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拜黃金之都 9天 
      豪華之旅 
團費 

USD2198  
(中文導遊) 6 人成團 

全包：Tour 、四或五星酒店、三餐、門票、秀票 

o 機場稅 

o 全程 TOUR接送 

o 所有秀票與景點門票 

o 每日精美三餐（瓶裝水每日二瓶） 

o 四星級或同級酒店 

o 中文或英文導遊 （視客人需要） 

團費包含 團費不包含 

• 黃金之都杜拜因石油而崛起，杜拜的輝煌豪華和富有令世界羨慕讚口不絕 

• 原本一片荒蕪的沙漠變成了高樓林立的繁華魔幻之都 

• 滿目光怪陸離的建築，迷離炫閃的霓虹燈熣燦不滅 
• 彷彿如天堂燦若星河，世人趨之若鶩的淘金聖地 

604-688 2912  604-270 3863  604-927 8888  
 Vancouver （BC Reg.#3603）  Richmond （BC Reg.#3604）  Coquitlam（BC Reg.#3607） 

Toll Free  :  1-888-688 2912                       Website : www.campbelltravel.bc.ca 
 

o 國際機票 

o 行程以外的 TOUR 

o 司機、導遊小費, 建議每天$10美元 

o 酒類或其他飲料 

o 簽證費 

o 出 / 入境稅 

o 其他個人花費 

o 天災人禍造成之損失 

2023 出發日期： 
1/28   2/25   3/25   4/29   10/21   11/18 12/7   12/22   12/30 



 

 

 

 

 

 

 

 

 

 

 

 

 

 

 

 

 

 

 

 

 

 

 

 

 

第 1 天/第 2天    原居地--杜拜 
 
下午的飛機從 LAX 機場出發，搭乘阿酋航空或者法國航空前往夢幻的【黃金城市-杜拜】，第二天晚上抵
達杜拜。 杜拜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最聞名於世的城市，在這邊國際文化與商務往來頻繁且忙碌，您可以
看到在沙漠中用黃金所打造出來的奇蹟與建築，奢華的人工建設奇景、令人感到驚訝的富麗堂皇， 但也
可以在德里區看到傳統杜拜的文化、古蹟、傳統生活，現代與傳統的文化共存於此，不止如此，世界第一
的哈里發塔、阿拉伯最大的 OUTLET、世界最大的購物中心、世界最大的海底水族館、世界最奢華的渡假
酒店、浪漫的細白沙灘、歡樂的水上樂園、四輪驅動車衝沙冒險、國際美食的匯聚、一切的美好，待班機
抵達杜拜，即將真實呈現在您的眼前。 抵達後入住酒店，休息後整裝待發，開始杜拜之旅。 
 
第3天  打卡杜拜 棕櫚島——朱美拉公共海灘——帆船酒店 
 
朱美拉棕櫚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島，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耗資 140 億美元打造的全球首個棕
櫚葉形狀島嶼。朱美拉公共海灘是杜拜唯一能公開穿泳裝的地方，也是欣賞和拍攝帆船酒店的絕佳地。海
灘上有公共浴場，可以游泳、衝浪，或是在沙灘上曬太陽，日落時還可以看到餘輝染紅的美麗城市風景。
這就是世界唯一的七星級酒店 Burj Ai Arab，中國人稱為“帆船酒店”-因外形酷似船帆，又稱杜拜帆船
酒店。 作為杜拜的地標性建築，帆船酒店是每位到杜拜的遊客的嚮往之地。 這裡也是全球唯一一家七星
級酒店，內部裝飾佈置極盡奢華，觸目皆金，每間套房均享有阿拉伯灣的全景。 酒店內還有全球著名的
海底餐廳和空中酒吧，絕對是一生難忘的絕妙體驗。 據悉，該酒店於 1994 年建成，其中僅外殼及填海
的費用就高達 11 億美元，整個酒店含有26噸黃金，高 300 多米，共 27層。 據說：“它有 202 套
房，都是複式。 房間最小的 170 平米，最大的是總統套房，780 平米。 最小的房間的每天住宿費為
1500 美金，而總統套房的每天住宿費高達2 萬多美金。”帆船酒店不僅是高級酒店更是旅遊景點，設計
美觀、大方、高貴，還有很多高科技設計。 遊客一進入酒店就舉頭張望其美麗富有魄力的室內設計裝
修，大堂及二樓的噴水池不斷變換造型，每層樓的設計各不相同，帆船兩邊是美麗海灘，海水格外的藍，
海灘上的沙又細又白，這裡每天都有數千甚至上萬遊客來此。 原本在專業的酒店評級中並沒有七星級酒
店，在開業前期，一名英國記者對帆船酒店做出了最高評估：“我現已找不到什麼言語來描述它了，只能
用七星級來給它定級，以示它的異乎尋常。” 
 
第 4天 參觀阿布達比 謝赫扎耶德清真寺——阿布達比民俗村——酋長酒店 
 
阿布達比謝赫扎耶德清真寺 【Grand Mosque 大清真寺】為阿拉伯規模最大的清真寺，內部的地毯與裝
飾，全部都是由國際藝術家設計製作，號稱為全世界最美麗的清真寺。 謝赫扎耶德清真寺以豪華著稱，
僅黃金就用了46 噸，漢白玉磚牆更是不計其數，水晶吊燈數萬盞，據說建設總花費約 55億美元。 寺中
的巨型地毯和水晶鍍金吊燈均為世界之最。 這座清真寺還是一處純白的穹頂世界，在陽光下隱隱發亮，
恬靜、莊嚴、肅穆。 然後到訪另一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酋長國-民俗村，搭上專車後，開始一
連串的奢華旅程： 阿布達比酋長國-民俗村 阿聯酋首都阿布達比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座人工島上的，島上
有一個標誌性物體——一個高達200 多米的旗杆，這也是號稱世界上最高的旗杆。 據悉，該旗杆高
200 多米，上面的旗幟長40 米，寬 20 米，總面積達800 平方米，相當於小半個足 球場了。 雖然這
樣看上去並不覺得很大，那是因為它太高了！ 你只要拿它跟下面的建築物比較一下，就不會認為它小
了。 就在旗杆的下面，是阿布達比的博物館，也叫民俗村。 在裡面的建築和環境，再現了當年這裡的原
住居民的生活狀態和風貌。 今天的最後的行程是參觀阿布達比八星皇宮酒店，它原本是為酋長們所準備
的行宮，是為海灣合作委員會 首腦來到阿布達比參加會議而修建的，如今頂層依舊是酋長們所專屬的總
統套房。 可想而知，這裡的一切完全比照宮廷標準來建造。 曾經為滿足沙漠豪族所準備的宮殿，足以讓
入住酒店的每一位客人都有做國王的感覺。 哪怕只是在宮殿酒店轉上一圈，都能對皇宮貴族的奢華生活
大開眼界，不枉到阿布達比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走上一遭。 

行程 



 

 

 

 

 

 

 

 

 

 

 

 

 

 

 

 

 

 

 

 

 

 

 

 

 

第 5天  阿布扎比 法拉利主題公園——Yas Mall 購物中心 
 
阿布達比法拉利主題公園 全球唯一的法拉利主題公園，世界上最大的室內樂園。 在這裡，擁有除法拉利
總部之外世界上最大的法拉利賽車展示館，可以一覽法拉利各個時期的跑車、賽車，就連 F1 車房、駕駛
模擬器都有“複製品”，而全球速度最快的過山車更讓遊客驚叫連連。 法拉利主題公園旁邊的 YAS 
MALL 購物中心，琳琅滿目的商品讓人應接不暇，等著你把它們帶回家。 
 
第6天  杜拜沙漠保護區-沙漠越野車衝浪 
 
杜拜沙漠保護區 杜拜沙漠保護區是阿聯酋第一個國家公園，可以體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專案——沙漠沖
沙，還可以看到阿拉伯羚羊、沙原羚和山瞪羚等野生動物，是杜拜豪華城市之外，與眾不同的一面。 今
天在杜拜沙漠保護區，動力十足的一天，感受運動的快樂和激情燃燒的湧動。 如果恰巧趕上日落，一望
無際的沙漠連綿起伏，層次感強的沙丘在落日的映照下呈紅金色，非常漂亮。 
 
第 7天 杜拜——黃金市場——杜拜塔——音樂噴泉 
 
今天逛逛黃金之都的黃金市場，金燦燦的世界滿足了眼飽之福。 古老的阿爾法赫迪，傳統的風塔，繁華
的庭院，蜿蜒的小巷，俯拾之間，處處皆是流轉的杜拜阿拉伯風情。杜拜塔--杜拜的地標之一 接着参观
杜拜塔，杜拜塔又叫哈利法塔， 在古阿拉伯世界中，哈利法為「伊斯蘭世界最高領袖」之意，同時也是
歷史上阿拉伯帝國統治者的稱號。哈裡法塔，也稱杜拜塔是世界有名的建築，是，高828 米，共 162
層，可以乘坐世界最快觀光電梯 60 秒從底層登塔。 在 124 層觀景臺上，鳥瞰整個杜拜全景，可將棕櫚
島、帆船酒店等盡收眼底，頗為壯觀。登塔的最佳時間在日落時分，此時登塔可以看到白天和黑夜兩種不
同風格的杜拜。今天的高潮是觀賞世界最大音樂噴泉，耗資 16 億可噴至 50 層樓高，噴出85噸水異常
壯觀。   在人們提到杜拜的時候就會想到這是一個土豪城市，而這個土豪城市也擁有著世界上最大的音
樂噴泉。    杜拜音樂噴泉位於阿聯酋杜拜，噴泉底部是以一個人工湖，據說建造這個湖的時候就已經花
了將近幾個億，一直到2010 年整個專案才竣工，杜拜斥資 16 億建立音樂噴泉，它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
噴泉也是最壯觀的噴泉。   音樂噴泉外表呈現金色，這樣的顏色無疑是與杜拜所相互映襯的。   音樂噴
泉承載著 2.2 萬的，這個音樂噴泉總長度為275米，噴水量最高可以噴到 150 米，噴水高度高達 50 層
樓，   多個燈光和彩色投影機的相互交配使得噴出的水柱和水流有著千萬種變化，杜拜音樂噴泉也成為
了當地的又一標誌性建築物。 
 
第 8天  參觀阿布達比 謝赫扎耶德清真寺——阿布達比民俗村——酋長酒杜拜購物中心-
-杜拜的水族館 
 
拜的水族館是真的震撼，也非常適合帶小孩去旅行。 杜拜購物中心+杜拜水族館，既不影響大人購物逛商
場，還可以帶小孩邂逅很多可愛的小動物。 杜拜購物中心，來杜拜逛購物中心是不可缺少的環節，買不
買無所謂，逛逛也很開心 杜拜購物中心可謂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場，地下一層 地上三層，每一層都有 50
個足球場那麼大，1200 家店鋪，三天三夜逛不完啊！ 還逛不膩。 杜拜是中東著名的購物天堂，這裡有
舒適的購物環境，繁多的世界品牌，且全部是免稅的，名牌商品價格合理。 這裡的免稅店全部是24 小
時營業，規模在全球也名列前茅，讓很多游客欲罷不能，超級滿足！ 
 
第 9天  杜拜—原居地 
 
最早上搭機回原居地，離開黃金之都杜拜，結束美好的旅程。 

關於杜拜入境防疫政策要求： 
 
一、72 小時核酸檢測。 
二、疫苗完整接種。 
三、新冠康復證明。以上三者滿足其一即可。 
第二、第三條要求其實大部分人都是滿足的，完全可以做到順利出
入境，完全不用擔心入境杜拜被隔離的情況。 
關於杜拜簽證：中國國籍或者歐美國籍，可以落地簽，非常方便。 

此行程只供參考，正確行程根據出團前最

後行程表為準。如遇特殊狀況，因不可抗

拒的客觀原因（如天災，戰爭，罷工等）

或航空公司航班變化或取消，本公司有權

取消或變更行程及調整價錢。 

您在訂位時我們會提供機票價給您參考，

然而，機票燃油附加費與稅金在開票之前

皆有可能變動。航空公司有權提高或降低

燃油附加費，因此最終票價將以開票當時

的費率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