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聯酋三國
超值/豪華四天三晚
返鄉順道遊
迪 拜 - 沙 迦
- 阿 布 扎 比

Dubai, Sharjah, Abu Dhabi
Super Value/Deluxe 4 Day 3 Night Tour

抵達迪拜日期
Arriving
Dubai Dates

SUPER
超值團---VALUE

12，22
02，28
09，16
06，20
11，18，25
01，08，15，22，29
06，13，20，27
03，10，17，24，31

DELUXE
豪華團----

(3晚4星酒店 4★Hotel)

(3晚5星酒店 5★Hotel)

團費

團費

$299

Tour Cost
Single Supp.單房差 $150

行 程 特 色

2013

1月Jan
2月Feb
3月Mar
4月Apr
5月May
6月Jun
7月Jul
8月Aug

★遊覽：乘坐輕軌觀光列車觀賞世界第八大奇
蹟迪拜棕櫚島；世界最大的購物中心【Dubai
Mall】；世界最大的音樂噴泉及外觀世界最高
塔【哈利發塔】；世界五大清真寺之一的【扎
伊德清真寺】；中東最大的【黃金交易市場、
香料市場】；首都阿布扎比，外觀8星酋長皇
宮；沙迦-參觀歷史博物館、火車頭傳統手工
藝品市場
★美食：品嚐阿拉伯風味，新增阿布扎比阿拉
伯傳統特色餐
★住宿：當地四或五星級酒店三晚
★獨家：最近距離觀賞270度海底走廊:位於
DUBAI MALL 中央，是一個32.8 X8.3 米的超大
水族館，有三層樓那麼高，已被吉尼斯紀錄確
認為全球最大展示窗
★贈送：外觀【YAS ISLAND人工島】，【F1法
拉利世界主題公園】，【首都之門】

$399

Tour Cost
Single Supp.單房差 $250

0－4週歲小童不佔床免費，4－12歲週以下不佔床小童為成人團費的
9.5折，小童佔床與成人同價。0-4 year-old w/o bed: free; 4-12 year-old
w/o bed: 95% of tour cost; any age w/ bed: tour cost

費用包含

· 酒店：行程所列酒店
Hotels: As listed in itinerary
· 用餐：酒店西式自助餐，當地中餐廳或當地特色餐
Meals: Hotel buffet breakfast, meals at local restaurants
· 用車：空調旅遊巴士
Transportation: Air-conditioned tour bus
· 導遊：專業英文或中文導遊
Tour Guides: Chinese or English speaking tour guides
· 景點：行程所列景點首道門票（不含景區內其他門票)
Sightseeing: General admissions to listed sites

特約旅行社
Preferred Travel Agent

費用不含

· 迪拜旅遊簽證費 Dubai tourist visa
· 國際機票及稅項 Int’l airfare and taxes
· 導遊司機小費 tips：USD$20/人，大小同價
· 個人消費如電話、付費電視、洗衣、酒店飲料等 Any personal expenditure
· 行程以外的自選項目 Optional programs
· 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害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所導致的額外費用 Any other costs
注意事項：行程內容可能因季節/交通/航班/政治或其他因素而有所差異，旅遊公司保留調整及變動行程
順序的權力！出發前77天以內取消團費概不退還，其它有關訂位規則及相關條款，無法一一詳述，請訂
位前務必詳閱本公司網站或來電查詢.
* 此特惠團僅限海外華僑！僅提供國/英語服務，非華人旅客，另有參團規

ver.102512

第一天 抵達迪拜（DXB)
貴賓飛抵迪拜國際機場，辦理入境手續后，由當地導遊接機送酒店辦
理入住手續。
* 温馨提示：中國公民迪拜入境需照視網膜。

第二天 沙迦市區觀光＋自由活動 （早，午）
上午：酒店早餐後，前往阿聯酋成員國之一沙迦，抵達後市區遊覽：沙迦市歷
史博物館（約１５分鐘），從而了解中東地區回教歷史文化及文物古跡的發現，
參觀完後前往文化廣場古蘭經雕塑（約５分鐘）、火車頭傳統手工藝品市場，星
羅棋布的阿拉伯小商店、貨品琳琅满目，客人可以自由選購（約３５分鐘）。午
餐後返回酒店休息。下午：客人可於酒店自由活動或參加我司推薦之自費活動。
海陸空自費套餐：阿拉伯燒烤晚宴（自費４５美金／人，大小同價）約４：１５ＰＭ乘
車前往沙漠地區，黄昏抵達沙漠营地，沿途欣賞落日美景，品嘗阿拉伯地道茶
點、水煙、特色燒烤晚餐，參加各項阿拉伯民族活動，欣賞阿拉伯肚皮舞精彩
表演。約２１：００点返回酒店休息。

第三天 迪拜市區

阿布紮比

迪拜市區（早,午)

上午：酒店早餐後，前往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約２小時車程），途經迪
拜自由貿易區及世界第一大人造海港－Ｊｅｂｅｌ Ａｌｉ海港，抵達阿布紮比後參觀北
美“曼哈顿”海濱區（約１５分鐘）、宫殿建筑的聚集區－Ｂａｔｉｎａ老城區（車遊
約１５分鐘）。前往世界五大清真寺之一的——紮伊德清真寺（清真寺於須
１１：００ＡＭ前方可進入，遊覽約４５分鐘，如遇清真寺關閉或其他特殊原因則安排
外觀，敬請諒解）：耗資五十五億美元，內部裝飾：寶石貝殼鑲嵌，每盞８０萬
美金的施華洛世奇水晶吊燈，全世界最大的一塊人工地毯。建筑群都用來自
希臘的漢白玉包裹着，白色典雅，莊嚴肅穆。。繼而前往號稱８星級酋長皇宫
酒店Ｅｍｉｒａｔｉｓ Ｐａｌａｃｅ Ｈｏｔｅｌ外觀拍照（如需入內參觀，需額外消費）。午餐特
別安排品嘗阿拉伯當地傳統特色餐。下午：特别安排前往ＹＡＳ ＩＳＬＡＮＤ人工島
（外觀），途經被吉尼斯世界記錄認證為“全球傾斜度最大的人工建築”正在
建設中的，著名的建築首都之門（車遊）。前往外觀Ｆ１ 法拉利世界主題公園
法拉利世界主題公園斥資４００億美元打造。坐落在ＹＡＳＩＳＬＡＮＤ人工島一個龐大的
三角形紅屋頂下，酷似法拉利流線車體毗鄰一級方程式阿布紮比站的賽道（外
觀）。它占地约２０萬平方米，屋頂上有一個全球最大的紅色法拉利標志。在
“法拉利世界”２０種遊樂設施中，共有兩座頗具特色的雲霄飛車，其中一座是
以Ｆ１為主題的“羅莎方程式”雲宵飛車。它從０公里加速到１００公里只要４秒，
最髙時速高達２４０公里，也因此成為世界上最快的過山車。驅車返回迪拜入住
酒店休息片刻後，５：３０ＰＭ參加海陸空自費套餐：迪拜灣夜遊遊船（自費６０美金／
人，大小同價）乘坐阿拉伯風格的木船沿着迪拜海灣遊覽約２小時，飽覽迪拜兩
岸五光十色的夜景和動聽的阿拉伯民族樂曲。
＊特別提示：參加遊船的客人請照管好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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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星酒店(4★Hotel): Regent Palace or Similar

|

5星酒店(5★Hotel): Aruis Plaza or Similar

迪拜市區觀光
第四天 外觀 7 星帆船酒店－棕櫚岛
早，午，晚）
DUBAI MALL
(
上午：酒店早餐後前往外觀帆船酒店（如需入內參觀，需額外消費），然後乘坐
棕櫚觀光輕軌前往參觀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棕櫚島。並外觀人工棕櫚島上
第一家豪華酒店亞特蘭特斯Ａｔｌａｎｔｉｓ Ｔｈｅ Ｐａｌｍ Ｈｏｔｅｌ（約２０分鐘），酒店位於
棕櫚島中央，於２００８年９月下旬起投入服務。酒店與帆船酒店對望，擁有全世
界最大水上樂園（Ａｑｕａ ｖｅｎｔｕｒｅ）（外觀不少於１０分鐘）。隨後前往參觀展示迪
拜歷史發展的迪拜博物館（約２５分鍾），外觀古代商人大屋，途經ＪＵＭＥＩＲＡＨ
清真寺（外觀）、迪拜富人别墅區等建築。後乘坐波斯灣傳統交通工具水上的
士（約１０分鐘）跨越海灣，欣賞城市兩岸迷人景色，抵達阿拉伯香料集市及全
球最大黄金街（約１小時）。下午：海陸空自費套餐午餐後登上世界最高塔哈里
法塔（自費７５美金／人，大小同價），然後前往號稱全球最大購物中心ＤＵＢＡＩ ＭＡＬＬ
自由購物約２小時。更可欣賞世界上最大的音樂噴泉Ｄｕｂａｉ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它像是在
人們面前跳着優雅的舞蹈，伴隨著它的是數首阿拉伯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歌曲。
客人更可參觀全球最大室内黄金市場，隨後前往外觀２７０度海底走廊：位於
ＤＵＢＡＩ ＭＡＬＬ 中央，是一個３２．８ 米Ｘ８．３ 米的超大水族館，有三層樓那麼高，已
被吉尼斯紀錄確認為全球最大展示窗。晚餐後前往機場，辦理乘機手續，乘坐
晚上或凌晨班機離開迪拜。

＊注意：進入大清真寺必須穿正式些的著裝。如衣服不合適，您必須在旅遊車內等候。請咨詢我
們的工作人員獲得相關信息。
NOTE: UAE is one of the Muslim countries. Please dress properly when touring to Sheikh Zayed Mosque, the
day to Abu Dhabi. If you dress unproperly, the security guard will refuse you go into the mosque and you may
need to stay on the coach wait for other people.

海陸空自費套餐说明：
為感謝阿聯酋當地旅遊業者對此線路的大力支持，請各位團友必須參加海陸空自費套餐
(迪拜湾夜游游船,阿拉伯烧烤晚宴,哈里法塔)，此套餐價值$180美金，請在當地支付。
其他推薦自費項目

價格

其他推薦自費項目

價格

1.帆船亞洲自助早餐

$100.00

4.沙漠越野車沖沙

$40.00

2.帆船亞洲自助午餐

$150.00

5.皇宮酒店午餐

$130.00

3.帆船亞洲自助晚餐

$180.00

6.皇宮酒店晚餐

$155.00

Required Complementary Program: please pay directly to local tour guide
★ Super Value Bundled Package---$180/person includes:
· Sunset Dessert BBQ Dinner (US$45/person value)
· Dhow Cruise Dinner (US$60/person value)
· Burj Khalifa #124 Floor (US$75/person value)
Other Optional Programs:
1. Buffet Lunch at Burj Al Arab---US$150/person
2. Asian Fusion Buffet Dinner at Burj Al Arab---US$180/person
3. Dinner at Al Mahara of Burj Al Arab (4 courses)---US$350/person
4. Buffet Lunch at Emirate Palace Hotel---US$130/person
5. Buffet Dinner at Emirate Palace Hotel---US$155/person

上海，北京，香港，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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