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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伊朗古波斯帝國、絲路驛站與裏海之旅 (16 天)  
  

出發日期:  

行程特色: 

 遊覽 UNESCO 選定在伊朗世界文化遺產景多處例: ”古波斯盛世、神秘蘇菲聖地、什葉伊

朗第一聖地、昌隆波斯將再興起、裏海遊踪”等 5 大明確主題。 

 報名人數達 10 人時即保證出團，以 Mini Tour 的方式，安排尊榮、精緻、頂級的旅程。 

 品嚐道地的波斯美食。 

 全程乘坐 25 座位 3 排式的商務艙座椅的 VIP 大型巴士，長途搭乘可坐亦可躺，極為舒適。 

 贈送伊朗精緻頭巾、番紅花、伊朗全國精美彩色地圖等多樣當地貼心小禮物。 

 伊朗之最: 波斯地毯、魚子醬、番紅花。 

 

團費售價每人 NTD$199,800 (含稅金、簽證、兵險、小費) 

 

 參考航班資料: 

班機時間 航空公司 班機號碼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第 1 天 EK 阿聯酋航空 EK367 台北 2345 杜拜 0415+1 

第 2 天 FZ 杜拜航空 FZ271 杜拜 0745 色拉子 1025 

第 4 天 EP 阿森曼航空 EP495 色拉子 1935 馬什哈德 2105 

第 6 天 NF 萬那杜航空 NF2642 馬什哈德 1750 雅茲德 1910 

第 11 天 IR 伊朗航空 IR447 德黑蘭 0645 大不理士 0805 

第 15 天 EK 阿聯酋航空 EK978 德黑蘭 2110 杜拜 2359 

第 16 天 EK 阿聯酋航空 EK366 杜拜 0445 台北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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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內容:  

★代表購買門票入內參觀的景點          ▲不需購買門票的景點             世界文化遺產景點 

 

第 1 天 台北/杜拜  
 
晚上在桃園機場集合，搭乘阿聯酋航空波音 777 型豪華客機由桃園機場出發，航向充滿神祕風情的異

域之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之杜拜國際機場。 

餐膳：於機上  

 

第 2 天 杜拜/色拉子-伊爾姆花園  
 
於上午抵達德黑蘭～伊朗首都。“德黑蘭”一詞是古波斯語“山腳下”的意思，直到 1788 年，

伊朗卡珊王朝才定都於此。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由於伊朗石油財富劇增，這座城市也獲得了空前的

發展，並成為一座規模龐大、繁華熱鬧的大都會。目前不僅是伊朗，也是西亞最大的城市。 

 
 伊爾姆花園 Earm Garden：在 2011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1372 號世界文化遺產，這是

堪稱伊朗屬一屬二的植物多樣的，且極具代表性的 9 座波斯式花園其中之一。 

 
住宿：5* CHAMRAN GRAND HOTEL 或同級 

早餐：於機上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第 3天色拉子- (約 165km/1hr20min)帕沙加達- (約 60km/40min)洛斯達姆-(約 55km/40min)

色拉子 
 

早餐後驅車前往參觀在 2004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1106 號世界文化遺產，波斯帝國居魯士大

帝時代的首都─ ★帕沙加達。阿契美尼王朝橫跨歐亞的龐大帝國在此地號令天下。廢墟僅存居魯士

大帝宏偉的陵寢供人景仰；二百年後希臘亞歷山大大帝，路過此處前往印度都還特別下車行禮致意。

午後驅車前往在 1979 年就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114 號文化遺產，波斯帝國大流士於西元前 520

年始建並耗費整整兩世紀才完成之古城 –  ★波斯波利斯(*被 Lonely Planet 旅遊叢書，評定為最棒

的波斯建築物之一)，阿契美尼王朝都城；在此您可參觀到愛奧尼亞的石雕家與埃及、米底亞金匠的

作品。從廢墟中的 36 石柱長廊及 100 石柱宴會廳與大流士阿帕達納宮殿，依然可見到昔日帝國的光

輝。並可遠眺鑿於山壁的帝王墓，包含亞特拉色斯二世和薛西斯一世。在返回色拉子市區前參觀★洛

斯達姆，此遺蹟相信是阿契梅尼王朝諸王的陵墓(大流士一世、二世等等)。接著回程進入法斯省的省

會，有著『詩與玫瑰之城』雅號，並且市內有很多建築物都用七彩瓷磚裝飾，素材多為玫瑰和雀鳥，

也有「玫瑰與夜鶯之城」的美譽。進入色拉子市區前參觀聳立於路旁的▲可蘭門，以銘刻於門樓上的

可蘭經文著稱。整座門樓秀麗典雅，嶄新潔白的步道上，人來人往，十分適合留影。 

今晚享受垂涎已久的中式合菜料理晚餐(*西式吃法)。 

 
住宿：5* CHAMRAN GRAND HOTEL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中式料理(西式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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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 色拉子/馬什哈德 

 
早餐後參往觀第七代伊瑪目★瑟伊哈梅茲聖人的墓。整個建築就

如一個大舞台，三面牆加天花都由碎鏡及大鏡鋪砌而成，站在其

中有如走進一個魔幻世界，這是古波斯的一種文化也是伊斯蘭教

的一種傳統。續參觀★納西爾阿默克清真寺這座由喀里姆汗建立

的清真寺，最知名的景觀即是寬敞的禮拜大堂廳，四十根斜蛇紋

石柱交錯在大廳內，一旁彩色鑲嵌的馬賽克大窗戶比鄰排列，地

板鋪以水藍色磁磚，陽光拂照之下，整個廳堂色彩奔放，在伊斯蘭的莊嚴肅穆中，多了些夢幻般的柔

和氣氛。。我們繼續參觀詩人 ★哈菲玆的天堂花園在 2011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1372-002 號

世界文化遺產～波斯名稱是 Baghe Eram，是愷加時代由哈辛建築師所設計，此墓園座落於此波斯式的

花園裡。接著再到▲瓦基爾(攝政)傳統市集走走。之後搭機飛往馬什哈德機場。 

 
住宿：5* Ghasre Talaei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第 5 天 馬什哈德- (約 118km/1hr20min)內夏布爾- (約 118km/1hr20min)馬什哈德 
 
早餐後我們驅車前往臨近內夏布爾市，此城市是以什葉-蘇菲支派的知名詩人~埃特-內夏布爾命名，埃

特-內夏布爾他是一位成功的化學家之子，多方接受良好的教育其中包括了配藥學，他在配藥學的專

業成就讓他得到了埃特 ”Attar”的頭銜，照字面地意思就是藥劑師的意思，最後他放棄了他製藥的

職業並到處去旅行，遊覽賈法、麥加、大馬士革、土耳其及印度。在那時他遇見了蘇菲教派領袖。後

返回內夏布爾發揚及解釋蘇菲教義的理念，在蘇菲教義的影響下他開始做詩並教導文學以及他的神秘

主義理論，他同時還編寫列王記(歷代誌)，採集軼事秘聞及各樣形式的文學。埃特-內夏布爾死於 1189

年於蒙古人入侵，埃特-內夏布爾享年七十歲，埃特-內夏布爾最著名的著作是 Manteq-ul-Tteir,詩句由

4600 句對句組成詩，詩以寓言象徵的方式來闡明蘇菲教義中人性及神性的統一。其它重要的著作還

有 Tazkerat-ol-Olia(聖徒傳記)，早其蘇菲文學的散文作品。在此城我們前往參觀★埃特-內夏布爾的靈

墓及★伊瑪目撒牒-瑪魯芙的靈墓，之後驅車回馬什哈德市區 

 
住宿：5* Ghasre Talaei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第 6 天 馬什哈德- (約 40km/30min)杜斯- (約 40km/30min)馬什哈德/雅茲德 
 
驅車前往杜斯鎮 Tous，參觀斷垣殘存也連綿 25 公里的▲古城牆，古堡廢墟中，遺留著有伊斯蘭教第

一哲學家之稱的波斯詩人★菲爾多西的紀念館和▲墓碣 Tomb of Ferdowsi。之後車行返回馬什哈德市

區，馬什哈德－是伊朗第二大城市，亦是伊斯蘭教什葉派的聖城之一。伊斯蘭什葉派教徒稱馬什哈德

是殉教地的意思，原因是什葉派第八代雷扎伊瑪目曾在此被毒害。後人為了紀念他，於是在此地建了

一座稱之為聖人靈寢的建築物；而原來的一個小村落亦因此發展起來。自此以後，馬什哈德便成為了

什葉派的一個聖城；每年更吸引超過二千萬的伊斯蘭信徒來此朝聖，更以什葉派的聖地而聞名於伊斯

蘭世界。此地迄今仍然保持濃厚的伊斯蘭教的嚴格教規，女性在此城要蒙面包頭，全身只能露出手掌。

我們在外圍區域遠眺擁有金色圓頂的▲大靈寢 Sanctuary of Imam Reza，被什葉派視為最神聖之地（*

異教徒可能只能遠眺，不能入內）。之後搭機飛往雅茲德機場 

 
住宿：4*SAFAIEH HOTEL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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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雅茲德- (約 300km/4hr10min)伊斯法罕 

 
今天遊覽迷人的綠洲古城雅玆德，世界上人類持續居住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雅茲

德列為僅次於義大利威尼斯的第二古老城市 )，祆教(拜火教)的聖地。雅茲德是古絲路交易站，轉運

中亞和印度之間的絲織品和地毯，是伊朗拜火教(祆教)信徒集中地。我們前往★荳拉塔巴特花園在

2011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1372-007 號世界文化遺產這是雅玆德市區內最大的花園，花園內有

一座高達 33 公尺，全市最高的風塔。風塔是因應沙漠炎熱氣候而發明的建築，也是伊朗傳統且獨特

的空調設備建築設計，即使炎熱的氣候，入內也可感覺涼意。再參觀▲寂靜塔，這裡是拜火教徒儀式

舉行地點也是拜火教徒舉行【天葬】的聖地。根據習俗教徒往生後，送至此地給空中盤旋的老鷹啄食，

數日後再由祭司將殘骸棄置中央的土井中，此習俗已經被禁止了。之後參觀拜火教教徒最常朝拜的★

拜火教廟參觀，廟裡擁有不熄聖火，自西元 470 年燃燒至今，是拜火教頗重要的信仰及聚會的地方。

之後前往伊斯法罕。 

 
住宿：5* KOWSAR HOTEL or ABBASI HOTEL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第 8 天 伊斯法罕( 四十柱廳、伊瑪目清真寺、柔特菲拉清真寺、 

阿歷喀普宮殿、購物景點) 

 
伊斯法罕是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省會，距德黑蘭 414 公里，海拔 1575 公尺，面積 250 

平方公里，人口約 200 萬。著名的查揚德河(全長 360 公里)橫貫該市東與西。西元 11、12 世時曾為紀

塞爾柱王朝首都。薩法維王朝時期(1501- 1736)，為全盛時期，商賈雲集，市內多數建築物和清真寺都

是那時建造的。伊朗有句俗諺『Esfahan is half the World』，起因於伊斯法罕數量龐大的美麗建築，猶

如半個世界。早餐後先造訪純波斯式宮殿 ★四十柱廳 在 2011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1372-003

號世界文化遺產，位於一個面積約 6.7 萬平方公尺的大花園內，建築面積 1113 平方公尺。該廳建於

薩法威一世時期，於薩法威二世時建成，是當時接待貴賓和外國使節的地方；廳殿的基石高出地面約

1 公尺，廳殿前半部是一個三面開放的寬敞的平臺，臺上有 20 根高大的松木柱子，平臺正中的 4 根

大柱子中間有一個大理石的小水池，水由這 4 根柱子下方的石雕獅子的嘴裏噴出。廳殿前面有一個長

方形的大水池，長 110 公尺、寬 16 公尺，水池四周有噴泉和石雕；站在池邊朝宮殿望去，20 根柱子

與輝映在水中清晰的倒影渾然一體，成為此地膾炙人口的佳景，「40 柱廳」因此得名。與平臺相接的

大殿有三個拱頂，入門處有一玻璃鑲嵌的鏡廊，為 1657 年阿巴斯國王時代所建，在薩法威二世時重

新修飾。大殿內牆上有數幅壯觀的壁畫和精緻的雕刻，描繪當時人們的生活、勞動和征戰場面。目前

大殿闢為展覽廳，陳列著當時的器皿、古幣、書法等文物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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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參觀在伊斯法罕的人類文化珍寶，包括 ▲ 伊瑪目廣場 – 位於市中心，革命前稱國王廣

場 – 長 510 公尺、寬 165 公尺、面積 80000 多平方公尺，幾乎比兩個莫斯科紅場還大，壯觀無比。

廣場始建於 1612 年薩法威王朝的阿巴斯國王時期，也曾是個馬球場(*被 Lonely Planet 旅遊叢書，評

定為最棒的波斯建築物之一)。1979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115 號世界文化遺產。 

 
 
 
 
 
 
 
 
 
 
 
★ 伊瑪目清真寺又稱藍色清真寺，位於廣場的南端，建於 1612 年

薩法威一世時期，1630 年竣工。清真寺裏外均由精美的瓷磚鑲嵌而

成，並帶著鮮明且綻藍的線條，清真寺擁有鍍銀的大門，門上書有

許多詩文，由當時著名書法家用漂亮的波斯文納斯塔利格體所書寫。

牆壁上還有反映當時最高文化水準的壁畫和裝璜藝術。若您站在正

對著拱頂的回音石上拍手，即可聽到多次洪亮的回音，離拱頂中心

越遠，回音越弱；在大拱頂的兩側，有兩個尖塔，高 43 公尺；寺

內還有一個當時人們用來測量時間的三角形日晷。在 17 世紀建寺

時，該寺西側有講授神學的教室和講堂，現仍保留多處作禮拜和祈

禱的地方。 

 
★ 柔特菲拉清真寺(又稱皇后清真寺)、以及有第八天堂之稱的★ 「阿歷喀普宮殿」，位於伊瑪目廣場

西側，六層樓建築，建於 17 世紀初，是薩法威王朝的國王們招待外國使節的宮殿，看臺則是國王和

王室客人觀看馬球和煙火以及檢閱軍隊的地方。接著再前往傳承古老傳統工藝，圍繞在古城四週的▲

「卡沙利市集」，參觀銅器、銀器的製作與浮雕、貓毛所特製的筆工藝、繪於天然且稀少的駱駝骨上

極細緻的宮筆漆畫(*購物行程)、純天然染料手工製作的印花布(*購物行程)、嘆為驚人的★波斯地毯

工廠(*購物行程)等等手工藝。您更應該嘗試極為著名又非常受當地人愛戀的「番紅花冰淇淋」與傳統

甜品「葛絲」的甜美口感。 

 

 
 

住宿：當地最佳酒店 5*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第 9 天 伊斯法罕- (約 182km/2hr45min)卡珊 

 
伊斯法罕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建於西元前 4、5 世紀。〝伊斯法罕〞一名源自波斯文〝斯帕罕〞，

意思是〝軍隊〞，古時這裏曾是軍隊的集結地，由此而得名。到達後首先造訪著名的 ★星期五清真

寺─伊斯法罕最古老的清真寺 2012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1397 號世界文化遺產(*被 Lonely 

Planet 旅遊叢書，評定為最棒的波斯建築物之一)，隨後行經星期五清真寺外圍的 Qaisarie 市集，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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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迷宮的道路兩旁，小商店夾道林立，販賣本地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忒有一番風情。續參觀天主教亞

美尼亞派，並俱有伊斯蘭拜占庭風格建築～★凡客天主堂。續前往參觀查揚德河岸的▲哈糾橋以及建

於阿拔斯國王時期，因有三十三個橋孔而得名的▲卅三拱橋，是查揚德河上一座最具特色的建築。 

之後驅車前往卡珊市。 

 

 
 
住宿：4* NEGARESTAN HOTEL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第 10 天 卡珊- (約 246km/3hr20min)德黑蘭  
 
卡珊市為世界著名的沙漠綠洲，古代亦曾是阿契美尼亞王朝的財經要地，更是當時最富有的都城，現

在則是出產波斯地毯及銀器最有名的地方，是久負盛名的伊朗玫瑰水之鄉。我們參觀以傳統波斯心目

中想像的天堂，來作為藍圖，進而興建出波斯文化建築工藝的藝術結構體～ ★菲茵花園在 2011 年

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1372-003 號世界文化遺產，接續往當地豪宅★塔巴塔拜的故居(Tabatabaie 

house)。之後驅車前往德黑蘭。 

 
德黑蘭～伊朗首都。“德黑蘭”一詞是古波斯語“山腳下”的意思，直到 1788 年，伊朗卡珊王

朝才定都於此。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由於伊朗石油財富劇增，這座城市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並成

為一座規模龐大、繁華熱鬧的大都會。目前不僅是伊朗，也是西亞最大的城市。 

 
★國家珠寶博物館，但它是全伊朗安全門禁檢查最嚴格最仔細的地方之一，幾乎可媲美國防基地。

德黑蘭國家珠寶博物館始建於 1955 年，1960 年劃歸中央銀行。博物館裡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顆聞名世

界的鑽石，這顆鑽石被命名為“光海”，重 182 克拉，呈玫瑰色，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寶石之一。而在

珠寶博物館中最寶貴的遺物是法塔哈•阿里國王遺留下來的孔雀寶座，寶座上共鑲有 26,733 顆寶石。

此外，鑲有寶石的地球儀也是珠寶博物館裏的一件寶物，製作於 1874 年，共用黃金 34 公斤，地球儀

上鑲有 51,366 顆寶石，重量達 3656 克。珠寶博物館裡還有一件寶物就是“薩曼裏紅寶石”，重達 500

克拉，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顆紅寶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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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5* AZADI GRAND HOTEL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第 11 天 德黑蘭/大不理士 

 
清晨搭機飛往東亞塞拜然省的省會伊朗的第二大城～大布里茲，我們參觀★藍色清真寺(*被 Lonely 

Planet 旅遊叢書，評定為最棒的波斯建築物之一) 和▲大布里茲的傳統巴扎在 2010 年列入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第 1346 號世界文化遺產。之後車行返回住宿的五星旅館。 

 
住宿：5* TABRIZ EL-GOLI PARS HOTEL 或同級 

早餐：飛機上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第 12 天 大不理士- (約 219km/3hr10min)阿達必爾- (約 226km/4hr20min) 安薩利港 
 
前往我們此行在伊朗最北亞塞拜然附近阿達必爾省的省會城市～阿達必爾市，此地主要居民亦為為亞

塞拜然人；此省份於 1993 年從東亞塞拜然省獨立出來成為新的省份。阿達必爾的城名來自瑣羅亞斯

德教中「聖地」的字意，因為於亞塞拜然邊界，有許多亞塞拜然裔的居民使用亞塞拜然語。阿達必爾

地毯亦自古以來就是最好的波斯毯之ㄧ。我們先在阿達必爾市區參觀在伊朗什葉教派的另一神祕支派

～蘇菲教派最重要的精神導師～★榭赫–薩菲蒂茵–阿蒂畢利的靈寢，此靈寢裝飾著美麗的磁磚更有

著另人著迷的塔樓建築，極富特色；內有瓷器博物館，藏有阿巴斯大地珍藏來自中國的精美瓷具。薩

菲蒂茵所創立的蘇非教派正是其百年後薩法威王朝的法統由來。 

之後驅車展開我們嚮往已久的〝裏海之旅〞，裏海位於亞洲與歐洲交界，

是世界上最大的湖泊及蓄水量最多的湖泊，其含鹽分只有一般海水的百

分之三十，面積 37 萬 1 千平方公里 (143,000 平方英里)，體積 78,200

立方公里，最深處 1,025 公尺，平均深度 209 公尺，裏海湖面負海拔

28 公尺，裏海湖床最深處湖床負海拔 1,054 公尺，裏海它也是地理學

上稱之的內流湖、鹹水湖、海跡湖。裏海的湖岸線亦長達 6,380 公里。

裏海的漁場生態擁有著大量鱘魚，魚卵被用來生產〝魚子醬〞。過份捕

撈威脅到鱘魚數量，環境學家指出應該提倡完全禁止捕活動，直到鱘魚數量恢復。裏海的海底也蘊藏

極為豐富的石油。整個裏海水域中有 50 多個島嶼，裏海的地位和五個沿岸的國家之間的水域邊界一

直存在爭議。以上這只是基本有關裏海的資訊，我們還是懷著輕鬆的心情，好好欣賞我們難得一窺的

〝裏海風情〞。首先前往裏海沿岸知名的安薩利港，(安薩利港介於裏海和安薩利潟湖之間，是裏海南

邊與沿裏海岸的前蘇聯加盟各國中，唯一目前貿易依然極為活躍的港口。) 

 
住宿：4*SEFID KENAR HOTEL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第 13 天 安薩利港- (約 109km)馬蘇雷傳統村落- (約 50Km)桑姜 
 
早餐後，爾後續驅車前往伊朗裏海沿岸知名的安薩利港，(安薩利港

介於裏海和安薩利潟湖之間，是裏海南邊與沿裏海岸的前蘇聯加盟

各國中，唯一目前貿易依然極為活躍的港口。)裏海港都參觀漁獲豐

富的▲安薩利魚市，之後續再前往★搭乘快艇遊安薩利潟湖，我們

展開「裏海濕地生態」之旅。快艇生態之旅。 

 
 
結束後立即驅車前往★馬蘇雷傳統村落，這也是伊朗政府曾有向聯合國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村落，此

小村落有著相當特殊之建築方式，屋頂往往是道路，鬱鬱蒼蒼綠樹也散佈其中，這裡不只是個令人難



 

頁 8 / 9 

 

忘的地方，此地也是歐美觀光客非常嚮往、屢屢造訪的觀光勝地。 

拜別了這美麗的村落，午餐之後驅車前往桑姜。 

 
住宿：4* GRAND ZANJAN HOTEL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第 14 天桑姜- (約 50Km)蘇丹尼葉- (約 269Km)德黑蘭 
 
早餐之後驅車前往甫於 2005 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第 1188 號世界文化遺產，蒙古伊兒汗王朝的首都蘇丹尼葉

(意為帝國之意)城的 奧力葉圖陵寢(*被 Lonely Planet 旅

遊叢書評定為最棒的波斯建築物之一)，八角型的建物頂著

一座 50 米高，覆蓋土耳其藍陶片的圓頂，並由八座纖細的

宣禮塔所圍繞。它也是伊朗現存最早的雙層圓頂建築。同

樣傑出陵寢內部讓學者們形容這座陵寢為"期待泰姬瑪哈"。

奧力葉圖陵寢完成於 1302～1312 年間，蘇丹尼葉城可謂是

波斯建築藝術表現在伊斯蘭建築中的典範之ㄧ。爾後驅車前往伊朗首都~德黑蘭，抵達德黑蘭後車停

路邊於德黑蘭著名的地標物─▲自由紀念碑，為了紀念阿契美尼亞建國 2500 年的歷史，巴勒維沙皇

下令用薩珊王朝的建築風格立碑，為伊朗在人類的歷史中留下紀念，結合公園的典雅造型，不啻為留

影的好地方。 

 
住宿：5*AZADI GRAND HOTEL 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第 15 天 德黑蘭 (尼亞法蘭王宮建築群、國家博物館、格列斯坦皇宮博物館) 

德黑蘭/杜拜 
 

早餐後，前往★【尼亞法蘭王宮建築群】Niavaran Palace Complex 位

於德黑蘭最北部的山上，花園、草坪修剪整齊，環境優美。該王宮是凱加

王朝國王納錫爾-艾丁在 1831–1896 居住的夏宮，宮殿頂部為伊朗特有的

石膏雕塑，地上鋪著精美的波斯地毯。建造設計與室內裝飾，都體現了伊

朗建築藝術的精美細緻。宮殿內繽紛華麗，彰顯皇室風範。 

 
★國家博物館，專門收集伊朗史前和各個歷史時期的考古發掘展品。另有大量阿契梅尼王朝裝飾

藝術的文物，如琺瑯亮漆磚製的門牆框鑲板、柱端上的公牛頭形裝飾、用古波斯文、巴比倫文和伊蘭

文三種文字鐫刻附有皇室裝飾的金盤等。還有遠溯至阿契梅尼王朝和薩珊王朝時代的鑲嵌工藝、錢幣、

珠寶和日常家庭用品。水晶與陶器展示區陳列有水晶器皿和陶器。 

 
★格列斯坦皇宮 在 2013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1422號世界文化遺產(*被 Lonely Planet 旅遊叢

書，評定為最棒的波斯建築物之一)，是伊朗重要的歷史文化遺跡。位於德黑蘭市中心的 Ponzde Khordad

（3 月 15 日）廣場，占地面積 5.5 公頃，約有 400 多年的歷史。格列斯坦皇宮是伊朗最輝煌的皇宮之

一，建於薩法維王朝塔赫馬斯布一世，克利姆•漢贊德國王對其進行了重建，在凱加王朝時期曾成為

國王起居的宮殿。納賽爾丁國王再度擴建，但在巴勒維王朝時期局部遭到破壞。伊斯蘭革命取得勝利

後，伊朗文化遺產保護局對格列斯坦皇宮進行了修繕，歷時數年，現成為博物館，對外開放，並供國

內外遊客參觀。格列斯坦皇宮博物館珍藏有許多伊朗的歷史文化古蹟，其中有8萬多件歷史珍貴物品，

50 萬份歷史史料，5 萬多張凱加王朝時期的圖片。此外格列斯坦皇宮建築群有許多獨特的建築風格，

堪稱伊朗建築精華。其中最具特色的有大理石殿、明鏡殿、沙拉姆殿、鑽石宮、通風樓等。格列斯坦

皇宮建築群中最宏偉的建築是沙姆斯阿莫爾殿，共有五層，建於伊曆 1282 年。該建築為歐式建築風

格，有一大鐘懸掛在塔的最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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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步行前往德黑蘭大巴札走走看看，深刻體驗當地的風土民情。結束後續驅車前往國際機場，在抵

達伊瑪目柯梅尼國際機場後，向這保守又富古明且獨樹一格的什葉派伊斯蘭國家道聲〝再會〞，搭機

飛往杜拜，於清晨飛抵杜拜國際機場，之後直接轉機飛回台灣。 

 
住宿：飛機上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 機場內簡餐 

 

第 16 天杜拜/台北 
 

清晨於杜拜國際機場內轉機飛返台灣，早餐在飛機上食用，午後飛抵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結束令人懷

念的『伊朗~古波斯、什葉聖地大滿貫 16 日』- 16 處世界文化遺產的古文明之旅。 
 

早餐：飛機上早餐    午餐：飛機上午餐     晚餐：溫暖的家 

======================================================================================= 

 備註: 

(1)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 

(2)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

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3)此報價不適用於過年期間, 及單人報名參團者。 

 

費用包含: 

  1.機票:行程中所含 EK阿聯酋航空台北/杜拜/伊朗//杜拜/台北及在它航伊朗/杜拜之經濟艙機票。 

  2.可攜免費行李：阿聯酋航空台北/伊朗/台北來回航段，每人二件共 30公斤 

  3.膳食:每日三餐，含交通工具已提供之膳食  

  4.住宿:當地最佳飯店二人一室(單人住宿另計)。 

  5.交通:行程中所列觀光旅遊時所需之遊覽車。 

  6.觀光:行程中所列之觀光費用含門票。 

  7.稅捐:各地機場稅及旅館所規定之稅捐。 

  8.簽證:行程內伊朗及杜拜等相關各國入境簽證費。 

  9.保險:台幣 500萬旅遊意外綜合險及意外醫療台幣 20萬元。 

 10.小費:行李接送、司機、導遊、領隊之小費。 

 

費用不含: 

  1.出國護照工本費。 

  2.屬於個人費用如郵電費、飲料費(餐廳內果汁、軟性飲料、酒精、瓶裝礦泉水等)、行李超重費等。 

  3.提早出發或延期返台改訂個人票所衍生之機票追加費用 

 

※特別注意：若護照內有以色列簽證，將無法入境伊朗及任何伊斯蘭國家。 

 

 

先鋒旅行社有限公司 

SENTRA TRAVEL SERVICE LTD. 
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 112 號 6 樓 

FAX:(02)2396-6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