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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笑吧，你正在沙迦

沙迦寓意“升起的太阳”。其名字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地理学家Ptolemy 在公元2世纪绘制的一幅地

图上，该图所示的Sarcoa定居点即是沙迦现在的所在地。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沙迦横跨阿联酋东西

两岸，西临阿拉伯湾，东靠阿曼湾，左邻波斯湾，右望印度洋，与阿联酋其他6个酋长国都有领土

交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一度成为享有盛誉的贸易中心和世界最富国家之一。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如今，这座千年古城已没有了昔日的喧嚣，繁华如同过眼烟云一般消散在年轮脚步的尘飞里。与

迪拜的张扬和阿布扎比的奢侈相比，作为阿拉伯文化之都的沙迦更像一位睿智的阿拉伯长者充满

智慧但又甘于平淡。宽敞整洁的马路上车流如潮，秩序井然，很少见到交警，也闻不到车辆排放

的废气，更听不到令人窒息的喇叭声。整个城市洁净高雅，祥和静谧。这里留存最多的是阿拉伯

文明的足迹，街头富有内涵的广场雕塑，记录着阿拉伯人岁月的博物馆，刻满年轮的伊斯兰古建

筑，各式华丽的清真寺，此起彼伏的祷告声，保守的衣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让人无时无刻都谨

记着这是一个保守的阿拉伯国度。

夜晚的沙迦更加迷人，沙迦河呈圆形环绕整个城市，五彩的夜灯勾勒两条河岸线，河水少有船，

仿佛一切静止了。独自漫步在沙迦Shuwaiheen地区，闪耀的霓虹灯，用牛皮纸里包着的hot

samosas和油炸绿辣椒，还有热气腾腾的茶，这些都是不应错过的阿拉伯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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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迦到阿之曼的海滨，沿途可见到传统的阿拉伯木制货船和繁忙的货运码头。第一眼见到阿之

曼的海滩让人恍若进入画中，海滩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海滨风貌：细腻柔软的白沙、宽阔平坦的

沙滩、清澈纯净的海水、湛蓝通透的天空，美丽的海天风光让人沉醉。在这柔软的沙滩上光着脚

，左手摇摇摆摆，右手拎着鞋子，晃晃悠悠的在沙子上踩脚印，走走看看，看看走走，脚印在身

后不断伸展延长，心情也随着悠扬起来⋯⋯

置身沙迦，细细品味那句曾经流传东方很久的沙迦格言：微笑吧，你正在沙迦。的确，抛开国际

化摩天建筑的光环，沙迦只是个“邻家孩子”，没有炫耀的架子，没有明亮的色彩，却甘愿低调

，置身在迪拜26公里之外。来沙迦吧，放松，微笑，喝一杯咖啡，在这个现代的绿洲里沉醉吧！

地理： 

阿联酋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西部和南部与沙特阿拉伯交界，东部与阿曼接壤。地理坐标为北纬2

4�，东经54�。阿联酋坐拥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绵延的海岸线。

阿联酋有五个酋长国位于西海岸，富查伊拉是唯一一个位于东海岸的酋长国，而沙迦则是唯一一

个拥有阿拉伯湾和阿曼湾陆地的酋长国。海拔1,500 多米的Al

Hajar山脉贯穿阿联酋，绵延向南直至阿曼，成为Mussandam半岛的“屋脊”。

沙迦国土面积约为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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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除了位于阿拉伯湾的沙迦城外，沙迦还有三个地区位于景致迷人的东海岸：Dibba Al

Hisn、Khor Fakkan 和Kalba。沙迦紧邻迪拜，从沙迦中心驱车15 分钟就可抵达迪拜国际机场。

沙迦无论地理位置还是历史定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沙迦俯瞰连绵16公里的阿拉伯湾海岸线

，不仅有多处沙滩，还有许多繁华的区域。中央区域更是千姿百态，郁郁葱葱的绿洲、砾石遍地

的平原和连绵起伏的红色沙丘令人眼花缭乱。沙迦东部的阿曼湾海岸则呈现出另一番别样景致，

巍巍崇山如百万雄狮兵临海岸，海水击打着岸上的岩石，浪花四溅，蔚为壮观。沙迦东岸极具考

古价值，一些考古地点甚至可追溯到2,000

年前。16世纪，葡萄牙人在沙迦修建了堡垒来控制香料贸易。沙迦于1932 年修建了该地区的首个

机场。沙迦位于欧洲和远东的中间位置，无论飞往欧洲或远东，只需8个小时就可抵达。 

(图片由网友 @往事如烟 提供)

最佳旅游季节：

沙迦是阿联酋第三大酋长国，为亚热带气候，温暖而降雨稀少（每年13 厘米），全年大部分时间

晴空万里。11月到次年3月，沙迦有着田园式的气候，天气晴好而温暖，夜间凉爽，湿度较低。白

天气温在18°C到30°C 之间，夜间降到12°C。

在一月、二月和三月，会有一些降水和热带风暴。五月到九月气候炎热，七、八、九月正午温度

可超过45°C，湿度水平也很高。连夜间也很温暖，平均气温为 25°C。

综上所述，每年的11月—次年的3月是阿联酋旅游的最佳时节，没有夏季的炎热，出行便利。这里

无处不在的阿拉伯式热情款待、历史悠久的传统、晴朗的天气以及对比鲜明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

度假胜地。

冬季的夜间可能需要披肩和夹克衫，除此之外，全年大部分时间着轻便的夏装即可。建议身着保

守的服装以尊重民族习俗。在公共场所，女士应当身着盖住肩膀及身体的其它部分长及膝盖的服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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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沙迦最棒的体验

   

1、走入沙迦校园，亲身感受现实版的流星花园

还记得流星花园吗？学校里的学生多是出身不凡，穿名牌、住高档花园洋房、开跑车甚至是直升

飞机。这样的贵族学校现实中真的存在吗？来沙迦大学吧，见识一下世界上最奢侈的贵族学校吧

！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阿联酋的沙迦大学被誉为”五星级大学”，这里几乎提供了世界上最奢华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大

学的校门是一个类似巴黎凯旋门的豪华拱门，大学图书馆毗邻一条宽阔笔直的大街，这条街宛如

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校园里的各个建筑间以鲜花和草坪点缀，景色宜人。大学的另一侧是一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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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英国花园同样大的花园。大学停车场上停满了奔驰、宝马、保时捷等高档汽车。不要以为

这些名车属于教授、校长，它们都是学生的坐骑。

这所大学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大学，图书馆按照美国国会的标准建造，藏书丰富。如果一旦发现图

书馆还缺少某些书，可以立即去伦敦的英国国家图书馆采购。学校计算机室里配备了崭新的苹果

电脑，学生们可以随意使用。大学生可以得到一套带花园的学生住宅。当然，如果转学，住房应

交还有关部门，然后分配给新的学生。

   

2、看阿拉伯斗牛，只有刺激、没有血腥

离沙迦东海岸最近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以斗牛闻名于世。当人们走进斗牛场，只见那里尘土飞扬，

人声喧嚣，两头牛正在斗得难解难分，围观者欢呼雀跃，热闹非凡，如果不看周围那些穿长袍、

戴头巾的阿拉伯人，还以为自己到了斗牛之乡西班牙。 

(图片由网友 @寒云冰芬 提供)

西班牙斗牛是残忍的。杀死公牛是斗牛士最终的目的，即便是在表演中，没有被斗牛士刺死的牛

最终也将被引入牛栏，被他人用剑刺死。相对于西班牙斗牛而言，阿拉伯斗牛温和多了，虽刺激

但却没有血腥。这里的斗牛士都将长长的绳索系在各自的牛头上，以控制进攻和防守。如一方的

斗牛被推翻在地或企图逃跑，便被判为失败，另一方为胜利者。阿拉伯斗牛士也佩带长剑，但不

是用以刺杀斗牛，而是用来保护自己。另外，这里斗牛不带赌博色彩，胜者除了得到人们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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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别无好处。人们从斗牛中获得一份欢快，也许是阿拉伯斗牛文化现象赖以生存的条件。

   

3、看湛蓝的阿曼湾，感受回归自然的无穷乐趣

没到过酋长国的东海岸，沙迦之行就算不上完满。从沙迦城出发，只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会

看到阿曼海湾湛蓝的海水在面前延伸，这就是阿联酋东海岸的度假胜地。东海岸包括三个小镇：

Khor Fakkan小镇位于两个海岬环抱的美丽海湾处，是沙迦东海岸最大的城镇，细长的沙滩远远延

伸，旁边的栈道沿着海湾蜿蜒而成，堪称一处令人愉悦的漫步场所；Kalba小镇正南面的潮溪是阿

联酋阿曼海湾海岸线的最南端，这里是阿拉伯半岛最古老的红树林景区，也是濒危灭绝物种的重

要保护区；Dibba由三个宁静的海边村落组成，分别属于阿曼苏丹国(Dibba

Bayah)、富查伊拉(Dibba Muhallab) 和位于两者之间的沙迦(Dibba Al Hisn)。这些渔村共有一个美丽

的海湾，绿色的棕榈，古老的堡垒，用明亮漆画装饰的金属门廊，这些都成为了当地的特色。三

个小镇不大，甚至没有多少名气，但这里独具魅力风景却是阿联酋风景最美丽的地区之一。 

(图片由网友 @往事如烟 提供)

   

4、淘宝到沙迦，心动不如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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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在沙迦购物，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央露天市场。它是每位到沙迦旅游的购物狂必到之地。一系

列色彩鲜艳、极具吸引力的手工艺品尽在眼前，600多个店铺上下两层纵横交错地聚集，使人眼花

缭乱、激动不已。黄金、白银、正宗珠宝、珍稀宝石、漂亮的新款首饰，无所不有；东方地毯、

珍贵的阿拉伯香水和化妆品、纺织品、珠绣袋、精美的阿富汗刺绣、色彩迷人的披肩、叙利亚的

刺绣桌布，精美绝伦；在这里可以搜罗到独一无二的珍品、传统礼品、手工艺品及各种地区进口

商品。 

(图片由网友 @回忆都淡了 提供)

除了火车头市场外，Al Arsah集市也是值得推荐的，它是阿联酋最古老的市场，实木门、红砖墙、

吊灯笼，美丽祥和，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过去。沙迦这样的露天市场有好几处，卖货的多是印

巴人，热情的请你进门，不买没关系。不过，想要买到便宜货，讨价还价是必须的，在这里，一

个刻有银色装饰剑鞘的木柄弯匕首甚至可以用三折的价位买到，在迪拜露天市场无论如何也砍不

到这个价。

   

5、走进百年老宅，感受异时空阿拉伯文明

在中国，百年古宅不足为奇，可在阿联酋就是凤毛麟角的稀罕物。因为这片土地在一两百年前只

是沙漠。那不达古宅是绝无仅有的传统酋长国房屋实例，通过它可以了解古沙迦的传统，了解阿

拉伯人的生活情况。古宅是珍珠生意世家Al Shamsi家族的故居，海湾地区在发现石油之前，深海

采珠业是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因此那个时期珠宝商人是最富有的。这是一座有着150年历史的类似

于中国四合院的庭院，土黄色外表是沙漠地区的特有颜色，沿着门廊走入院内，视线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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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环宽敞的大庭院而建，二层的建筑就地取材以珊瑚做墙，别出心裁的“空调”方法和灰泥，

及木料上独特、精致的装饰雕刻，令人赞叹不已。 

(图片由网友 @往事如烟 提供)

   

6、驾车穿越沙漠，你准备好了吗？

变幻莫测的飞沙是所有沙漠城市的一大特色，飞沙营造出变化无穷的景致、颜色和植被，让人耳

目一新。美丽的沙迦沙漠吸引了无数游客，给人留下浩瀚壮阔的迷人印象，沙漠夕阳更是无与伦

比的壮观美景。沙迦不仅仅有沙漠，在沙漠深处也有崇山峻岭、峡谷奔流、溪水潺潺。相信吗？

带好护照和驾照，开上车来一趟沙漠发现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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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寒云冰芬 提供)

沿着Wadi Bih线路，从Dibba出发，进入Mussandam半岛，穿越Manama、Masafi和东海岸的群山，

参观著名的Hatta Pools水库，欣赏陡峭嶙峋的峡谷，或继续向南前行，迷人的Al

Hajar山脉让人在崇山峻岭之间领略美景，在离Al Ain半天路程的地方有绿树成荫、溪水潺潺的峡

谷胜景，给人带来不一样的心情和愉悦驾驶的体验。

   

7、参观博物馆，了解贝都因人历史

沙迦最多的就是博物馆了。拥有最新技术的博物馆和修复完好的遗址区呈现出比其他任何酋长国

更多的文化和历史遗迹，想揭开阿拉伯人神秘面纱，了解贝都因人在石油发现前如何生存的吗？

对阿拉伯文化、生活方式、艺术、自然、科学、考古、或是当地的海运和空运历史感兴趣吗？那

必须参观沙迦的博物馆，通过它们你可以了解这片土地的发展历史，绚丽的阿拉伯艺术、高超的

手工艺、久远的传统以及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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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旅人提示：为了方便更多人参观，沙迦设置了博物馆联票制，参观所有博物馆仅需要15DHS。而

与国内联票最大不同的是，国内联票仅当天有效，而沙迦联票有一个月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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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客入境信息

   

1、签证

除阿拉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和沙特阿拉伯）的公民外，所有游

客都需要办理签证。根据你的国籍、入境目的和计划停留时间选择正确的签证类型十分重要。旅

游签证和过境签证是单次入境签证，只允许你在有限时间内停留。如果您想入境后长期停留，则

需要办理居留签证或工作签证。以色列国民不得进入阿联酋。

申请入境许可时，护照必须具有六个月以上的有效期。所有照片均需为白色背景的近期彩照。入

境时，某些国家的公民需提供健康保险证明，并需缴纳1,000迪拉姆的保证金（可退还）。

根据国籍不同，对游客的要求、规定和费用支出也不同，并且可能随时变化。因此，前往阿联酋

旅行前，请向你的大使馆、旅行社、旅游经营商或酒店洽商。

有关定期更新和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shj-airport.gov.ae/visadetails.htm。

签证

免费单次入境旅游签证

适用范围：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文莱、加拿大、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

、德国、希腊、荷兰、 中国香港、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来西

亚、马耳他、摩纳哥、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巴拉圭、圣马力诺、新加坡、韩国、西班牙、瑞

典、瑞士、英国、美国以及梵蒂冈城。

签发时间：抵达入境口岸时签发

有效期：60 天

费用：60 天签证免费

花费：620迪拉姆可续签延长30 天

单次入境旅游签证，入境前取得

适用范围：中国、塞浦路斯、东欧国家、马耳他、南非、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泰国、土耳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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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前苏联成员国。

签发时间：由担保人（如亲属或企业机构）提前7 天内办理

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60 天

费用：免费

花费：620迪拉姆可续签延长30天

单次入境观光旅游签证

适用范围：由酒店或旅游经营商担保的游客。

签发时间：抵达前

有效期：仅30天

费用：220迪拉姆，另加10迪拉姆邮费

不可续签

过境签证

适用范围：由当地公司或酒店担保的商人和游客。

签发时间：在抵达前3天内提前办理

有效期：仅14 天

费用：220迪拉姆另加10迪拉姆邮费

不可续签

单次入境 96 小时签证

适用范围：在前往目的地途中需在此过境停留并持有有效续程机票的旅客。签证须由在阿联酋运

营的航空公司担保。

有效期：96小时

费用：165迪拉姆

多次入境签证

适用范围：与阿联酋信誉良好的公司有联系，频繁来访的商务旅客。

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6个月，每次来访不得停留超过30天。旅客须持旅游签证入境，抵达时获取

多次入境签证。

费用：3,110 迪拉姆

不可续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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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为入境工作或与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则需办理居留签证或工作签证。此类签证有效期为 3

年，考取正式驾驶执照、车辆登记、银行开户及财产租赁均需持有此签证。

健康要求

尽管目前不要求提供健康证明，但最好在出发前向你的医生咨询（也可访问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

www.who.int/ith/en）。

   

2、关税

随身物品：免费

免税限额：2,000支香烟 – 400支雪茄 – 2千克烟草 –

酒精（仅限非穆斯林成人）2公升葡萄酒及2公升白酒。

商业进口：通常为货物发票价值的5%。对于离境的货物无出口关税或限制。

自1932 年第一个机场启用以来，沙迦国际机场已拥有超过75年的运营历程。该机场着眼于旅客的

需求，其最大的优势之一便是只需20分钟即可办理登机手续和出境手续。机场还可提供“哈拉”(

Hala) 迎宾服务以帮助抵达和离开的旅客。机场设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免税购物场所，向所有旅客提

供一个现代化国际机场应有的友好服务。

   

3、机场接送

大多数酒店提供往返机场的免费班车服务。如果没有免费交通工具前往宿地，则可搭乘从迪拜机

场到沙迦的出租车，仪表计费，起步价为20迪拉姆，进入沙迦境内后另加20迪拉姆，通常最多只

需花费80迪拉姆即可到达与下一个酋长国阿吉曼的交界处。从沙迦国际机场到沙迦市区的出租车

也是仪表计费，起步价为20迪拉姆，到达市中心约需再付30迪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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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沙迦景点详述

   

1、Bait Al Naboodah

Bait Al Naboodah博物馆的宗旨在于利用这一当地建筑杰作的实例，唤起、重振及让世人了解古沙

迦的传统。这里是珍珠生意世家——Al Shamsi

家族的故居，从这里可探寻到独一无二的阿拉伯文化。 

(图片由网友 @清灵 提供)

逐个房间走过，您可以见识到一个辉煌的时代，虽然没有现代奢侈品，但却充满了创意与想象。

传统的厨房和典型的待客区、奢华的新娘装、装饰华丽的剑和匕首、棕榈制的篮子、玫瑰香水容

器和装饰性的木制珍珠箱陈列在各处，古朴而精致。除了那不达古宅外，附近的Bait Khalid Bin

Ibrahim古宅是一座颇具巴林风格的阿拉伯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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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周六至周四上午8:00至晚上8:00，周五下午4:00至晚上8:00。

票价：成人：5 迪拉姆，家庭：10 迪拉姆，儿童免费

多家博物馆通票：成人：15迪拉姆，家庭：20迪拉姆

电话：97165681738 

从沙迦汽车站出发的博物馆游步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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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沙迦艺术博物馆与当代阿拉伯艺术博物馆

沙迦艺术博物馆是海湾地区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馆内珍藏了许多艺术名家的作品。从18世纪

和19世纪的东方主义画家杰作，到令人目不暇接的出自当地和国际艺术家之手的油画、水彩画和

丙烯画。作品表现出秀丽宜人的湖光山色、城市风景和肖像，使人在感受艺术魅力的同时了解本

地区的历史。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走过沙迦艺术博物馆内的小桥，即可进入沙迦当代阿拉伯艺术博物馆。三层美术馆专用于现代艺

术创意表达。300多幅艺术作品可让人欣赏到来自阿拉伯世界艺术家的惊艳之作。

博物馆的美术图书馆共有4,000多种阿拉伯语、英语和其他语言的书刊及视听材料，另外还收集了

每日的报纸和美术相关出版物。

开放时间：周六至周四上午8:00 至晚上8:00，周五下午4:00至晚上8:00

票价：免费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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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97165688222 

遗产区博物馆分布

   

3、沙迦传统民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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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现石油之前，当地部落居民多以以捕鱼和采珠为生。深海中采珠是一项非常艰险的活计，

收入极薄。除了捕鱼和采珠外，当地的草编织手工艺品、织补也是穷苦的阿拉伯人赖以为计的手

艺，不过，这些都是出自阿拉伯男子之手。想想，一位长满胡须阿拉伯老伯坐在地上，一针一针

的缝东西，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探索教育、货币和早期

邮政系统的发展历程，见识珠宝、服装、草药、音乐和民俗方面精湛的传统技能与工艺。 

(图片由网友 @寒云冰芬 提供)

开放时间：周六至周四上午8:00至晚上8:00，周五下午4:00 至晚上8:00

票价：成人：5 迪拉姆，家庭：10 迪拉姆，儿童免费

多家博物馆通票：成人：15 迪拉姆，家庭：20 迪拉姆

电话：97165680006

位于沙迦遗产区，即沙迦老城，参见Bait Al Naboodah中的行走路线图和遗产区博物馆分布

   

4、沙迦城堡博物馆(Sharjah Hisn)

这座宏伟、壮观的城堡展现了沙迦Al Qasimi王室家族百年前的真实面貌，从另一个侧面让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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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沙迦社会和治理的相关历史。这栋宽敞、气势恢宏的二层建筑建于1820年，陈设着各种无价的

珍奇、精致华丽的手工制品、引人入胜的老照片、传统式样的武器，描绘了沙迦200年的历史变迁

。Al Muhalwasa Jail酋长的卧室和枣椰储藏库则让人更深入了解庄严堡垒的铜墙铁壁围拢下的独一

无二的阿拉伯遗产。 

(图片由网友 @往事如烟 提供)

开放时间：博物馆现闭馆整修，但仍能从其外部感受到磅礴的气势。

票价：成人：5 迪拉姆，家庭：10 迪拉姆，儿童免费

多家博物馆通票：成人：15 迪拉姆，家庭：20 迪拉姆

电话：97165685500

位于沙迦遗产区，即沙迦老城，参见Bait Al Naboodah中的行走路线图和遗产区博物馆分布。

   

5、沙迦科学博物馆(Sharjah Science Museum)

沙迦科学博物馆致力于提升人们的兴趣、学习动力和创造力，使科学发现变得快乐、有趣。它启

发了创新的学习环境，鼓励使用新颖的研究工具，以富于想象力和愉悦的体验，帮助不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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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出身的游客理解科学。无论多大年龄，都会让人乐于通过亲自动手试验和想象，了解科学

，探索颜色、空气动力学、低温学和生理学。快来参与电气化演示、探究空间的奥秘和测试你的

反应与力气吧！甚至连蹒跚学步的小孩都会在玩耍时对周边世界产生求知欲。 

(图片由网友 @清灵 提供)

开放时间：周日至周四上午 8:00 至下午 2:00，周五和周六下午 4:00 至晚上 8:00

票价：成人10 迪拉姆，儿童（3–17 岁）5 迪拉姆

电话：97165668777

乘车路线：从jubail区公交总站Al jubail坐99路公交车，共6站到Al Qasimi Street Al Hanan Pvt Nursery

Center站下车，沿着上图绿色所示方向走就可以到达考古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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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迦科学和考古博物馆乘车路线

   

6、沙迦考古博物馆

沙迦考古博物馆是存储在沙迦酋长国内发现的所有考古资料的永久档案馆。了解这家妙趣横生的

博物馆再现的沙迦早期历史故事。透过手工制品、钱币、珠宝、陶器和古代兵器等展品，探索本

地区居民从石器时代到现今所经历过的环境变迁。研究正在进行中的考古发掘，看看葬礼、房屋

和坟墓的模型，见识本地区最早的书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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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往事如烟 提供)

位置在沙迦科学博物馆旁，行走路线参见沙迦科学博物馆中乘车路线图。

开放时间：每天上午9:00至下午1:00，下午5:00至晚上8:00，周五下午5:00至晚上8:00，周日闭馆

票价：成人5 迪拉姆，家庭10 迪拉姆，儿童免费

多家博物馆通票：成人15 迪拉姆，家庭20 迪拉姆

电话：9716566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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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沙迦伊斯兰文明博物馆 

沙迦伊斯兰文明博物馆，它也是阿联酋首家伊斯兰文化博物馆。伊斯兰文化博物馆，这座魅力十

足的博物馆坐落于沙迦历史中心地带，Majarrah Waterfront 之畔，最初曾是传统的中东购物集市或

室内市场。馆内现有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的5,000多件精美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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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回忆都淡了 提供)

开放时间：周六至周四上午8:00至晚上8:00，周五下午4:00 至晚上8:00。

票价：成人5 迪拉姆，家庭10 迪拉姆，儿童免费

电话：97165655455

位于al-Majjarah区海滨大道附近，遗产区里面。建议从Al Jubail公交站走过去

地址：PO Box 39939, Sharjah, UAE(遗产区)

Email: info@islamicmuseum.ae

网址：www.IslamicMuseu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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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到伊斯兰文化博物馆地图

   

8、沙迦自然历史与植物博物馆 

沙迦自然历史与植物博物馆是一家互动的高科技博物馆，可让人体验穿越时空的奇妙旅程。不同

的大厅展示着沙漠和海洋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真实呈现了本地区的自然历史。看到栩栩如生的

恐龙模型、喷发中的火山、史前化石及来自外太空的陨石，让人产生时光倒流的错觉。

植物厅揭开植物生命的神奇奥秘，解密人类与植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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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坐车路线：从Jubail Bus Terminal Stop 1公交终点站坐112路公交1站到Rolla Terminal stop

2,然后走到Rolla Terminal Stop 1,转乘88路公交，坐19站到sharjah Cement Factory Junction Stop

2下车(该站前一站是Dhaid Rd Sharjah Cement Factory S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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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周日至周四上午 9:00 至下午 5:30，周五下午 2:00 至下午 5:30，周六上午 11:00 至下午

5:30，周二闭馆。

票价：（可畅游沙迦沙漠公园所有场地）成人15 迪拉姆，儿童（12-16 岁）5 迪拉姆，儿童（12

岁以下）免费，学校2 迪拉姆/学生（每60名学生，3 位看护人员免费），大学生5 迪姆拉

电话：97165311411 

   

9、沙迦书法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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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博物馆，踏上引人入胜的阿拉伯文化发现之旅，从俊逸、优美的字里行间找寻数百年的阿拉

伯历史遗迹。

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大量艺术作品，皆出自当地艺术家和国际书法名家之手，充分展现了这一生机

勃勃的艺术形式的复杂性，及其厚重、悠久的历史和伊斯兰基础。阿拉伯书法在帆布、木材、纸

张和陶瓷上挥洒自如，健康而生动的活力跃然而出。 

(图片由网友 @清灵 提供)

开放时间：周六至周四上午8:00至晚上8:00，周五下午4:00至晚上8:00

票价：成人5 迪拉姆，家庭10 迪拉姆，儿童免费

多家博物馆通票：成人15迪拉姆，家庭20迪拉姆

电话：97165694561

地点：沙迦遗产区

   

10、沙迦海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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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是6,000 多年前首批移民选择此地定居的首要原因。

在博物馆内，可以看到用于捕鱼、贸易和采珠的传统航海三角木帆船，不同用途的帆船形色各异

；欣赏真正的阿拉伯珍珠，了解珍珠的采集、测量和称重的过程；见识用于升降帆的有力的木制

滑车及了解当地捕鱼的传统技法。想想，现在阿拉伯人还用天平这种工具在集市上卖货，应该与

阿拉伯人保留的传统有关。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开放时间：周六至周四上午8:00至晚上8:00，周五下午4:00 至晚上8:00

票价：成人8 迪拉姆，家庭（2 位成人和 3 名儿童）20 迪拉姆，儿童（4-17 岁）4 迪拉姆

电话：971652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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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l Mahatta博物馆(Al Mahatta Museum)

Al Mahatta

曾是海湾地区的第一座机场。博物馆位于机场大楼内，向人展示了沙迦酋长国的航空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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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寒云冰芬 提供)

这座1932年开放的沙迦机场，最初的用途是用作从英国飞往印度的商业航班的补给站。位于沙迦

首座机场大楼的博物馆展示了从人类最初的飞行尝试到登陆月球等场景。方便人在此探索飞行的

历史，了解本地区航空业的发展。另外，人们还可以观看一部关于1930 年代机场和沙迦城市日常

生活的趣味影片，直接体验沙迦历史上这段颇具吸引力的时期。四架最早的螺旋桨飞机经过全面

修复，静静地立于机库中最早的加油罐车旁。

开放时间：周六至周四上午8:00 至晚上8:00，周五下午4:00 至晚上8:00

票价：成人5 迪拉姆，家庭10 迪拉姆，儿童免费

多家博物馆通票：成人15 迪拉姆，家庭20 迪拉姆

电话：9716573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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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古兰经纪念碑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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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回忆都淡了 提供)

在沙迦古兰经纪念碑广场的街心花园中，耸立着巨大的一个翻开着的一本书的雕塑，那便是古兰

经纪念碑。据说，这是为了纪念阿联酋7个酋长国当年建国时签署联合协议而建造的一个纪念建筑

物。在它的后方那个白色的建筑，是酋长办公室，左边是皇家礼拜清真寺，右边是文化宫，另一

边则是大会堂。

地点：位于沙迦城市中心，没有直达公交，建议打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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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礼拜清真寺(图片由网友 @寒云冰芬 提供)

   

13、沙迦古董车俱乐部与博物馆

博物馆毗邻沙迦国际机场，展示了20世纪早期以来的100多种老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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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往事如烟 提供)

开放时间：上午8:00 至下午2:00，下午4:30 至晚上9:00，周五下午4:30 至晚上9:00

票价：成人5 迪拉姆，家庭10 迪拉姆

电话：97165580058

前往飞机场乘车路线：从火车头市场步行到Al Arooba Street Rolla Mall

Stop1公交站点，坐88路公交到飞机场。共9站，到达站：Sharjah Airport Terminal Stop

1，前一站：Al Dhaid Rd SAIF Zone Entrance Stop 。附近可找到古董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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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飞机场乘车路线

   

14、东海岸

从沙迦城出发，沿途要穿过峰峦起伏、景色壮丽的Al

Hajar山脉，然后分别经过阿联酋海边的历史城镇Dibba Al Hisn、Khor Fakkan 和 Kalba。大约需一

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可到达阿联酋东海岸的度假胜地。这是阿联酋风景最为美丽的地区之一：如

绿松石般的绿洲、岩石林立的海湾、金 色的沙滩、宁静的红树林，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巍峨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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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岸以其水上运动、浮潜、水肺潜水、休闲与探险胜地而闻名。不论是露营还是入住汽车旅

馆或海岸边的酒店，这里都是留宿一晚，放松休闲的绝好去处。海岸地区经历了漫长而动荡的发

展历程，留下了许多早至公元前两千年的考古遗迹。16

世纪，葡萄牙人控制了这里，为掌控香料贸易，他们在Khor Fakkan、Kalba

和Dibba都修筑了堡垒。 

(图片由网友 @清灵 提供)

东海岸活动：

在海滩，可以乘坐香蕉船、建沙堡、游泳和享受日光浴，体验无穷乐趣；或是回归大自然，去观

鸟、徒步旅行或于天然步道漫步；或是探索文化遗址、乘独木舟在红树林中游历、驱车在群山中

穿行、乘三角帆船巡游；或是去深海钓鱼、浮潜和水肺潜水。

如何到达：

1、开车：经由E88公路（沙迦/Al Dhaid 公路）穿过Al Dhaid 抵达Masafi。从Masafi出发，在环状交

叉路口左转，会经过Masafi瀑布和瓶装水工厂，再越过一个壮观的山口，下行至Di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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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砾石平原，在那里，会看到阿曼海湾湛蓝的海水在面前延伸。或者，也可以在Masafi 右转前往

Fujairah。在海岸，可以选择左转去Khor Fakkan，或者右转去Kalba 和红树林。

2、坐公交：从沙迦Al Jubail公交总站出发，坐116路公交可到达东海岸Khor

Fakkan(胡尔法坎小镇)，费用25DHS。

   

15、Al Jazeera 趣味公园 (Al Jazeera Fun Park)

Al Jazeera 趣味公园 (电话：97165691202) 位于泻湖中间的小岛上，占地10万平方米，是沙迦人最受

喜爱去的地方之一，堪称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绿洲。乘木舟急速滑下，冲入水池时浪花四溅，这

一直是备受孩子们喜爱的项目；同时公园还有游泳池、迷你动物园以及有骑乘娱乐设施的游乐园

等。另外，这里有汽车、轮船和火车，可以载乘客环游公园，更有利于掌控郊游计划。众多的选

择让人感到值得多来几趟。如果只想品味大自然的宁静安详，则可在绿树成荫的人行道漫步，遥

看泻湖美景，或在整齐的草坪上轻松地享受野餐。这里有很多茶点和纪念品，还有一座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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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近酋长国

   

1、阿治曼酋长国

从沙迦驱车进入阿治曼市中心，带你去到滨海路，展望那奇特的景象，在滨海路一边是阿治曼漂

亮的海滩，另一边是阿治曼整个城市的风景，在阿治曼市中心，耀眼的Etisalat塔是整个航空航海

的显眼地标。而在加快城市建设中，扩宽道路，建立新的林荫道，特别是由Sheikh

Khalifa医院到Al Humaidiyah的道路，这点可看出这个城市经济升平的近况。距离旧水门不远处是

阿治曼的市中心——贸易博览会，以及阿治曼商业中心与工业塔。不可或缺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

基地。

在阿治曼(Ajman)以北的地区，有一处海滩——阿治曼海滩。Zaura ruins及一处位于交叉路口上的

超级市场是这里难得一见的城市设施。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城市设施了。正因为如此，阿治

曼海滩保留了原始的海滨风光，宽广而静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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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治曼海滩(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向拉斯阿尔卡麦沙漠纵身挺进去探险，那里有Drabhaniya遗迹和古老的海港，从那里还可以浏览

到哈杰尔山脉的景色，扎伊德（Dhaid）和赫特(Khatt)绿洲，还有迪巴(Dibba)海港及著名的贝壳海

滩。另一处考古点在乌阿尔奎汪(Umm

al-Qaiwain)，乌阿尔奎汪是一处建造于公元前210-100年的古希腊建筑遗址废墟。

坐公交：从沙迦Al Jubail公交总站出发，坐112路公交可到达阿治曼，费用5DHS。

   

2、富吉拉(Fujairah酋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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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联酋富吉拉有许多古老的葡萄牙承包和了望塔，包括建于1670年的富吉拉城堡。此外还有一

个新建的博物馆和一个有着天然喷泉和矿泉浴场的艾因马达公园。

阿联酋富吉拉旅游局建于1996年，致力于推广该酋长国的旅游魅力。富吉拉举办的活动多资多彩

，比如观赏没有流血的斗牛比赛，参观林间育鸟点，或者在穆散丹半岛陡峭的山路和狭窄的峡谷

间畅游。在法里克和阿贾之间富吉拉北部沿海，迪巴南面建立基础设施和旅游相关的设施，主要

是为了发展当地的旅游业。现在，东海岸双线的高速公路一直延伸到胡法坎。 

(图片由网友 @往事如烟 提供)

富吉拉（Fujairah）蜿蜒的海岸线使城市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丰富多彩的海洋生活也使得富查伊拉

不像是座落在热带沙漠地带的国家。这里有陡峭的山崖、浑朴的群山、静寂的沙滩和古代的城堡

及印度洋海边茂盛的棕榈树林。水中呼吸器潜水和浮潜在这里开展的很普遍，很多酒店都可以提

供水上运动项目。

富吉拉充分地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发展旅游业。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还没有被破坏的海

滩，最好的深海垂钓，比较有趣的鱼类，比如枪鱼和鲨鱼在离岸不远的地方等着钓鱼人。

交通：从沙迦Al Jubail公交总站出发，坐116路公交可到达富吉拉(该车终点站是东海岸K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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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kkan)，费用25D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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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程推荐

二日游行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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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

①萨费尔国王清真寺

②中央市场或蓝色市场(也叫火车头市场)

③遗产区(以前是沙迦老城，其中最著名的是那不达老宅)

④城堡博物馆

⑤伊斯兰博物馆(从城堡博物馆到伊斯兰博物馆之间是艺术博物馆)

⑥（指向）撒哈拉购物中心

第一天：逛火车头市场(或Al Arsah

集市，两者区别是火车头市场更有名，东西更全，但价位偏贵一点，而Al Arsah 集市名气小，但

更容易砍价，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逛遗产区(遗产区博物馆密度大，超过沙迦所有博物馆的

一半以上，包括：遗产博物馆、Bait Khalid Bin Ibrahim、Majlis of Al Midfaa 、Al Eslah

学校博物馆、Bait Al Naboodah、书法博物馆、城堡博物馆、艺术博物馆、伊斯兰文化博物馆)——

逛商场(撒哈拉购物中心或safeer商场)

早上坐大巴到沙迦(从迪拜过来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可在火车头市场附近转转，外观萨费尔国

王清真寺，逛逛鱼市，9点之后可逛火车头市场。中午可在海滨附近吃饭(相对迪拜、阿布扎比而

言，沙迦消费比较便宜)。饭后，沿着海滨大道往遗产区前行，在遗产区第一区域推荐参观那不达

老宅。继续沿着海滨大道前行，到达城堡博物馆，然后是艺术博物馆。继续往前走到伊斯兰博物

馆。从伊斯兰博物馆出来，可到海滨路坐车到撒哈拉购物中心吃饭和购物。

具体公交路线：走大约613米到Rolla Terminal Stop 2车站乘坐8路公交，经过20站到达Al Nahda Street

Sahara Mall Stop 2(前一站Al Nahda Street Sahara Mall Stop 1)，走大约177米到撒哈拉购物中心。

2、第二日，坐车到阿联酋最美的地方沙迦东海岸游览。在海滩上，可以乘坐香蕉船、建沙堡、游

泳和享受日光浴，体验无穷乐趣；或是回归大自然，去观鸟、徒步旅行或于天然步道漫步；或是

探索文化遗址、乘独木舟在红树林中游历、驱车在群山中穿行、乘三角帆船巡游；或是去深海钓

鱼、浮潜和水肺潜水。

①开车：经由 E88 公路（沙迦/Al Dhaid 公路）穿过 Al Dhaid 抵达 Masafi。从 Masafi

出发，在环状交叉路口左转，您会经过 Masafi

瀑布和瓶装水工厂，再越过一个壮观的山口，下行至 Dibba

的砾石平原，在那里，您会看到阿曼海湾湛蓝的海水在面前延伸。或者，您也可以在 Masafi

右转前往 Fujairah。在海岸，您可以选择左转去 Khor Fakkan，或者右转去 Kalba 和红树林。

②坐公交：从沙迦Al Jubail公交总站出发，坐116路公交可到达东海岸Khor

Fakkan(胡尔法坎小镇)，费用25D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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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沙迦购物

   

1、Safeer购物中心

这座三层建筑坐落于繁忙的迪拜-沙迦公路沿线，临近Al Nahda

居住区，内部容纳了300多家商铺，有Damas、Jacky’s Express、Cellucom、Hang Ten、Sun N Sand

Sports、Royal Furniture Palace、Home Mart和Sharaf DG 等供您选择，另外还配有家庭娱乐设施。商

场有四个级别的专用区，超大型自助商场、折扣中心、电子产品、IT

和电脑；时装和配饰；家具、生活和家居用品；由太空城(Space City)

引领的未来主题装饰风格的大型游乐场以及国际美食广场。Fitness First

健身俱乐部提供最新的泰诺健设备，并讲授团体锻炼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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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

                                               49 / 76



�������

沙迦：沙漠绿洲

   

2、撒哈拉中心

撒哈拉中心位于迪拜-沙迦公路旁边，于2002年开业，帐篷式的独特外观无疑使之成为沙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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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筑之一，是理想的家庭购物和娱乐场所。购物中心内拥有一批名头响亮的入驻商家、国际知

名品牌和最好的区域性商店及报刊亭，这里宽敞明亮、环境舒适，将带给您完美的购物和娱乐体

验。有190多个商家落户于此，提供各种时尚物品满足各种人群，还有体育用品、玩具、化妆品、

珠宝、书籍、家具和电子产品等，一切应有尽有。购物中心的主要店面有 Debenhams、Marks &

Spencer、Toys 'R' Us、THE One、Spinneys 和撒哈拉大影院。 

多元文化美食街提供各种国际菜式，有意大利、中国、伊朗、印度和阿拉伯的众多咖啡厅和餐馆

，也有知名的全球快餐连锁店。冒险乐园 (Adventureland) 是一个室内家庭娱乐区，内部装修灵感

源自阿芝台克玛雅风格，这里有很多绝妙的电子游戏和各种刺激的娱乐项目，如室内过山车等。

另一个看点是六个屏幕的多厅电影院——撒哈拉大影院，上映各种国际大片。

购物中心门前就有出租车，到主要酒店都有穿梭巴士，还有新建的天桥与Al

Nahda住宅区相连，交通十分便利。

撒哈拉中心有免费的Wi-Fi无线网络，喜欢上网的人可以在美食街或中央鼓厅(Central Drum Court)

自由冲浪。

网址：http://www.saharacentre.com

地址：sahara CentreP.O.Box 510051,Sharjah,UAE 

电话：971-6-531-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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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8路公交可达

营业时间：

Sahara中心管理办公室：周六到周四 8:30 am - 6:00 pm

商店：周日到周二：10:00am - 10pm，周三、周四和周六10:00am - 11pm，周五：2:00 pm - 11:00pm

食品柜台：周日到周二：10:00am - 11:00pm，周三、周四和周六10:00am - 0:00am，周五：2:00pm -

0:00am

   

3、沙迦城市中心

沙迦城市中心位于城市正中，在 Al Wahda

路上，是著名的购物区。2001年开始营业，总面积超过35,000

平方米，集购物、休闲和娱乐于一体，适合家庭各个成员，扩建后更是吸引了广大人群。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这里聚集了114 家各类零售和服务店，有时尚、运动、个性、电子、家具和儿童商店，囊括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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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喻户晓的国际品牌，其中有H&M、New Look、Monsoon、Splash、Carrefour

Hypermarket、Areej、Sun & Sand Sports、Shoe Mart、Baby Shop、Mr

Price、Lifestyle、Landmark、Woolworths 和Bhs 等。沙迦城市中心的一层还有很多精美的电子产品

，家乐福超市汇集了各种家用电器。另外还有专门的儿童游乐区“魔幻星球”、20

多家快餐店和餐馆以及充足的停车设施等。

商场不仅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还可以休闲娱乐，是所有人的理想购物场所。在这里，可以享受

家庭假日，将孩子留在儿童游乐区；也可以与朋友购物或共进午餐。 

网址：http://www.sharjahcitycentre.com

营业时间：

商场：周六到周四：10:00 am——10:00 pm；周五：2:00 pm——10:00 pm

家乐福：周六到周四：9:00 am——0:00am；周五： 9:00 am——12:00 noon, 1:30 pm——1:00 am

魔法星球：周六到周四：10:00 am——0:00am；周五：2:00 pm——0: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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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市场或蓝色市场(火车头市场)

中央露天市场从1979年开始营业，是沙迦最著名的市场，也是每位到沙迦旅游的购物狂的必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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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这里店铺林立，琳琅满目。黄金、白银、正宗珠宝、珍稀宝石、漂亮的新款首饰，无所不有

；东方地毯、艺术品、手工艺品、装饰品、相机、银制的传统阿拉伯三角帆船模型等，绚丽动人

；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和非洲的手工家具和雕刻品、珍贵的阿拉伯香水和化妆品、纺织品、珠

绣袋、精美的阿富汗刺绣、色彩迷人的披肩、叙利亚的刺绣桌布、古玩、铜盘等，样式多变，品

种齐全。中央露天市场有阿联酋最好的东方地毯。很多店铺专售地毯、挂毯 (kilims)、雅致的真丝

地毯、毯制的旅行袋、壁毯等，产品来自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以及从中

亚到中国的任何地方。地毯商家大多是精明的店主，他们会为你送上传统的茶水或咖啡，会毫不

厌烦地为你打开一张张地毯，直到你挑到心仪的地毯为止。 

(图片由网友 @寒云冰芬 提供)

购物和“大发现”之余，您还可以到风景优美的Khaled

湖畔散步，顺便到附近环境宜人的咖啡厅享用美味的点心，放松身心。

地点：Al Jubail 公交总站附近，走出公交总站就能看到！

营业时间：早上9:00~13:00；16: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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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l Arsah 集市

这里有安静的小巷，都是室内市场，温度适宜。这里很可能是阿联酋最古老的市场，实木门、红

砖墙、吊灯笼，美丽祥和，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过去。店主都很友好，乐于助人，非常喜欢与

客人一起饮茶（美味香甜的suleimani或薄荷茶），大谈他们独特的手工技艺或生意经。市场上有

许多小店铺，出售的商品五花八门，包括当地的新旧手工艺品、嵌满珍珠的木制阿拉伯婚礼衣柜

、铜制的 咖啡壶、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首饰、香水瓶和熏香、手织衣服、用棕榈树叶编制的篮子

、草药、地毯、围巾等新颖廉价的物品。

地点：到蓝色市场，沿着海滨大道继续往前走 

(图片由网友 @回忆都淡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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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沙迦交通

   

1、飞机

从国内没有到达沙迦的直航，多为转机航班，或从迪拜或从阿布扎比转机。

建议：

1、到迪拜机场后打车到沙迦，至少20美元(170元)。

2、或者坐迪拜C1公交，到Deira

公交/出租站后(大约4DHS)，乘坐到沙迦的公交（5DHS），大约17元人民币。

沙迦AIR ARABIA航空公司，该公司多为中东地区的航班，没有到国内的航班。

   

2、沙迦交通

1、共享出租车 

从沙迦到迪拜坐出租车只需要花费5DHS，这是沙迦酋长国2009年推出来的方便蓝领工人(低收入

人群)的服务。可以缩短等待时间，也方便了一些公交到不了的地方，这种车是橘黄色的有别于其

他出租车。

线路：

①Al Rolla Square ——Sonapur Labour Camp (Dubai)  从沙迦的Al

                                               57 / 76



�������

沙迦：沙漠绿洲
Rolla广场到索那普尔（Sonapur）劳工营(迪拜最大的异国劳工营)，费用7DHS；

②Al Rolla Square——Ajman New Industrial Area从沙迦的Al

Rolla广场到阿兹曼新工业区，费用5DHS；

③5th Industrial Area Square (National Paints) ——Sonapur Labour Camp (Dubai)

从沙迦第五工业区广场到索那普尔（Sonapur）劳工营，费用5DHS；

也覆盖了迪拜的Deira, Al Qusais1和Al Quoz工业区。

旅人提示：女性尤其是单身女性不建议坐这种车。

Tel: +971-6-568 8009

Fax: +971-6-569 0008

e-mail: jassim@shjtaxi.ae

2、出租车 

(图片由网友 @回忆都淡了 提供)

沙迦市内出租车

从沙迦机场或到迪拜另支付20DHS

等候 头10分钟免费，之后每分钟0.5D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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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价：6:00AM~10:59PM,3DHS；11:00PM~5:59PM,4DHS；

计价：0.25DHS/162.5米

中部、东部区域出租车价格

到迪拜 另支付20DHS；

等候头10分钟免费，之后每分钟0.25DHS

起价：7:00AM~9:59PM,2DHS；10:00PM~6:59PM,2.5DHS；

计价：0.25DHS/250米

预订出租车，打电话：600 54 54 55

3、城际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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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沙迦公交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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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迦公交可以直接支付现金，也可以用预付费公交卡划卡。大约有10%折扣！

卡的好处是方便携带并且费用上比正常坐车便宜一些。

售卡点：Al Jubail 公交站、Al Ittihad 公交站

卡费用：卡工本费5DHS，分三种：45DHS、90DHS、180DHS

卡有效期：5年

可充值

最多充值金额：180DHS

适用人群：频繁使用公交人群

提醒：如果仅是旅游，还是建议现金支付

博物馆通票15DHS，单个博物馆5DHS，可以在一个月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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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沙迦住宿

1、Al Sharq Furnished Suites Sharjah

从这到迪拜机场仅15公里，到沙迦机场仅10公里。靠近海滩，附近有购物商场，离沙迦著名的博

物馆很近。

为酒店式公寓，每个房间都配有厨房等设施，还有洗衣机和吸尘器等

价位：210元

地点：103 Al Sharq Street, Po Box 20201, Sharjah, United Arab Emirates

屡获殊荣的Al Sharq Furnished

Suites酒店坐落在市中心的核心位置。酒店距离商务区、购物区、公园和海滩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Al Sharq Apartments公寓酒店靠近Rolla Square广场，享有Corniche和Khalid Sea

Port海港的全景。公寓距离迪拜国际机场仅12公里。

所有公寓都设有一个配有炉灶的设备齐全的厨房、水电煤等所有公共设施的供给，以及一台洗衣

机。

综合设施

24小时接待台， 禁烟客房，家庭间，电梯，保险箱，名家设计的酒店，行李寄存

服务项目

机场班车，婴儿/儿童看护服务， 洗衣，干洗， 理发/美容中心，熨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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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兑换，租车服务，旅游咨询台，传真/复印。

网络连接酒店在酒店客房提供无线网络连接，收费是每小时AED10 。

停车场免费! 酒店（需提前预订）可提供公共停车设施，但免费。

办理入住手续从14:00 时，办理退房手续至12:00时

2、Al Jazeerah Hotel Sharjah

每间客房都提供无烟房、空调、当日报纸、电视、淋浴。提供24小时客房服务。商店、电梯、洗

衣房、干洗服务

地址：Cornish Road, Sharjah, United Arab Emirates

费用：219元人民币/间 

3、Sharjah Hostel沙迦旅馆

五人间，带厕所和淋浴、床单毛巾，每张床每晚20美元。

地点：262 Sharghan Area in front of Anjad Police Station, Old Muroor r.a Sharjah(在 Anjad警察局前面)

United Arab Emirates

电话：Tel.971 6 5225070

email：uaeyha@emirates.net.ae

4、Sharjah Heritage Youth Hostel

旅馆提供床位。位于遗产区Al-Zahra清真寺后侧，附近有免费停车场。旅馆提供房间空调、电视

室、公用厨房和保险箱。沙迦的滨海路和公共海滩距离旅馆仅分钟的步行路程。沙迦国际机场15

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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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合120元/晚。

电话：00971 6 5697707

地点：Sharjah Heritage Area Al Meena Road (behind Al Zahra'a Mosque在Al Zahra'a清真寺后面) Sharjah

United Arab Emi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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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沙迦饮食

沙迦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饮食文化中心。有着世界各地风味美食，另外，在沙迦吃饭很便宜，比

迪拜便宜！

1、Fish Corner: Mediterranean fish tavern地中海鱼类酒馆 

这是一家地中海风味鱼类饭店，以简单而创新的鲜鱼料理而闻名。灵感来自于传统的希腊餐厅，

餐厅为客人提供新鲜的沙拉和自制的神奇烧烤或油炸新鲜的鱼。

Address: Block C, Al Qasba, Sharjah.

Tel: +971 6 5568884

2、Shababeek：黎巴嫩餐厅

Shababeek提供了典型的中东，东欧风格的豪华内饰豪华的用餐区。是一家代表现代黎巴嫩菜系的

餐厅，，餐厅还设有独立的适合儿童的菜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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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Block B, Al Qasba, Sharjah.

Tel.: +971 6 5540444

3、玛沙拉印度餐厅

玛沙拉印度餐厅工艺是在沙迦市，提供美味的印度菜。精心挑选的印度菜餐，香味丰富的印度餐

令人垂涎三尺。

Address:Block F, Al Qasba, Sharjah.

Tel.:+971 6 556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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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回忆都淡了 提供)

4、南多的：葡萄牙餐厅

享受的辣鸡的美味为主题的变化。这家现代化的葡萄牙餐厅非常流行的休闲和友好的气氛和特殊

待遇的家庭。

5、柠檬草：泰国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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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泰国风格的餐厅，提供正宗泰国料理。宜人的泰国菜肴完全由泰国厨师烹调，正宗的泰

国菜肴采用最新鲜的原料和产品。

Address:Block A, Al Qasba, Sharjah.

Tel.:+971 6 5565366

6、Saravana总统府：南印度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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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流行的南印度素食餐厅之一。总统府提供了如玛沙拉DOSA的咸味Vada，等等精彩南印度

小吃。

Address:King Faisal Road, Al Qasba, Sharjah.

Tel.:+971 6 5735731

7、沙迦独桅帆船餐厅：阿拉伯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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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迦独桅帆船餐厅坐落在美丽的独桅帆船，即在一个真棒沙迦滨海路停靠渡轮。您可以在独桅帆

船上的美味丰盛的餐饮区里，各种鱼类和其他不错的食品菜肴。

8、AL -沙米餐厅：阿拉伯语美食

自称是最好的沙迦阿拉伯餐厅，提供中东和阿拉伯菜肴。如混合烧烤，Shawarma，鱼类和许多阿

拉伯特色美食。餐厅还有许多廉价的美味佳肴。

地址：Address: Immigration road, Al Qasba, Sharjah.

电话：+971 6 574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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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他相关信息

信息热线 800 SHARJAH (800 745)

24 小时电话号码查询台 181

信息服务黄页 700 017 000

电话报时服务 141

拨号代码

阿联酋 (UAE) 部 拨号代码

Abu Dhabi  02

Ajman 06

Al Ain   03

Dubai  04

Khor Fakkan/Dibba/Kalba   09

Fujairah  09

Ras Al Khaimah  07

Sharjah City  06

Umm Al Quwain  06

阿联酋 (UAE) 之外  拨号代码

Sharjah  +971 6

阿联酋电信手机号码  +971 50

du 手机号码  +971 55

Sharjah 内通话省去“06”。

手机：号码前加拨 050 或 055。

时间

当地时间为 GMT + 4 小时，全年如此。

货币及货币兑换

当地通用货币为迪拉姆 (Dhs)，也就是阿联酋迪拉姆 (AED)。其与美元的兑换比率为1美元 = 3.67

迪拉姆。硬币包括：1迪拉姆，50费尔斯和25费尔斯三种。纸币面额分别为5、10、20、50、10、20

0、500 和1,000迪拉姆。大多数酒店、商店或餐馆都可用通用的信用卡消费。

旅客支票及外币兑换可通过国际银行、大型酒店及得到许可并提供ID证明的货币兑换所进行。这

些兑换所通常全天营业，大多数银行晚间关门时，这里依然提供兑换服务。汇率每天在报纸上刊

登。

银行营业时间为每周六至周四早上八点至下午一点或稍晚一些，周五及公休假期停止营业。

公休假期

新年 固定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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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 固定 12 月 2 日

伊斯兰教新年 回历 

先知穆罕默德诞辰 (PBUH) 回历 

先知穆罕默德升天 (PBUH) 回历 

开斋节 回历 

宰牲节 回历 

回历日期不确定，因为取决于见新月的时间。通常，假期前几天会在报纸上公开宣布。

斋月

斋月是为了纪念真主向先知穆罕默德启示神圣《古兰经》的经文之月。这是每年穆斯林戒斋的时

间，全月每天自日出至日落，禁止饮食或吸烟。斋月的时间不固定，每年都会变化。次年的斋月

时间大约比前一年提前十天。和公历不同，穆斯林历是按阴历算的，以月相为基础。

医院&药房

人们通常认为这里的医疗保健标准不错，游客可很容易的从私营医院或公立医院获得医药治疗。

医院可现金付费，也可用多种信用卡或选定的保险计划支付。

Sharjah 有很多货源充足的药房，也常有药房全天24小时营业。药房联系电话都刊登在日报上。

保险

私人医疗保健可能会很贵，因此我们建议游客将这一点列入其旅行保险套餐或私人医疗保险范围

内。

医疗紧急事故

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医院会不经转诊治疗而接受患者，但初步治疗后，可能会将患者转到设备更

好的医院以对其进行治疗。

紧急电话（24 小时）

救护车：998/999

民防/火警 997

警察：999

电力：991

水力：992

交警 (Anjad): +97165634444

海岸警备队：+97165282999

Sharjah Al Qassemi 医院：+97165386444

Sharjah Kuwaiti 医院：+97165242111

Al Dhaid 医院：+97168828777

Kalba 医院：+97192777011

Khor Fakkan 医院：+97192370222

营业时间

周五为周末假期，通常周六也接着放假。

政府：周日至周四早上7:30 - 下午2:30。周五、周六及公共节假日休息。

私营部门：有的部门上午8:00 – 中午1:00和下午3:00/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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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6:00/7:00间隔上班，也有的从上午9:00一直营业至下午6:00。

银行：周六至周四早上8:00 – 中午1:00 或更晚。周五及公共节假日休息。

大使馆及领事馆：早上8:45 左右 –

中午1:30。周五周六休息，但电话接听服务通常会提供紧急情况联系电话。大使馆设在Abu

Dhabi，领事馆设在Dubai。

商店：购物中心通常每天营业，营业时间从上午10:00

到晚上11:00，周末营业时间会更长。其他商店的营业时间为上午9:00 至下午1:00 和下午4:00

至晚上10:00。

周五上午11:30 至下午1:30 为祷告时间，所有商店暂停营业，购物中心下午2:00

开门，营业至深夜。

加油站和酒店在周五祷告时间内仍然提供服务，但有些加油站从中午到下午1:00 停止营业。

斋月：斋月期间，每天的正常工作时间通常缩减为6 个小时。政府部门上午9:00 – 下午 2:00

办公。

出行

出租车

所有出租车均为仪表计费。游客可预订出租车或在酒店外和市内直接拦车。早上6:00至晚上10:00

起步价为3迪拉姆，晚上10:00至次日早上6:00起步价为3.50迪拉姆。沙迦区域内打车费用在8到20迪

拉姆之间。如需往返于迪拜酋长国，则需另付起价为20迪拉姆的费用。您最好了解目的地附近的

路标，以便为司机指引方向。

驾车

汽车靠马路右侧行驶。前排必须系好安全带，建议后排乘客也将安全带系好。速度限制从城市建

成区的70公里/小时到高速公路的120公里/小时不等。超速照相机遍布各处，严格禁止酒后驾车。

租车

租用交通工具者通常年龄不得低于21岁。办理租用手续时，需持信用卡、有效驾驶执照及护照复

印件。大多数汽车租赁公司都位于 Al Wahda 路、King Faisal 路、Al Mina 街和 Al Estiqla

路，某些租车公司在主要酒店也设有服务台。

驾驶执照

阿拉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国民可凭借其各自的执照在阿联酋境内行驶。如果游客拥有其原籍

国颁发的有效国际驾照，则可租用自驾车辆。

Salik 是迪拜境内实施的一个道路收费系统。每次经过迪拜的Salik

收费站时，汽车租赁公司都会收取5迪拉姆的费用。

汽油

无铅汽油每公升1.52迪拉姆。加油站24小时营业。不接受信用卡付费。

停车计时器

沙迦的付费停车时间为周六至周四早上8:00 至下午1:00 和下午5:00

至晚上10:00，每小时最低费用为1迪拉姆或2迪拉姆。

手机

整个阿联酋的手机信号接收都很好。游客的本国供应商收取的海外漫游费可能比较昂贵，因此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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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手机的游客可以购买阿联酋电信公司 (Etisalat) (www.etisalat.ae) 或du公司 (www.du.ae) 发行的本地

SIM 卡以节省开支。注册和激活SIM 卡时，请带上您的护照。

邮政及快递服务

Empost (www.empostuae.com) 的组成部分 - 位于 Al Soor 的沙迦中央邮局 (+97165722219)

及其分支机构提供所有日常邮政服务和邮筒。邮局每天早上 8:00 至晚上 8:00

营业，周五营业时间则为下午5:00至晚上9:00。

位于 Emarat 加油站及其他精选场所的 Empost 商店出售办公用品，并提供邮政及快递服务。邮票

也可在某些贺卡店买到。通常通过快递公司办理本地及国际投递业务。

沙迦酋长国的主要市镇都设有邮局分支机构。

摄影

除了拍摄军事设施，摄影通常是允许的。拍摄人物特别是妇女时，先征求许可是应有的礼节。

电力

220/240 伏，50 赫兹。标准插座为英式三孔插座。

水

尽管自来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瓶装水价格合理，更为可取。

有用的链接

1、租车服务

http://sharjahairportcarrental.net/

2、沙迦地图

http://sharjahtourism.fi-demo.com/userfiles/20080701_map-english.swf

3、沙迦机场

http://www.sharjahairport.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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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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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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