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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豪 5 天「杜拜․沙查市」․ 
住帆船酒店 Burj-Al-Arab․ 

住亞拉伯皇宮運河酒店․ 

[阿布達比․法拉利世界主題公園] 

尊貴團    
 
 

一生起碼要遊富豪國〝杜拜〞 豪  一次 
 
 

超級富貴超級富貴超級富貴超級富貴����入住入住入住入住〝〝〝〝一晚一晚一晚一晚〞〞〞〞世界頂世界頂世界頂世界頂尖尖尖尖級豪華七星級級豪華七星級級豪華七星級級豪華七星級Burj-Al-Arab 帆船酒店帆船酒店帆船酒店帆船酒店(只適用於只適用於只適用於只適用於 CBM-5),  

      真正享受人生真正享受人生真正享受人生真正享受人生! 
       ����連續連續連續連續入住入住入住入住〝〝〝〝兩兩兩兩晚晚晚晚〞〞〞〞Jumeirah集團之五星級集團之五星級集團之五星級集團之五星級〝〝〝〝亞拉伯皇宮運河酒店亞拉伯皇宮運河酒店亞拉伯皇宮運河酒店亞拉伯皇宮運河酒店〞〞〞〞,  
        起能起能起能起能錯過錯過錯過錯過! (只適用於只適用於只適用於只適用於 CBM-5) 

 
杜拜杜拜杜拜杜拜    

不計成本安排參觀不計成本安排參觀不計成本安排參觀不計成本安排參觀《《《《杜拜之昨天杜拜之昨天杜拜之昨天杜拜之昨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未來世界之最未來世界之最未來世界之最未來世界之最˙̇̇̇世世世世紀建築紀建築紀建築紀建築:- 

★★★★安排安排安排安排暢遊暢遊暢遊暢遊阿布達比阿布達比阿布達比阿布達比—〝〝〝〝Yas Island〞〞〞〞人工島內人工島內人工島內人工島內 Shopping Mall, 海濱大道海濱大道海濱大道海濱大道, 餐廳餐廳餐廳餐廳, 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

最大室內法拉利主題公園最大室內法拉利主題公園最大室內法拉利主題公園最大室內法拉利主題公園(包門票包門票包門票包門票)於於於於 2010年剛落成年剛落成年剛落成年剛落成。。。。 

★★★★參觀世界第八奇蹟參觀世界第八奇蹟參觀世界第八奇蹟參觀世界第八奇蹟:偉大人工島棕櫚島偉大人工島棕櫚島偉大人工島棕櫚島偉大人工島棕櫚島「「「「Palm Island」」」」面世面世面世面世。。。。並於並於並於並於 Atlantis 酒店酒店酒店酒店, 品嚐地品嚐地品嚐地品嚐地

中海式自助午餐中海式自助午餐中海式自助午餐中海式自助午餐。。。。 

★★★★冰雪世界冰雪世界冰雪世界冰雪世界(Ski Dubai): 場內設有場內設有場內設有場內設有 5 種不同難度的滑雪道種不同難度的滑雪道種不同難度的滑雪道種不同難度的滑雪道, 適合不同程度之滑雪愛好者適合不同程度之滑雪愛好者適合不同程度之滑雪愛好者適合不同程度之滑雪愛好者˙

更特設全球最大之室內雪城更特設全球最大之室內雪城更特設全球最大之室內雪城更特設全球最大之室內雪城, 於約於約於約於約 3千平方米的雪地上堆砌雪球及雪人千平方米的雪地上堆砌雪球及雪人千平方米的雪地上堆砌雪球及雪人千平方米的雪地上堆砌雪球及雪人, 此外亦可暢玩此外亦可暢玩此外亦可暢玩此外亦可暢玩

以雪雕成之滑雪梯以雪雕成之滑雪梯以雪雕成之滑雪梯以雪雕成之滑雪梯, 刺激非常刺激非常刺激非常刺激非常! 

★★★★安排乘坐安排乘坐安排乘坐安排乘坐中東最長之無人駕駛鐵路中東最長之無人駕駛鐵路中東最長之無人駕駛鐵路中東最長之無人駕駛鐵路 Dubai Metro於於於於 2009年年年年 9 月全新通車月全新通車月全新通車月全新通車, 採用最先進採用最先進採用最先進採用最先進

的無人駕駛系統的無人駕駛系統的無人駕駛系統的無人駕駛系統, 全長約全長約全長約全長約 70多公里多公里多公里多公里。。。。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全球最高摩天大廈全球最高摩天大廈全球最高摩天大廈全球最高摩天大廈—哈利法塔哈利法塔哈利法塔哈利法塔(Burj Khalifa), 樓高樓高樓高樓高 828高高高高, 樓層逾樓層逾樓層逾樓層逾 160層層層層, 創下了創下了創下了創下了

世界世界世界世界第一高第一高第一高第一高樓樓樓樓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參觀全球最大杜拜湖音樂噴泉參觀全球最大杜拜湖音樂噴泉參觀全球最大杜拜湖音樂噴泉參觀全球最大杜拜湖音樂噴泉, 於於於於 2009 年中全新年中全新年中全新年中全新開幕開幕開幕開幕, 揉合揉合揉合揉合了音樂和躍動水柱了音樂和躍動水柱了音樂和躍動水柱了音樂和躍動水柱, 變幻變幻變幻變幻

出出出出 1000程不同的聲光效果造型程不同的聲光效果造型程不同的聲光效果造型程不同的聲光效果造型。。。。 

★★★★參觀全世界最大購物中心參觀全世界最大購物中心參觀全世界最大購物中心參觀全世界最大購物中心Dubai Mall, 相等於相等於相等於相等於 50個足球場個足球場個足球場個足球場, 內擁百多食肆內擁百多食肆內擁百多食肆內擁百多食肆, 1200多間商多間商多間商多間商

店店店店, 包括法國包括法國包括法國包括法國「「「「老佛爺百貨老佛爺百貨老佛爺百貨老佛爺百貨 Galleries Lafay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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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BM-5 / CCM-5 

金怡超豪 5 天「杜拜․沙查市」․住帆船酒店 Burj-Al-Arab

住亞拉伯皇宮運河酒店․[阿布達比․法拉利世界主題公園] 

尊貴團 
 
 

團號團號團號團號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 

(佔半房佔半房佔半房佔半房)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附加費附加費附加費附加費 
簽証及服務費簽証及服務費簽証及服務費簽証及服務費 

# CBM-5 / 

CCM-5 
   

SAR/英/美/澳/ 

護照免簽証 

註註註註:澳門澳門澳門澳門 SAR 護照護照護照護照, BNO 護照護照護照護照, 加拿大護照須辦理簽証加拿大護照須辦理簽証加拿大護照須辦理簽証加拿大護照須辦理簽証,  
簽証費簽証費簽証費簽証費 HK$850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註註註註：：：：集合香港機場集合香港機場集合香港機場集合香港機場 
各團友各團友各團友各團友早一早一早一早一晚晚晚晚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 由本公司職由本公司職由本公司職由本公司職

員代辦行李過磅及出境手續後員代辦行李過磅及出境手續後員代辦行李過磅及出境手續後員代辦行李過磅及出境手續後, 乘豪華乘豪華乘豪華乘豪華客機客機客機客機於凌於凌於凌於凌

晨起飛晨起飛晨起飛晨起飛, 直航不停站往多哈直航不停站往多哈直航不停站往多哈直航不停站往多哈。。。。 
 

1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杜拜杜拜杜拜杜拜〜〜〜〜阿布達比阿布達比阿布達比阿布達比〜〜〜〜Yas IslandYas IslandYas IslandYas Island    

〜〜〜〜法拉利世界主題公園法拉利世界主題公園法拉利世界主題公園法拉利世界主題公園((((包門票包門票包門票包門票))))〜〜〜〜杜拜杜拜杜拜杜拜    
(X/X/晚晚晚晚) 

抵步後。前往阿聨酋首都—阿布達比。以大砲, 茶壼等

造形為當地地標的聯合廣場。及後前往大清真寺及富有

現代伊斯蘭建築色彩的阿布扎比藝術文化中心, 擁有

白色拱形柱廊, 庭園及花園。稍後沿海濱大道前往民俗

文化村。該村保留許多房舍及小型博物館, 紀錄尚未發

現石油前的當地社區的日常生活。及後前往 2010年開

業, 法拉利世界阿布達比。設置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室

內主題公園, 坐在屋頂設計風格的經典雙體殼曲線的

法拉利 GT 汽車。有能源, 興奮和激情為整個家庭在法

拉利世界阿布達比。擁有超過 20 遊戲機和景點, 包括

世界上最快的過山車, 法拉利主題是全世界最大室內

主題公園。午餐自行安排, 晚餐於餐館。 
夜宿亞拉伯皇宮運河酒店或同級。 
 

2 
「「「「AtlAtlAtlAtlantisantisantisantis․․․․The PalmThe PalmThe PalmThe Palm」」」」    

酒店內享用地中海式自助午餐酒店內享用地中海式自助午餐酒店內享用地中海式自助午餐酒店內享用地中海式自助午餐〜〜〜〜    

杜拜未來世界杜拜未來世界杜拜未來世界杜拜未來世界․․․․世紀建築世紀建築世紀建築世紀建築    

〜〜〜〜冰雪世界冰雪世界冰雪世界冰雪世界(Ski Dubai)(Ski Dubai)(Ski Dubai)(Ski Dubai)    

((((包室內雪城包室內雪城包室內雪城包室內雪城 Snow ParkSnow ParkSnow ParkSnow Park 任玩套票及任玩套票及任玩套票及任玩套票及    

衣物衣物衣物衣物))))〜〜〜〜[[[[杜拜縮影杜拜縮影杜拜縮影杜拜縮影]]]]娛樂購物坊娛樂購物坊娛樂購物坊娛樂購物坊    

(Mall of Emirates)(Mall of Emirates)(Mall of Emirates)(Mall of Emirates)〜〜〜〜    

自費沙漠四驅車越野之旅自費沙漠四驅車越野之旅自費沙漠四驅車越野之旅自費沙漠四驅車越野之旅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X) 
早餐於酒店, 午餐於 Atlantis酒店內享用豐富地中海式

自助午餐。繼而團友欣賞華麗酒店精美講究莊修, 氣派

不凡, 及拍照留念, 繼而前往阿聯酋國最大型之度假

區—冰雪世界〝Ski Dubai〞。團友可於購物中心自由選

購心愛的物品外, 更可前往阿聯酋國獨有的室內雪城

(Snow Park)及室內滑雪場(Snow Slope)。提供各國人仕

於杜拜境內感受涼溫, 團友可於購物中心自由選購心

愛的物用品。前者為全球最大型之室內雪城。覆蓋著 3
千平方米的雪地, 團友一嘗堆砌雪球及雪人, 有如置身

於北海道一樣, 樂在其中。【如團友喜歡刺邀之項目, 可
自費前往室內滑雪場, 場內設有5種不同設計的滑雪道, 
可讓團友選擇。如覺得玩雪橇平凡一點, 可選玩滑雪板

(Snowboard)一顯身手。不論你是初學或是職業老手, 場
地也設有專業人員提供短時課程或個人教授。令每一位

享受玩雪的樂趣】。此團費用只包括團友前往室內雪城

之衣物(雪褸、雪褲、雪靴及襪等), 其他滑雪用具並不

包括在內。午餐於餐館, 金怡刻意不硬性包四驅車活動, 
主因是不欲強制客, 可能有客曾經已試過, 故各自選擇

參加與否, 一般首次遊杜拜, 一定不能錯過。喜歡沙漠

風光及好動之團友, 可自費參加四驅車沙漠之旅節目

(行程首先乘設有冷氣之越野四驅車進入沙漠地帶, 穿
梭於起伏不定的沙丘 , 親身體驗如過山車的驚險刺

激。團友更可一嘗滑沙活動, 感受前所未有的感覺。沿

途安排休息時間, 團友可自由拍攝沙漠日落之奇景; 
傍晚時份抵達沙漠中央的營地, 團友可嘗試在星夜策

騎駱駝, 感受那份沙漠獨有的浪漫氣氛, 亦可試穿傳統

的阿拉伯服飾拍照, 為整個旅程留下難忘的紀念, 享用

一頓豐富美味的阿拉伯燒烤大餐後送返酒店。) 是日晚

餐刻意自行安排, 以便選心愛餐館心頭好, 豪宴或浪漫

一番。 
夜宿 Sahara / Lotus Boutique酒店或同級。(只適用於 CCM-5) 

夜宿亞拉伯皇宮運河酒店或同級。(只適用於 CBM-5) 
 

3 
無人駕駛鐵路無人駕駛鐵路無人駕駛鐵路無人駕駛鐵路Dubai MetroDubai MetroDubai MetroDubai Metro〜〜〜〜    

全球最高之全球最高之全球最高之全球最高之Burj Khalifa(Burj Khalifa(Burj Khalifa(Burj Khalifa(哈利法塔哈利法塔哈利法塔哈利法塔))))〜〜〜〜    

入住世界頂級豪華七星級帆船酒店入住世界頂級豪華七星級帆船酒店入住世界頂級豪華七星級帆船酒店入住世界頂級豪華七星級帆船酒店((((只適用於只適用於只適用於只適用於CBMCBMCBMCBM----5)5)5)5)    

〜〜〜〜仙巴歷險仙巴歷險仙巴歷險仙巴歷險記記記記水上樂園水上樂園水上樂園水上樂園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晚晚晚晚) 
早餐於酒店。乘坐中東最長之無人駕駛鐵路 Dubai 
Metro, 採用最先進的無人駕駛系統, 全長約 70 多公

里。前往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杜拜摩天大樓。全世界最高

大廈, 共 160層, 總高 828米—哈利法塔。午餐於餐館。

餐後即前往聞名於世, 富豪首選, 一生人〝豪〞一次入

住帆船酒店。及後前往佔地四萬八千六百平方米的水上 
 

早報名早報名早報名早報名˙̇̇̇〝〝〝〝好優惠好優惠好優惠好優惠〞〞〞〞 
˙̇̇̇每每每每團團團團   首首首首 8 位位位位 只收只收只收只收$     
˙̇̇̇每每每每團團團團 # 9至至至至 15位位位位 只收只收只收只收$     
˙̇̇̇每每每每團團團團 # 16至至至至 20位位位位 只收只收只收只收$     

(超越名額超越名額超越名額超越名額/慢報者或出發慢報者或出發慢報者或出發慢報者或出發 14天內才報名天內才報名天內才報名天內才報名, 將附加將附加將附加將附加$1000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即不獲航空公司減價優惠即不獲航空公司減價優惠即不獲航空公司減價優惠即不獲航空公司減價優惠) 故請早報名故請早報名故請早報名故請早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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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BM-5 / CCM-5 

金怡超豪 5 天「杜拜․沙查市」․住帆船酒店 Burj-Al-Arab

住亞拉伯皇宮運河酒店․[阿布達比․法拉利世界主題公園] 

尊貴團 
 
樂園主題公園, 杜拜水上樂園以「仙巴歷險記」作主題, 
該樂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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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設有

十條滑水梯, 適合任何年齡人仕玩樂。團友亦可坐在水

泡上優哉悠哉地漂浮,樂趣無窮。晚餐於餐館(只適用於 CCM-5)。 
夜宿 Sahara / Lotus Boutique酒店或同級。(只適用於 CCM-5) 

夜宿帆船酒店或同級。(只適用於 CBM-5) 

(註:CBM-5 團友於第三天晚餐刻意自行安排, 以便選心愛餐

館心頭好, 豪宴或於帆船酒店浪漫一番) 
 

4    
「「「「帆船酒店享用自助早餐帆船酒店享用自助早餐帆船酒店享用自助早餐帆船酒店享用自助早餐」」」」    

杜拜杜拜杜拜杜拜〜〜〜〜沙查市沙查市沙查市沙查市〜〜〜〜King FaisalKing FaisalKing FaisalKing Faisal 回教寺回教寺回教寺回教寺〜〜〜〜    

阿聯酋獨立紀念碑阿聯酋獨立紀念碑阿聯酋獨立紀念碑阿聯酋獨立紀念碑〜〜〜〜沙查考古博物館沙查考古博物館沙查考古博物館沙查考古博物館    

〜〜〜〜途經可蘭經紀念碑途經可蘭經紀念碑途經可蘭經紀念碑途經可蘭經紀念碑〜〜〜〜    

Al NaboodahAl NaboodahAl NaboodahAl Naboodah 特式大宅特式大宅特式大宅特式大宅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X) 

〜〜〜〜JumeirahJumeirahJumeirahJumeirah 回教寺回教寺回教寺回教寺〜〜〜〜風塔大泥屋風塔大泥屋風塔大泥屋風塔大泥屋〜〜〜〜    

杜拜博物館杜拜博物館杜拜博物館杜拜博物館〜〜〜〜水上的士水上的士水上的士水上的士〝〝〝〝ARBAARBAARBAARBA〞〜〞〜〞〜〞〜    

黃金街黃金街黃金街黃金街〜〜〜〜香料市集香料市集香料市集香料市集〜〜〜〜世界上最大之世界上最大之世界上最大之世界上最大之    

Dubai Mall(Dubai Mall(Dubai Mall(Dubai Mall(相等相等相等相等 50505050 個足球場個足球場個足球場個足球場))))    

〜〜〜〜杜拜湖音樂噴泉杜拜湖音樂噴泉杜拜湖音樂噴泉杜拜湖音樂噴泉����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金怡特別豪豪豪豪 , 不計成本, 安排被譽為全世界最豪華七

星級帆船酒店帆船酒店帆船酒店帆船酒店, 享受豐富自助早餐, 一睹帆船酒店

風采。杜拜驅車前往鄰近的酋長國沙查市(Sharjah), 途
經外型美麗的 King Faisal回教寺及收藏了 7 顆明珠的

阿聯酋獨立紀念碑, 車途經可蘭經紀念碑, 隨後前往參

觀考古博物館、Al Naboodah特色古考大宅等。午餐於

餐館, 繼而前往參觀 Jumeirah回教寺及由古代的阿拉

伯商人運用泥建造而成, 並設有降溫風塔大泥屋。繼後

前往由阿拉伯堡壘改建而成, 並擁有150多年歷史的杜

拜博物館, 建於 1798年, 前往曾是皇宮、要塞及監倉。

主要分為色彩繽紛畫館、展現阿拉伯傳統風貌的藝術館, 
展品珍貴、罕見, 當中包括已有 3千至 4千年歷史的古

墓銅器, 值得慢慢欣賞, 乘車前往杜拜的河灣, 乘搭傳

統水上的士〝ARBA〞跨過將都市分為兩部份的鹹水河

灣, 親身感受這的獨特氣色, 欣賞兩岸之現代化建築。

繼後若時間許可並前往出售黃金及香料市集, 自由選

購喜愛之金飾及紀念品, 此市集無入場費, 自由出入, 
如關閉, 則取消無款退回。午餐自行安排。繼而驅車前

往於 08年 11月開幕, 全球最大之 Dubai Mall, 面積約

50 個足球場! 世界各國之名牌店在內, 由於杜拜是入

口關稅低廉的自由港, 亦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內唯一

的免稅國家, 故成為各地消費者購物天堂, 包羅萬有, 
可能更勝米蘭, 晚餐於航機。繼而驅車往機場。乘航機

返港。 

5 
杜拜杜拜杜拜杜拜����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DubaiDubaiDubaiDubai����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航機於是日安抵香港。  祝君愉快! 
 
註註註註 :  
★★★★ 香香香香港旅遊業議會港旅遊業議會港旅遊業議會港旅遊業議會(TIC)(TIC)(TIC)(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 凡凡凡凡參加此團之旅客參加此團之旅客參加此團之旅客參加此團之旅客, , , , 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 , , ,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客人於報名時購買客人於報名時購買客人於報名時購買客人於報名時購買。。。。    

★★★★ 此行程首選乘國泰航空或阿聯酋國際航空此行程首選乘國泰航空或阿聯酋國際航空此行程首選乘國泰航空或阿聯酋國際航空此行程首選乘國泰航空或阿聯酋國際航空, 如遇機位爆如遇機位爆如遇機位爆如遇機位爆

滿滿滿滿, 將安排改乘其它航機前往將安排改乘其它航機前往將安排改乘其它航機前往將安排改乘其它航機前往, 以以以以免該團被取消免該團被取消免該團被取消免該團被取消。。。。將於報將於報將於報將於報

名或茶會匯佈名或茶會匯佈名或茶會匯佈名或茶會匯佈, 待接納否待接納否待接納否待接納否。。。。 
★★★★ 如遇回教假日如遇回教假日如遇回教假日如遇回教假日, 慶典慶典慶典慶典, 齋戒等節日齋戒等節日齋戒等節日齋戒等節日, 若景點博物館等關若景點博物館等關若景點博物館等關若景點博物館等關

閉閉閉閉, 則該景點屆時刪除則該景點屆時刪除則該景點屆時刪除則該景點屆時刪除, 自由活動自由活動自由活動自由活動, 團友不得回港再追團友不得回港再追團友不得回港再追團友不得回港再追

討討討討。。。。 
★★★★ 小童小童小童小童 12 歲以下與父母同房歲以下與父母同房歲以下與父母同房歲以下與父母同房(不佔床不佔床不佔床不佔床)按成人價減按成人價減按成人價減按成人價減$300 每每每每

位位位位。。。。 
★★★★ CBM-5 及及及及 CCM-5 安排同車同遊安排同車同遊安排同車同遊安排同車同遊, 使出團率高使出團率高使出團率高使出團率高。。。。 
★★★★ 回程可停留杜拜回程可停留杜拜回程可停留杜拜回程可停留杜拜(須自備交通往機場須自備交通往機場須自備交通往機場須自備交通往機場), 停留附加費為停留附加費為停留附加費為停留附加費為

$990(大小同價大小同價大小同價大小同價), (視乎有位否則須隨團返港視乎有位否則須隨團返港視乎有位否則須隨團返港視乎有位否則須隨團返港)。。。。 
★★★★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金怡一向辦團用心, 非機械式運作非機械式運作非機械式運作非機械式運作, 故此行程只供參考故此行程只供參考故此行程只供參考故此行程只供參考, 

每團按該時天氣每團按該時天氣每團按該時天氣每團按該時天氣, 該團地面情況該團地面情況該團地面情況該團地面情況, 航班等作調動航班等作調動航班等作調動航班等作調動, 於茶於茶於茶於茶

會時會時會時會時附上修定行程匯報各位附上修定行程匯報各位附上修定行程匯報各位附上修定行程匯報各位, 待接納否待接納否待接納否待接納否, 故請出席茶會故請出席茶會故請出席茶會故請出席茶會

了解清楚為盼了解清楚為盼了解清楚為盼了解清楚為盼。。。。 
★★★★ 建議服務費建議服務費建議服務費建議服務費 HK$600 每位只包括領隊及司機服務費每位只包括領隊及司機服務費每位只包括領隊及司機服務費每位只包括領隊及司機服務費。。。。 
★★★★ 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之詳情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之詳情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之詳情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之詳情, 請參閱金怡收據背頁為請參閱金怡收據背頁為請參閱金怡收據背頁為請參閱金怡收據背頁為

準準準準。。。。 
 
 
 
 
 
 
 
 
 
 
 
 
 
 
 
 
 

特約旅行社特約旅行社特約旅行社特約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