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費

單人房附加費

阿聯酋 ( 逍遙之旅 ) 七天尊鑄遊
行程編號 AEDXBDXB07MG

交通資料：乘坐國泰航空公司 (CX) 豪華客機直航往返     (註：徑航班資料最後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香港      杜拜 約下午16：30起飛 / 同日晚上20：50抵達

杜拜      香港 約傍晚17：55起飛 / 翌日早上05：00抵達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The United Arab Emirates），簡稱阿聯酋，是一個以產油著稱的中東沙漠國家，位
於西南亞的阿拉伯半島東南部，以七個酋長部落組成。首都阿布達比，也是境內最大部族的領地，杜
拜繼阿布扎比 (Abu Dhabi) 之後第二大酋長國。由於中東地區近年的經濟和金融𣊬速發展，區內旅遊業
亦 蓬勃起來。繼早年建成的7星級帆船酒店，哈利法塔 ，棕櫚島 、白色清真寺 和法拉利樂園等，還陸
續有來，誓要吸引全世界的注目，不斷創出極多世界第一的紀錄，令到這片地方充滿《一千零一夜》
的神話感覺。

香港 回程香港 杜拜 

$37,999/每位

$16,999/每位

團費包括 : 團費不包括 :

國泰航空經濟客位往返 ( 包括燃油附加費及機場稅 ) 餐膳中之酒水費用

行程中酒店住宿或同級數（連每天酒店早餐） 簽證費用

行程中所指定膳食安排 個人之旅遊保險

隨團出發之領隊服務  （免收小費） 酒店內之雜項 ( 如電話費 , 洗衣費等 )

當地導遊及司機服務  （免收小費）

30 座觀光專用車

行程所列之觀光入場費

註 ： 以小團組形式出發 ( 十人成團，以十六位客人為上限 )。

杜拜 阿布札比 



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leisurelytours.com

入住五星級酒店 Palm Atlantis  或同級 

入住五星級酒店 Palm Atlantis  或同級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 費用自理。

晚餐 ： 費用自理。

第三天
杜拜 ＞沙查 > 法素爾清真寺 > 傳统民俗博物 > 藍色
市集＞沙漠四驅車＞杜拜

法素爾清真寺 (King Faisal Mosque)：為回教伊斯蘭建築的代表

作，雪白的壁面及聳直的尖塔，加上廣闊的佔地面積，讓整棟建

築物呈現輝煌又不失莊嚴的氛圍。

傳统民俗博物（Al Naboodah) ：建於19世紀中期的建築物，是

當時有名的珍珠商人家族住所，遊客可以一窺阿拉伯富有家族生

活百態。

入住五星級酒店 Palm Atlantis  或同級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 當地中餐廳 。（Shang Palace)

晚餐 ： 特色中東燒烤自助餐。（Al Hadheerah)

第四天
杜拜> 阿布札比 > 白色清真寺 > 法拉利樂園 > 阿布札
比
白色清真寺 (Sheikh Zayed Mosque)：清真寺的牆壁、柱子及地

板,使用印度泰姬瑪哈陵的鑲嵌半寶石方式,以貝殼或不同顏色大

理石等材料做成各種花卉圖樣，祈禱室的彩色水晶燈為世界第一

大、波斯大地毯更是世界無雙，建造費要花五十億美金。

法拉利樂園 (Farrari World)：2010年出現的法拉利樂園，則可說

將阿布達比的旅遊魅力，再推向一個高峰。這座全球第1個以法

拉利為主題的樂園，除了用形形色色名車妝點園內，所有娛樂設

施皆極盡酷炫之能事，尤其是有座號稱世界上最快的雲霄飛車，

最高時速可達240公里，風馳電掣的衝刺感，令全場驚叫四起。

藍色市集 (Blue Souq)：是兩座外觀相同的傳統阿拉伯式建築組

成的市集，整體造型又猶如火車頭，也有人以「火車頭市集」 

暱稱。

沙漠四驅 (Desert Safari)：乘坐冷氣四驅車於沙漠起伏不定之沙

丘上奔馳，又可玩「滑沙」考考膽量，更可騎駱駝及享用特色燒

烤餐。

第一天
香港 > 杜拜 (機程約9小時) 

第二天
杜拜＞全日享用度假酒店設施 

水世界冒險樂園 (Aquaventure Water Park)：以仿古及建築設

計，有6條滑水梯及9層樓高，長27.5米，是中東最長的滑水天

梯。

海底世界 (Lost Chambers)：容量1,100萬公升，飼養了65,000條

魚的水族館，且有魔鬼魚及鯨鯊在潛水員身邊游過的驚險場面吸

引遊客。

（註 ： 以上兩項設施位於住宿酒店，本社是日不提供導遊及交

通安排。）

晚餐於航機上。



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leisurelytours.com

入住八星級酒店 Emirate Palace 或同級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當地中東餐廳。 （Abdel Wahab)

晚餐 ： 費用自理。

入住七星級酒店 Burj Al Arab  或同級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當地中餐廳 。（Hukama)

晚餐 ： 費用自理。

夜宿於航機上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費用自理。
晚餐 於航機上。

第七天
香港

航機於早上抵達香港

注意事項﹕

1. 『成人團費』以成人佔半房為標準，『小童團費』以十一歲或以下之
小童不佔床為標準。如單人報名或報名時出現單男 / 單女之情況，旅
客須補回單人房差額。

2. 免收當地導遊及司機之服務費。團費已包括十萬元之平安保險，但不
包括各地機場稅、保安費及飛機燃油附加費；遊輪港口服務費、碼頭
稅及遊輪燃油附加費。另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
徵費的服務費每位港幣30元。如因外幣浮動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
而導致成本上升，本社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燃油附加費或
稅項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旅客必須於出發前全數補
回有關之差額。否則，本社可將訂位作廢，已繳之所有款項(包括團費
及各項額外費用)將不發還及不會撥作任何更改轉換之用。

3.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
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
位為準。而各項價目及細則，期間如有更改則以報名為準，恕不另行 
通知。

4. 旅遊證件必須持有六個月或以上之有效期，方能報名參加。

5.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按個人需要購買旅遊綜合保
險。凡參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購買或自備綜合旅遊保險。若旅客於
出發前14天未能提供任何保險資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本社將會取
消客人之訂位及可能扣除旅客一切已繳付之團費 (此條款只適用於旅
行團)。為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條款」
及「旅客須知」。旅客可於新歷遊網站 (www.leisurelytours.com) 下載
或向本社職員索取。

6. 於2 0 1 1年7月1日起報名參加旅行團，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 
『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
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
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或向本社職員查詢。

LT-AEDXBDXB07MG-140228

第五天
阿布達比 > 杜拜＞ 哈里發塔 ＞ 風塔大泥屋 > 杜拜博
物館 > 水上的士 > 黃金及香料市場 > 杜拜

哈里發塔 (Burj Khalifa)：樓高828米，安排乘搭電梯直達124樓，

全球最高的觀光層飽覽杜拜景色。樓層逾160層，95公里外仍 

可見。位於哈利法塔 124 層的 At The Top 是世界上最高的公眾觀

景台。旅客不但可於觀景台上欣賞壯麗的杜拜景色，還可透過參

與其互動之旅，深入了解杜拜及哈里發塔的歷史及演進。旅客可

乘坐秒速高達 10 米的特製雙層升降機，以大概 1 分鐘的時間直

達 124 樓。當升降機門開啟的一刻，旅客將被落地大玻璃外全無

遮擋的 360 度景致吸引。

風塔大泥屋 (Bastakiya)：古時阿拉伯人所搭建的泥屋，能有降溫

作用。

杜拜博物館 (Dubai Museum)：前身是AI Fashidi Fort，是一座十八

世紀的堡壘，用來防禦敵人的入侵。1971年翻新改為博物館。

水上的士 (Abra)：是一種極具當地特色的交通工具，由於杜拜市

被海灣分隔成新區和舊區，當地居民日常都依賴水上的士穿梭兩

岸工作。

黃金及香料市場 (Gold & Spice Souks)：杜拜除了高級的購物

中心之外，還保留了一些當地外國阿拉伯人聚集的古市集。

杜拜噴泉 (Dubai Fountain)：據說是世界第一高的音樂噴泉，

每晚7:30開始，隔30分鐘演出一次，配樂包括有噴泉原創音樂，

印度歌舞電影主題曲，阿聯酋國歌等。

第六天
杜拜＞早上享用酒店設施 > 杜拜購物城 > 杜拜

杜拜購物城 (Dubai Mall)：杜拜購物中心是杜拜眾多購物和娛樂

景點之中的「巨無霸」，面積稱霸全球的購物與娛樂設施。新

開幕的杜拜購物中心成為杜拜的零售、服務及悠閒樞紐。單是購

物中心的面積已經十分驚人：共 1,200 間零售店、150 多家餐飲

店，還有數之不盡的悠閒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