芒果樹和 

其他農作物。從東哈吉爾山脈向南延伸到阿拉伯海，瓦希巴沙漠是一片沙海，全長約 200 公里， 

寬約 100 公里。沙丘聳立在 100-150 米以上，具有不同的顏色和流沙，是浪漫和冒險的理想之地。 

之後前往尼茲瓦；是阿曼內陸最大的城市，頗有藝術氣息，她也是首飾珠寶的生產中心，故有” 

回教世界的珍珠”之稱。前往阿曼古都尼茲瓦，是學習的所在地，也是阿曼伊斯蘭教的發源地。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酒店內  

        【宿】：GOLDEN TULIP NIZWA HOTEL 或同級 

 

 

 

 

 

 

 

 

 



第 04 天  尼茲瓦 40km 巴赫拉堡 BAHLA 8 km 賈布林城堡 JIBREEN 182 km 馬斯開特 

         堡壘和城堡是阿曼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地標，在歷史上一直被用作防禦堡壘或監視點。據估計， 

阿曼有 500 多個堡壘，城堡和塔樓。今天可參觀其中的兩座， ★巴赫拉堡壘（Bahla Fort）試 

世界文化遺產，位於阿曼沙漠中的綠洲上，古堡 12 公里長的城牆依然完整的被保留，而堡內有 

各種防禦敵人進攻的機關，如堡內結構複雜有如迷宮、樓梯的間距不一以減緩敵人入侵的速度、 

樓上房間地板躦個小洞以倒下熱油或熱水以阻撓敵軍..等各種機關，心思縝密令人稱奇！繼續前 

往★賈布林城堡，她是一個防禦型的要塞，是阿曼最好的城堡之一。城堡有地牢、通道、房間 

和裝飾有精美雕刻繪畫的天花板。這座城堡的特色是裝飾其房間的銘文和壁畫。城堡的天花板 

裝飾有繪畫和伊斯蘭時代風格的銘文，並且門雕得精美。返回馬斯喀特途中，參觀美麗的 ★ 

Birkat al Mauz 村莊，在這裡您可以漫步在蔥鬱的綠色棗園中。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名錄中的傳統阿法拉傑灌溉系統的所在地。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酒店內  

        【宿】：PARKINN RADISSON MUSCAT 或 GRAND MILLENNIUM 或 AL FALAJ HOTEL 或同級 

 

第 05 天  馬斯開特多哈 DOHA（卡達） 

         QR 1129 1130/1220 (飛行時間：01：50 時) 

         多哈是波斯灣畔的著名港口，是卡達的首都、第一大城市以及全國經濟、交通和文化中心，第 

         十五屆亞洲運動會於 2006 年在卡達首都杜哈進行，這可能是亞運會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屆。 

         前往機場搭機飛卡達首都多哈，抵達後參觀多哈市區：穿過著名的▲濱海大道 Al Corniche，那 

         裡有四英里的沿海路線，可欣賞多哈著名建築天際線的全景，並探索繁忙的西灣。在▲老單桅 

         帆船港口入口處的標誌性珍珠紀念碑處停下來。隨後參觀卡達最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館★伊斯蘭 

         藝術博物館（MIA），其中包括涵蓋一千多年伊斯蘭藝術的作品。前往多哈▲體育城兼 2006 亞運 

         会園區 Aspire Zone，駛過並欣賞風景著名的哈里發國際體育場和火炬，參觀▲比利亞吉奧購物 

         中心，各種男女流行的時裝服飾。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國際風味自助餐  

        【宿】：RITZ CALRON HOTEL 或 FOUR SEASON HOTEL 或同級 

 

第 06 天  多哈  

         早餐後，參觀★卡塔拉文化村，在那裡您會看到卡塔拉清真寺，卡塔拉藝術文化以及卡塔拉露 

         天劇場。隨後前往卡塔爾之珠；她是一個人造島，上面有愛馬仕（Hermes），喬治·阿瑪尼（Giorgio  

         Armani），菲拉格慕（Salvatore Ferragamo）等高檔商店。於此參觀★卡達國家博物館，然後繼續 

         參觀卡達國家清真寺-★伊瑪目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清真寺。在著名的黃金集市（Gold  

         Souq）裡，您將在這裡看到熟練工匠手工製作的作品。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亞洲風味自助餐      晚餐：黎巴嫩風味烤羊排餐 

        【宿】：RITZ CALRON HOTEL 或 FOUR SEASON HOTEL 或同級 

 

 

 

 

 

 



第 07 天  多哈科威特 KUWAIT（科威特） 

         QR 1074 1005/1135 (飛行時間：01：30 時) 

         今日搭機飛往搭機飛科威特，午後參觀★達烈克拉爵博物館，裏面收集有豐富的阿拉伯貴族家 

         庭所使用的珠寶、陶器及大小不同的可蘭經抄本。並參觀★貝都因博物館，了解沙漠民族貝都 

         因人日常生活方式和了解傳統的貝都因人的編織和建築。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COUNTRYARD BY MARRIOTT HOTEL 或 RADISSION BLU HOTEL 同級 

 

第 08 天  科威特麥納瑪 MANAMA（巴林） 

         GF 222 1525/1630 (飛行時間：01：05 時) 

         上午參觀 1979 年建成的▲科威特塔。她由三座塔組成，主塔高 187 公尺，有兩個巨型球體；中 

         塔 147 公尺，有一球體；小塔 113 公尺，是照明塔。▲海濱大道地又稱情人公路，瀕臨科威特 

         灣，淡藍色的海水激昂地拍打著岸邊的礁石，或安靜地如鏡子般，天水一線，靜水無邊。而後 

         前往科威特▲傳統市集。午餐後搭機飛往巴林首都麥納瑪。巴林王國是一個位於西亞、鄰近波 

         斯灣西岸的島國，首都麥納瑪。巴林島為巴林最大的島嶼，南北長 55 公里，東西則為 18 公里 

         寬，總面積約 562 平方公里。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巴林風味餐  

        【宿】：RADISSON BLU HOTEL 或 MARRIOTTHOTEL 或 INTERCONTINENTAL HOTEL 或同級 

 

第 09 天  麥納瑪 MANAMA（巴林）吉達 JEDDAH(沙烏地阿拉伯) 

         GF 173 1800/2030 (飛行時間：02：35 時) 

         今日參觀巴林首都麥納瑪，包括建造於十六世紀葡萄牙所建的 ★巴林古堡，其最有價值的是 

         古堡下面西元前 2300 年的美索布達米亞文明。▲阿法塔赫清真寺是巴林王國最大的清真寺；這 

         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占地 6500 平方米，能夠容納 7000 多個參拜者。隨後前往聖經創世 

         紀所提▲『伊甸園中的生命之樹』，即是亞當夏娃違背上帝旨意，偷嚐禁果之樹，只見沙漠曠野 

         之中，毫無綠洲，竟可生長此唯一巨大植物，實是生態奇蹟！傍晚搭機前往沙烏地阿拉伯第二 

         大城吉達，抵達後接往酒店休息。沙烏地阿拉伯，是一個位於西亞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人國家。 

         面積約 2,149,690 平方公里，它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地理面積第二大的國家，僅次於阿爾及利亞。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機場簡餐  

        【宿】：RED SEA ELAF MALL HOTEL 或 RADISSION BLU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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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4%BC%AF%E4%B8%96%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7%88%BE%E5%8F%8A%E5%88%A9%E4%BA%9E


第 1 0 天  吉達 

         吉達是沙烏地阿拉伯麥加省一個港口城市，位於紅海東岸，麥加以西 64 公里，是僅次於首都利   

         雅得的第二大城市。飛抵後參觀一些古老的 奧斯曼帝國房屋，這是世界文化遺產，這些房屋 

         大部分是用珊瑚建造的，並用木頭加固，因此橫梁橫穿內牆。最美麗最著名的是▲納西夫故居 

         Nasif House，▲Baashen 宅邸從其封閉的外部進行維修，如果可能的話，將從內部參觀，它是由 

         著名的納西夫家族於 1850 年代建造的，納西夫家族是吉達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貿易家族之一。 

         隨後參觀★阿卜杜勒夫美術館，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博物館，裡面藏有無數的藝術，人文學和 

         考古文物，那裡展示了重要及不尋常的收藏品以。在吉達的濱海路▲海濱長廊停下來，這是一 

         個主要景點，它是一個露天博物館，展示了一系列現代雕塑，並為當地人聚集了社交場所。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烤魚餐             晚餐：中式料理 

        【宿】：RED SEA ELAF MALL HOTEL 或 ADISSION BLU HOTEL 或同級 

 

第 11 天  吉達塔布 TABUK 320 km 阿烏拉 AL ULA  

         XY 447 1225/1355 (飛行時間：01：30 時) 

         上午參觀色彩繽紛的▲魚市場後前往機場。中午搭機飛往塔布，抵達後專車前往阿烏拉。阿烏 

         拉城建於公元前 6 世紀，是沙漠山谷中的綠洲，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它位於“ 香路 ”沿線，這 

         條路線便利了通往阿拉伯國家、埃及和印度的香料、絲綢和其他奢侈品的交易。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 

        【宿】：SAHARY TENTED CAMP 或 ARAC HOTEL 或同級 

          

第 12 天  阿烏拉 39 km 瑪甸沙勒 MADAIN SALEH 39 km 阿烏拉                                     

         上午參觀展示沙國歷史、文化及傳統之★阿烏拉博物館、▲舊火車站遺址，▲伊斯蘭城堡及 

         ▲阿烏拉舊城區，隨後再欣賞古朝代的▲阿可瑞巴古廢墟。 ★瑪甸沙勒是 2000 多年前拿巴底 

         王國統治時期所留下的，她是世界文化遺產，此處是約旦南部佩特拉保留下來最大的納巴泰文 

         明遺址之一。這些一系列保存完好的石造墳墓和紀念碑，其建造時間可追溯至公元前 1 世紀。 

         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迷人的文物遺址之一。它包含許多雕刻在岩石中的墓葬，具有高度裝飾性的 

         外觀。Nabatean 銘文是亞述人印記的組合（在墳墓上部雕刻的陽台上看到），埃及裝飾和希臘風 

         格在立面的其餘部分。大多數墳墓的入口上方都有銘文，上面寫著埋葬在那裡的人的名字以及 

         有權埋葬在那裡的人的名字。他們還給出了雕刻的日期，雕刻師的名字和其他重要信息。現今 

         所遺留下的著名墓區─由山岩巨石挖鑿雕刻出來的，其壯觀可與北邊的約旦佩特拉相媲美。下 

         午再搭乘★四輪傳動車前往沙漠巡遊，沿途可欣賞荒漠、火山、鄉村景觀於夕陽中登上▲長毛 

         象巨岩，欣賞落日餘暉美景。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 

        【宿】：ARAC HOTEL 或 SAHARY TENTED CAMP 或同級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en.m.wikipedia.org/wiki/Incense_trade_route&xid=17259,15700002,15700023,15700186,15700190,15700256,15700259,15700262,15700265,15700271,15700283&usg=ALkJrhi0TQPmq5ZmfB8MyXcZ1U4hxkme4A


第 13 天  阿烏拉 320 km 塔布利雅德 RIYADH 

         SV 1546 1410/1555 (飛行時間：01：45 時) 

         今日前往塔布後搭機飛往首都利雅德，利雅德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也是阿拉伯半島上的最 

         大的城市，擁有 690 萬人口，是阿拉伯世界第三大城市。抵達後參觀歷史重要地標的古蹟之一 

★穆斯馬克堡壘，此宮殿於 1895 年阿卜杜拉統治期間建造的，建造這座宮殿的原因是，作為他 

         的軍隊的駐軍。隨後前往★國家博物館，這個國家地標由八個畫廊組成，講述了從宇宙創造到 

         現代時代的阿拉伯歷史的全部故事。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阿拉伯風味餐 

        【宿】：HILTON RIYADH HOTEL 或 CROWN PLAZA RIYADH PALACE HOTEL 或同級 

 

第 14 天  利雅德 21km 迪拉雅村 90 km 世界邊緣 100 km 利雅德 

         前往迪拉亞村，參觀駱駝市場。 ★迪拉雅遺址是世界文化遺產；被視為沙烏地阿拉伯重要政          

         治和歷史遺址之一，它是沙烏地王室的故居和該國的第一個首都。★世界邊緣位於利雅得西北 

         部多岩石的沙漠中一塊驚人的地質奇觀；意指懸崖從沙漠急劇上升，像一堵天然大牆一樣向天 

         空延伸。當您站在它們的頂上並眺望地平線時，您會感受那一覽無餘的天際線真是壯麗無比。 

         它是圖瓦克懸崖的一部分，並垂直下降了約 350 公尺，進入了古老的海床。站在懸崖上您會發 

         現乾涸的河流在整個土地上編織，並且看到駱駝在下方移動。這些古老的商隊路線曾經在其陰 

         影中經過，這些駱駝及其牧民正沿著一條頗為人知的道路走。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阿拉伯式餐             晚餐：中式料理 

        【宿】：HILTON RIYADH HOTEL 或 CROWN PLAZA RIYADH PALACE HOTEL 或同級 

 

第 15 天  利雅德杜拜 DUBAI(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EK 820 0950/1235 (飛行時間：01：45 時) 

         今日搭機飛往杜拜！帆船酒店是世界最頂級的酒店，她帆船的外型已成為杜拜的地標，而內部 

         金碧輝煌的裝煌，真令人嘆為觀止。入住後可免費使用帆船酒店的設施：免費前往 Wild Wadi 

         水上樂園、可免費搭乘 Madiant Jumeriah 運河小木船及免費使用飯店的 3 個游泳池。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伊拉克烤魚餐         晚餐：帆船酒店內自助餐 

        【宿】：帆船酒店 

 

第 16 天  杜拜 

         上午繼續享受帆船飯店設施，中午安排搭乘一段★輕軌前往亞特蘭提斯飯店，並於亞特蘭提斯 

         飯店內用餐，隨後參觀★失落的世界水族館、亞特蘭提斯海豚表演，接著前往杜拜最大的購物 

         中心 The Dubai Mall，晚上安排於 Armani 自助餐用餐 (餐廳可以看到音樂噴泉)，餐後★登上 124F 

         哈里發塔(普通時段)，接著自由於 mall 內逛街，隨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台。夜宿機上。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亞特酒店自助餐       晚餐：亞曼尼酒店自助餐 

        【宿】：機上 

                                 

第 17 天  杜拜台北 

         EK 366 0340/1535 (飛行時間：07：55 時) 

         返抵溫暖的家。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audi_Arabia&xid=17259,15700002,15700023,15700186,15700190,15700256,15700259,15700262,15700265,15700271,15700283&usg=ALkJrhgIYRKgA565zaRnOLI_it283Zi0rQ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en.m.wikipedia.org/wiki/Arabian_Peninsula&xid=17259,15700002,15700023,15700186,15700190,15700256,15700259,15700262,15700265,15700271,15700283&usg=ALkJrhjgooqmgthwVWBLfFWUCV7BkQWrnQ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en.m.wikipedia.org/wiki/Arab_world&xid=17259,15700002,15700023,15700186,15700190,15700256,15700259,15700262,15700265,15700271,15700283&usg=ALkJrhjijV4yoq8zagg511u10lrw7poCFQ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en.m.wikipedia.org/wiki/Arab_world&xid=17259,15700002,15700023,15700186,15700190,15700256,15700259,15700262,15700265,15700271,15700283&usg=ALkJrhjijV4yoq8zagg511u10lrw7poCFQ


【特別說明】： 

本行程表中標示★為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參觀，標示 為 UNESCO 人類世界文化遺產。    

行車時間及距離依實際路況為準。 

航班及飯店僅供參考，確定行程及住宿交通以出團前之行前說明會為主。 
 

【所需證件】: 

 護照正本。自出發日起需有 9 個月以上之效期。 

 護照上需有持照人本人簽名，且不得重覆簽名。 

 六個月內之二吋彩色照片 1 張。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領有身分證之子女，得以戶口名簿或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替代）。 

 旅客基本資料（家裡電話及公司名稱、電話、地址、職稱）。 

工作天：25天（如您需要提早或延後個別個簽，請提早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