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來  斯  樂  旅  遊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10 日 遊 

 



【行程特色】：  

1. 精心策劃特色行程： 

【特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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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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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雅德駱駝市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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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參觀三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石谷遺址(瑪甸沙勒)、迪拉雅村、吉達歷史區。 

2. 減少旅途舟車勞頓： 

【特殊交通工具景點】 

◎沙烏地阿拉伯搭乘四輪傳動車沙漠巡遊。 

 

出團日期：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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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後轉機前往沙烏地阿拉伯第二大城－吉達。當晚夜宿機上。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宿】：機上  

                   

第 02 天  杜拜吉達 JEDDAH(沙烏地阿拉伯) 

         EK 805 0705/0910 (飛行時間：10：0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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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                   午餐：當地餐             晚餐：酒店內 

        【宿】：RED SEA ELFAMALL HOTEL 或 SALSABIL BY WARWICK 或同級 

 

 

 

 



第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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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天  阿烏拉 39 km 瑪甸沙勒 MADAIN SALEH 39 km 阿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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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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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MADAKHEEL 或 SAHARY TENTED CAMP 或同級 

 

第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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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天  利雅德－迪拉雅村－世界邊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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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餐             晚餐： 

        【宿】：HOLIDAY INN MAYDAN 或 HILTON RIYADH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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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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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07 天  利雅德阿布哈 ABHA 

         XY 087 0835/1015 

         阿布哈是沙烏地阿拉伯西南部的阿西爾省首府，該城位於肥沃的山區之上，鄰近阿西爾國家公 

園，平均海拔高度為 2,200 米，溫和的氣候使艾卜哈成為沙烏地阿拉伯人熱門的旅遊目的地。抵 

達後前往傳統★籃子市場和★Muftaha Village Art Gallery 參觀。晚上參觀一個典型的★沙烏地阿 

拉伯家庭，看看家庭生活如何與一些出色的當地人進行私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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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BLUE INN BOUTIQUE 或 MERCURE KHAMIS 或 SHAFA ABHA 或同級 

第 08 天  阿布哈 

         今日前往▲蘇達山，參觀一些帶有阿希爾式房屋的▲古老村莊，那裡有時尚的房子，然後再前

往是 bin Hamsan 村。阿西爾省的首都位於阿布哈，是一個高原省份，包括西南沙特阿拉伯直至

也門邊界的整個地區。搭乘★纜車前往公路可到達的最高點，可將我們帶到海拔 2500 米處。這

地方最有趣的是其與眾不同的當地人；是五顏六色的提哈馬花人。▲Khamis Mushayt，阿布哈以

東約 25 公里的工業城市。該市的古董白銀市場是其主要的旅遊勝地。小鎮郊區的▲Al Hamsan

傳統村莊是一項富有想像力的地方，由石塔和建築物組成；包括一個▲博物館，該博物館是 20

年前 Asir 住宅的複製品，禮堂，傳統餐廳和禮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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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BLUE INN BOUTIQUE 或 MERCURE KHAMIS 或 SHAFA ABHA 或同級 

           

第 09 天  阿布哈吉達 160km 塔伊夫 TAIF 160km 吉達杜拜 

         XY 313 0845/1000、EK 804 2020/0030  (飛行時間：01：45、02：50 時) 

         今日前往塔依夫並參觀★阿爾卡特伯之家，這座歷史悠久的建築由穆罕默德德於 1897 年建造， 

         融合了赫加茲和羅馬建築以及伊斯蘭的繁榮。★塔伊夫集市是沙烏地阿拉伯最大的集市之一， 

         值得一遊。坐落在經過翻新的高雅歷史中心。★舒布拉宮這座城市的博物館於 1905 年建造的美 

         麗房屋。這座宮殿是古老塔伊夫最令人驚嘆的遺跡，設有格子窗和陽台，以及卡拉拉的室內大 

         理石。傍晚前往機場搭機飛往杜拜轉機飛返台灣。夜宿機上 

         早餐：旅館內用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機場簡餐 

        【宿】：機上 

                            

第 10 天  杜拜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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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抵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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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有持照人本人簽名，且不得重覆簽名。 

 在職證明(如有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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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天（如您需要提早或延後個別個簽，請提早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