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程無購物，無壓力輕鬆遊雙國。 

✿特別安排榮獲最佳經濟艙及亞洲最佳區域航空的【汶萊皇家航空】 杜拜、 。 一次暢遊 汶萊雙國

✿特別安排大開眼界 世界最高塔『哈裡發塔』、世界最大噴泉『杜拜音樂噴泉』、全球最大【世界之最】

購物中心『杜拜購物中心』、全世界最貴最奢華清真寺『大清真寺』。 

✿沙漠之夜精選【Royal adventure ，讓您享受一千零一夜中皇室的尊貴服務。 營地】

✿讓您免受機場候機之苦，貼心安排入住近機場四星酒店。 

✿暢遊精選【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三大酋長國】阿布達比：羅浮宮、文化廣場 阿聯酋傳統民俗村。、  

           博物館、黃金相框、杜拜：  朱美拉海灘、朱美拉市集、伊斯蘭藝術中心。       

           沙迦：  可蘭經紀念碑文化廣場、骨董車博物館、藍色市集。

✿特別安排 享受浪漫璀璨夜景，品嘗阿拉伯佳餚及國際美食。 【杜拜河船遊含晚餐】

✿特別安排 水上計程車、輕軌。 【精采體驗】杜拜：

四輪傳動沙漠之旅(衝沙、騎駱駝、沙漠之夜+BBQ) 沙迦：

          水上計程車、馬來式下午茶點+飲料【汶萊水上鄉村： 】 

✿暢遊精選【貴氣十足神秘國度汶萊】 傑米哈山納基亞清真寺、奧瑪哈裡清真寺夜景、 加東夜市、 

 馬來文化中心、蘇丹皇宮與紀念館、海事博物館。

✿獨家安排品嘗【吳尊 吳尊麵包每人一個，體驗環遊世界為主軸，追求跨國界的異國風味。 貝肯莊麵包】

 

✿

✿

    

✿ ：  

    



 (時間若有調整，正確時間航空公司公佈為主。)  

本公司盡量忠於原行程，但仍保有行程順序與飯店同等級調整之權利。敬請明瞭 謝謝！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汶萊皇家航空  

BI-452 桃園 汶萊 15：00 18：30 3 時 35 分 

BI-007 汶萊 杜拜 00：10 03：35+1 8 時 15 分 

BI-008 杜拜 汶萊 04：45 17：00 8 時 15 分 

BI-451 汶萊 桃園 10：15 13：50 3 時 35 分 

 

 下車拍照  入內參觀 車遊經過 

第一天  桃園 汶萊 杜拜 

機場集合之後，前往夢想中東。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汶萊轉機至目的地-杜拜，杜拜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第

二大城，同時也是充滿獨特文化氛圍的現代大都市，在這裡東、西方文化交匯，和煦的陽光、浪漫的海

灘、一望無際的沙漠與神秘曼妙的阿拉伯風情，構成一幅幅動人美景。 

✿餐食：早餐：XXX / 中餐：XXX / 晚餐：發放餐費 15 新幣，機場內敬請自理 

✿住宿：豪華客機 

 

第二天 140KM約1.5H 杜拜 阿布達比 

✿景點： 大清真寺、阿聯酋傳統民俗村 車遊經過：文化廣場 入內參觀：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 Sheikh Zayed Mosque 單看外表已知所費不貲，純白建築宏偉不凡，中庭廣場上，】

鋪滿馬賽克的花卉圖案，殿內又有花紋精細的義大利雲石牆壁，天花板垂下的七盞巨型施華洛世奇水晶

吊燈，稱得上光芒耀目。主殿內這張全球最大的手織波斯地毯，由上千名伊朗婦女花費 2 年時間手工編

織而成，無與倫比的人文與工藝造就了大清真寺的富麗堂皇！ 

【文化廣場 Culture Square 行經阿布達比主要道路有個寬廣的文化廣場，放置六個以石膏打造的巨大】

模型；分別是大砲、老城堡、阿拉伯壺、玫瑰露香水瓶、薰香爐及菜罩等，是阿布達比的著名地標。 

【阿聯酋傳統民俗村 Heritage Village 一座座貝都因型式的帳篷、棕櫚葉和泥屋蓋成的屋子，以及早期】

清真寺建築，皆是仿過去遊牧和漁業時期聚落打造而成；柵欄內飼養著駱駝和馬、動物園裡養著羊和牛，

這些都是居民主要的交通工具或畜產經濟來源。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阿拉伯風味餐 / 晚餐：中式八菜一湯 

✿住宿： Holiday Inn Abu Dhabi(airport)或 Holiday inn downtown auh 或  

✿住宿：★★★★Ramada Abu Dhabi Corniche City Seasons 或同級 



    

第三天 140KM約1.5H  阿布達比 杜拜

✿景點： 阿布達比羅浮宮、朱美拉古城市集、伊斯蘭藝術中心、輕軌、遊船晚餐 入內參觀：

         朱美拉海灘 下車拍照：

【阿布達比羅浮宮Louvre Abu Dhabi 歷時逾10年、耗資10餘億美元興建的阿布達比羅浮宮，是羅浮宮】

首座海外分館，由法國知名建築師尚．努維爾(Jean Nouvel)設計。銀色穹頂佈滿具有阿拉伯特色的鏤空幾

何圖形結構，努維爾將流瀉而下的光影形容為 。除展出250多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獨有的藝術珍

藏外，還獲得巴黎羅浮宮出借梵谷的畫作，以及義大利文藝復興大師達文西的畫作等約300件珍品。 

【朱美拉古城市集Souk Madin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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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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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藝術中心】這裡是藝術品的天堂，充滿了世界知名手工藝品大師的傑作，奢華生活情調的各類

裝飾品，絲綢、波斯毯等一應懼全。伊斯蘭藝術中心集合了博物館、展示廳和陳列櫃檯等多種功能為一

體。同時還展出了銀制的椅子，裝飾精美的床和沙發等大件藝術作品。在這裡你還可以欣賞到古代的珠

寶，如添加了琺瑯、寶石和貴重的金屬的 樣式的首飾。 

【觀光輕軌電車 Palm Jumeirah Monorail 棕櫚島輕軌電車全長 5.45 公里，耗資將近 6 億美元，歷時 3】

年打造完工。搭乘電車可以全方位觀賞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島、世界第八大奇景之稱的 The Palm棕櫚島。

棕櫚島是由 1 億平方米沙石建成，外型酷似棕櫚樹，島上可容納 50 間豪華酒店、2500 間沙灘住宅別墅、

2400 間面海住宅大廈、遊艇會、水上樂園、餐館、大型購物中心、運動設施、水療設施及戲院等。 

【朱美拉海灘 Jumeirah Beach 由於杜拜的海灘多為私人或酒店所有，朱美拉公共海灘是為數不多的幾】

個免費向公眾開放的海灘，沙質細膩乾淨。除了各大酒店的私有沙灘，這裡也是杜拜唯一的能公開穿泳

裝的地方。在日落和傍晚的時候可以拍到最美的帆船酒店全景。海灘上有公共浴場，可以租借沙灘椅，

或者去海中游泳、衝浪。海灘沒有更衣間。杜拜還有一個朱美拉海灘公園，它們也在朱美拉清真寺旁邊。

Jumeira Public Beach 的沙質柔軟細白，碧海藍天不見盡頭，是杜拜暢泳以及曬日光浴的好地方，但是由

於白天日照強烈，需要做好防曬。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八菜一湯/ 晚餐：特別安排遊船自助餐 

✿住宿： Hilton Garden Inn Al Jadaf Culture Village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 Al Barsha 或  

                Hilton garden inn Al Mina 或 Hilton garden inn al muraqabat 或同級 

    



第四天 30KM 約 1.5H杜拜 沙迦－四輪傳動沙漠之旅 

✿景點： 四輪傳動沙漠之旅(衝沙、騎駱駝、沙漠之夜+BBQ)、藍色市集、 入內參觀：

✿景點：入內參觀：沙迦骨董車博物館 

         可蘭經紀念碑文化廣場、法素爾清真寺 下車拍照：

【可蘭經紀念碑文化廣場 Sharjah Cultural Square 在沙迦可蘭經紀念碑文化廣場的街心花園中，聳立】

著一座巨大的翻開著的一本書雕塑，那便是可蘭經紀念碑。這是為了紀念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 7 個酋長

國，當年建國時簽署聯合協議而建造的一個紀念建築物。 

【藍色市集 Blue Souk 藍色市集是兩座外觀相同的傳統阿拉伯式建築組成的市集，除了漂亮的風塔、紋】

繪和彩瓷，以藍為主色調的長形圓拱，因為整體造型又猶如火車頭，也有人稱 。在懸掛

阿拉伯吊燈的圓拱下，是寬敞附空調的購物環境，有數百家黃金、古董、波斯地毯、沙龍、絲巾、圍巾

和手工藝品，種類豐富選擇多。 

【沙迦骨董車博物館 Sharjah Classic Cars Museum 館中收藏著 20 世紀初製造的老式汽車、摩托車和】

自行車，最老的展示車可追朔到 1917 年的車種，您可以一探汽車工業發展以來的歷史軌跡。館藏有著大

眾耳熟能詳的各式品牌：勞斯萊斯、賓利、賓士、雪弗蘭等，是愛車之人的夢想之地。沙迦老爺車博物

館分為五個展區，展出了從 T 型福特到 1974 年 MG Midget 等不同時期的老爺車。1969 年款 Mercedes 

Pullman Limousine 可謂這裡的鎮館之寶，是當年為沙迦統治者特別定制的，目前全世界僅存 2000 輛。

經過精心修復和拋光，車身漆面光亮似鏡、艷麗奪目。 

【法素爾清真寺 King Faisal Mosque 為回教伊斯蘭建築的代表作，雪白的牆面及聳直的尖塔，加上廣】

闊的佔地面積，讓整棟建築物呈現華麗又不失莊嚴的氛圍，以宛如沙漠般的米杏色做為整體基調，造型

方正地座落在沙迦市區中，烘托出清真寺宏大、且略帶神祕的氣質。每逢周五，這裡便是回民集體禮拜

的神聖場地。 

【四輪傳動沙漠之旅 Desert Safari+ 接著安排刺激無比的活動衝沙。我們將在專業四輪驅動吉騎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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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漠 BBQ 貝都因營地是一塊寧靜之地，純正阿拉伯風情、夕陽給四周宏偉的沙丘鍍上餘暉。夜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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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有美艷的肚皮舞孃表

演，傳統樂音中，彷彿您就是一千零一夜故事的男女主角。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八菜一湯/ 晚餐：沙漠 BBQ 之夜 

✿住宿： Hilton Garden Inn Al Jadaf Culture Village 或 Courtyard by Marriott Al Barsha 或  

        Hilton garden inn Al Mina 或 Hilton garden inn al muraqabat 或同級  

     



第五天 杜拜 

✿景點： 、水上計程車、黃金&香料市集、黃金相框、杜拜購物中心 入內參觀：杜拜博物館

         哈里發塔、杜拜音樂噴泉 下車拍照：

【杜拜博物館 Dubai Museum 由阿拉伯堡壘改建而成的杜拜博物館。館內可看到從古至今的歷史遺蹟，】

因此可以更深入瞭解杜拜的歷史文化。透過假人或是投影機看見古時的杜拜人採珍珠、捕魚、做陶器、

男孩在伊斯蘭學校上課、男人圍起來抽水煙，古杜拜人的生活日常在你眼前重現。 

【水上計程車 Abra 運河是杜拜的靈魂，它把杜拜分成 Deira 和 BurDubai 兩部分。杜拜灣上有各種船】

隻、遊艇穿梭其間，因為這些船隻如同計程車一般常見、便利，所以當地人稱它是 。它

模仿早期居民使用的木船建造而成，船上有個遮陽的小篷子，所有人就在篷下背對背而坐，舒爽的海風

及寬闊的視野，在你眼前呈現。 

【黃金& 狹窄的街道中充滿了中東獨特的香味，混合了丁香、肉桂、薰香、乾果的味道，看到香料市集】

各店也是把香料直接開袋售賣，沒有繁複的包裝。香料市場旁邊就是黃金市集，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零售

黃金市集，琳琅滿目的金飾店遍佈幾條街，每間店的櫥窗也掛滿金飾，款式多得眼花繚亂 

【杜拜黃金相框 The Dubai Frame 耗費超過 13 億台幣打造，擁有 50 層樓高的】 ，單就外

觀來看就如同相框一樣，建築本身就是一件豪華顯目的大型公共藝術品，這棟建築物完美的體現杜拜從

沙漠小漁村變身成為豪華富國的歷史時光隧道。 

【杜拜購物中心 Dubai Mall】是杜拜眾多購物和娛樂景點之中的 ，面積稱霸全球的購物與娛

樂設施。共有 1,200 間零售店、150 多家餐飲店，還有數之不盡的休閒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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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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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發塔(外觀) 位】 於杜拜境內的摩天大樓，為當前世界第一高樓與人工構造物，哈里發塔最初的原名

叫杜拜塔，完工之後才改以哈里發塔為正式名稱。興建時期由於適逢金融海嘯，導致哈里發塔於資金調

度不足下一度停建，但由於杜拜酋長的堅持，進而向阿布達比酋長哈里發·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請求金融

協助。之所以改以「哈里發」為杜拜塔重新命名，乃是感念他的支援。 

【杜拜音樂噴泉 Dubai Fountain】全球最大的音樂噴泉表演；顧名思義，音樂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部

分，因為每一段表演都搭配不同的歌曲做伴奏，隨著音樂的節奏，利用五光十色的燈光效果，水花會呈

現高低起伏的波動，舞動出不同凡響的音樂饗宴。 

※今日晚上特別安排入住近機場四星酒店，讓您免受機場候機之苦。休息之後迎接下一段旅程。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八菜一湯 / 晚餐：阿拉伯風味餐 

✿住宿：近機場四星飯店 

    
  



第六天 杜拜 汶萊

✿景點： 加東夜市入內參觀：   奧瑪哈里清真寺夜景 下車拍照：

【奧瑪哈里清真寺 Sultan Omar Ali Saifuddin Mosque 絢麗燦爛的燈光打在雄偉的奧瑪哈里清真寺上，】

投射在平靜的湖面輝映出迷人的畫面，保證第一天就會被這美景深深吸引喔！ 

汶萊規模最大、價格最便宜的夜市。這裡攤位多人氣旺，所以夜市的生意非常好，有豐富【加東夜市】

的熱帶水果和海鮮。據說大明星吳尊最愛的小吃就在這裡。而當地人最愛吃的燒烤就是—烤雞屁股，另

外椰漿飯、沙嗲烤魚也是不可錯過的當地人氣美食呢！ 

✿餐食：早餐：飯店早餐餐盒/ 中餐：機上美食/ 晚餐：娘惹藍蝦風味餐 

✿住宿： The Centrepoint Hotel BRUNEI 或同級 

    
 

第七天 汶萊 

✿景點： 傑米哈山納基亞清真寺、蘇丹紀念館、海事博物館、馬來文化中心、吳尊麵包店、             入內參觀：

                   水上人家(下午茶點＋飲料) 

         蘇丹皇宮 下車拍照：

占地約 200,000 平方公尺的汶萊蘇丹奢華皇宮於 1984 年建成，共有 1,788 間房間、可容納【蘇丹皇宮】

超過 4,000 名賓客的宴會廳、容納 1,500 人的清真寺、五座游泳池、可停放 110 輛車的車庫，是全球最

大的宮殿住宅，坐落於小山坡頂俯瞰首都及汶萊河。 

在當地被稱為"國王的清真"，是汶萊現任蘇丹建造。其外觀圓塔由 29 個大小【傑米哈山納基亞清真寺】

不一的 24K 純金打造的圓型金頂組成。寺內擺放著巨型古蘭經手抄本，據稱是世界上最大的古蘭經之一。 

※如遇週四、週五或回教節日時，恕不開放觀光客入內參觀，但仍可在外觀拍照留念。 

由三個展廳組成，廳內陳列著蘇丹登基儀式的各種禦品。另還有蘇丹與皇后穿過鑲有黃【蘇丹紀念館】

金，鑽石和珍珠的馬來傳統服裝，及黃金和鑽石打造的皇冠和權杖，令人歎為觀止。 

汶萊的生活分不開船與河流，館內共分三區汶萊海洋沉船展覽廳、汶萊船隻展覽廳及臨【海事博物館】

時展覽廳，一睹汶萊海事生活。 

裡面珍藏傳統的藝術及手工製品．您可以在此看到當地婦女設計製作傳統的沙龍布。 【馬來文化中心】

特別安排吳尊貝肯庄麵包店和他爸爸所經營的旅館一樓門口做參觀拍照，二樓就是吳尊【吳尊麵包店】

本人所經營的健身房唷！特別贈送 ，讓您一嘗知名麵包店的美味麵包。 

在此身臨其境地感受汶萊鄉村純樸的生活。這住著將近 30,000 左右人口，室內設施之完善，【水上人家】

規模之大超乎您的意料之外，高腳木屋之間以木板橋相連接，家家戶戶守望相助，在這民風憨厚的水上

人家。特別為大家準備簡單 ，讓您也可在此體驗純樸的水上人家。 「馬來式的下午茶點＋飲料」

特別說明： 

1. 清真寺如遇回教徒朝拜麥加時間或回教節日時，恕不開放觀光客入內參觀，但仍可在外觀拍照留念。 

2. 逢每周五中午 12:00 ~ 14:00，所有餐廳及景點都關閉，旅行社將根據當地情況做調整安排。 

3. 清真寺參觀請遵守規定，步行其間不可踩到祈禱地毯，周五齋日不開放參觀。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娘惹風味料理/晚餐：帝國麗宮中式八菜一湯 

✿住宿： The Centrepoint Hotel BRUNEI 或同級 

    

第八天 汶萊 桃園

再美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心底深處卻已留下永遠的美痕，滿載而歸，踏上歸途！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機上美食 

✿住宿：甜蜜的家 

 

【服務小費】 

1. 隨團服務的領隊導遊/司機，每人每天10USD X 8天=80USD。 

【簽證應備資料】 

 申辦杜拜 +電子簽證 汶萊簽證 應備資料  說明

兩國 

所需 

資料 

1.【7 個月以上】有效期之【護照正本】及本人簽名、護照內空白頁需有 10 面以上。 

2.身份證正反面【彩色】影本 

3.工作天：約 10  天

4.兩吋白底彩色 2 張(需六個月內近照) 。規定說明如下： 
說明１：同護照規格（白底大頭，頭頂至下巴 3.2-3.6 公分）照片不可和護照內舊簽證相同。 

說明２：審核相當嚴格，請勿提供舊照片。不可穿黃色衣服、無袖背心，男士上衣要有領子。 

杜拜

單次

電子

簽證

注意

事項 

效期：送簽當日起 60 天效期、可停留 30 天 

※ 18 歲以下申請者需與父或母一同送簽證，並需加附以下文件： 

●英文版醫院出生證明影本及英文戶籍謄本影本。 

●因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對於 18 歲以下申請者審件嚴格，只能先送件，簽證處有權要求補其他資

料，簽證核發與否須看簽證處審核。 

※護照上不可有進出以色列戳記否則會被拒絕入境。 

※杜拜簽證申請最新規定：即日起凡有去伊朗、伊朗島 QESHM / KISH Island 等伊朗境內，護

照簽證頁蓋有伊朗出入境章者，均不得在 6 個月內申請阿聯酋境內任何簽證。 

汶萊

單次

簽證

注意

事項 

效期：送簽當日起3個月效期、可停留14天 
請務必提供旅客<職業／聯絡電話／居住地地址>等資料。 



※溫馨提醒〈自由選購項目〉 

 項目 內容 參考費用 

阿布

達比 

8★皇宮酒店 【8★ 一睹其奢華 . 融合傳統皇宮酒店享用自助晚餐】

阿拉伯式與國際性的特色風味料理，景致豐盛的自助

餐、浪漫幽雅的用餐環境，搭配玻璃窗外的景色，將成

為您永生難忘的回憶。 

晚餐 USD155/人 

 

阿布達比總統府 是中東地區令人難以置信的新獨特地標。充滿知識的宮

殿，為世界提供了第一個瞭解【阿聯酋執政理念的視

，它不僅僅是一個宮殿，它是一個豐富的互動旅程，窗】

邀請您驚歎於雄偉的走廊，一定會給您帶來有意義的體

驗。在這裡，您可以更深入地瞭解推動阿聯酋未來的創

新，探索該地區豐富的阿拉伯文化遺產的展覽。 

USD 70/人 

杜拜 哈里發塔 

(杜拜塔) 

【世界第一高塔-Burj Dubai 哈里發塔】  前往最新誕-

生的世界第一高樓，斥資 15 億美元打造 

登上位於第 124 層樓高的景觀台 At the Top，舉目所

見盡是超現代化的摩天大樓，在天氣好的時候，更可以

遠眺 80 公里遠的美景。 

USD 85/人 (124 層) 

避開黃金時間段- 

3:00~6:00PM 

7 星帆船酒店  【帆船酒店內自助午餐】

分為亞洲自助/阿拉伯自助/國際自助餐 

(根據餐廳預定情況而定) 

午餐 USD 195/人 

 

 

 

 

✿氣候溫度：屬熱帶沙漠氣候。夏季(五至十一月)：平均氣溫：攝氏 37~49，濕度：85%~99%  

冬季(十一至四月)：平均氣溫：攝氏 16~29，濕度：45%~70% 

✿宗教：居民大多信奉伊斯蘭教。與回教徒共餐時，宜避免有豬肉食品及含酒精飲料並儘量不用左手接

觸食物。購置阿拉伯傳統服飾當紀念品時，宜避免在公共場所隨意穿著。 

✿語言：官方語言為阿拉伯語，英語普遍通用。另外 Urdu 語(印度、巴基斯坦人使用)及波斯語(伊朗僑民

使用)。 

✿時差：較台灣晚四小時(GMT + 4) 

✿電力一般供給狀況：一般均無匱虞。惟電壓偶爾不太穩定，如使用精密電子儀器宜加裝穩壓器。  

✿自來水是否安全可飲：本地水源以海水淡化，自來水不可生飲，一般都是另外購買礦泉水或蒸餾水。 

✿電壓規格：220 伏特。  

✿衣著服飾：女性到民風保守的回教地區，務必在穿著上避免暴露。在日照強烈的中東地區，常見阿拉

伯婦女全身包裹在黑紗下，為避免露出曲線及內衣，誘惑男性。 

✿大公國夏季氣候高濕高熱，室內冷氣強勁，宜穿著透氣的衣服，避免遭紫外線灼傷，宜配戴太陽眼睛

並穿著長袖淡色服飾。冬季因沙漠地區散熱快，早晚宜穿著薄外套。 

✿若遇商展或節慶期間，飯店常會遇滿房或是房間數不夠，本公司擁有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將會尋

找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 

  



 
 
 

✿氣候：屬赤道熱帶型氣候，炎熱多雨，四季如夏，故以夏裝為主，長年氣溫介於攝氏 24-32 度之間，

每年十一月到隔年二三月為雨季。 

✿語言：官方語言為馬來語，也可使用英語及華語(含台語及客語)。 

✿時差：與台灣沒有時差。 

✿電壓：220V-240V。(50HZ 插頭型式，為三孔平頭型) ，如帶電器用品請自備變壓器及多用插頭。 

✿貨幣：汶幣(BND)與新加坡幣(SG)等值，並可在兩國境內通用。 

✿電話：汶萊撥台灣 00+886+2(區域碼)+電話號碼。台灣撥汶萊 002+ 673+電話號碼。 

✿若您有特殊餐食之需求，如素時、不吃牛肉…等，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以便為您安排餐點。汶

萊餐廳多為 Halal Food，並提供回教食品無豬肉，食物口味多以辛辣為主。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

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

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

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汶萊為熱帶氣候，一年四季如夏，當地生活習慣並不像台灣或寒帶地區會洗熱水澡，所以部份飯店設

備會有水溫不夠熱問題，敬請見諒與包涵。 

✿衣著：以輕便的衣著為宜，但因為回教國家，女性忌著無領、無袖、暴露之上衣及短熱褲或短裙。有

些正式場男生須穿西裝，女生可穿洋裝或馬來傳統服飾。一般人避穿黃色衣服，除非汶萊皇室。 

✿汶萊飯店近年推廣環保概念，實施客房服務不提供牙膏牙刷及拖鞋等消耗品，另部份飯店不主動每天

更換毛巾，若有需要，需請客房人員更換，敬請見諒。 

✿汶萊水源為地面河川水，不宜生飲，自來水需使用濾水器過濾煮沸後，始可使用。 

✿汶萊因是回教國家，公共場所皆不販售酒，亦不可飲酒，境內也沒有 KTV、沒有夜生活娛樂。 

✿回教徒女性必將頭、手、膝都遮起來，異性也不得與之握手。 

✿清真寺前遵守規定，步行期間不可踩到祈禱地毯，週五齋日不開放參觀。 

✿觀光客凡年滿十八歲者，可攜帶二瓶酒(每瓶 1 公升或一打啤酒/每罐 350 毫升)，但入境者需填表申報。

香菸亦准許攜帶 200 支，須付稅。1 包菸(20 支)須付稅汶萊幣 5 元。 

✿攜帶、吸食、販賣、藏匿毒品刑罰最高處以死刑，所以勿幫他人攜帶東西。 

 

  



 

 
 

 

✿團體機票，需團去團回不可脫隊。 

✿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500 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 

✿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預先選位，也無法事先確認座位相

關需求（如，靠窗、靠走道..等），且座位安排乃依英文姓名依序排列，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排在一起，敬請參團貴

賓了解。 

✿【雙重國籍旅客特別注意事項】 

01.依外交部相關規定，國內外旅客進出我國國境均須持用同一本護照，不得持用二種護照交互使用。例如：前次

入境時持台灣護照入境，下次離境時就必須以台灣護照出境。反之亦然。 

02.不論在臺灣地區有無戶籍，凡持外國護照入境者，應持外國護照出境，且以外國護照入境者不得在臺辦理戶籍

登記或恢復在臺原有戶籍。 

✿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以不變更行程內容為前提，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

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

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

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若無親友陪同者，

請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軍人/役男/接近役齡男子出國須知 

01.若您是軍人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02.若您是役男者→出國前必須前往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科(課)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月 日前一次有效 縣 市公所】 

※役男是指年滿十九歲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年滿三十六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男子。 

✿其他： 

01.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02.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

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相關規定請參考網站：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個資保護】 

A.個人資料蒐集之隱私權政策 

01.當您參加本公司旅遊團體，我們將必須保留您之個人資料，以利旅遊業務之辦理、或與旅客聯繫、完成交易、

提供服務，本公司就您的個人資料之利用區域限於參加團體旅客之所在國家以及台灣地區；在此情況下，本公司

將明白告知使用者。除非法律允許無須事先通知之外，本公司不會蒐集或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在其他無關的

用途上。 

02.為了遵守法律、依法抗辯或執行合法商業行為之必要，我們可能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在此情況下，我們將特別

留意您的權益以及確保公平、合法、以及符合比例原則地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B.個人資料的處理 

01.您提供的個人資料將可能用於維繫您與本公司之間的客戶關係。我們會利用、分析這些資料，以達到符合您對

我們的要求以及回應。除非您有其他特別的指示，我們將傳遞您可能有興趣的本公司各種商品資訊、專案活動、

其他商品服務以及相關資訊。如果您不願收到此類資料，請您於提供個人資料時直接告知即可，您隨時可以選擇

日後不要再收到任何相關資料。 

02.本公司始終致力於提供最好的旅遊服務與產品品質。歡迎您提供寶貴的意見協助我們進步與提升！期盼您在行

程結束後，填妥「顧客意見調查表」，密封之後，交由領隊帶回。謝謝您的合作！ 

～～～ 敬祝您 旅途愉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