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8/3                                         團費: 每人／84,500 起 

出發日: 8/31、9/14                                  團費: 每人／87,5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本行程售價設定為需兩兩成行報名、住宿兩人一室，故旅客逢單數報名時，需另加收單人房價差，不便之處，敬請鑑諒。 

全程乙位台灣領隊隨團+當地中文導遊服務。註：因杜拜地區飯店住宿費用高，為避免旅客攤提同團領隊之高額房費，故行

程中領隊並未與旅客下榻相同酒店，不便之處，敬請諒解！ 

【奢華住宿】註：實際訂房狀況，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資料為準，本公司保留最終調整權利。 

七星帆船飯店 BURJ AL ARAB 住宿兩晚 

由杜拜皇室投資的，有全世界最奢華飯店的美譽，落成花費五年時間，位於人工島上，外觀有如一艘迎著風、鼓著風帆的白

色單桅帆船。我們提供住宿的房間，每間都是樓中樓，寬敞的面積 170 平方米(約 52 坪) 

 

•28 層樓豪華帆船式建築，每層樓皆設有獨立的服務櫃檯及服務人員，頂樓更設有停機坪。 

•202 間複合式樓中樓挑高豪華套房，房內備有無線上網之筆記型電腦、PDA、高級影印傳真機、42 吋超大型螢幕電視，並

以自動化的全能遙控操作房內所有設施。 

•豪華衛浴設備，大型浴缸、2 座盥洗台、4 座高低不一的噴水口、 

•全部採用 HERMES盥洗沐浴用品，皆可讓客人帶回珍藏。 

•8 家主題式餐廳及 Lounge 酒吧，提供各國精緻美食。 

•可以遠眺海景市容的透天挑高 SPA 水療池、泳池、健身中心及美容中心。 

•鑲金裝潢舉目可見，且皆為純金材質，充分顯現奢華講究的貴族氣派。 

•住房客人皆可免費享用的 Wild Wadi 水上遊樂場。 

樓上臥房 



 

樓下客廳 

 

衛浴設備全部採用 HERMES 盥洗沐浴用品，皆可讓客人帶回珍藏。 

五星飯店 Ritz Carlton 住宿乙晚                           五星飯店 Jumeirah Creekside Hotel 或同級旅館 

    

【餐食安排】 

☆棕櫚島 亞特蘭提斯飯店自助餐 

 

☆卓美拉集團 古堡飯店自助晚餐 

 

☆老城皇宮餐廳飯店自助午餐 



 

☆全程飯店自助早餐 

☆希臘風味料理 

☆中東風味料理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有別於市場的七菜一湯 

☆中日混搭料理  

【行程特色】 

1.2018 年全新地標: 杜拜之框 Dubai Frame      2.登上世界第一高塔～哈里發塔：塔高為 828 米，俯瞰杜拜城市之美景。 

      

3.全球最大的室內主題樂園：法拉利樂園 FERRARI WORLD 體驗。 

 

4.搭乘阿拉伯傳統水上計程車 ABRAS WATER TAXI：欣賞河畔新穎的建築及大樓。 

 
5.WILD WADI 仙巴水上樂園：享受愉快、刺激又清涼的超級水上設施，仙巴歷險記水上樂團，佔地四萬八千六百平方公尺

的園區，為世界最先進的水上主題公園，以仙巴歷險記為主題，共有十條滑水道，最長約 190 公尺。註：住宿帆船飯店的旅



客，即可享用由帆船飯店免費所提供的仙巴水上樂園。 

 

6.全球最大購物中心 Dubai Mall 及 Emirates Shopping Mall 

 

7.參觀阿拉伯最大、全世界最美之一的阿布達比大清真寺。 

 

8.沙迦 可蘭經紀念碑廣場、藍色市集 

 
【貼心安排】 

 



 

 

第1天 高雄香港(飛行時間約 1小時 25 分鐘) 杜拜(飛行時間約 9 小時 5 分鐘) 
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杜拜。前往這個富有而進步的中東國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是由
七個酋長邦所組成的國家。次日抵達杜拜，於機上過夜休息。  
【杜拜】～這個既現代又傳統、充滿異國風情的城市，宛如變化無窮的萬花筒，深深吸引人們到此造訪。
這是一座生氣蓬勃的沙漠城市，豪華的高樓大廈、金碧輝煌的飯店與規劃完善的人工島，正一座座如雨
後春筍般的在這個城市冒出來。 
貼心的提醒： 

1.由於航程關係，須於飛機上過夜，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須。 

2.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3.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4.本行程包含：行李束帶每人一條(恕不挑色)、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杜拜齋戒月於 2018 年 05 月 16 日-06 月 15 日期間: 
1.期間白天不能在公共場所吃東西、喝水及吸煙，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2.齋月期間部分餐廳白天不營業，行程餐食將視餐廳營業狀況進行調整 
3.期間景點及樂園皆正常營業，遊覽杜拜皆不受影響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機上簡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2天  杜拜(134KM)阿布達比市區觀光【赫扎伊清真寺、文化廣場、海濱大道、
傳統民俗村】法拉利樂園(自由券) 阿布達比 
【阿布達比】沿途環伺週遭才體會已身處於中東阿拉伯半島上最富裕的國家，豪華亮麗的建築、高樓林
立的都會景觀，絕對令人大開眼界，原來傳說中的石油王國，縱使在無垠沙漠中，也能開創出不做第二，
只做第一的大格局思維與氣魄。 
【榭赫扎伊清真寺】建立 9.5 公尺的小山丘上，白色典雅的外觀，襯在蔚藍的天空下，顯得格外莊嚴，
整座清真寺皆以義大利大理石材打造，內部以數以萬計的寶石貝殼鑲嵌，充滿伊斯蘭風情，這裡是擁有
全球最大圓頂的清真寺。 
註 1：女性貴賓請準備長袖、長褲或長裙(不透光)，戴頭巾或連身帽 T。 

註 2：入清真寺請勿穿著動物圖騰之服裝 

註 3：清真寺已不外借長袍給予團體貴賓，請聽從導遊、領隊建議穿著服裝 

【BREAK WATER 公園】可眺望阿布達比全景，還有全世界最大的國旗～阿聯酋國旗隨風飄揚景況。 
【文化廣場】以六個巨大石膏模型為地標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KA457  高雄  香港  21:25  22:55  

第二天 CX745  香港  杜拜  01:25  06:30  

第六天 CX738  杜拜  香港  22:55  10:35+1  

第七天 KA436  香港  高雄  12:40  14:1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海濱大道】映入眼簾的是對岸的美麗海景與沙灘。 
【傳統文化村】園區內呈現當時遊牧民族的生活型態，也可以在此體驗及觀賞當地手工藝師傅們製作壺
罐及紡織品的製作過程，村內的收藏室也收藏過往使用的武器及服裝。 
【法拉利主題樂園(自由券，但部份設施需自費)】全球最大的室內主題樂園，歷時三年打造的賽車主題公園，
將汽車設計的細節與顏色融入建築，主要建築體的屋頂以 FERRARI GT 車身的雙曲線及耀眼的經典鮮紅
色彩建於阿布達比新開發的雅斯島上，再鑲嵌上直徑將近 66 公尺的躍馬圖騰，彰顯出 FERRARI的霸氣
威風。一旁緊臨 F1 賽車場，遊樂園結合創新科技與傳統，僅此呈現給法拉利迷與全球車迷，對家庭旅
遊而言，這個地方對男生、女生，乃至於孩子而言也會是個充滿吸引力的地方。 
註:樂園衣著規定禁止無袖上衣；下身需著過膝裙、褲，敬請配合。 

法拉利主題樂園設施簡介： 
Formula Rossa：全世界最快的雲霄飛車，時速高達每小時 250 公里，感受駕 F1 賽車的快感。 
Speed of Magic：讓你化身成一個小男孩體驗他的 4D夢幻之旅。 
Made in Maranello：帶你參觀法拉利製造工廠 Maranello的虛擬行程。 
V12：帶你乘坐 12 汽缸的馬力怪獸。 
G-Force：坐在位於重力塔中 Ferrari Enzo 的座椅上體驗 G 力的快感。 
Scuderia Challenge：以實際用作訓練車手的尖端訓練系統，讓玩家感受駕駛法拉利的情況。 
(PS:此項遊戲設施是法拉利樂園內需要您自費的遊戲，須於現場預約，並於台灣備妥國際駕照) 
Fiorano GT Challenge：終極的 GT 賽車體驗。 
Galleria Ferrari：參觀來自 Maranello 以及世界各地收藏家收藏的頂級法拉利。 
Junior Grand Prix：讓小孩子駕駛縮小的法拉利體驗賽車快感。 
【入內參觀】榭赫扎伊清真寺、傳統文化村、法拉利樂園(自由券) 
【行車經過】BREAK WATER 公園、文化廣場、海濱大道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中東風味料理 (晚餐) 希臘風味料理 

住宿：五星飯店 The Ritz Carlton 或 五星飯店 Marriott Al Forsan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阿布達比杜拜漫遊棕櫚島(亞特蘭提斯飯店午餐、棕櫚島輕軌電車) 杜拜之框酋長
購物中心杜拜 

上午專車自阿布達比返回杜拜 
【朱美拉棕櫚島 Palm Island】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蹟的杜拜人工島，像是棕櫚樹幹形狀的人工島主島分
支有 17 個棕櫚樹形狀的小島、以及圍繞棕櫚樹型的環形防波島。工程耗資 140 億美金，島上可居住 6
萬多居民，島上分布 32 間酒店。車遊經過棕櫚島上，填海造地的奇蹟出現在您的眼前。 
【棕櫚島輕軌電車】杜拜往返棕櫚島亞特蘭提斯飯店的電車，耗資 1100 萬美元重金打造而成，也是中
東地區第一條單軌電車，有人說他是杜拜捷運的前身，搭乘朱美拉棕櫚島單軌電車，您可真正領略世界
第八大奇景～人造棕櫚島，深入了解這項突破人類工程史的偉大計劃。 
精心安排棕櫚島亞特蘭提斯飯店午餐。亞特蘭提斯飯店是坐落於棕櫚島上第一家開幕的酒店，以失落的
國度，亞特蘭提斯為名。擁有金色私人沙灘及巨型水族箱，在此用餐您可漫步於大廳或沙灘，享受人工
填海的人工智慧。 
【杜拜之框 The Dubai Frame】繼哈里發塔之後又一重金力作，「超現實主義」建築，相框外表鑲滿金



色花紋，框架高度約 50 層樓，坐落於 Zabeel Park 內，儼然成為 2018 年杜拜最搶眼的新地標。相框
高度約 50 層樓高，歷時 4 年竣工，耗資 15 億台幣。 特別安排登上塔樓，頂端由 93 公尺長的玻璃空
橋連接，另有 360 度觀景台可將杜拜市景盡收眼底，高塔上的玻璃地板，猶如騰空站立於相框之上。 
【酋長購物中心 Emirate Shopping Mall】有非常多的名牌商店、全杜拜最大的家樂福、兒童電子遊戲
場、藝術中心等，與其說這裡是購物中心，其實更像全方位的生活休閒社區。 
【入內參觀】杜拜之框、酋長購物中心 
【行車經過】朱美拉棕櫚島、 
【特別安排】棕櫚島輕軌電車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亞特蘭提斯飯店自助餐 (晚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五星飯店 Jumeirah Creekside Hotel 或 五星飯店 The Westin Dubai 或 五星飯店 Jumeirah Emirate Tower 或 

五星飯店 Sheraton Grand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杜拜沙迦市區觀光六國商城入住七星帆船飯店古堡飯店自助餐 
今日專車前往阿拉伯第三大的城市～沙迦，參觀法素爾清真寺(外觀)及沙迦酋長皇宮(外觀)、可蘭經紀念
碑、阿治曼海濱等。 
【特色大宅 AL NABOODA】阿拉伯伊斯蘭風格的傳統建築物，曾為一位回教統治者所擁有，現已改建
為沙迦市遺產博物館，其宏偉的外表與裡頭富心思的設計，充分表現出大宅主人當時是何等風光。 
【藍色市集 BLUE SOUK】著名的黃金手工藝品市場，是兩座傳統的阿拉伯式建築，以藍為主色調的長
形圓拱，因外觀猶如火車頭，所以又稱為《火車頭市集》。 
【六國商城】共有六大國家主題的館場佇立在此，中國館、印度館、埃及館、波斯館、突尼西亞館、以
及現今西班牙的安達魯西亞館，從外觀到內景都有該國的特色風貌與行銷主題讓您逛得開心、買得高興，
盡情享受購物的樂趣。 
隨後入住杜拜的驕傲、世界的驚奇～【七星級帆船飯店】，感受號稱全世界最奢華的飯店，遠觀或近看七
星級海天一色的宜人海景，讓您感覺享受極盡奢華的夢幻。 
奢華的代名詞：帆船飯店 BURJ AL-ARAB 
因為號稱全世界最奢華，而被列為七星級。飯店高達 321 公尺，比巴黎的艾菲爾鐵塔還要高，亦是全球
最高的旅館。飯店外觀有如一艘迎著風滿帆的白色阿拉伯單桅帆船，昂然聳立在人工島嶼上，和陸地以
微彎的堤道相連。 
自 1999 年開幕以來，吸引世界各地人士關注，每位旅客走進飯店的那一瞬間，莫不被它挑高的大廳、
精彩的水舞噴泉及金碧輝煌的裝潢所吸引，室內裝潢將傳統阿拉伯文化的色彩與現代高科技化融合在一
起。飯店內部觸目皆金，連門把、廁所的水管，甚至是一張便條紙，都優雅不俗地以金裝飾，挑戰你以
往關於奢侈的想像極限。到過這裡之後，你才能真正體會什麼叫做《金碧輝煌》。 
晚餐於帆船集團飯店 Mina A'Salam 飯店享用中東自助餐。餐後，您可前往海濱散步，體驗波斯灣最美
的人生！貼心提醒：帆船旅館用餐時的服裝樣式是 Smart Casual，男士請穿著有領襯衣搭配長褲，女仕請著裙裝或褲裝，

不能以牛仔褲或拖鞋或球鞋登場！ 
【入內參觀】藍色市集、六國商城 
【下車拍照】法素爾清真寺(外觀)、特色大宅、可蘭經紀念碑 



【行車經過】沙迦酋長皇宮(外觀)、阿治曼海濱 
【溫馨提醒】入住帆船酒店，在貴賓辦理入住 Check-In 手續時，會向旅客收取入住押金: 
每人每晚現金 100 美金或信用卡做過卡手續每人每晚 1000 提拉姆，此部分請放心，飯店並不會去做請款的動作。也提醒您，

可攜帶足夠額度之信用卡或現金，並於退房時由飯店退還給您 

◎◎提醒您~離開酒店時，務必再確認飯店刷卡單是否有取消或取回現金。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晚餐) 古堡飯店中東自助晚餐 

住宿：七星豪華 JUMEIRAH～帆船飯店 Burj Al Arab 

 

第 5天  杜拜 (自由活動)～老城皇宮飯店自助餐~杜拜購物中心～哈里發塔～杜
拜 
貼心的安排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讓杜拜的陽光為您做一次特別的晨喚。 
註：本日不想外出者，可自由使用旅館內設施，健身房、室內外游泳池等。 

【仙巴水上樂園】佔地 12 英畝，包括泳池、波浪池、陽光泳池、海盜船及各式遊樂設施，更包括驚險
刺激、時速達 80 公里的朱美拉激流；衝浪模擬器與其他遊樂設施均精心設計，具有特色的水柱沖擊猛
烈噴射。園內全是合格的救生員為水上樂園提供兒童安全環境。 
註：請自備泳裝具。 

註：住宿帆船飯店的旅客，即可享用由帆船飯店免費所提供的仙巴水上樂園。 

今日午餐安排於可拍攝完整哈里發塔的老城皇宮飯店餐廳享用豐盛美味的自助午餐 
【哈里發塔】2010 年 1 月 4 日落成，塔高 828 公尺，比台北 101 大樓還要高出 320 公尺，氣勢非凡，
安排搭乘世界最快的電梯，登上位於第 124 層樓高的景觀台(如遇特別原因關閉則無法安排)，1 分鐘內
可快速到達登峰造極的觀景台，望眼望去盡是超現代化的摩天大樓，親身體驗這座立地而起、與天爭高
的沙漠奇蹟，是您親臨杜拜，不容錯過的體驗。 
【杜拜購物中心 DUBAI MALL】這是全球最大的購物中心，2008 年 11 月開幕，占地廣達 110 萬平方
公尺，還有 160 家的餐廳和美食街，這麼多的名牌商店，供您盡情的血拼購物。 
【杜拜音樂噴泉】全球最大的音樂噴泉表演；顧名思義，音樂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因為每一段
表演都搭配不同的歌曲做伴奏，隨著音樂的節奏，利用五光十色的燈光效果，水花會呈現高低起伏的波
動，舞動出不同凡響的音樂饗宴。 
【入內參觀】杜拜購物中心、哈里發塔、杜拜音樂噴泉 
【溫馨提醒】入住帆船酒店，在貴賓辦理入住 Check-In 手續時，會向旅客收取入住押金: 
每人每晚現金 100 美金或信用卡做過卡手續每人每晚 1000 提拉姆，此部分請放心，飯店並不會去做請
款的動作。也提醒您，可攜帶足夠額度之信用卡或現金，並於退房時由飯店退還給您 
◎◎提醒您~離開酒店時，務必再確認飯店刷卡單是否有取消或取回現金。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老城皇宮飯店豪華自助餐 (晚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七星豪華 Jumeirah～帆船飯店 Burj Al Arab 

第6天 杜拜(上午飯店內享受設施) 市區觀光(黃金市集、香料市集、杜拜博物館、水上計
程車) 機場香港(晚班機回，多一天遊玩時間)(飛行時間約 7 小時 40分鐘) 

貼心的安排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讓杜拜的陽光為您做一次特別的晨喚。 
註：本日不想外出者，可自由使用旅館內設施，健身房、室內外游泳池等。 

您可自由憑帆船飯店房卡自由體驗：WILD WADI水上樂園、運河水上計程車。 
【茱美拉古堡運河酒店(Souk) 】既現代化又傳統，既時尚又古樸，整座酒店彷彿是妙趣無窮的萬花筒，
瀰漫奇異、鮮明又別具特色的氛圍，展現獨有魅力。它是一個具有阿拉伯建築風格的度假村。酒店以傳
統阿拉伯人民生活中心的 Souk(市集之意)設計理念，營造出懷舊復古風杜拜古城舊時遺光；置身其間有
如墬入了阿拉伯 1001 夜之中。或你可前往海灘曬出一完美古銅膚色，或你可於蜿蜒的酒店河道上遊船
或前往仿古傳統購物市集 Souk 血拼一番。註：入住帆船酒店憑房卡可享搭乘運河遊船服務。 
【黃金市集】上百家店立於兩側，金光閃閃，款式眾多，讓人眼花撩亂。 
【香料市集】中東地區的人最擅長運用香料於日常生活中，不論料理、裝飾、薰香或火煙草，這裡空氣
裡隨時瀰漫出來的濃郁香氣，有興趣的您，可採買一些。 
【杜拜博物館】有 150 多年歷史，由阿拉伯堡壘改建而成，館內可看到從古至今的歷史遺蹟，從而對杜
拜的歷史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搭乘水上計程車】這是當地人於杜拜灣最古老簡單的一種交通工具，微涼的海風和寬廣的視野，不時
還可見到海島飛過。  
晚上，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出境手續，搭機飛返台灣。 
【入內參觀】杜拜博物館 
【下車拍照】黃金市集、香料市集 
【特別安排】水上計程車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中東風味料理 (晚餐) 中日混搭料理 

住宿：夜宿機上 

 

第 7天  香港高雄(飛行時間約 1 小時 30 分鐘) 

今日返回溫暖的家，與團員互道珍重再見，期待下一次的旅行。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簽證說明 :  

辦理簽證約需 7~10個工作日 須準備證件掃描檔：護照照片頁全頁(含簽名欄部分頁面)之「彩色掃描檔」 
註:彩色掃描檔請勿使用手機拍照檔，若無法給予清楚掃描檔，請附上正本 6個月內 2吋大頭彩色白底照片(同申
辦護照尺寸) 
註:照片請勿使用護照資料頁照片 未滿21歲者須付上英文版的戶籍謄本1份 杜拜簽證最新規定-即日起凡有去過
伊朗，護照內頁有伊朗出入境章者，以伊朗出境日算起 6個月內，不得申請阿聯酋境內任何簽證，包括觀光、工
作簽證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勿拿著相機對著回教的女性拍照，不僅不被允許，可能還會惹來一身麻煩，其他拍攝對象亦盡量尋求被攝者的

同意較佳。 

※酒類僅可以在飯店房間裡飲用，任何人飲酒後不得在外邊露面。 

※齋戒月時，不可在大街上邊走邊吃食物，因為在齋月任何人不得在公共場合進行飲食。 

※不得穿暴露的服裝在大街上行走露面，不得與當地的婦女打招呼和講話 

※參觀清真寺，不宜穿著太曝露，女士須包頭巾方可入內參觀(建議在台灣事先準備或與當地小販購買) 

※住宿帆船飯店或皇宮飯店,若在飯店內用餐，宜穿著正式服裝(短褲、拖鞋、牛仔褲不宜) 

※本行程售價不包含司機領隊導遊小費，全程請貴賓支付USD70美金。 給予服務人員小費不僅是一種風俗習慣，

更是一種風度的表現。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導遊或領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

多寡。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6.01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