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02- 2563-4633 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珮 涵 02-2523-7728

【MINI TOUR 迷你團~4 人成行】
杜拜七天五夜(國泰航空)
NT:119,000 元/人
因杜拜地區常遇各種大小展覽會議，房價會依飯店住房狀況做浮動調整，所有報價皆為飯店參考暂報
價，報名皆先以後補方式處理，公司服務人員會再與您做最終售價確認。

◎單人需補單人房差。
◎【溫馨提醒】以上報價如卡台灣及杜拜展覽、連續假日或寒暑假，則需另報價。
◎2018 齋戒月為:5/16~6/15。
團費訂金注意事項:
1. 杜拜行程特殊，成團要見取決於飯店及機位相互配合。
2. 團體一經確認成團，杜拜及阿布達比飯店皆會要求全額付費。
3. 因此訂金收取後本公司將全數轉付飯店費用，一經付款無法退費。
行程特色
◎特色 1：本行程安排【當地華語司機兼翻譯】，以小團體方式服務。不再另派領隊隨團。
◎特色 2：台北國泰航空飛往杜拜班機(均無法指定航班)，機場安排送機人員，協助辦理登機手續服務。
※此機票一旦開立後，不可改名或換人，如更改更動、取消航空公司皆會有罰金，如有票差稅金差另
外補。
◎特色 3：團費包含導遊兼司機服務費。

參考航班
日期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飛程時間
第一天
CX 421
桃園
1210
香港
1420
約 2 小時 10 分
第一天
CX 731
香港
1655
杜拜
2215
約 9 小時 20 分
第六天
CX 738
杜拜
2340
香港
1110
約 7 小時 30 分
第七天
CX 522
香港
1325
桃園
1520
約 1 小 55 分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香港杜拜
夢想起飛~搭乘豪華客機前往香港轉機飛往中東時尚之都、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最閃亮的明星—杜
拜。這個沙漠小邦，70 年代開運河、80 年代做貿易、90 年代推觀光，千禧年後這裡已是中東地區的
轉運中心、觀光購物城和科技網路城，也躍進成為新現代奢華主義的國度，人生必訪之地。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饗宴
住宿：五星飯店威斯丁、萬豪、千禧年或同級飯店

第 2 天 杜拜老城觀光+沙漠沖沙旅程
【伊朗小鎮】巴斯塔基亞的名稱源於伊朗小鎮 Bastak，19 世紀早期迪拜的首批經商移民大多來自那
座小鎮。這裡是迪拜最古老的遺址之一，也是海灣阿拉伯沿岸僅存的風塔建築群。
繁華深處的迪拜 Deira 老城區，保留著傳統風格的建築和生活方式，土白色牆上獨特的阿拉伯彩繪裝
飾和文字，異域風情卻整潔幽靜，展現著古老阿拉伯人在建築上的奇思妙想。
【杜拜博物館】有兩百多年歷史、由阿拉伯式堡壘改建而成，是杜拜現存最古老的建築物。博物館最
棒的部分在城堡底下，從庭院左邊角落一直往下走，就進入了時光隧道：有和實際尺寸一樣的古市集，
栩栩如生的鐵匠、珠寶商和裁縫師。博物館裡還有像好萊塢製片廠一般的場景：真實大小的駱駝、綠
洲、營火等，可以瞭解到阿聯酋的建國歷史和發展。參觀完之後我們乘坐阿拉伯最著名的水上計程車
遊覽杜拜河濱。
杜拜港灣將杜拜市中心一分為二，我們乘坐當地傳統的木製渡輪交通工具－【水上計程車】跨越杜拜
港灣。記得今天要帶麵包喔！一大群的海鷗等著您親自主演的餵食秀喔，渡河後我們接著參觀勘稱世
界最大的【黃金市集】店鋪櫥窗內掛滿了項鍊、戒指、手鐲、耳環及胸針，價格更是公道划算；鄰近
的【香料市集】可以找到傳統的阿拉伯香料－薰香玫瑰花瓣，以及各式食用藥材，芳香撲鼻的香料將
會讓您的旅程增添無限色彩。
沙漠體驗之旅：
【搭乘四輪傳動車沙漠衝沙】難得來到中東，當然要體驗騎駱駝的滋味囉！傍晚時分前往邊境的沙
漠，安排刺激無比的活動衝沙。我們將在專業四輪驅動吉普車隊的帶領下，進入我們的沙漠發現之旅；
專業四輪驅動吉普車隊將帶領我們體驗在金黃色的沙丘上下馳騁的極大樂趣和刺激。天色已近黃昏，
向遠處望去，太陽正在徐徐下落，落日的餘暉是那樣的迷人，把無垠的沙漠烘托得更加不可思議。隨
著日落，沙漠美麗的夜晚也降臨了....很快我們將抵達貝都因營地；這是一塊寧靜之地，純正阿拉伯風
情，夕陽給四周宏偉的沙丘鍍上餘暉。夜晚降臨…伴隨滿天星斗、正宗的阿拉伯燒烤讓您品嘗多種新
鮮的烤肉和沙拉。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自助涮涮鍋料理
晚餐：沙漠阿拉伯自助料理
住宿：五星飯店威斯丁、萬豪、千禧年或同級飯店

第 3 天 杜拜城市觀光(奇蹟花園、棕櫚島單程輕軌)、地球村觀光
【杜拜奇蹟花園 Miracle Garden】 是個獨一無二的世界奇觀，定必令您「花多眼亂」。花園位於南
阿爾巴沙 (Al Barsha South)，是全球最大的花園，佔地 72,000 平方米，種植了超過 4,500 萬朵花，
在各種精巧的雕塑和設計中搖曳生姿。
在這裡您可以飽覽各種形狀的「花式」：金字塔、星形、圓頂建築、心形的花壇設計等等。別忘了觀
賞世界最長的花牆，或在由五顏六色雨傘所組成的天穹底下漫步。公園裡集中展示充滿動感的花壇設
計，與其說它是一個遊覽景點，不如說它更像一個精緻的藝術展覽品。離開時，您會感到自己見證了
一個奇蹟：一座位於沙漠中央的巨大花園。
【棕櫚島單程輕軌】杜拜往返棕櫚島亞特蘭提斯飯店的電車，耗資 1100 萬美元重金打造而成，也是
中東地區第一條單軌電車，有人說他是杜拜捷運的前身，搭乘朱美拉棕櫚島單軌電車，您可真正領略
世界第八大奇景～人造棕櫚島，深入了解這項突破人類工程史的偉大計劃。
【世界地球村】Global Village: 1996 年，杜拜地球村 (Dubai Global Village) 還是默默無聞，只有在
河灣 (Creek) 附近販賣世界各地產品的小攤販，現在杜拜地球村已成為吸引大排人潮的熱門景點。
杜拜地球村是杜拜購物節 (Dubai Shopping Festival) 的亮點，有來自 40 多個國家的大型展區，自
匯集世界不同文化，售賣各地本土食物、商品、手工藝品等。當中有不少是珍品，包括來自中國的頂
級棉花、敘利亞的果仁、葉門的蜂蜜、伊朗的地毯、印度的紡織物及摩洛哥的傢俱。露天市場巡遊車、
不同類別的攤檔及各種活動，包括音樂、舞蹈、戲劇，都營造出獨特的嘉年華氣氛。
註：開園期間每年 11 月~4 月。
早餐：飯店內

午餐：亞特蘭蒂斯飯店自助午餐

晚餐：晚餐自理

住宿：五星飯店威斯丁、萬豪、千禧年或同級飯店

第 4 天 法拉利主題樂園、阿布達比羅浮宮遊覽
【法拉利樂園 Ferrari World】全世界最大的室內主題樂園，體驗極速震撼的快感！於 2010 年啟用，
並成為全球首座法拉利主題樂園與最大室內遊樂園。發想於 Ferrari GT 賽車經典雙車側曲線的概念，
以三叉方式並構成主題樂園建築體的設計主軸。屋頂翼展總長度達到 2.2 公里，襯搭出覆蓋面積達
20 萬平方米的紅色屋頂，不僅如此，醒目的巨大 Ferrari 標誌，以 65 米乘 48.5 米的面積鑲嵌在屋頂，
向世人傳達這座高度達 48 米高的特殊建築，是法拉利專屬夢幻國度。這座法拉利主題樂園將擁有豐
富的設備，針對不同年齡層的遊客，提供體驗法拉利品牌歷史、產品與運動賽事的設計，還有頂級美
食與購物商場，讓每位到訪的法拉利車迷都能徹底融入這家義大利超跑的品牌魅力中。不僅如此，為
滿足熱血車迷，這座樂園設計出全球最快，時速高達 240km/h 的雲霄飛車，體驗猶如 F1 賽車的 G 值
變化感官反應，您絕對不能錯過！

【阿布達比羅浮宮】建立最初源於阿布達比與法國政府間協定，羅浮宮名字的使用租期為 30 年，臨
時展品租期 15 年以及來自法國 13 個博物館的藝術佳作租期 10 年。以羅浮宮命名的這家博物館，將

正式開啟世界博物館史的一頁新篇章。阿布達比羅浮宮博物館的整體建築十分巧妙地設計在一個標志
性的穹頂之下，整個屋頂是由 7850 顆繁星組成的幾何圖案，並以大小及角度不同的星星構成八個層
面。陽光穿過圓頂上特別設計的小孔，就會形成“光雨”般的電影效果。這一設計靈感主要來源於阿
聯酋傳統的棕櫚葉屋頂，陽光透射葉子交錯間的縫隙產生的光影效果。阿布達比羅浮宮由普利茲克建
築獎的獲獎建築師讓·努維爾親自設計完成，整個博物館設計為阿拉伯對比鮮明的白色建築系列。
早餐：飯店內

午餐：午餐自理

晚餐：八星皇宮飯店晚餐

住宿：五星飯店威斯丁、萬豪、千禧年或同級飯店

第 5 天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BREAK WATER 公園、王子號遊船 2 小時、Masdar Cidy
【榭赫扎伊德大清真寺】是全世界第三大的清真寺也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朝聖的景點，不論是內
外觀都壯觀美麗到令人驚豔，值得你花多一點時間拍照流連。擁有全球「最大」圓頂的清真寺，內部
以數以萬計的寶石、彩瓷、貝殼鑲嵌在大理石柱壁牆中，兼以充滿伊斯蘭風情的雕花與紋飾，雅緻不
落俗氣；位於祈禱大廳的水晶吊燈，高、寬各 10 公尺，為這座清真寺增添些許華麗風情。值得一提
的是，舖蓋於祈禱大廳的波斯地毯，是由 1,200 多位婦女，在伊朗東部以製作手工地毯聞名的呼羅珊
(Khorasan)地區，花了 2 年時間才編織完成，據說其重達 45 噸、耗資超過 850 萬美元，是全世界最
大的手工波斯地毯。
【BREAK WATER 公園】可眺望阿布達比全景，還有全世界最大的國旗～阿聯酋國旗隨風飄揚景況。
【海洋王子號雙桅帆船 prince of sea】海洋王子號帆船，乘船地點在阿聯酋皇宮酒店後面的碼頭上，
與真正的酋長皇宮僅有一牆之隔，整個帆船最多能承載 90 人，運行時間約兩小時，航線從阿聯酋皇
宮酒店外海出發，沿著阿布扎比海灣環繞整個城市的美景，可以近距離欣賞到，阿聯酋皇宮酒店，以
及現任酋長的宅邸，酋長皇宮。也可以遠眺有阿布扎比曼哈頓之稱的聯合大廈（Etihad Towers）
、阿
拉伯灣（Arabian Gulf）和海濱大道（Corniche）、薩蒂亞特島（Saadiyat Island） 等景色。船上有
各類軟飲，咖啡可供選擇，還會含有例如海鮮、意大利面、阿拉伯美食、水果等的美食選擇。還有免
費的娛樂項目，例如水上鞦韆等
【馬斯達爾達爾城 Masdar Cidy】來到「馬斯達爾」首先印入眼臉的是一個展開雙被臂擁抱您的光臨
的”雙開自動門”，在滿懷激動的心情下我們先看到了整個城市的立體模型，進入城市的通勤站後我
們立刻就看到了最新科技的無人駕駛的個人快速運輸系統的電車了。當電車緩緩的進站後自動打開車
門歡迎著貴賓的光臨，假全車視野遼闊加上舒適的內裝，期當您輕觸著電腦螢幕上的前進按鈕後、我
們迅速的進入了 21 世紀中最先進的城市 (目前電動車是免費載客，並不保證一定可以搭乘、敬請見
諒！)
早餐：飯店內

午餐：遊船午餐

晚餐：晚餐自理

住宿：Burj Al Arab 七星級帆船飯店或同等級

第 6 天 上午帆船飯店享用設施、madinat souk、jumeirah beach、哈里發塔 124 層
觀光、杜拜購物中心
【madinat souk】設計模仿傳統露天市集，建於大型度假村內，在云云高級零售點之中，朱美拉古城
市集最具情調，一開幕迅即成為熱門旅遊勝地。在朱美拉古城市集樓層較低的建築物之中，風塔鶴立
雞群，在黑夜裡亮起的時候，讓整個區域籠罩在浪漫的光茫下，附近更有曲折的運河及極好的戶外食
肆。
【jumeirah beach】朱美拉公共海灘位於帆船酒店的東北方，海灘上沙質柔軟細白，前方是波斯灣湛
藍清澈的海水，背方則是一排豪華酒店，其中以外形似海浪的卓美亞海灘酒店最為醒目。由於海灘較
好的地理位置，這裡也是欣賞帆船酒店的絕佳地。海灘上有公共浴場，可以租借沙灘椅。來此可以看

到人們大多在沙灘上休息，有不少比基尼美女和金髮帥哥。有的坐在海灘上欣賞海景，有的躺在沙灘
上曬太陽，個個都悠閒陶醉，彷彿都沉浸在海灘的浪漫和海水的柔情中。遠處的海中還可以看到游泳
者和趴在衝浪板上，逆著海浪努力往外劃著的衝浪者。
【哈里發塔 Burj Khalifa】世界最高的建築物，828 米高。哈利法塔的表層，看起來與附近的傳統杜
拜建築相映成趣。日出時，燦爛陽光反射在建築表面，不容錯過。哈里發塔的設計為伊斯蘭教建築風
格，樓面為「Y」字形，並由三個建築部份逐漸連貫成一核心體，從沙漠上升，以上螺旋的模式，減
少大樓的剖面使它更如直往天際，Y 字形的樓面也使的杜拜塔有較大的視野享受。在杜拜塔上並可以
看到世界第八大奇景 " 世界地圖島 "；這是由 300 個島嶼勾勒出的一幅世界地圖：縮小的法國、美
國佛羅里達州、俄亥俄州都包括在內，甚至原本冰雪覆蓋的南極洲也處在當地的炎炎烈日之下。然而
這一切奇特景象並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它是杜拜雄心勃勃的人工島計劃！
【杜拜購物中心 Dubai Mall】杜拜購物中心是杜拜眾多購物和娛樂景點之中的「巨無霸」，面積稱霸
全球的購物與娛樂設施。單是購物中心的面積已經十分驚人：共 1,200 間零售店、150 多家餐飲店，
還有數之不盡的悠閒設備。杜拜購物中心號稱擁有最多時裝品牌，購物中心內更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室
內水族館；水族館長 51 米、高 20 米、寬 11 米，大家可以一邊購物，一邊欣賞海底世界。另外還有
室內主題公園、溜冰場及總共 22 院的電影中心以及全球最大的室內黃金市場。堪稱是中東規模最
大，風格迥異的現代化購物中心。
早餐：飯店內

午餐：午餐自理

晚餐：晚餐自理

住 宿：機上

第 7 天 杜拜 香港 桃園
從杜拜經香港轉機返回台北，結束此次杜拜特別之旅。此行華美的住宿，與寫意精緻的行程，昇華了
這令人難忘的阿拉伯之旅。
早餐：機上饗宴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饗宴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杜拜 簽證資料:
1.護照正本效期 6 個月以上
(如無法提供護照正本,請提供護照彩色掃描之 JPEG 檔,檔案需大於 1MB)
2.身份證彩色影印本.(小孩附戶口名簿 1 份)
3.兩吋彩色白底照片
◎以上提供 彩色拍照檔即可，清晰不可反光。
※杜拜政府有權拒絕任何簽證之申請，我方僅代送件，無法對簽證的核准擔保。
※若 70 歲以上之申請者，需有同行者一同參團，並附上申請者之英文戶籍謄本【註】英文戶籍謄本
申請約需 6 天。
※護照內不得有「以色列」簽證或蓋章。
※未滿 18 歲申請者須跟「父親」一起送件。
如父母親帶小孩參團，需附上英文全戶英文戶籍謄本；
如母親帶小孩參團(父親未同行)，需附上英文全戶戶籍謄本及家長授權同意書(必要時須補英文戶籍
謄本或送父親簽證資料)；
【註】英文戶籍謄本申請約需 6 天。
※敬請預留足夠之工作天數，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擾簽證一但被拒絕，杜拜政府將不會退還簽證費。若
簽證核發後如未如期出發者，須依照阿聯酋政府規定，額外徵收簽證註銷費。

※齋戒月期間杜拜上班時間將少於六小時，故申請簽證所需時間(工作天數)將花費十日以上，請提早
準備相關申請所需資料呦！
☆☆杜拜行程特殊訂位&訂房規則及規定☆☆
1.單人房價差：因杜拜所有杜拜 HOTEL 大部份皆無單房優惠價，所以訂房以雙人為主
2.杜拜頂級酒店無三人房房型，如需求三人一室，則需使用雙人房加床(行軍床或沙發床)，或者建議
升等房型入住。
3.因杜拜地區常遇各種大小展覽會議，房價會依飯店住房狀況做浮動調整，所有報價皆為飯店參考暂
報價，報名皆先以後補方式處理，公司服務人員會再與您做最終售價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