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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ing  

極上 杜拜 奢華 七天 
          前衛‧時尚 ∣     極簡典雅     ∣  極致美學  ∣  頂級奢華 

          五星凡賽斯 ∣五星土耳其皇家皇宮∣  七星帆船  ∣八星酋長皇宮 

 
 

Φ從房間開始的旅行，於此展開…                           
沉睡在 1001 夜的國度裡：七星帆船 Burj Al Arab                   
    擁獨特的外觀如同一張鼓滿了風的帆，乘風破浪航行在阿拉伯的海灣中……。有人說，七星

帆船之美，是財富、奢華、創造力、自然美景、科技..等諸多元素的完美結晶，事實的確如此，

在海洋與沙漠的交相輝映下，“憑空而出＂海市蜃樓般的景致如夢如幻，夢想當真無極限………。 

    世界上惟一的七星級酒店（因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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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建在離海岸線 280 米處的人工島 Jumeirah Beach Resort Island 上，揉合了最

新的建築及工程科技，造色造迷人的景致及造型，使它看上去仿佛和天空融為一體。 

 
 

體驗土耳其奧斯曼式皇室風情：五星級土耳其皇家皇宮飯店               

 
    杜拜的土耳其皇家皇宮飯店(Jumeirah Zabeel Saray)，位於著名的朱美拉棕櫚島（Palm 

Jumeirah），位置可俯瞰整個阿拉伯灣（Arabian Gulf），主要以提供帶私人陽台的奢華住宿客房，

房間陳設為奧斯曼風格的主題，時尚典雅，極簡奢華，大廳挑高的天頂及圓頂拱門的設計，飯店

內並大量採用原木及各種珍奇礦石為建材，並輔以土耳其工藝創作、瑰麗的中東彩繪圖樣、金碧

輝煌的樑柱及巴洛克式水晶吊燈等，舖陳出一種中世紀奧斯曼帝國宮廷式的氣派與軒昂，房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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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平板衛星電視，以及帶土耳其式大理石浴缸和高檔洗髮用品的私人浴室間。 

 

 感受神奇阿拉伯的特有奢華：八星酋長宮殿，超越五星級的奢華享受 
    這座與帆船飯店同樣超高級的旅館，渾身散發著阿拉伯奢靡的貴氣；堪稱是全球最貴也是最

奢華、最昂貴酋長宮殿，位於阿拉伯聯合酋長國首都阿布達比，是間八星級酒店。以 22 頓黃金 

、30 億元打造的酋長皇宮飯店，舉目皆是金碧輝煌，散發出阿拉伯式靡貴氣氛。古典優雅阿拉

伯皇宮式建築，設有 114 座裝飾圓頂和 1001 件水晶吊燈，無處不彰顯著其富麗堂皇的裝飾風格 

。豪華客房由黃金和大理石堆砌而成，房間的地板鋪滿雕花的大理石，上面是柔軟的地毯。 

 

 
純粹奢靡，世界五大奢華品牌精品旅館之一：凡賽斯 Palazzo Versace 
    世界五大奢華品牌精品旅館之一的 Palazzo Versace 總讓人聯想到 16 世紀的意大利宮殿， 

強調極繁至奢的格調，處處是金色的義大利花紋，結合了海灘的浪漫與義大利的傳統享樂主義味

道，適合生活考究與放縱的人！酒店採用 Palazzos 的傳統建築風格設計，房間裝飾精美和寬敞 

，每一件家具和織物都由名師設計，由范思哲 House of Versace 專門為 Palazzo Versace Hotel

酒店量身打造。設有優美的園景花園，杜拜河和天際線的景色盡收眼底。 

 

 

 

Φ酋長國裡出瘋狂的國王，一手打造新天方夜譚اب ف كت ة أل ة ليل   وليل
    從高空俯瞰，大地被涇渭分明地切成兩半，一半是藍色地海水，一半是黃色的沙漠。就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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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線的中央，當沙塵逐漸消散後，出現了一座宏偉的城市。這裡有世界最高的大廈；有可望追

求急速快感、號稱全球最大的室內主題樂園；有締造多項世界記錄、全世界最美的清真寺；有世

界最大地室內滑雪場；有匪夷所思地水下酒店，以“亞特蘭迪斯＂為名；有被稱為“世界第八大

奇跡＂的人工島—棕櫚島；更有世界第一高的建築、有世界最大"觀景窗 viewing panel"的室內

水族館…，據説在外太空都能清楚地看見。這酋長國有著很多名稱，奇蹟之地、黃金之城、海灣

之珠、金磚帝國、新天方夜譚…。我們特別安排入內參觀：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含門票)   

阿布達比羅浮宮分館(含門票)    

            
哈里發塔(含門票)                        

棕櫚島 PalmIsland(含棕櫚島輕軌電車)      

Wald Wadi 水上樂園＂仙巴歷險記＂                                                   

   
Dubai Mall "觀景窗 viewing panel"的室內水族館…                                   



 4 

 
即日起報名繳訂即贈送 ~ 

2017.８月隆重開幕的＂LA PERLA SHOW＂ 此為最新的秀,延續澳門水舞間的精彩秀事並融合了 

中東的元素開創更令人無法忘懷的夜晚!  

  

 

 

Φ「Do Buy」精品、時尚天堂：Anything I can buy….                 
    1971 年，杜拜與阿布達比、以及其他幾個酋長國共同成立阿拉伯聯合大公國，短短的 45 年

間，杜拜已成立超過 70 間的購物中心，等於每年杜拜出現 1～2個新的購物中心。 

我們特別安排： 

 

伊本白圖泰購物中心 Ibn Battuta Shopping Mall：一邊購物，一邊享受各國文化。        

  

 

   商城是以古代摩洛哥著名旅行家伊本白圖泰的名字命名，之所以叫六國商城，是根據伊本白圖 

  泰曾游歷過的 6個 1000 年以上的文明古國，將全場分為 6個區域。在商城裡，不僅商品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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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有，從極具民族特色的商品、工藝品到世界知名品牌的服飾、化妝品，讓人眼花繚亂，而且 

  每個區域都有代表各國特色的景點，在此拍照留念已成為前往參觀的旅客的必選項目之一 。 

  中國商城：以中國古代宮殿的形式建造，全部仿造宮殿的建築模式，以最能代表中國特色的紅 

            色為基調，雕梁畫柱，游龍飛鳳，紅牆綠瓦。 

  印度商城：以世界 7大奇跡之一的印度泰姬瑪哈陵的風格建造，再現泰姬陵外觀的宏偉，但保 

            留了泰姬陵以大理石建成的純白色的特點。 

  波斯商城：宏偉穹頂鍍上漂亮的藍色鑲花穹頂，那是最有波斯文化特色的顏色和圖案，所有的 

            花紋都精致而艷麗，極具波斯風格，氣勢非凡！ 

  埃及商城：是以埃及黃沙的色調為主，整個廳都呈淡雅的米黃色，中間的那個是渾天儀，以此 

            紀念古埃及人為人類天文學做出的巨大貢獻。渾天儀的中央通常是地球或太陽，旁 

            邊的壁畫上，則是極有埃及風格的畫像，一男一女，猶如埃及法老和埃及艷後。 

  突尼斯商城：這裡的建築風格跟別的地方迥然不同。它的頂部不是房屋，而是美麗的夜空，藍 

              天白雲上居然繁星閃爍，非常漂亮。  

  安達魯西亞商城：1492 年以前的事，Al-Andalus 是穆斯林的天堂之地，數世紀以來，這裡一 

            直是東方與西方的接壤地。伊斯蘭王朝曾在這綻放出輝煌文明，更是伊斯蘭一段驕 

            傲歷史，所以阿拉伯人特地把這兒也列為了景點之一。 

杜拜購物中心                                                                      

       堪稱是全世界最大、中東規模最大，總面積達 590 萬平方公尺，約 50 個足球場般大。 

   風格迥異的現代化購物中心，每家導覽地圖上都標示有上百間珠寶飾品店、化妝品店、時裝 

   店、古董店和藝術品店。產品獨特，琳琅滿目，值得遊客用淘寶的心情去慢慢搜尋。 

       

 

Φ.FOOD OF UNITED NATION 美食聯合國.. Delicious                 
     杜拜，超現代及壯觀的城市規劃，吸引了大批外來的人口讓這個城市充滿了活力及變化 

 ，食物亦是相同，精緻美食融合各國特殊元素，法國風情、義大利風情、中東風情、中國傳 

 統、亞洲風味、美式粗曠…等等，滿足老饕們挑剔的味蕾。為此我們特別安排： 

   Hyatt 18°Restaurant 景觀餐廳地中海料理                                                

       首都門由阿布達比國家展覽中心設計；11 樓及以下樓層均是垂直設計；而 12 樓至 35 樓 

   向西逐漸傾斜 18 度，其傾斜角度是義大利比薩斜塔的四倍；唯首都門的傾斜角度是刻意設計 

   而成，和比薩斜塔因地基流失而呈現傾斜有所不同。另一方面，除了首都門外牆由不同弧度 

   的 728 塊菱形玻璃而成之外，首都門展現斜肋構架的不對稱對角線結構以用作支撐首都門傾 

   斜角度而導致的外部負荷。18°使用最新鮮的時令食材在特色鮮明的廚房中製作美食，供應高 

   級茗茶、咖啡、新鮮糕點和小吃，同時可從 80 公尺高空俯瞰城市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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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特蘭提斯飯店豪華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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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azzo Versace 凡賽斯 Vanitas 義大利料理                                         

       2015 年 11 月份全新開幕的凡賽斯酒店，前衛概念非凡創新迷人的義大利餐廳，結合了 

   歐洲豪華宮殿與羅馬時代典雅建築的設計特徵，一系列原創藝術營造出一種曖昧的就餐氛圍 

   ，詮釋著 PaLazzoVersace.的別樣奢華魅惑。梅杜莎 Medusa 頭像標誌印象非常深刻，在服裝 

   上它是最搶眼的圖騰，當它化身成餐具上的印花，成功地帶出了奢華輝煌的氣勢，將餐桌點 

   綴的美麗非凡。 

     
   酋長皇宮飯店 Le Vendome Brasserie 多國美食自助餐                                   

       提供中東風味、歐洲、亞洲等多國美食自助餐。以「鑲金的殿堂」來形容酋長皇宮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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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點都不誇張。酋長皇宮飯店位於阿布達比海濱，是一座具有濃郁阿拉伯民族色彩的皇

宮建築。耗資 30 億美元，是當今世上造價最昂貴的飯店。 

    
   Armani Hotel 亞曼尼精品酒店 Mediterraneo 豪華自助美食饗宴                         

       當時尚遇見奢華，如何引領潮流、代表品味。作為全球第一家的Armani酒店，Armani Hotel 

   Dubai 貫徹着 Stay with Armani 的設計概念，在 Giorgio Armani 的監督下，你會發現不論 

   酒店的地板或牆壁，都有濃烈的 Armani 簡約奢華風格，並把 Armani 的美學文化及義大利人 

   的熱情好客之道跟客人分享。 

    
   沙漠營地星空 BBQ 之夜(肚皮舞 show)                                                       

    
   七星級帆船自助美食饗宴                                                          

   提供阿拉伯傳統美食與多國風味料理自助餐，感受杜拜的奢華。從外觀看酒店已經是驚艷到 

   無人可及，內裡更是金碧輝煌。從大堂的柱子、天花板、電梯到房間的電視櫃、門框、水龍 

   頭都是鍍金的，一切的一切都是富豪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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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全球服務口碑最佳國泰空，經香港直轉杜拜，多樣化互動個人電腦遊戲，最

新及多部電影選擇，將為您的飛行旅程帶來更多樂趣。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起程地 抵達地 起程時間 抵達時間 

第 一 天 國泰航空 CX531 台北 香港 20:00 21:55 

第 二 天 國泰航空 CX745 香港 杜拜 01:25 06:30 

第 六 天 國泰航空 CX738 杜拜 香港 22:55 10:35 

第 七 天 國泰航空 CX406 香港 台北 12:20 14:15 

 (正確航班時間，以說明會為標準) 

 

第 一 天 台北／香港/杜拜  起飛！前往夢想中東。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目的地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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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機上，祝您一夜好眠。 

餐    食：早餐－X           午餐－X             晚餐－X 

參考飯店：機上  

 

 

第 二 天  杜拜－阿聯酋傳統民俗村－18°景觀餐廳－阿布達比羅浮宮－八星級酋長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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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機抵達後前往杜拜後，驅車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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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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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廣場上，以大砲、

老城堡、阿拉伯壺、香水、香爐及菜罩為造型，是阿布達比的著名地標。之後來到★阿聯酋傳統

民俗村 Heritage Village，是可以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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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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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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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古老市集而建的露天市場，則賣著各種手工藝品。午後參觀★阿布達比羅浮宮(法國羅浮宮分

館) 雖然掛著「羅浮宮」之名，阿布達比羅浮宮的外觀卻一點都不古典，蜂巢狀穹頂乍看像極北

京「鳥巢」體育館，仔細一看才知道，由 8層幾何裝飾堆疊出來的天花板，打造的是經典阿拉伯

式馬賽克（Arabesque），海灣地區的艷陽更在地板上內滴出點點光影，一眼就印象深刻。它的興

建是法國政府與阿布達比《30 年文化合作協議》中的一部分。位於文化之島~薩迪亞島上;這座

巴黎之外首個以“盧浮宮＂命名的博物館將為海灣阿拉伯國家帶來縱貫人類歷史長河的各時期

藝術傑作。阿布達比羅浮宮共有 55 個陳列室與 23 個展覽特區，擁有約 600 件文物，還向法國

13 家藝術機構借來 300 件展品，最知名作品有「文藝復興三傑」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的《美麗的費隆妮葉夫人》（La belle ferronnière）、印象派大師莫內的《聖拉查車站》（La Gare 

Saint-Lazare），還有高更（Paul Gauguin）、梵谷（Vincent Van Gogh）、畢卡索（Pablo Picasso）

等西方大家。阿布達比羅浮宮網站介紹，除了廣納各地藝品，該館陳列方式也有所創新，館方捨

棄了依地域國別分類，將同一時期製成的各大洲文物一齊並列，如一尊來自巴基斯坦犍陀羅王國

（the kingdom of Gandhara，約西元前 1500 年至西元 535 年）時期的菩薩立像，與西元 2世紀

的羅馬演說家塑像並列時，就可看出兩者衣服的抓皺方式相同，見證了亞歷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並

帶來希臘化時代（Hellenistic period）的歷史痕跡。今晚我們奢華享受安排入住★八星級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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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宮(宮殿)，讓你感受神奇阿拉伯的特有世界。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Hyatt 18°Restaurant 景觀餐廳地中海料理。 

        晚餐－酋長皇宮 Le Vendome Brasserie 海陸豪華自助式。 

參考住宿：八星級酋長皇宮(宮殿)Emirates Palace Abu Dhabi 或同等級。 

(酋長皇宮飯店為阿布達比皇室投資酒店，如遇皇室徵收飯店或因展覽客滿，改安排住宿帆船飯

店集團 Jumeirah Etihad Tower Hotel) 

 

 

第 三 天  旅館－大清真寺－伊本白圖泰購物中心－茱美拉－棕櫚島輕軌電車－五星級土耳其 

          皇家皇宮飯店 

安早！صباح الخير 曾締造多項世界記錄的★阿布達比大清真寺 Sheikh Zayed Mosque，它是阿拉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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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

質地柔軟綿密、色彩繽紛如花草，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手織波斯地毯，據說是由伊朗東部的千名婦

女花了兩年時間編織而成。(如遇週五改為當日傍晚或隔日參觀)。夢想沒有極限，一生必遊之地 

…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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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我們特別安排於棕櫚島上的亞特蘭提斯飯店豪華自助

餐，讓你探索這失落世界神秘的亞特蘭提斯。午後前往★伊本白圖泰購物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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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來到漂浮在波斯灣上的棕櫚島，它是凝聚著人類智

慧與辛勞的人造島嶼。位於阿拉伯聯合酋長國杜拜市海面的棕櫚群島堪稱是人類工程史上的奇

觀；也是阿聯酋人自豪地稱之為世界第八大奇蹟。我們特別安排搭乘茱美拉棕櫚島★輕軌電車

Monor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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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

我們特別安排入住★五星級土耳其皇家皇宮飯店(Jumeirah Zabeel Saray)，讓你有機會體驗一

晚土耳其皇式的宮廷之夜。 

貼心提醒參觀清真寺服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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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亞特蘭提斯飯店豪華自助午餐。 

            晚餐－土耳其皇家皇宮飯店豪華自助晚餐。 

參考住宿：五星級土耳其皇家皇宮飯店或同等。 

 

 

第 四 天  旅館－沙迦－凡賽斯 Vanitas 義大利饗宴－沙漠吉普車衝沙歷險、沙漠 BBQ 之夜 

純白色的酋長國－沙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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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蘭經紀念碑文化廣場的街心

花園中，聳立著巨大的一個翻開著的一本書的雕塑，那便是可蘭經紀念碑。是為了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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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後方左邊是▲皇家禮拜清真寺，右

邊是▲文化部。接續來到伊斯蘭建築代表作▲法素爾清真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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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周五，這裡便是回民集體禮拜的

神聖場合。▲藍色市集是座傳統阿拉伯式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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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因為整體造型又猶如火車頭，也有人稱「火車頭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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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這裡東西的價格已經比杜拜便宜，但仍可以講價。今日中午我們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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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於 2015 年 11 月份全新開幕的凡賽斯酒店，在前衛概念非凡創新迷人的義大利餐廳享用午餐 

，也是讓你感受另一個杜拜的沙漠奇蹟。難得來到中東，當然要體驗騎駱駝的滋味囉！午後時分

一場沙漠吉普車衝沙歷險＋沙漠 BBQ 之夜隨即展開，我們將在★專業四輪驅動吉普車隊的帶領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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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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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馨提醒：如遇回教宗教紀念日或齋戒月期間是沒有肚皮舞表演。齋戒月 2018/5/15-6/14) 另加

訂飯店晚餐供貴賓們使用。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凡賽斯 Palazzo Versace Vanitas 義大利料理。 

           晚餐－沙漠星空 BBQ 晚宴+肚皮舞  

參考住宿：凡賽斯飯店 Palazzo Versace Hotel 或同等。 

 

 

第 五 天  凡賽斯－巴斯塔基亞老城區－亞曼尼酒店豪華自助饗宴－哈里發塔－杜拜 Mall－音

樂噴泉－七星帆船 

世界最豪華的酒店，按斤出售的金飾，異香撲鼻的舞孃……這一切在阿聯酋及奢華之間畫上了等

號…。今早我們安排參觀有 150 多年歷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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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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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讓我們體驗被當地稱為★阿巴拉的水上木船(Water Taxi)擺渡至對岸。你可從海上遠距離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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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往▲黃金香料市集狹窄的街

道中充滿了中東獨特的街頭風情…丁香、肉桂、薰香、乾果的味道；琳琅滿目的金飾櫥窗，款式

多得眼花繚亂。在這裡，黃金可是秤斤秤兩的賣唷。續登上世界第一高★哈里發塔 Burj Khalifa 

，塔高為 828 米，樓層總數 169 層樓，原稱為杜拜塔，是位於阿拉伯聯合大公國的杜拜境內的摩

天大樓，也是目前世界第一高樓與建築。之後來到杜拜最炙手可熱的★杜拜購物中心，堪稱是中

東規模最大，風格迥異的現代化購物中心，產品獨特，琳琅滿目，值得遊客用淘寶的心情去慢慢

搜尋。今日中午我們特別安排 Armani Hotel 亞曼尼精品酒店享用豪華自助美食饗宴；另安排欣

賞目前被稱為世界第一★杜拜音樂噴泉，這座壯觀的噴泉，比拉斯維加斯美麗湖（Bellagio）酒

店音樂噴泉還要大四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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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時分安排心儀向往以久的★七星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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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j Al Ar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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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入住七星帆船飯店貴賓可免費進入 Wild Wadi 水上樂園遊玩) 

餐    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Armani Hotel 亞曼尼精品酒店豪華自助美食饗宴。 

            晚餐－七星級帆船自助美食饗宴。 

參考住宿：七星帆船飯店或同等。 

貼心提醒：七星帆船旅館用餐時的 Dress Code 是 Smart Casual。(A).男士：請著有領襯衣或

西裝外套、搭配西裝褲或休閒褲，不能穿著牛仔褲、短褲、運動鞋或拖鞋。(B).女士：請著洋裝 

、套裝，或長褲、流行時裝，不能穿著牛仔褲、緊身褲、運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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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天  七星－Wild Wadi 水上樂園－茱美拉傳統市集－杜拜／香港 

人生難得，溫暖太陽親吻的早晨，讓陽光蒸散睡意，睡到自然醒之後，您可自由使用旅館內設施，

健身房、室內外游泳池等。你可搭乘遊園車前往阿拉伯聯合大公國人氣最旺的★Wald Wadi 水上 

樂園，它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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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你可搭乘遊園車前往運河酒店來一趟★運河遊船(每天

11:00~23:00 之間)，你可在蜿蜒的狹窄的水道之間欣賞地道的阿拉伯建築，有如走入昔日的老

杜拜世界裡去。之後你可▲茱美拉傳統市集 Souk，熙熙攘攘的景象、濃郁撲鼻的香味、遍佈各

個角落的購物驚喜；時裝、珠寶、古董、藝術品、油料和香料等各種珍品等您發掘。 

 

餐食：早餐－飯店內    午餐－TURKISH VILLAGE 鄂圖曼風味料理      晚餐－機上 

 

第七天  香港／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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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行程供參考，本公司保有依飯店及交通調整行程及飯店入住先後順序之權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