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拜 
 

 

6 天 阿聯酋 
杜拜．阿布達比豪華團              DXA6N   

 

 

杜拜相框  (The  Dubai Frame)                                                         

位於杜拜扎貝爾公園 (Zabeel Park) 名為杜拜相框 (The Dubai Frame) 的黃金相框，由兩座 

150 米高的塔樓，頂部 93 公尺長的玻璃空橋聯接。玻璃空橋的玻璃材質號稱是世界最先進、

完全防裂的透明安全材質。頂層空橋除了可以享受360度的全景外，就是作為杜拜過去與未來

的新舊時空串連。這條空橋的一側能欣賞到杜拜的現代面，另一側則是能欣賞到舊有城市風貌

的景觀。內設 3D 杜拜博物館，展示了該地區從一個小漁村發展到一座繁榮城市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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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點 :  

● 重本安排於七星級帆船酒店自助式午餐 (無需自費)，一睹帆船酒店風采 

● 特別安排住宿兩晚阿特蘭蒂斯酒店 (絕無同級)，盡享酒店完善設施 

● 安排阿特蘭蒂斯酒店 – Kaleidoscope 餐廳品嚐自助式晚餐 

● 安排阿特蘭蒂斯酒店 – Saffron 餐廳享用自助式晚餐 

● Dubai Mall 音樂噴泉餐廳 Al Hallab 享用中東菜 

● 包全球最高摩天大廈「哈利法塔」昂貴門票 

● 包棕櫚島 Aquaventure 水世界冒險樂園及迷失海底水族館門票 2 日任玩套票 

● 包阿布達比 2018 年 7 月 25 日全新開幕的「華納兄弟主題公園」任玩套票，是世界上

最大的《室内主題樂園》之一 

● 包杜拜 2018 年 1 月 1 日全新開幕的「杜拜相框」昂貴門票，高 150 米，寬 93 米，

成為杜拜最新地標。將杜拜新城和老城的風景同時裝入一個相框中，讓您 360 度感受

到杜拜市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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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杜拜～哈利法塔(全球最高摩天大廈)
(包門票)～迷失海底水族館(包門票)～阿特
蘭蒂斯酒店享用自助晚餐 

Hong Kong  Dubai～Burj Khalifa 
(Included Entrance)～Lost Chambers 
(Include admission ticket)～Buffet 
Dinner at Atlantis The Palm 
是日早上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職員代辦行
李過磅及出境手續後，乘搭客機飛往杜拜。 

哈利法塔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杜拜摩天大樓，是全世
界最高摩天大廈，共 160 層，總高 828 米之哈利法
塔，重本安排乘電梯至 124 樓全球最高觀光層「At 
The Top」飽覽杜拜景色。 

 

迷失海底水族館 ：Lost Chambers海底世界容量
1100 萬公升水族館，有魔鬼魚及鯨鯊於潛水員身邊
游過驚險場面吸引遊客。團友可透過玻璃通道近距離
觀賞 65,000 隻海洋生物。 

早餐：—       午餐：自理/航機上   

晚餐 :   阿特蘭蒂斯Kaleidoscope餐廳享用自助餐 

住宿： 五星級阿特蘭蒂斯酒店 (絕無同級) 

 
第二天 
棕櫚島～水世界冒險樂園 (包任玩套票) 
The Palm Island～Aquaventure Water 
Park  

 

水世界冒險樂園 ：佔地面積達 17 公頃之
Aquaventure 水世界冒險樂園，水景園林以 1,800 
萬公升水推動 7 個全新的滑水天梯，共 2300 米，團
友可使用不同遊樂設施及激流旅程。 

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 阿特蘭蒂斯Saffon餐廳享用自助晚餐 

住宿： 五星級阿特蘭蒂斯酒店 (絕無同級) 

 
第三天 

杜拜～單軌列車～棕櫚島～市內觀光～ 
杜拜相框 (包Sky Walk ‧ 杜拜3D博物館)～ 
黃金街～香料市集～自費沙漠四驅車越野 
Dubai～Monorail～The Palm Island～
City Tour～Dubai Frame(Incl : Sky Walk ‧ 
Dubai 3DMuseum)～Gold Souk～Spice 
Souk～Desert Safari(Optional) 
單軌列車 ：中東地區第一條通車的單軌列車。該單軌
鐵路共花費四億美元。沿途於高處可欣賞到朱美拉棕
櫚人工島特殊建設及別墅區，府瞰亞特蘭蒂斯酒店。 

 

杜拜相框 :位於扎貝爾公園 (Zabeel Park) 名為杜拜相
框 (The Dubai Frame) 的黃金相框，由兩座150公尺
高的塔樓，藉由頂部93公尺長的玻璃空橋聯接。玻璃
空橋的玻璃材質號稱是世界最先進、完全防裂的透明
安全材質。頂層空橋除了可以享受360度的全景外，
就是作為杜拜過去與未來的新舊時空串連。這條空橋
的一側能欣賞到杜拜的現代面，另一側則是能欣賞到
舊有城市風貌的景觀。內部3D博物館，藉由建築外
部景觀及博物館來展示了該地區從一個小漁村發展到
一座繁榮城市的過程。 

自費沙漠四驅車越野之旅 ：行程首先乘設有冷氣之越
野四驅車進入沙漠地帶，穿梭於起伏不定的沙丘，親
身體驗如過山車的驚險刺激。傍晚時份抵達沙漠中央
的營地，團友可嘗試在星夜策騎駱駝，亦可試穿傳統
的阿拉伯服飾拍照，整個旅程留下難忘的紀念，享用
一頓豐富美味的阿拉伯燒烤大餐，餐後送返酒店。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自理 

住宿： 五星級Movenpick IBN/Sheraton Grand/The 
Westin Dubai Habtoor City 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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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杜拜～阿布達比大清真寺～華納兄弟室内
主題公園 (包昂貴門票) 
Dubai～Abu Dhabi～Sheikh Zayed  
Mosque ～Warner Bros. World Abu 
Dhabi (Include day pass)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這座以千金
打造的世界第三大清真寺，用意大利大理石建成，其
82 座圓頂均鑲上 24K 金，寺內的 1,200 條大理石柱
的花紋全以人手逐粒把珍貴配飾鑲嵌而成，還有全球
最大的水晶吊燈，鑲嵌了過百萬粒 Swarovski 施華洛
世奇水晶，和傳統的清真寺大有不同，同時亦開放給
非回教徒入內參觀 (註：大清真寺開放時間為每天早
上 9 時至 12 時，入內參觀人仕必須衣著端莊及整齊) 

 

華納兄弟主題公園 ：為處阿布達比的亞斯島，園内有 
29 項遊樂設施，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主題樂園之
一。當中分爲幾大區域，包括：華納兄弟廣場、蝙蝠
俠區「Gotham City」、超人區「Metropolis」，有
卡通人物區「Cartoon Junction」，「Bedrock」，
「Dynamite Gulch」，由機動遊戲到表演到打卡點
，應有盡有。 

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 :  Al Hallab餐廳享用中東菜 

住宿： 五星級Movenpick IBN/Sheraton Grand/ 

The Westin Dubai Habtoor City 或同級酒店   
 
 
 

第五天 

阿聯酋購物中心～ 
帆船酒店享用自助式午餐～  

杜拜  香港  
Mall of Emirates～Burj Arab Hotel 

Buffet Lunch～Dubai  Hong Kong  

 

帆船酒店享用自助式午餐 ：金怡不計成本, 安排被譽
為全世界最豪華七星級帆船酒店, 享受豐富自助午餐, 
一睹帆船酒店風采。 

早餐：酒店       午餐： 帆船酒店自助餐   

晚餐：航機上   

 
第六天 

是日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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