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聯假期】杜拜七星帆船賞 7 天 EK(A380 直飛)
亞特蘭提斯飯店自助午餐+古堡運河飯店自助晚餐+阿布達
比羅浮宮+阿布達比大清真寺+沙漠之旅與 BBQ 晚宴+
哈里發塔 124 層觀景台+瘋狂谷水上樂園

因為帆船飯店，全世界開始認識這一個地方-杜拜
從此、無數頂級飯店便在這裡創造一棟棟的沙漠建築奇蹟
極盡千萬奢華，讓旅人像是掉進了奇幻阿拉伯的國度。

杜拜七星帆船飯店 Burj Al Arab：全世界最奢華的旅館；22 噸黃金打造、56 層、202 間房、樓
中樓、每間至少 170 平方米、大理石建材、K 金樑柱、傢俱飾品名牌凡賽斯、盥洗用具名牌愛瑪
仕、Notebook、PDA 遙控電視窗簾、FIT Check in、管家服務、每房一位管家帶房、甚至因為太
過豪華，而被破例列為七星級。像一艘超凡脫俗的白色單桅帆船，全世界最奢華的帆船飯店，就這
麼迎著風，昂立在杜拜海邊一座專為顧客打造的人工島上，周圍是磅礡的海洋，內部是精緻豪華的
阿拉伯風格設計，金色、紅色、藍色，那雍容華貴的裝潢，完美品質的建材，難怪被評為頂級的七
星級奢華飯店。帆船飯店號稱全世界最高的飯店。它的高度高，巍峨的外型硬是比艾菲爾鐵塔高上
一層；它的等級高，華麗且極富特色的建築品味被評為七星級當之無愧；而它的服務品質更是高，
他們一切以尊寵客人為至上目標的優質服務，24 小時分分秒秒都不曾停止，極度貼心的服務讓人
覺得睡眠都是一種浪費。飯店內聘僱的服務人數高於顧客的兩倍，細心有效率的態度，不容許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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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任何一點瑕疵，飯店的一流水準果真無所匹敵。
亞特蘭提斯飯店自助午餐 Kaleidoscope：萬花筒餐廳有如一個美食大舞台；以大膽的當代藝術呈
現，提供阿拉伯、印度、歐洲、亞洲等多國美食自助餐：印度薄餅、馬來西亞 Laksa 串燒烤肉、
港式小點，驚艷視覺與味覺的日式料理..另外還有多樣甜點，每一口都是驚奇 ! 充滿異國風味的多
國的特色料理，寬敞的用餐環境，處處展現精緻的品味，請放慢腳步享受愜意用餐時光。
古堡運河飯店自助晚餐 Arboretum：古堡皇運河飯店的 Arboretum 自助餐廳，近年來被中東版
BBC Good Food 評為杜拜最佳早午餐餐廳。Arboretum 不僅僅是阿拉伯美食文化的傑出代表，
還是國際美食彙集的中心。這裏環境寬敞明亮、通風良好，全天供應各類國際美食。您可以選擇在
寬敞的室外露臺用餐，這裏毗鄰繁忙的河渠，並可欣賞壯美的海景。或者在餐廳內享用美食，裝飾
華麗的洞穴狀天花板和標誌性的棕櫚柱盡顯奢華韻味。

沙漠之旅 Desert Safari+沙漠 BBQ 之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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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在專業四輪傳動車隊的帶領下，進入我們的
沙漠發現之旅；專業四輪傳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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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降臨的貝都因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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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若
您就是一千零一夜故事的男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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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容
納四萬名信眾一同聚會。廣闊中庭廣場地上，已見鋪滿馬賽克的花卉圖案，走進殿內，又有花紋精
細的義大利雲石牆壁，由天花板垂下的七盞巨型吊燈，更鑲滿施華洛世奇水晶，稱得上光芒耀目。
只是最為人樂道的，還是主殿的地毯，這張全球最大的手織波斯地毯，廣達 5700 平方米，由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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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伊朗婦女花費 2 年時間以手工編織而成，為世界最大的手工波斯地毯，無與倫比的人文與工藝
造就了大清真寺的富麗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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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於阿布達比的沙迪雅島 Saadiyat Isl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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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漂浮在這些
白色藝廊上方，努維爾將流瀉而下的光影形容為「光雨」
。每道光束落地前，都需經過 8 層幾何形
鏤雕穹頂，不斷變化的光影猶如陽光灑落棕櫚樹或阿拉伯傳統市場屋頂形成的影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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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畫家梵谷自畫像，以及義大
利文藝復興大師達文西的畫作等約 300 件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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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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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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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發塔 124 層觀景台+高速電梯 Burj Khalifa：世界最高的建築物，828 米高。步入寬敞的電
梯，當以每秒 10 公尺的速度向上升時，感受耳朵的衝擊之聲。到達第 124 層的觀景台後，通過
在您面前打開的落地窗，以廣闊的鳥瞰方式觀賞城市。哈里發塔的表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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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螺旋的模式，減
少大樓的剖面使它更如直往天際，Y 字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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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拜音樂噴泉 Dubai Fountain：這座壯觀的噴泉目前被稱為世界第一音樂噴泉，比拉斯維加斯美
麗湖（Bellagio）酒店音樂噴泉還要大四分之一。一次噴出的水量多達 2.2 萬加侖，噴射的水柱最
高達 490 英尺，這一高度比一座 50 層的大樓還要高。噴泉的長度相當於兩個足球場。此外，噴泉
還裝有六千多盞彩燈以及音響設備，噴泉將隨著美妙的音樂變幻出一千種造型。這一標誌性景觀將
為杜拜帶來可觀的旅遊收入，每年它將吸引上千萬遊客前來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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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谷水上樂園 Wild Wadi：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人氣最旺的水上主題樂園。杜拜水上樂園以「仙
巴歷險記」作主題，其擁有除了北美洲外，全球最高最快之滑水天梯，於 30 米高空，以時速 80
公里直衝落水底，離心力更甚於玩過山車。原本只是一整片最缺水又乾燥的沙漠，居然也能以人力
創造出大型的水上樂園，佔地 12 英畝的園區中，有著人工衝浪、人工沙灘、急速下降水道等 30
多種不同的遊樂設施；走進大門內，四散的水花就從四面飛溢而來，偶爾還傳來遊客的尖叫聲與笑
聲，刺激十足。

榮獲 2016 年 Skytrax 全球航空公司大獎之「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獎項，
並連續 12 年蟬聯「全球最佳機內娛樂」大獎。阿聯酋航空創立於 1985 年，
起初營運時只有兩架飛機，現在擁有全世界最大的空中巴士 A380 和波音
777 等 230 架以上的機隊，阿聯酋航空 A380 從頭等艙的專屬套房和淋浴水
療間，商務艙的平躺式座椅，經濟艙的寬敞空間和可調式照明，以及全機艙的
機上 Wi-Fi 服務，搭乘阿聯酋航空 A380 客機，如同乘坐私人飛機一般舒適。擁有 94 架 A380 機型
的阿聯酋航空，是首家訂購這款超高效能以及超寬敞雙層座艙客機的航空公司，台北杜拜航線共
可搭載 615 位乘客。機上的美味佳餚均由阿聯酋航空來自不同國籍的空中服務員為你送上。A380
客機更配有阿聯酋航空屢獲殊榮、多達 2,000 條頻道的 ice 娛樂系統，提供最新強檔片、配有中文
字幕的好萊塢電影、音樂、電視節目及遊戲等。
天數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起程地

抵達地

起程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一天

阿聯酋航空

EK367

台北

杜拜

23:35

05:05+1

9小時30分

第七天

阿聯酋航空

EK366

杜拜

台北

04:35

16:50

8小時15分

(正確航班時間，以說明會為標準)

第一天

台北／杜拜

※行程內標示☆入內、◎下車、未標示為經過
起飛，前往夢想之地~杜拜。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The United Arab Emirates）簡稱 UAE；UAE 是波斯灣合作發展委員會(GCC)
的成員國之一，GCC 係由沙烏地、巴林、科威特、阿曼、卡達及 UAE 等六個國家所組成，會員國
之間互享有貿易關稅及簽證的優惠減免。UAE 係由阿布達比(Abu Dhabi)、杜拜(Dubai)、沙迦
(Sharjah)、阿治曼(Ajman)、烏姆蓋萬(Umm Al-Quwain)、拉斯哈瑪(Ras Al-Khaimah)、富查
伊拉(Fujairah)等七個邦所組成，阿布達比是首都，杜拜是商業貿易中心。
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之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最閃亮的明星※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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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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大都市，在這裡東、西方
文化交匯且新舊習俗共存，古老傳統與現代文明構成鮮明對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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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夜宿機上

第二天

杜拜－阿布達比【大清真寺、文化廣場、阿聯酋傳統民俗村、羅浮宮】

※行程內標示☆入內、◎下車、未標示為經過
阿布達比～明日之星，您能想到的，這裡的一切都讓您嘆為觀止！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 7 個酋長國中，阿布達比是最大的一個，面積占國土面積的 80%，其中包括
大約 200 個島嶼。阿布達比市就坐落在其中一個島嶼上，擁有一切作爲一個首都的魅力和激情，
儘管阿布達比大部分是沙漠，但阿布達比市是一個綠意濃濃的天堂，寬闊的街道、美麗的公園和視
力所及的遠方儘是綠樹。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免費入內參觀 1 小時﹞：純白建築宏偉不凡，廣闊中庭場地上，鋪滿馬賽克
的花卉圖案，走進殿內放眼望去花紋精細的義大利雲石牆壁；天花板垂下的七盞巨型吊燈鑲滿施華
洛世奇水晶，光芒耀目。話題中心的主殿地毯廣達 5700 平方米，由上千名伊朗婦女花費 2 年時間
以手工編織而成為世界最大的手工波斯地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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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車拍照 10 分鐘﹞：行經阿布達比主要道路旁寬廣的文化廣場，放置六個石膏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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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到訪的遊客行經市區時能先了解阿布達比當地人民的生活面。
☆阿聯酋傳統民俗村﹝含門票入內參觀 1 小時﹞：是讓旅客體驗或了解阿布達比在尚未發現石油前
的居民傳統生活面貌的地方。內部展示生動活潑有趣，值得參觀。一座座貝都因型式的帳篷、棕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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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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老市集
而建的市場，則賣著各種手工藝品。

☆阿布達比羅浮宮﹝含門票入內參觀 2 小時﹞：歷時逾 10 年、耗資 10 餘億美元興建的阿布達比
羅浮宮，坐落於阿布達比的沙迪雅島 Saadiyat Isl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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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在
這些白色藝廊上方流瀉而下的光影稱為「光雨」、不斷變化的光影猶如陽光灑落棕櫚樹或阿拉伯傳
統市場屋頂形成的影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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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出借荷蘭畫家梵谷自畫像以及義大利文藝復興大師達文西的畫作等約 300 件珍品。
行車距離(時間)：杜拜－140Km(2hrs) -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18Km(30mins) －文化廣場－6Km(10mins) －阿聯酋
傳統民俗村－16Km(25mins) －阿布達比羅浮宮－用餐後，返回住宿飯店。

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阿拉伯風味自助餐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
阿布達比 Grand Millennium Al Wahda(5*)
網址：https://www.millenniumhotels.com/zh-tw/abu-dhabi/grand-millennium-al-wahda/

或阿布達比 Dusit thani abu dhabi(5*)
網址：https://www.dusit.com/dusitthani/abudhabi/

或阿布達比 Jumeirah at Etihad Towers(5*)
網址：https://www.jumeirah.com/en/hotels-resorts/abu-dhabi/jumeirah-etihad-towers/

第三天

阿布達比－杜拜【觀光輕軌電車、朱美拉棕櫚島、亞特蘭提斯飯店自助午餐、伊本白圖泰
購物中心】

※行程內標示☆入內、◎下車、未標示為經過
☆觀光輕軌電車﹝含車票搭乘 5 分鐘﹞：電車全長 5.45 公里，耗資近 6 億美元，歷時 3 年完工，
於 2009 年 4 月 30 日啟用。搭乘電車可全方位觀賞棕櫚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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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美拉棕櫚島﹝下車參觀停留 20 分鐘﹞：造訪世界第六大奇跡－朱美拉棕櫚島，耗資 140 億美，
是世界上最大的陸地改造項目之一，它由一個像棕櫚樹幹形狀的人工島、17 個棕櫚樹形狀的小島
以及圍繞它們的環形防波島三部分組成。棕櫚島是由 1 億平方米沙石建成，外型酷似棕櫚樹，最
終將可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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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療設施及戲院等等。
☆亞特蘭提斯飯店﹝用餐入內 2 小時﹞：繼杜拜帆船酒店之後，另一座以頂級奢華的飯店，在 2008
年 9 月 24 日開幕了。以失落的亞特蘭提斯為名，期許成為一個現代的樂土。耗資 15 億美元，大
約新台幣 480 億元的奢華飯店，最大的特色就是飯店內的超大型鹹水湖；模仿沈入海底的亞特蘭
提斯帝國，裡面飼養了 6 萬 5 千條魚與一個海豚池，養了 20 多條瓶鼻海豚。在這個渡假村形態的
飯店中另有自己的水上樂園。在這裡、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值得停留。

亞特蘭提斯飯店自助午餐：萬花筒餐廳有如一個美食大舞台；以大膽的當代藝術呈現，提供阿拉伯、
印度、歐洲、亞洲等多國美食自助餐：印度薄餅、馬來西亞 Laksa 串燒烤肉、港式小點、日式料
理與多樣甜點、每一口都是驚奇 !
☆伊本白圖泰購物中心﹝免費入內 3 小時﹞：根據古代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曾遊歷過的
6 個 1000 年以上的文明古國；分別為：中國、印度、波斯、埃及、突尼斯及安達魯西亞，共 6 個
國家館。依各自的民族特色劃分出 6 個風格迥異的購物環境，一邊購物還可一邊享受各國文化。
行車距離(時間)：阿布達比－135Km(1.5hrs) －杜拜觀光輕軌電車－5.45Km(5mins) －朱美拉棕櫚-0.5Km(3mins)
－亞特蘭提斯飯店自助午餐－18Km(25mins) －伊本白圖泰購物中心－用餐後，返回住宿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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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用自助早餐

午餐：亞特蘭提斯飯店飯店自助餐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
杜拜 Ghaya Grand Hotel (5*)
網址：http://www.ghayagrandhotel.com/default-en.html

或杜拜 Movenpick Hotel Bur Dubai(5*)
網址：https://www.movenpick.com/en/middle-east/uae/dubai/hotel-dubai-bur/overview/

或杜拜 Jumeirah Creekside Hotel(5*)
網址：https://www.jumeirah.com/en/hotels-resorts/dubai/jumeirah-creekside-hotel/

第四天

杜拜－沙迦【伊斯蘭文明博物館、可蘭經紀念碑文化廣場、法素爾清真寺外觀、藍色市集】
返回杜拜飯店－沙漠之旅與 BBQ 晚宴－返回杜拜飯店

※行程內標示☆入內、◎下車、未標示為經過
沙迦–純白色的酋長國；在這裡既現代化又傳統，既時尚又古樸，整座城市彷彿是妙趣無窮的萬花
筒，瀰漫奇異、鮮明又別具特色的氛圍，展現獨有魅力。沙迦是一個古老與現代的混合體，東西方
文化在這裡碰撞，產生出複雜而誘惑的魔力。
☆沙迦伊斯蘭文明博物館﹝含門票入內參觀 1 小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第一座的伊斯蘭文化博物
館，館內陳列來自各地伊斯蘭世界的 5000 多件精美藝術品，定期舉辦國際展覽及伊斯蘭巨作展。
◎可蘭經紀念碑文化廣場﹝下車拍照 15 分鐘﹞：在街心花園中聳立著巨大的翻開著的一本書雕
塑，那便是可蘭經紀念碑。據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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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素爾清真寺﹝下車拍照 10 分鐘﹞：為回教伊斯蘭建築的代表作，雪白的牆面及聳直的尖塔，
整棟建築物呈現華麗又不失莊嚴的氛圍，每逢周五是回民集體禮拜的神聖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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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市集﹝免費入內 1 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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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有著漂亮的風塔、紋繪和彩瓷，以藍為主色調的長形圓拱，也因為整體造型又猶如火車頭，也稱為
「火車頭市集」
。在懸掛著阿拉伯吊燈的圓拱下寬敞的購物環境，有數百家黃金、骨董、波斯地毯、
沙龍、絲巾、圍巾和手工藝品，種類豐富選擇多，別忘了來「沙迦」就是要「殺價」，儘管這裡價
格已經比杜拜便宜，但仍可以講價。
☆四輪傳動沙漠之旅﹝活動含晚餐約 3 小時﹞：我們將由專業四輪傳動車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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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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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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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 BBQ 之夜：夜晚伴隨滿天星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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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若您就是一千零一夜故事的男女主角。
齋月期間 2019.05.05–06.04 無娛樂或肚皮舞表演，敬請見諒。

行車距離(時間)：杜拜－18Km(20mins) －沙迦伊斯蘭文明博物館－5Km(10mins) －可蘭經紀念碑文化廣場－
6Km(10mins) －法素爾清真寺外觀－1Km (2mins) －藍色市集－20Km(20mins) －返回杜拜飯店－60Km(1hr)
沙漠之旅與 BBQ 晚宴－60Km(1hr) －返回杜拜飯店。

※若因天氣情況，沙漠之旅無法成行，將退費每人新台幣 1,000 元，晚餐敬請自理，敬請諒解。
早餐：飯店內用自助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沙漠 BBQ 之夜

住宿：
杜拜 Ghaya Grand Hotel (5*)
網址：http://www.ghayagrandhotel.com/default-en.html

或杜拜 Movenpick Hotel Bur Dubai(5*)
網址：https://www.movenpick.com/en/middle-east/uae/dubai/hotel-dubai-bur/overview/

或杜拜 Jumeirah Creekside Hotel(5*)
網址：https://www.jumeirah.com/en/hotels-resorts/dubai/jumeirah-creekside-hotel/

第五天

杜拜【杜拜博物館、水上計程車、黃金香料市集】－入住七星帆船飯店【運河遊船、朱美
拉古城市集、古堡運河飯店自助晚餐】－返回帆船飯店

※行程內標示☆入內、◎下車、未標示為經過

☆杜拜博物館﹝含門票入內參觀 1 小時﹞：館內可看到從古至今的歷史遺蹟，博物館前身是建於
18 世紀的碉堡 Al Fahidi Fort，有 150 多年歷史，1971 年改建為博物館，展覽著杜拜漁村的前世。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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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
由假人或是投影機釋出來那幽靈似的古代人擔綱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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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計程車﹝含船票搭乘 5 分鐘﹞：杜拜河濱遊覽可以讓我們體驗被當地稱為“阿巴拉”的水上
木船，擺渡至對岸的德以拉杜拜。從海上遠距離欣賞杜拜市區，藉著海上之旅，更深認識與欣賞這
絢爛多變的城市。
◎黃金香料市集﹝下車參觀 1 小時 30 分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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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各店也是把香料直接開袋售賣，沒有繁複的包裝，是另一種街頭風
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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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琅滿目的金飾店舖遍佈幾條
街，每間店的櫥窗也掛滿金飾，款式多得眼花繚亂。在這裡，黃金可是秤斤秤兩的賣唷！
☆朱美拉古城市集﹝免費入內 1 小時﹞：設計模仿傳統露天市集，建於大型度假村內，熙熙攘攘的
景象、濃郁撲鼻的香味。漫步在古老的塔樓、掛著燈籠的走廊和狹窄的水道之間，切身感受時光倒
流的感覺。沿途走來，時裝、珠寶、古董、藝術品、油料和香料等各種珍品等您發掘。

☆運河遊船﹝住宿帆船飯店免費搭乘 20 分鐘﹞：每天 11:00~23:00 之間，每船搭乘 10 人，在 20
分鐘的航程，隨著蜿蜒的水道和開闊海域，沿途神奇世界與地道的阿拉伯建築。
☆古堡運河飯店﹝用餐入內 2 小時﹞：飯店採用酋長的夏日居所的設計風格，完美再現傳統皇家建
築，同時處處彰顯現代典雅與奢華精緻。這裏更是供您放鬆、玩樂和暢享高品質生活的理想場所。
行車距離(時間)：杜拜飯店－8Km(13mins) －杜拜博物館－600M(1min) －水上計程車 3Km(5mins) －香料黃金
市 集 － 20Km(22mins) － 入 住 七 星 帆 船 飯 店 － 1Km(3mins) － 運 河 遊 船 － (20mins) － 朱 美 拉 古 城 市 集 －
3Km(8mins)

－古堡運河飯店自助晚餐－3Km(8mins) －返回帆船飯店

早餐：飯店內用自助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古堡運河飯店自助餐

住宿：
杜拜奢華七星帆船飯店 Burj Al Arab
網址：https://www.jumeirah.com/en/hotels-resorts/dubai/burj-al-arab/

第六天

上午自由活動享受飯店設施：瘋狂谷水上樂園、杜拜購物中心、哈里發塔 124 層觀景台、
杜拜音樂噴泉】－杜拜機場

※行程內標示☆入內、◎下車、未標示為經過

【阿聯假期】杜拜七星帆船賞 7 天_2019 Winter

11

☆瘋狂谷水上樂園﹝住宿帆船免門票入內 2 小時﹞：杜拜水上樂園以「仙巴歷險記」作主題，有著
人工衝浪、人工沙灘、急速下降水道等 30 多種不同的遊樂設施；走進大門內，四散的水花就從四
面飛溢而來，偶爾還傳來遊客的尖叫聲與笑聲，刺激十足。
☆杜拜購物中心﹝免費入內 3 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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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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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發塔 124 層觀景台+高速電梯﹝含門票入內參觀 1 小時﹞：世界最高的建築物，828 米高。
步入寬敞的電梯，當以每秒 10 公尺的速度向上升時，感受耳朵的衝擊之聲。到達第 124 層的觀
景台後，用鳥瞰的方式觀賞廣闊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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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螺旋的模式，減少大樓的剖面使它更如直
往天際。在杜拜塔上並可以看到世界第八大奇景 " 世界地圖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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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拜音樂噴泉﹝免費觀賞 5-10 分鐘﹞：全球最大的音樂噴泉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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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台。
行車距離(時間)：上午自由活動享受飯店設施：瘋狂谷水上樂園－16Km(20mins) －杜拜購物中心、哈里發塔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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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層觀景台、杜拜音樂噴泉－12Km(15mins) －杜拜機場

※如團體遇到瘋狂谷水上樂園冬季維修期間，恕不退費，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用自助早餐

午餐：中東風味自助餐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夜宿機上

第七天

杜拜／台北

※行程內標示☆入內、◎下車、未標示為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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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以上行程供參考，本公司保有依飯店及交通及行程內容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
杜拜簽證所需資料：
1.護照正本或護照彩色影本或清楚的掃瞄護照的檔案(請影印或掃瞄完整一頁)
2.若辦理杜拜過境簽者需加附清楚的身份証影本
3.未滿21歲者請加附父母親護照影本+英文戶謄(戶政單位申請需要3~7天工作天)
4.兩吋白底彩色照片 1 張或已掃瞄 OK 的檔案(六個月內彩色白底照)
**照片會掃瞄於您的簽証上,未避免入關時因照片問題無法順利入關,請務必繳交六個月內之近照**
5.基本資料：住家電話、手機
6.工作天約 10-14 天（請預留審件天數 1-2 天）
※回教國家對前往觀光之年輕女性較為謹慎,30歲以下未婚女性如未與父母同行,請提早7個工作天※

*****任何證件之補件與否以簽證官裁定為主，退件不退簽証費*****
請注意：一旦辦事處發現資料是偽造的，將會拒絕接受您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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