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五洲旅行社 

 

參觀~阿布達比羅浮宮 

阿拉伯最大、全世界最美之一~ 謝赫扎伊德清真寺 

獨一無二的世界奇觀~奇蹟花園 

全球首座~法拉利主題樂園 

享受~杜拜河遊船晚餐 

體驗~棕櫚島輕軌電車 

全世界最大~杜拜購物中心 

登上世界第一高塔~哈里發塔 

 

   參考航班時間                                               

天  數 地   點 航   班 時   間 

第一天 高雄香港 港龍航空 KA457 21:25-22:55 

第一天 桃園香港 港龍航空 KA483 21:10-22:55 

第二天 香港杜拜 國泰航空 CX475 01:25-06:30 

第六天 杜拜香港 國泰航空 CX738 22:55-10:35+1 

第七天 香港高雄 港龍航空 KA457 12:40-14:10 

第七天 香港桃園 國泰航空 CX406 12:20-14:15 

 

   出發日期                                                

2019/02/23‧03/16、04/06、04/13 NT$88,800 元 

團費包含： 

◆兩地機場稅兵險、燃油費 

◆旅遊綜合責任險。 

◆導遊‧司機小費 

◆杜拜簽證 

團費不包含： 

◆新辦護照用費 NT 1,400 

◆行程中未列出之額外項目：行李、床頭小費等、自費項目、房間服務、飲料、酒水、

電話費、個人行李超重費…等支出 

◎商務艙請電洽五洲 07-552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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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高雄(桃園) 香港杜拜 

今日於機場集合，搭機前往香港轉機後抵達目的地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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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機上 

 

第 2 天   杜拜→阿布達比(法拉利樂園‧阿提哈德塔(外觀)‧羅浮宮)  

◆【法拉利主題公園】 

全球首座法拉利主題樂園與最大室內遊樂園，發想於

Ferrari GT 賽車經典雙車側曲線的概念，以三叉方式併

構成為主題樂園建築體的設計主軸，屋頂翼展總長度

達到 2.2 公里，撐搭出覆蓋面積達 20 萬平方米的紅色

屋頂，不僅如此，醒目的巨大 Ferrari 標誌，以 65 米

乘 48.5 米的面積鑲嵌在屋頂，向世人傳達這座高度達

48 米高的特殊建築，是法拉利專屬夢幻國度。 

◆【阿提哈德塔 Etihad Towers(外觀)】 

阿提哈德塔是位於阿聯阿布達比的五座摩天大樓的統稱，坐

落在地理位置顯要的濱水地帶，位於阿布達比濱海路的末端。

五座樓從 55 層到 77 層不等，高度都超過了 300 米，總的建

築面積是 50 萬平方米。這五座樓涵蓋了一座國際性的五星

級飯店、一座時尚的購物中心、高檔辦公樓、一座高級百貨

商店和高品質的住宅公寓。DBI 設計公司在阿商業區設計了

由五座樓組成的阿提哈德大廈樓群，價值超過了 8.6 億美元，是《玩命關頭 7》的主要場景拍攝地。 

◆【羅浮宮 Musee du Louvre】 

阿布達比羅浮宮，一間座落於薩迪亞特島上的世界級博物

館，充分展現著文化間的開放與交流精神。整體建築巧妙

的設計在一個標誌性的穹頂之下，由 7,850 顆繁星組成的

幾何圖案，並以大小和角度不同的星星構成八個層面，陽

光穿過圓頂上特別設計的小孔，就會形成"光雨"般的電影

效果。博物館擁有來自不同文化領域多達 600 餘件藝術收

藏，並且其規模還在日益擴大。開幕年期間，來自 13 個

重要法國收藏機構的約 300 件傑出藝術品將與阿布達比羅浮宫的 300 件永久藏品一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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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早) 飯店內用      (午) 酋長皇宮飯店內           （晚）中式料理 

■住宿：阿布達比 City season hotel Abu Dhabi 或 Novotel Abu Dhabi hotel 或 Holiday Inn AUH 

或同級 

 

第3 天   阿布達比(阿拉伯傳統民俗村‧大清真寺) →杜拜奇蹟花園 

◆【阿拉伯傳統民俗村 Heritage Village】 

阿聯酋傳統民俗村可以讓你體驗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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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早期清真寺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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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真寺 Sheikh Zayed Mosque】 

大清真寺是阿拉伯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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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稱一件藝術傑作，可

容納數量驚人的 4 萬名禱告者，共有 80 個穹頂，約 1,000

根廊柱，24K 純金吊燈，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手織地毯。

清真寺由清澈的池水所環繞，烘托出其高貴之美。 

◆【杜拜奇蹟花園 (Miracle Garden)】 

是個獨一無二的世界奇觀，定必令您「花多眼亂」。花園位

於南阿爾巴沙 (Al Barsha South)，是全球最大的花園，佔地 

72,000 平方米，種植了超過 4,500 萬朵花，在各種精巧的

雕塑和設計中搖曳生姿。在這裡您可以飽覽各種形狀的「花

式」：金字塔、星形、圓頂建築、心形的花壇設計等等。別

忘了觀賞世界最長的花牆，或在由五顏六色雨傘所組成的

天穹底下漫步。公園裡集中展示充滿動感的花壇設計，與其說它是一個遊覽景點，不如說它更像一

個精緻的藝術展覽品。離開時，您會感到自己見證了一個奇蹟：一座位於沙漠中央的巨大花園。 

■餐食：(早)飯店內       (午)RAMADA JUMEIRAH HOTEL   （晚）Raddision blu Hotel   

■住宿：杜拜 M downtown 或 Mercure Barsha Heights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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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   沙迦→途經杜拜相框→杜拜博物館→杜拜水上計程車‧黃金、香料市集 

◆【沙迦】 

沙迦可以說是離杜拜最近的一個酋長國，在過去，沙迦曾

扮演著波斯灣下灣最重要的港口角色，直到這樣的地位被

杜拜取代後，便以最具深度文化的一邦立足阿聯酋，你只

要前往沙迦傳統民俗與藝術區走一趟，便會對其保存阿拉

伯傳統文化和藝術的用心而感動；只是不知是不是做得太

努力了，這裡對人民服飾和行為要求較嚴格，來到沙迦，

能更真實感受傳統阿拉伯人行為模式和生活習慣。在沙迦

的街心花園中，聳立著巨大的翻開著的一本書的雕塑，那便是可蘭經紀念碑。這是為了紀念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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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經)杜拜相框 Dubai Frame】 

這棟被譽為「杜拜相框」的建築是目前杜拜最新引人注目的

大型項目，提供了天際線的全景，同時遊客和城市居民，還

能看到杜拜塔等標誌性建築的景觀。兩根 150 米高、93 米寬

的柱子+100 米的橫樑，由兩棟建築以及連接他們的頂端天橋

所組成。通過「相框」連接兩座豎塔的 100 米空中長廊，參

觀者可以拍攝杜拜的全景照片，往北拍，是富有傳統氣息的

「老杜拜」，向南看，則是現代氣息十足、建築高聳入雲的「新杜拜」。 

◆【杜拜博物館】 

這座前身曾是皇宮，由艾法希迪城堡 (Al-Fahidi Fort) 改裝而成。

城堡建於 1787 年，也是要塞及海防的古堡，是杜拜最古老的建

築物。從博物館的露天展覽，可看到古阿拉伯人以前的住屋模

式，包含最早期的風塔。室內展區部分有鳥瞰圖見證杜拜自 1950 

年代的發展，以及多媒體展示，介紹杜拜在不同年代的發展。 

◆【水上計程車】 

在杜拜灣上有各種船隻、遊艇穿梭其間，Abra是其中最古老、

簡單的一種，因為猶如計程車一般常見、便利，所以當地人

稱它為「水上計程車」。它仿過去早期居民使用的木船型式

建造，船上有個小篷子，所有人就在篷下背對背而坐，既沒

有冷氣也沒有窗戶，有的是微涼的海風和寬廣的視野，鳥群

則不時從面前飛翔而過。乘坐提供當地人往返港灣兩岸的傳

統木製渡輪交通工具水上計程車，跨越杜拜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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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市集】 

從 1940 年代起，來自印度與伊朗的商人與企業家來此開

設店家，黃金市集旋即聞名世界。市集店鋪櫥窗內掛滿了

琳瑯滿目、燦爛奪目的黃金藝品，項鍊戒指手鐲耳環及胸

針，讓您看得為之驚奇，而價格更是公道划算。夜幕時分，

一切顯得格外迷人耀眼。 

◆【香料市集】 

中東地區的人向來擅用香料，他們不僅應用在食物料理中，也活用在裝飾、薰香或水煙草上。鄰近

黃金市集的香料市集，顧名思義自然以販賣香料為主，長長的走道空間，空氣裡隨時瀰漫從麻袋裡

飄散出來的濃郁香氣；，許多店舖將香料以色彩繽紛的罐子盛裝，相當有趣!在這裡可以找到各式

各樣的進口香科，也是體驗當地風情最佳去處，是極具特色的旅遊點，也為您的旅程增添無限色彩。 

■餐食：(早)飯店內     (午) BAB ALSHAMS自助餐    （晚）Hyatt regency 頂樓自助餐 

■住宿：杜拜 M downtown 或 Mercure Barsha Heights 或同級 

 

第 5 天   朱美拉古城市集‧朱美拉清真寺(外觀)→帆船酒店下午茶→杜拜河遊船 

◆【朱美拉棕櫚島 Palm Island】★棕櫚島單程輕軌電車體驗。 

世界第八大奇跡－棕櫚島，耗資 140 億美元，是世界上最

大的陸地改造項目之一，它由一個像棕櫚樹幹形狀的人工

島、17 個棕櫚樹形狀的小島以及圍繞它們的環形防波島三

部分組成。建成一座海上城市，全島將有 6 萬多戶居民，

5 萬多名服務人員分佈在全島 32 飯店，數十座商場以及遊

樂場所為島民提供各種服務。 

◆【朱美拉古城市集 Souk Madinat Jumeirah】 

設計模仿傳統露天市集，建於大型度假村內，在云云高級零售點之中，朱美拉古城市集最具情調，

一開幕迅即成為熱門旅遊勝地。在朱美拉古城市集樓層較低的建築物之中，風塔鶴立雞群，在黑夜

裡亮起的時候，讓整個區域籠罩在浪漫的光茫下，附近更有曲折的運河及極好的戶外食肆。所以朱

美拉古城市集可以像磁石一般吸引這麼多遊客，絕非奇事。 

◆【朱美拉清真寺(外觀)】 

壯麗的朱美拉清真寺可說是杜拜的地標，夜幕降臨後，清真

寺亮起燈彩，更見璀璨壯麗。朱美拉清真寺依照中世紀法密

德王朝傳統建造，能夠容納 1,200 人。在杜拜魅力浮華的底

層，仍可感受穆斯林人民的謙卑，朱美拉清真寺正是好地方。

提供難能可貴的機會，揭開伊斯蘭教神秘面紗，一窺這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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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宗教的真面目。朱美拉清真寺也是杜拜唯一向非回教徒開放的清真寺。參觀朱美拉清真寺。請記

得帶備相機，一般來說，朱美拉清真寺內是允許拍照的。造訪朱美拉清真寺，與其說是觀光，倒不

如說是了解文化。 

★【帆船酒店下午茶】 

全世界最奢華的頂級酒店，號稱七星級的酒店，旅館外觀有如一艘

迎著風滿帆的白色阿拉伯單桅帆船，昂然聳立在距離海灘 280 公尺

的人工島嶼上，和陸地以微彎的堤道相連。 

★【杜拜河遊船(Dubai Creek)】 

欣賞跨過將都市分為兩部份的鹹水河灣，親身感這城市的獨

特氣息，更可欣賞兩岸之現代化建築。 

乘坐雙層阿拉伯海灣風格的木質遊船，沿著杜拜的內海灣航

行約兩小時，其間在船上享用阿拉伯風味自助晚餐。一覽杜

拜兩岸燈火通明，五光十色的夜景和動聽的阿拉伯民族樂曲。

欣賞魔術、舞蹈、雜技等表演，杜拜河之夜的美景相信會讓

您流連忘返，同時可以欣賞 3D 水光秀。 

■餐食：(早)飯店內         (午)朱美拉酒店內        （晚）杜拜河遊船晚餐 

■住宿：杜拜 M downtown 或 Mercure Barsha Heights 或同級 

 

第 6 天   杜拜購物中心‧水族館→哈里發塔→杜拜噴泉→杜拜機場香港 

◆【杜拜購物中心】 

2009 年開幕，被譽為全世界最大購物中心，面積約為 50 個標準足球場大小，堪稱是中東規模最大，

風格迥異的現代化購物中心。Dubai Mall 內有多個主題商區，超過 200 家珠寶店的全球最大黃金市

集 Gold Souk，將全球 70 家知名時裝品牌店聚集而成的時尚大道 Fashion Avenue，琳琅滿目的上百

間珠寶飾品店、化妝品店、時裝店、古董店和藝術品店，還有話題性十足的世界第一超巨型室內水

族館，在這裡可以體驗超乎想像的一切。 

◆【水族館】 

位於杜拜購物城的中央，樓超三層，是目前金氏世界紀

錄裡最大的水族館，可以在超巨型玻璃水族箱旁欣賞各

式的海洋生物，還可走近 48 公尺長的海底隧道 Aquarium 

Tunnel，感受宛如身處海底世界的 270 度視野景觀。水下

動物園則有各種大小的淡水魚缸，讓人近距離接觸這些

珍奇嬌客，另外也可購票搭乘船隻在水族館的水面上，

體驗另一種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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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發塔 BurjKhalifa】 

斥資 15 億美金打造的世界第一高樓哈里發塔，您可以登上位於第 124 層樓高的景觀台 At the Top(如

遇特別原因關閉則無法安排)，搭乘世界最快的電梯，能在 1 分鐘內快速到達「登峰造極」的觀景

台，舉目所見盡是超現代化的摩天大樓，讓您親身體驗這座立地而起、與天爭高的沙漠奇蹟，在天

氣好的時候，更可以遠眺 80 公里遠的美景。 

◆【杜拜噴泉】 

杜拜音樂噴泉是世界最大的噴泉，由原世界第一美國

Bellagio 噴泉的製造商 WET 公司設計的，總投資 2.18 億美

元，比美國的 Bellagio 噴泉大 25%，成為目前世界最大的

音樂噴泉。它的總長度為 275 公尺，最高可以噴到 150 公

尺，相當與一棟 50 層樓的高度。該噴泉會噴射 2.2 萬加侖

的水，並配有 6600 個燈光以及 50 個彩色投影機。噴出的

水柱有 1000 多種變化，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千變萬化。伴

隨著數首阿拉伯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歌曲，噴灑的水柱像是在人們面前跳著優雅的舞蹈。每一場使

用的音樂不同、編排的舞姿也不同，一會像一群苗條少女婀娜多姿、翩翩起舞；一會像一列武士整

齊劃一、高亢有力；一會噴出所有水柱氣勢磅礡、雄偉壯麗。整體感官上的震撼和視覺上絕美的藝

術享受，整座噴泉高潮迭起、交互演奏出美麗的水舞樂章。 

■餐食：(早)飯店內        (午) Work of fam 日式料理套餐         （晚）萬豪酒店 

■住宿：機上 

 

第 7 天    香港高雄(桃園) 

班機於今早抵達香港轉機，返回台灣，結束此次難忘‧浪漫、豪華之旅，留下難忘的美麗回憶。 

■餐食：(早)機上內        (午)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