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8XMD28EK2-T

迎接迎接2019》杜拜跨年》杜拜跨年7日～炫目燈光秀、跨年時尚晚宴、奇趣地球村、七星帆船豪華餐、哈里發塔、升等五星飯日～炫目燈光秀、跨年時尚晚宴、奇趣地球村、七星帆船豪華餐、哈里發塔、升等五星飯
店店(加贈加贈WIFI)


列印

出發日期： 2018/12/28(五) 列印時間：2018-08-27 16:11


參考航班

去程

2018/12/28(五) 23:45 桃園機場 2018/12/29(六) 05:45 杜拜機場 阿聯酋航空  EK367

回程

2019/01/03(四) 04:55 杜拜機場 2019/01/03(四) 16:50 桃園機場 阿聯酋航空  EK366


價格說明

應付訂金： $30,000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參團費
大人

$99,900 

孩童佔床

$99,900 

孩童不佔床

$95,900  

孩童加床

--  

嬰兒

--

備 註： ※ 團體售價包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及簽證費，不包含領隊導遊司機服務費。
※ Join參團不適用行銷優惠。
※ 指定單人間，需補房差：NT28,000。
※ 此期間因帆船飯店有最低住宿要求(最少住宿4晚以上)，無法需求最後一晚加價住宿， 
敬請見諒。

※ 跨年晚餐提供給全程參團客人優先，敬請見諒。
※ 商務艙為浮動報價，報價請洽專員。


行程特色

2018/07/17 12:02 更新

【玩樂【玩樂3‧‧6‧‧9 】】
玩樂玩樂3‧‧6‧‧9全年享折扣！愈早報名優惠愈多，最高可享現金全年享折扣！愈早報名優惠愈多，最高可享現金10,000元優惠！元優惠！

提早規劃旅遊地，給您提早規劃旅遊地，給您30天、天、60天、天、90天報名優惠選擇，絕對超值、超省、超划算！天報名優惠選擇，絕對超值、超省、超划算！

● 凡於指定期間內報名繳訂，並附上有效期之護照影本者，即可享以下列其一之優惠：
1. 於團體出發日９０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可享第二人減１０,０００元優惠
2. 於團體出發日６０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可享第二人減６,０００元優惠
3. 於團體出發日３０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可享第二人減３,０００元優惠

● 迎接２０１９　杜拜跨年特別企劃‧直飛杜拜迎接２０１９　杜拜跨年特別企劃‧直飛杜拜High翻炫目燈光秀翻炫目燈光秀 ●
除了紐約跨年、雪梨跨年，還有什麼地方的跨年秀更加華麗璀璨呢？除了紐約跨年、雪梨跨年，還有什麼地方的跨年秀更加華麗璀璨呢？

２０１８年的跨年，讓我們來到世界第一高樓２０１８年的跨年，讓我們來到世界第一高樓  ─ 杜拜哈里發塔杜拜哈里發塔  Burj Khalifa，一睹全球最盛大的跨年燈光秀吧！，一睹全球最盛大的跨年燈光秀吧！

★★  特別安排跨年晚餐特別安排跨年晚餐─Palace Downtown ★★  (市價NT $20,000)
有別於一般旅行社常在跨年的夜晚安排自理，僅能在寒風中卡位，餓著肚子等待倒數的時刻！有別於一般旅行社常在跨年的夜晚安排自理，僅能在寒風中卡位，餓著肚子等待倒數的時刻！2018年的最後一晚，我們安排在年的最後一晚，我們安排在  Palace Downtown
Dubai一起度過。晚餐用畢後，可以於跨年倒數時享受壯麗的美景及聲光震撼，讓您一輩子永生難忘！～一起度過。晚餐用畢後，可以於跨年倒數時享受壯麗的美景及聲光震撼，讓您一輩子永生難忘！～

★★★★★★  此行程安排搭乘阿聯酋航空，七天四夜！此行程安排搭乘阿聯酋航空，七天四夜！  
～～  阿聯酋航空以全新機型兩艙等Ａ３８０客機，由台北直飛杜拜，經濟艙可攜托運行李阿聯酋航空以全新機型兩艙等Ａ３８０客機，由台北直飛杜拜，經濟艙可攜托運行李30公斤，七天四夜！省時又舒適，無疑是您前往杜拜旅遊的最佳選公斤，七天四夜！省時又舒適，無疑是您前往杜拜旅遊的最佳選

擇！擇！

～～  阿聯酋航空（阿聯酋航空（Emirates）獲得）獲得Skytrax 2016年度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第一名的榮譽年度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第一名的榮譽  (Airline of the Year 2016)，及世界最佳機上娛樂航空公司，每，及世界最佳機上娛樂航空公司，每

年獲獎無數～帶您一同體驗全球最佳航空公司與眾不同的舒適感受～年獲獎無數～帶您一同體驗全球最佳航空公司與眾不同的舒適感受～

javascript:window.print()


★加價升等商務艙所提供之各項詳細服務說明，請點選上圖。

★升等商務艙所需費用，請洽業務人員；升等艙乃為加值服務，可協助需求但無法保證機位，敬請瞭解。

★商務艙各項服務內容，以航空公司實際提供為準，阿聯酋航空保留修改的權利。

★ 最優惠的價格、特別安排 ★
※ 最時髦的城市：杜拜、阿布達比
※ 全程升等五星級飯店住宿 Avani Hotel或Ghaya Grand Hotel或Jood Palace Hotel或同級
※ 中東的奇蹟：奇蹟花園 Miracle Garden

(本圖片由 DUBAI MIRACLE GARDEN 提供)

★★  搶先參觀！羅浮宮搶先參觀！羅浮宮  Musee du Louvre
阿布達比羅浮宮，一間座落於薩迪亞特島上的世界級博物館，由法國建築師Jean Nouvel設計。博物館的頂部是個直徑180米長的圓拱形，共八層並由7,850個金屬造
的星星形成一個複雜的幾何圖案。擁有來自不同文化領域多達600餘件藝術收藏，並且其規模還在日益擴大。開幕年期間，來自13個重要法國收藏機構的約300件傑
出藝術品將與阿布達比羅浮宫的300件永久藏品一同展出。

★★  冬季限定地球村冬季限定地球村  Global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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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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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別的攤販及各種活動，

包括音樂、舞蹈、戲劇，都營造出獨特的嘉年華氣氛。

※ 最奢華的餐食：杜拜 Palace Downtown 跨年饗宴、7星級帆船飯店豪華自助餐
體驗7星飯店異國風味料理，帆船酒店是您不可錯過的目的地，內部裝潢金碧輝煌，並巧妙融合現代科技，呈現出無與倫比的華麗風格，令人嘆為觀止，讓您感覺享受
極盡奢華的夢幻～

※ 最獨特的活動：沙漠吉普車衝沙活動、並享用沙漠中東燒烤的阿拉伯之夜(市場價值85美金)

※ 最登峰的體驗：搭乘高速電梯登上世界第一高樓【哈里發塔】Burj Khalifa(市場價值80美金)

http://www.liontravel.com/Comm/2TRS/HotSale/photo/18/20180615_1.jpg


※ 最美的清真寺：阿布達比大清真寺 Sheikh Zayed Mosque

※ 最浪漫的視聽饗宴：欣賞世界第一高的音樂噴泉【杜拜噴泉】
※ 最新奇的交通工具：阿拉伯灣遊船，從杜拜碼頭搭乘遊艇出海，從海上抬頭仰望時，這些世界最高的住宅建築必定會讓您為之驚嘆

※ 最多元的購物商城：The Dubai Mall 盡享中東國家免稅購物之樂
※ 最貼心的安排：每日提供每位貴賓兩瓶礦泉水

凡參加本行程，即可享有下列租借歐洲wifi網路分享器優惠：
1.二人同行，可免費申請租借歐洲二人同行，可免費申請租借歐洲wifi網路分享器一台。網路分享器一台。

2.一人報名，可以優惠價每日$149(市價市價$320起起)x旅遊天數旅遊天數，申請租借歐洲wifi網路分享器一台。
(如欲申請，請於出發前10個工作天告知業務人員，逾期恕無法受理，敬請了解)
3.租借歐洲wifi分享器，如因個人因素遺失或損壞，依廠商規定需賠償每台機器每台機器$3980、每件配件$100。

4.其他詳細使用內容請見jetfi廠商規定廠商規定。

符號標示 :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特別安排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2018/07/17 12:02 更新

行程符號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1天
台北 杜拜

※因應航空公司機場的團體作業規定，請於出發七天前繳交護照予旅行社※

旅館旅館 機上

第2天 杜拜【杜拜博物館、水上計程車、黃金市集、香料市集】 杜拜【奇蹟花園 Miracle Garden、阿拉伯灣遊船】

起飛！前往夢想中東。機場集合之後，搭機直飛目的地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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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

大都市。在這裡，東西方文化交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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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班機抵達後★特別安排享用早餐。

【舊杜拜市區巡禮】

杜拜市區參觀有150多年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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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對杜拜的歷史文化有更深
的了解。隨後前往杜拜港灣，這天然的海水入口處將杜拜市中心一分為二，當然不能錯過我們為您安排乘坐當地傳統的木製渡輪交通工

具★Abras水上計程車，跨越杜拜港灣。接著帶您前往堪稱世界最大的●黃金市集，市集店鋪櫥窗內掛滿了琳瑯滿目、燦爛奪目的黃金藝
品，項鍊戒指手鐲耳環及胸針，讓您看得為之驚奇，而價格更是公道划算。而鄰近的●香料市集，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進口香科，是體驗
當地風情最佳去處，也為您的旅程增添無限色彩。

https://www.jetfi-tech.com.tw/products_detail_11.htm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中華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旅館旅館 5★Ghaya Grand Hotel  或 5★Jood Palace Hotel Dubai  或 5★Avani Hotel  或同級

第3天 杜拜 阿布達比【羅浮宮、大清真寺、阿拉伯傳統民俗村】 杜拜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中東貴族燒烤餐   晚餐／ 中華料理七菜一湯

旅館旅館 5★Ghaya Grand Hotel 或 5★Jood Palace Hotel Dubai 或 5★Avani Hotel 或同級

第4天
杜拜 【哈里發塔、The Dubai Mall、杜拜噴泉、跨年晚宴】 杜拜

今日將在此度過2018年的最後一夜，一齊欣賞跨年的絢麗演出吧！

★【奇蹟花園 Miracle Garden】

帶您前往只有在冬季才開放的杜拜奇蹟花園(Dubai Miracle Garden)，號稱全世界最大的自然花園，佔地72,000平方米的土地上，有著
45萬朵的花兒在這百花齊放，園方精心設計了愛心、星型、雪屋、金字塔等等的造型，讓來訪的客人沉醉於這片花海。

★【阿拉伯灣遊船】

杜拜碼頭是目前最受歡迎的居住區。這個開闢於沙漠中的碼頭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碼頭之一，中心為3公里長的運河，兩側是鱗次櫛比的
高樓大廈。當從杜拜碼頭搭乘遊艇出海，從海上抬頭仰望時，這些世界最高的住宅建築必定會讓您為之驚嘆。駛經朱美拉棕櫚島的「樹

葉」部分，可盡情遊覽棕櫚島景象。一邊駛往公認世界上最豪華的帆船飯店。除了欣賞阿拉伯灣的深藍色海水，更是沉浸在杜拜城市天

際線美景中。

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阿布達比，行車經過全球最高的貿易商展中心－高達48層樓的世界貿易中心，及以建築風格奇特聞名的電
信大廈，還有以大砲、茶壺為造型著名地標，在濱海大道上，可遠眺對岸的海景與美麗沙灘，阿布達比的絕美景致，讓人難忘。

◎【大清真寺 Sheikh Zayed Mosque】

大清真寺是阿拉伯最大、全世界最美之一的清真寺，大廳裡一片光亮潔淨，純白的大理石牆和地板，攀滿彩磁作成的藤蔓雕花，柔和而

細緻，透光的玻璃窗扇和門扉，雕琢著伊斯蘭風情的花樣紋飾，堪稱一件藝術傑作，可容納數量驚人的4萬名禱告者，共有80個穹頂，約
1,000根廊柱，24K純金吊燈，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手織地毯。清真寺由清澈的池水所環繞，烘托出其高貴之美。

★【羅浮宮 Musee du Louvre】

阿布達比羅浮宮，一間座落於薩迪亞特島上的世界級博物館，充分展現著文化間的開放與交流精神。整體建築巧妙的設計在一個標誌性

的穹頂之下，由7,850顆繁星組成的幾何圖案，並以大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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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擁有來自不同文化領域多達600餘件藝術收藏，並且其規模還在日益擴大。開幕年期間，來自13個重要
法國收藏機構的約300件傑出藝術品將與阿布達比羅浮宫的300件永久藏品一同展出。

◎【阿拉伯傳統民俗村 Heritage Village】

阿聯酋傳統民俗村可以讓你體驗及了解阿布達比在尚未發現石油前的居民傳統生活面貌。內部展示生動活潑，讓人倍感趣味，像個活的

博物館，值得參觀。一座座貝都因型式的帳篷、棕櫚葉和泥屋蓋成的屋子，還有早期清真寺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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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老市集而建的露天市場，則

賣著各種手工藝品。

【提醒】參觀清真寺服裝：

1.阿布達比大清真寺已無提供袍服租借，請您自備以下服裝：

(1)男士：請著長褲、有袖襯衫 

(2)女士：請自行著長褲或長裙，頭髮需用頭巾包住，不得穿緊身服。

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的早晨，養足精神，為您2018年的最後一夜留下深刻的回憶。

◎【The Dubai Mall】

參觀著名的 The Dubai Mall購物商城，擁有1,200家商店，是世界最大的購物和娛樂中心，全球精品保證讓妳逛的頭昏眼花。這裡還有
個世界最大的室內水族館，一座寬32.8公尺，高8.3公尺，容納各式各樣的海底生物。

★【哈里發塔 Burj Khalifa】

斥資15億美金打造的世界第一高樓哈里發塔 Burj Khalifa，您可以登上位於第124層樓高的景觀台At the Top(如遇特別原因關閉則無
法安排)，搭乘世界最快的電梯，能在1分鐘內快速到達「登峰造極」的觀景台，舉目所見盡是超現代化的摩天大樓，讓您親身體驗這座
立地而起、與天爭高的沙漠奇蹟，在天氣好的時候，更可以遠眺80公里遠的美景。

●【杜拜噴泉】

欣賞擁有「全世界最高音樂噴泉」稱號的杜拜噴泉，水池面積達2個足球場大，可以噴出約50層樓高的水柱，每隔20分鐘，配合不同歌
曲，變化出超過千種的不同效果，加上各種顏色燈光變化，帶來震撼的視覺享受，整座噴泉高潮迭起、交互演奏出美麗的水舞樂章。

★【跨年晚宴 The Palace Downtown Dubai】

今天我們將在 The Palace Downtown Dubai度過2018年的最後一夜。跨年晚餐預計將於晚上8點鐘開始至1月1日的凌晨1點鐘，於著
名的音樂噴泉─Ewaan餐廳安排精緻跨年自助晚餐，讓您太快朵頤後，還可以享受壯麗的美景及聲光震撼，一同迎接2019年的到來。

(今日活動時間較長，請您養足精神)

【貼心提醒】

https://www.ghayagrandhotel.com/default-en.html
https://www.joodhospitality.com/
https://www.minorhotels.com/en/avani/deira-dubai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晚餐／ ★老城皇宮飯店跨年晚宴

旅館旅館 5★Ghaya Grand Hotel 或 5★Jood Palace Hotel Dubai 或 5★Avani Hotel 或同級

第5天 杜拜【沙漠吉普車衝沙歷險、營火BBQ之夜】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中華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沙漠營火燒烤阿拉伯BBQ

旅館旅館 5★Ghaya Grand Hotel 或 5★Jood Palace Hotel Dubai 或 5★Avani Hotel 或同級

第6天
杜拜 【觀光輕軌、棕櫚島、朱美拉古城市集、七星帆船飯店豪華午餐】 【冬季限定地球村】 機場

★特別安排七星級帆船飯店豪華自助餐，體驗異國奢華料理～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七星級帆船飯店自助餐   晚餐／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旅館旅館 機上

第7天 杜拜 台北

The Palace Downtown Dubai跨年晚餐，請著Smart Casual。

男士建議請著襯衫、西裝褲、及皮鞋；女士建議請著洋裝、或套裝、或長褲、及女性皮鞋為宜。

早晨讓您睡到自然醒。

★【沙漠衝沙體驗】

體驗過現代杜拜，下午換個不同心情。特別安排前往沙漠衝沙，搭乘冷氣吉普車在沙海中衝越，穿梭於起伏不定的沙丘，充滿動感的旅

程將是你沙漠之旅中難忘的美好經驗。途中在沙丘頂峰停留片刻，遠眺浩瀚而寧靜的沙漠，欣賞壯觀的落日奇景。爾後進入沙漠中，在

仿傳統遊牧民族貝都因部落營地裡，您可以選擇在沙漠上漫步，或者穿著阿拉伯民族服飾，繪製阿拉伯婦女喜愛的Henna，又或品嘗阿
拉伯特色的水煙，盡情感受中東獨有的風情與樂趣。晚餐特別安排在璀璨的星光下享用道地的阿拉伯式燒烤，各式燒烤、飲料，各種新

鮮沙拉、阿拉伯甜品等，讓你大快朵頤。用餐同時欣賞正宗的阿拉伯音樂和肚皮舞表演，您也可以大顯身手，與美麗的舞孃一起翩翩起

舞，彷若您就是一千零一夜故事的男女主角。

今日您得以睡到自然醒，享受一頓豐盛的早餐，悠閒地使用飯店的設施。

近午前往漂浮在波斯灣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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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m Island】

世界第八大奇跡－棕櫚島，耗資140億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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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一座海上城市，全島將有6萬多戶居民，5萬多名服務人員分佈在全島32飯店，數十
座商場以及遊樂場所為島民提供各種服務。特別安排★棕櫚島輕軌電車前往。

●【朱美拉古城市集 Souk Madinat Jumei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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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朱美拉古城市集可以像磁石一般吸引這麼多遊客，絕非奇事。

安排前往心儀嚮往以久的★七星帆船飯店 Burj Al Arab享用豪華自助午餐，因為飯店設備實在太過高級，遠遠超過五星的標準，只好破
例稱它做七星級。獨特的外觀像一艘超凡脫俗的白色單桅帆船，迎著風昂立在波斯灣中一座專為顧客打造的人工島上，周圍是磅礡的海

洋，內部更是極盡奢華之能事，觸目皆金，連門把、廁所的水管，甚至是一張便條紙都“爬”滿黃金。雖然是鍍金，但要所有細節都優雅不
俗地以金裝飾，則是對設計師的品位與功力的考驗。

★【地球村 Global Village】

每年11月至隔年4月才開放的地球村吸引全球的遊客到訪。這些遊客有的為了刺激的遊樂設施而來，有的為美食而來，有的為夜間文化娛
樂而來，還有的單純為了購物而來。在這裡，您可以在37個奢華展館中看到60多個國家展示自己的本土產品。無論是埃及、義大利、越
南還是阿曼，每個展館都會盡力讓遊客感受到獨具特色的氣氛、音樂和奢華裝飾，從而吸引遊客前往本土旅遊。這些展館形態各異，可

讓遊客們體驗一次真正的「全球探險之旅」。

再美的風景、極度虛幻的國度也會有體驗尾聲的時候。我們將搭乘班機返回台北，結束這次奇幻旅程。

今日抵達台北，結束此次難忘的神秘、浪漫、豪華之旅，留下難忘的美麗回憶。


行程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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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順序依實際航程而或有調整，敬請見諒》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15人以上(含)，最多為42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指派持有合格領隊執照之領隊全程隨團服務。
※因七星帆船飯店、酋長皇宮飯店、亞特蘭提斯飯店等超五星級旅館於12月26日─1月2日有最低住房限制(4個晚上)，因此 
此段期間，不接受加價升等住宿上述飯店。

※如單人出發或分房卡單人需付單人房差。

※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高，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PS.特別注意：夏季日照強烈，要做好防曬；冬季日夜溫差大，旅遊時仍建議攜帶厚衣物。




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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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簡介、注意事項】【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簡介、注意事項】

【簡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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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Dhabi)、杜拜(Dubai)、沙迦(Sharjah)、阿治曼(Ajman)、烏姆蓋
萬(UmmAl-Quwain)、哈伊馬角(Ras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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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位於阿拉伯半島東部，北瀕波斯灣，海岸線長734公里。西北與卡達為臨、西和南與沙烏地阿拉伯交界、東和東北與阿曼毗連。

【土地面積】【土地面積】

83,600平方公里(約台灣2.3倍大)。

【人口】【人口】

約440萬人(杜拜120萬)。

【宗教】【宗教】

伊斯蘭教96%，其他信仰4%。

【氣溫】【氣溫】

1.每年11月-3月期間氣候溫暖，平均氣溫為攝氏26度左右，夜晚涼爽，平均氣溫為攝氏16度。
2.夏季屬熱帶沙漠，氣候炎熱且潮濕，氣溫可高達攝氏41度。

【衣著】【衣著】

1.攜帶夏季的衣服足以應付杜拜的氣候，冬季因沙漠地區散熱快，早晚宜穿著薄外套或是套頭衣物。
2.夏季期間建議旅客不要過分曝於太陽之下。雖然在全部的旅館，餐廳及商場都有冷氣設備，但是外面氣候
炎熱，太陽眼鏡、防曬用品不可少，並建議多補充水分。

3.行程中若前往帆船飯店、亞特蘭提斯飯店、酋長皇宮飯店等奢華飯店享用自助餐，切勿穿著過於隨便，上
半身可著POLO衫、包鞋為宜；但請勿著露肩衣服、拖鞋、短褲等。
※但如享用以下飯店餐食：帆船飯店海底餐廳(AL MAHARA)、酋長皇宮AL QASR-BBQ內用餐、跨年晚餐等，
請著Smart Casual。
男士建議請著襯衫、西裝褲、及皮鞋；女士建議請著洋裝、或套裝、或長褲、及女性皮鞋為宜。

4.若行程有安排進入大清真寺，請自行準備下列服飾，以免無法進入：
男士建議著長褲、有袖襯衫；女士建議著及腳踝的長褲或長裙，頭髮需用不透光頭巾包住，避免穿緊身

服。 

【貨幣單位】【貨幣單位】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幣Emirati Dirhams (AED)，旅客可攜美金，於機場、行程中路過的休息站、飯店櫃檯、SHOPPING MALL等兌換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幣。匯率約1
美元=3.65AED。但持美金交易，會找回AED。

【其他】【其他】

1.於伊斯蘭教齋戒月期間，切勿穿著暴露；部分商場或餐廳白天無法公然飲食，敬請見諒。
2.不可攜帶豬肉及其相關食品入境。
3.不同房型房間位置可能不相鄰，敬請留意。
4.行程飯店所使用之房型除行程特別載明或旅客特別需求，正常以提供各飯店之標準房型為主。杜拜飯店普
遍無三人房，若需求三人一室，多半提供沙發床或行軍床；基於房型與消防安全為由，最多僅能加一張

床。

••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
1. 出國前，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4至6週前往「旅遊醫學門診」接受評估。
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返國後21天內，若有身體不適，請盡速就醫，並告
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
（1） 用肥皂勤洗手、吃熟食、喝瓶裝水。
（2）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口罩。
（3）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 不接觸禽鳥、犬貓及野生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1922（國外可撥+886-800-
001922）。


脫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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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聯酋航空公司＞

1.阿聯酋航空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取消則無退票價值阿聯酋航空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取消則無退票價值(醫療原因亦然醫療原因亦然)，取消費將收取全額票款，敬請留意！，取消費將收取全額票款，敬請留意！  

2.阿聯酋航空公司長程線(含歐洲中東亞非線)，開立機票時間較早，報名時請提供給業務員您的護照英文姓名，以利機位作業，謝謝。

3.團體票必須【團去團回】【不能脫隊】，脫隊延回者請自行開立【個人機票】。

4.若有需求要搭乘商務艙，機位報價請洽業務人員。商務艙可攜托運行李40公斤。
阿聯酋航空優惠商務艙特別規定如下: 1.可使用機場貴賓室 2.托運行李規定每人40公斤 3.商務艙機位訂好後須於3天內開票 4.不可退票 5.不可更改，開票完成後不
可換人，特此通知。

5.搭乘阿聯酋航空公司可以免費加入阿聯酋航空 Skywards，申請累積您的飛行哩程數。

6.阿聯酋航空公司機場辦理登機作業，於起飛時間前１小時關櫃，阿聯酋航空公司機場辦理登機作業，於起飛時間前１小時關櫃，(超過辦理登機手續時間者將無法搭乘該航班超過辦理登機手續時間者將無法搭乘該航班)。團體集合時間為起飛前。團體集合時間為起飛前"３小時３小時"，請依，請依

團體說明會資料之集合時間團體說明會資料之集合時間"準時準時"到機場集合，辦理登機作業。到機場集合，辦理登機作業。


旅遊資訊

小費小費

在杜拜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服務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對於沿途為各位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如表現佳，可給予全額或再額

外加給以茲鼓勵。以下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服務費的建議如下，以供參考，以下所列金額以美金為標準：

* 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每人每日USD$10
* 床頭小費：杜拜帆船飯店USD$5、阿布達比酋長皇宮飯店USD$3~5、其他等級飯店則同一般USD$1
* 入住七星帆船飯店管家服務費：每間房USD$10
* 行李員運送行李服務費：杜拜帆船飯店USD$5、阿布達比酋長皇宮飯店USD$3~5、其他等級飯店則同一般
USD$1 
* 其他服務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導遊或領隊之意見，再決定付費之多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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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簽證

★★★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團體簽證所需資料 ★★★
1.護照照片頁全頁之「彩色掃描檔」或彩色影印本
註:彩色掃描檔請勿使用手機拍照檔，若無法提供清楚掃描檔，請附上正本
2.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3.六個月內2吋大頭彩色白底照片(同申辦護照尺寸)
註:照片請勿使用護照照片頁照片
4.30歲(含)以下女生單獨(沒有和父母)參團，簽證被拒的機率較一般人高(必要時須補英文戶籍謄本或送父親簽
證資料)。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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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70歲以上之申請者，需告知同行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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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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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我國護照自抵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之日起算，需有至少六個月效期，簽名欄需本人親自簽名。護照內頁應至
少有兩頁空白頁，以供移民官員蓋印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簽證最新規定:即日起凡有去過伊朗，護照內頁有伊朗出入境章者，以伊朗出境日期起，六
個月內不得申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簽證，包括旅遊簽證、工作簽證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府向所有航空公司發出公告，要求所有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未成年旅客(未滿18歲的 
兒童)受新政策監管，並將於2018年6月1日起生效。
所有兒童及18歲以下的未成年旅客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可進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若非與同姓氏的父或母/監護人同行，應備有證明雙方關係之文件，如出生證明副本。
•若與其他年滿18歲或以上的成人同行，須提供父母或監護人簽署的授權書，以及證明雙方關係之文件副 
本。

備註：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當局將不會提供官方表格/授權書樣本供參考。
•若年齡介於6-17歲獨自搭乘航班，則視作「獨自搭乘飛機的未成年旅客」處理，並須遵守航空公司相關程 
序。

任何人士若未能符合上述條件將被拒絕入境。

◎持以下護照入境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可享30天免簽(請於報名時提供，並且須提供相關護照影本資料，以利查 
驗。非以下護照都需事先辦理簽證)：
§ 歐洲國家：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瑞士、芬蘭、希臘、愛爾蘭、挪威、摩納哥、冰島、盧森堡、荷
蘭、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丹麥、奧地利、梵諦崗、瑞典、聖馬利諾、安道爾

§ 大洋洲國家：澳洲、紐西蘭 
§ 美洲國家：美國、加拿大
§ 亞洲國家：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南韓、香港

電壓時差電壓時差

◎ 電 壓：220伏特/50週波率。

◎ 插 座：三插孔方型(英國式)，如因個人需要可自備變壓器。

◎ 時 差：阿酋國時間比台灣時間慢4小時。

電話電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台灣台北撥打至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002+971+當地區域碼+電話號碼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撥打至台灣

00+886+2(台北區域碼)+家用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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