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9XM406CX3-T

杜拜特選杜拜特選7日～六星級亞特蘭提斯豪華餐、全新開幕時尚飯店、典藏羅浮宮、沙漠衝沙、棕櫚島電車、古城市集日～六星級亞特蘭提斯豪華餐、全新開幕時尚飯店、典藏羅浮宮、沙漠衝沙、棕櫚島電車、古城市集

列印

出發日期： 2019/04/06(六) 列印時間：2019-01-16 10:49


參考航班

去程

2019/04/06(六) 20:00 桃園機場 2019/04/06(六) 21:55 香港機場 國泰航空  CX531

2019/04/07(日) 01:25 香港機場 2019/04/07(日) 06:30 杜拜機場 國泰航空  CX745

回程

2019/04/11(四) 22:55 杜拜機場 2019/04/12(五) 10:35 香港機場 國泰航空  CX738

2019/04/12(五) 13:10 香港機場 2019/04/12(五) 15:10 桃園機場 國泰航空  CX400


價格說明

特惠 應付訂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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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00 

孩童佔床

$56,900 

孩童不佔床

$53,900  

孩童加床

--  

嬰兒

--

備 註： 1.團體售價包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及簽證費。

2.指定單人間或單人報名須支付NTD9,800元。

3.訂房若需求改住一晚帆船飯店，報價每房加價約NTD60,000元。

(仍需以實際入住日期報價為準)


行程特色

2019/01/08 11:48 更新

★★★行程安排搭乘國泰航空，七天四夜，抵達直接玩！★★★行程安排搭乘國泰航空，七天四夜，抵達直接玩！

國泰航空(Cathay Pacific)多次獲得由 SKYTRAX評選的「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殊榮！提供舒適的機艙環境、精緻的餐食及親切的服務，無疑是您出國旅行首選的航空
公司。

★★  搶先入住！風格各異，時尚旅宿搶先入住！風格各異，時尚旅宿

杜拜三晚皆選用杜拜三晚皆選用2018全新開幕飯店，國際連鎖、裝潢時尚、設備完整、風格各異，位於杜拜最具文化活力的地區，全新開幕飯店，國際連鎖、裝潢時尚、設備完整、風格各異，位於杜拜最具文化活力的地區，Aloft City Centre Deira 或或
Occidental IMPZ Dubai Conference & Events Centre 或或  Aloft Me’aisam Dubai，色彩繽粉，給您猶如萬花筒般的耳目一新。，色彩繽粉，給您猶如萬花筒般的耳目一新。

★★  藝術典藏！羅浮宮藝術典藏！羅浮宮  Louvre Abu Dh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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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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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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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window.print()


★★  奢華飯店頂級美食饗宴奢華飯店頂級美食饗宴  ★～不惜成本，獨家安排最奢華美食饗宴～★～不惜成本，獨家安排最奢華美食饗宴～

☆ 特別安排享用【六星級亞特蘭提斯飯店自助餐】(市場價值100美金)
飯店位於棕櫚島，斥資15億美元建造，擁有古波斯建築的外觀，内部隨處可見富麗的海洋裝飾，潔白的貝殼水池溢出層層流水，大廳的白色棕櫚樹柱子支撐金色穹
頂，底下是鮮豔的玻璃藝術品。亞特蘭提斯酒店内的 Kaleidoscope萬花筒餐廳度假氛圍濃郁，在餐廳裡瀏覽，能發現這里的牆上也掛着主題和海洋相關、色彩熱烈的
繪畫。餐廳有如一個美食萬花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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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串燒烤肉、港式小點，驚艷視覺與味

覺的日式料理...此外還有多樣甜點，每一口都是驚奇!充滿異國風味的多國特色料理，寬敞的用餐環境，處處展現精緻的品味。

★★  杜拜必選異國風味美食饗宴杜拜必選異國風味美食饗宴  ★★
☆【中東風味燒烤餐】☆☆【中東風味燒烤餐】☆

☆【沙漠營火燒烤☆【沙漠營火燒烤BBQ體驗】☆體驗】☆

體驗異國料理，各類高級新鮮食材，搭配獨特料理方式，整體營造的奢華裝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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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優惠的價格＆最豐富的行程 ★
※ 最時髦的城市：杜拜、阿布達比、沙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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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美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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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l of Emirat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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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安排讓旅程更加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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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08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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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香港

※南區旅客可選擇改從高雄國際機場出發！班次以航空公司團體確認之機位為主，不保證有位，早訂早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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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杜拜【杜拜相框】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阿拉伯傳統民俗村】

餐食餐食 早餐／ 機上早餐   午餐／ 中東風味燒烤餐   晚餐／ 中華料理六菜一湯

旅館旅館 4★Novotel Al Bustan  或 4★Holiday Inn Abu Dhabi  或 4★Sheraton Khalidiya Abu Dhabi  或同級

第3天 阿布達比【羅浮宮】 杜拜【伊斯蘭藝術品中心、阿拉伯灣遊船】

起飛！前往夢想中東。機場集合之後，搭機經香港轉機飛往目的地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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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後先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阿布達比，途經杜拜最新地標杜拜相框，於阿布達比將行車經過全球最高的貿易商展中心－高達4
8層樓的世界貿易中心，以建築風格奇特聞名的電信大廈，還有以大砲、茶壺為造型的著名地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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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拜相框 Dubai Frame】

這棟被譽為「杜拜相框」的金色建築是目前杜拜最新引人注目的大型項目，提供了天際線的全景，同時遊客和城市居民，還能看到杜拜

塔等標誌性建築的景觀。兩根150米高、93米寬的柱子+100米的橫樑，由兩棟建築以及連接他們的頂端天橋所組成。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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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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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穿緊身服。

2.您可於此天下午加購前往法拉利樂園遊玩，人數達4人始能成行，請於團體出發前10日告知銷售業務並收費完畢，出發後臨時取消恕不
退費，敬請知悉。

★【羅浮宮 Louvre Abu Dh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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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ccorhotels.com/gb/hotel-6533-novotel-abu-dhabi-al-bustan/index.shtml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us/en/abu-dhabi/auhar/hoteldetail?cm_mmc=GoogleMaps-_-HI-_-AE-_-AUHAR
https://sheratonalkhalidiya.com/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中華料理六菜一湯   晚餐／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旅館旅館 4★Aloft City Centre Deira  或 4★Occidental IMPZ Dubai  或 4★Aloft Me'aisam Dubai  或同級

第4天 杜拜【杜拜博物館、水上計程車、黃金市集、香料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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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料理六菜一湯   晚餐／ ★沙漠營火燒烤阿拉伯BBQ

旅館旅館 4★Aloft City Centre Deira 或 4★Occidental IMPZ Dubai 或 4★Aloft Me'aisam Dubai 或同級

第5天 杜拜 沙迦【可蘭經紀念碑文化廣場、法素爾清真寺、藍色市集】 杜拜【哈里發塔、The Dubai Mall、杜拜噴泉】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中華料理六菜一湯   晚餐／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旅館旅館 4★Aloft City Centre Deira 或 4★Occidental IMPZ Dubai 或 4★Aloft Me'aisam Dubai 或同級

杜拜【觀光輕軌、朱美拉棕櫚島、六星級亞特蘭提斯豪華午餐】 【朱美拉沙灘、古城市集、阿拉伯特產超市、阿聯酋精品購

午後返回杜拜。

◎【伊斯蘭藝術品中心】

這裡既是一個展館，也是購物中心，更是藝術天堂，是購買伊斯蘭藝術品的好地方。你會被琳琅滿目的藝術品所吸引。在此可以欣賞到

用金線銀線加寶石、手工編織而成的波斯掛毯，可以看到用駱駝的骨頭雕刻而成的傢俱、異常精美的喀什米爾圍巾，以及彩色的寶石首

飾等藝術品。做工都非常精美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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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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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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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齋戒月期間無肚皮舞表演，敬請見諒)

在沙迦的街心花園中，聳立著巨大的翻開著的一本書的雕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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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素爾清真寺】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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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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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本身就很有看頭，除了漂亮的風塔、紋繪和彩瓷，以藍為主色調的長形圓拱，因

為整體造型猶如火車頭，也有人稱「火車頭市集」。在懸掛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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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董、

波斯地毯、沙龍、絲巾、圍巾和手工藝品，種類豐富選擇多，儘管這裡東西的價格已經比杜拜便宜，但仍可以講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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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自費登上位於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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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dxbde-aloft-city-centre-deira-dubai/?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https://www.barcelo.com/en-gb/occidental-hotels/hotels/united-arab-emirates/dubai/occidental-impz-dubai-conference-event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dxbiz-aloft-meaisam-dubai/?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第6天 物城 Mall of Emirates】 香港

★特別安排六星級亞特蘭提斯飯店豪華自助餐，體驗異國奢華料理～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六星級亞特蘭提斯飯店自助餐   晚餐／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旅館旅館 機上

第7天
香港 台北(高雄)

※南區旅客可選擇改從高雄國際機場出發！班次以航空公司團體確認之機位為主，不保證有位，早訂早安心！※

前往漂浮在阿拉伯灣上、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島、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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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

午餐安排在號稱六星級的亞特蘭提斯飯店內，主要建築風格沿襲古波斯及古巴比倫風貌，室內則詮釋亞特蘭提斯的精髓─奇跡、海洋、探
索，同時結合了在地的阿拉伯元素。在這座極盡奢華的飯店裡，還有一座大型露天水族館，4,200萬公升的海水中，飼養了超過65,000
隻、250種的海洋魚類，堪稱微型版的海洋。

●【朱美拉沙灘 Jumeirah Beach】

壯麗的朱美拉沙灘沿杜拜海岸延綿不絕，形成一條幼細柔軟的白沙帶，供人們休閒與玩耍。您得以在這與最著名的地標建築－七星級帆

船飯店合影，獨特的外觀像一艘超凡脫俗的白色單桅帆船，迎著風昂立在阿拉伯灣中一座專為顧客打造的人工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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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特產超市】

當地土特產超市：主要產品有椰棗、藏紅花、香精油及當地特色紀念品，是滿足各位伴手禮的理想場所。把阿拉伯風情一起帶回家！

前往中東地區最頂級最大規模的阿聯酋精品購物城 Mall of Emirates，攬盡各國際名牌精品商店，並擁有戲院、遊樂場，您也可自費進
入參觀全世界最大的室內滑雪場，體驗在沙漠國度中感受零度下的冰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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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機經香港轉機於今日抵達台北(高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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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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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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程內容因國際或國內班機變動而有所調整，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3.團體需團去團回不可脫隊，回程可接受進港，詳細規則請洽業務人員。
4.如要求高雄出發，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以便更改訂位，班次須以航空公司確認為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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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若需求杜拜帆船飯店，因特殊為不可替代性旅館，如遇滿房訂不到房則退回訂金，敬請見諒。
7.入住杜拜帆船飯店，如單人出發或分房卡單人需付單人房差。
8.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保額新臺幣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15歲或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保額為新臺幣200萬元。
9.2019.05.05-06.04期間為穆斯林齋月，注意事項如下：
齋月期間沙漠衝沙沒有肚皮舞表演；

齋月期間白天請勿在公共場所吃東西、喝水以及吸煙，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齋月期間大部分餐廳白天不營業，我們可能會根據餐廳情況進行餐廳等調整


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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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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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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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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航空公司杜拜脫隊規定》

一.「高雄/香港/高雄」或「台北/香港/台北」接駁班機更改需求
1.「台北/香港/台北」改為「高雄/香港/高雄(搭乘港龍航空KA)」或「高雄/香港/高雄」改為「台北/香港/台北」皆屬服務性質，惟機位之確認仍須待航空公司回覆，
是否可更改成功亦須視航空公司班機狀況而定，恕無法保證。且因改位作業需待國泰航空香港總公司回覆，需較長工作天，請旅客耐心等候。 
2.若高雄(台北)/香港/高雄(台北)之機位無法需求成功，請旅客另自行改加訂高雄/桃園中正機場來回接駁機或搭乘高鐵。

二.脫隊進港(機位狀況須視航空公司班機狀況而定，機位之確認須待航空公司通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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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回程可進港，須加收進港稅 NTD 800

三.其它
1.團體票可接受加價升等商務艙，訂位人數需四人以上！
來回升等商務艙，可使用貴賓室(機位以航空機位確認為主)；2018.03.01~2018.10.31 每人加價 NT 
68,500起；
2.超過20天(含)以上的團體,票價須加價 NT 3,000；
3.為響應環保，自2010/06/01起，國泰將不再提供旅客存根聯，僅有團體訂位記錄；若有需要者，國泰開立
則需收取一張100元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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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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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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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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