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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A 團.2020/3/16-21「極上杜拜奢華 6日遊」會前旅遊 

報名須知 
【報名截止日期：2019.12.31】 

一、 活動日期： 2020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一)至 3 月 21 日(星期六) 

二、 團費：  

每人團費 說       明 

NT$ 129,000 

1. 請提供此次行程欲使用的護照影本，以便辦理住宿和保險使
用。 

2. 該價格僅限使用台灣護照，如欲持他國護照請電洽團費。 
3. 持台灣護照須辦理杜拜簽證。 
4. 團費不含前往該地的國際機票，如有需要訂位/購票服務請洽

海旅吳小姐(Caren) caren@otcta.tw。 

三、 請於報名同時，按旅遊報名表所列金額，以刷卡【VISA、MASTER、JCB、AE】或匯款方式支

付旅費。海旅將於報名截止後 10 天以 E-mail 通知該行程是否成團。若報名者在團體確認成
團而於 2020/1/10 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30%，2020 年 1 月 21 日以後取消者不予退費。 

四、 團費包含項目： 

1. 當地司機及中文導遊服務小費。 

2. 全程列表住宿、餐食、景點門票、每日提供礦泉水。 

3. 杜拜簽證費。 

4. 旅遊期間保險 NT$200 萬履約責任險+NT$20 萬醫療險。 

**溫馨提醒: 

依據台灣交通部觀光局規定我們將為所有參團人員投保 200 萬的意外死亡和 20 萬的意外醫

療。其理賠範圍僅限於台灣出發的客人，若您是從境外出發前往旅遊地會合者，建議您於僑

居國自行購買旅遊平安險。  

五、 團費不包含: 

1. 國際段機票。 

(如須代訂者，請與海旅 Caren 吳 聯繫 +886-33224458 分機 31) 

2. 新辦護照 NT$ 1,650。 

(請準備身份證正本、半年內白底彩色 2 吋大頭照 2 張) 

3. 國外出發者之保險，建議直接於僑居國購買旅遊平安險。 

4. 私人消費、酒水費。 

六、 如採用匯款(匯款完成請傳真或 email 通知)，請匯至：台灣銀行城中分行， 

銀行代號：004，匯款帳號：045-001-003-726，戶名：海外台商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七、 旅遊聯繫窗口 

     海外台商旅行社 Sandy 李/電話 :886-2-3322-4458#37 / E-mail:sandy@otcta.tw 

      傳真:886-2-3322-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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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A 團.2020/3/16-21「極上杜拜奢華 6 日遊」 

會前旅遊報名表 

中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19      年      月      日 

手機  E-MAIL  

眷屬中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19      年      月      日 

手機  E-MAIL  

僑居地  通訊地址  

行程及報價內容 每人價格 特殊餐食 床型 

極上杜拜奢華 6 日遊 

含住宿、門票、行程提及之餐飲、

團體保險、簽證、司機導遊小費 

雙人房 NT$ 129,000 

不吃 □牛 □豬 □羊 

 □素食         

 □其他_________   

□一大床 

□兩小床 

報名截止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16 位成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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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姓名：                      

卡別：□Visa  □MasterCard  □JCB  □AE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有效日期：    月     年；卡片背面後 3 碼或 AE 正面 4 碼：□□□□ 

刷卡金額：NT$             x      位=NT$                

持卡人簽名(同信用卡簽名) ：                   日    期：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備註： 

1. 請一併提供出國時欲使用的護照影本，並確認有收到旅行社回覆方完成報名。 

2. 考量各位貴賓從僑居國直接前往杜拜，故行程及團費中無包含國際機票，請依照行程表內的建議

航班相近的時間來預訂您的班機。 

3. 團體將在報名截止後 10 天(2020/1/10)以 E-mail 通知是否成團，方過卡團費。 

4. 團體確定成團後於 2020 年 1 月 10 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30%；2020 年 1 月 21 日以後取

消者不予退費，請見諒。 

5. 持卡人同意以上述信用卡之消費金額作為海外台商旅行社辦理之「極上杜拜奢華 6 日遊」費用付

款之保證。 

6. 如採用匯款(匯款單請傳真或 E-mail 通知)，請匯至：台灣銀行城中分行(銀行代號 004)， 

匯款帳號：045-001-003-726，戶名：海外台商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更新 11/13 

 

★主辦單位：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承辦單位：海外台商旅行社    
★旅遊報名表發送及聯繫窗口 -海外台商旅行社  
  Sandy 李/電話:886-2-3322-4458#37/ E-mail:sandy@otcta.tw/ 傳真:886-2-3322-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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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上杜拜奢華 6 日遊 

2020/3/16-21 

 

獨家安排 

一晚價值
6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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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航班  

*因考量各位貴賓從僑居國直接前往杜拜，故行程及團費中無包含國際機票，請參考我們提供的建議

航班時間去預訂您的班機。 

日期 出 發 地 目 的 地 班機 
出 發 

時 間 

抵 達 

時 間 
飛行時間 

3/16(一) 

桃園 新加坡(轉機) 
新加坡航空 

SQ5850 
07:40 12:10 4 時 30 分 

新加坡 杜拜 
新加坡航空 

SQ494 
15:05 18:45 7 時 40 分 

3/21(六) 杜拜 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 

SQ495 
20:00 07:15(+1) 7 時 15 分 

3/25(三) 新加坡 桃園 
新加坡航空

SQ878 
11:30 16:20 4 時 50 分 

行程簡表 

天數 日期 行程地點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1 
3/16 

(一) 
杜拜機場集合→亞曼尼精品酒店 

敬請 

自理 

敬請 

自理 
酒店內 

Armani 亞曼尼 

精品酒店或同級 

2 
3/17 

(二) 

杜拜→阿布達比→謝赫紮耶德大清真寺

→阿布達比盧浮宮→杜拜  
酒店內 

酒店 

自助餐 
中式料理 

Armani 亞曼尼 

精品酒店或同級 

3 
3/18 

(三) 

杜拜→ (獨家安排 )體驗水上飛機→

杜拜購物中心→*世界第 1 高*哈里

發塔觀賞音樂噴泉表演→噴泉旁餐

廳享用晚餐→欣賞 La Perle 水舞秀 

酒店內 中式料理 

Al Hallab 

Restaurant 

Dubai Mall  

套餐式 

Armani 亞曼尼 

精品酒店或同級 

4 
3/19 

(四) 

杜拜→奇跡花園 棕櫚島→亞特蘭蒂斯

水族館→阿聯酋購物中心→入住七星

級帆船酒店→傍晚前往沙漠衝沙→營

地晚餐（可騎駱駝、體驗阿拉伯手繪、

水煙等） 

酒店內 

阿拉伯 

當地 

風味餐 

沙漠晚餐 

Burj Al Arab 

七星級帆船酒店 

或同級 

5 
3/20 

(五) 

酒店內自由活動→杜拜博物館、水上

計程車、黃金及香料市集→冰屋酒吧

→晚上乘坐遊輪夜遊杜拜河 

酒店內 中式料理 遊輪晚餐 

Burj Al Arab 

七星級帆船酒店 

或同級 

6 
3/21 

(六) 

酒店內自由活動 (12 點退房 )→

杜拜機場  
酒店內 中式料理 

敬請 

自理 
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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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第 1 天 3/16(一) 僑居國杜拜機場集合→亞曼尼精品酒店 

歡迎各位貴賓參加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所主辦的會前旅遊，考量大家各自從僑居國出發前往杜拜機場集合，

搭乘長途班機會較疲憊，所以我們安排接機後直接前往亞曼尼精品酒店享用自助晚餐並且辦理入住手續，在這

裡放鬆您的心情，可以隨意在酒店中享受各種設施，精彩的「極上杜拜奢華 6 日遊」旅遊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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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入住【Armani Hotel Dubai 亞曼尼精品酒店】(或同級)3 晚 

ARMANI 酒店極具尊貴氣派，位於杜拜市哈里發塔，為環

球酒店業奠立全新的典範。Armani Hotel Dubai 匯聚崇高

美學與世界級項目發展的實力，務求為賓客帶來真正的豪

華享受，臻達極致的優越水準。Armani Hotel Dubai 的華

麗客房和套房演繹簡約奢華，每個細節也投射 Armani 風

格。實用而高雅的 Armani 設計信念，配合名貴選料和格

調高尚的飾面，創出饒顯個人風韻的室內環境。新酒店耗

時近五年建造，Giorgio Armani 全程親自監督所有設計，

包括 Eramosa 石地板.斑馬木飾屏和墻布以及浴室和水療

中心配件等。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酒店內 

住宿：Armani Hotel Dubai 亞曼尼精品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3/17(二) 杜拜→阿布達比→謝赫紮耶德大清真寺→阿布達比盧浮宮→杜拜 

早餐後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阿布達比 

前往參觀謝赫紮耶德大清真寺（約 1 小時）。特別安排參觀★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SheikhZayedMosque，2008 年開放

的大清真寺締造多項世界記錄，參觀阿拉伯最大、全世界最

美之一的清真寺，讓您大開眼界。 

 

午餐完畢後前往阿布達比盧浮宮參觀。阿布達比盧浮宮位於

阿布達比薩迪亞特島的文化特區，建築面積：97000.0 平方

米，主持建築師是讓·努維爾（JeanNouvel），於 2017 年建

成完工。博物館的藏品跨越人類的歷史，通過世界各地的藝術品和手工藝品來探索其中的故事。首次展出將

帶領遊客體驗從史前到當代的時間旅行，共 12 章包括第一村誕生，世界宗教，宇宙學，王宮的華麗，與現

代世界。寬敞的收藏畫廊展出 600 件藝術品，一半藝術品來自豐富的內部館藏，另一半藝術品來自法國的

13 個合作博物館。 

結束後返回杜拜享用晚餐，之後回到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內  午餐：酒店內自助餐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Armani Hotel Dubai 亞曼尼精品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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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 3/18(三) 
杜拜→獨家安排:水上飛機→杜拜購物中心→音樂噴泉表演&晚餐

→LAPERLE 水舞秀 

上午早餐後前往我們獨家安排搭乘水上飛機（Seawings），從全新的角度來觀賞這座繁榮的城市。您可以俯

瞰下方，欣賞人工打造的杜拜世界島(WorldIsland)，瞭解朱美拉棕櫚島(ThePalmJumeirah)得名的來由，仔

細觀看從地面無法看到的哈利法塔（BurjKhalifa）頂端，以及摩天大樓、清真寺、酒店和海灘等令人驚歎的

城市景觀。有近 20 年的飛行經驗的飛行員讓你在飛行中全然無憂，輕鬆舒適地享受美景並拍攝照片。 

 

結束後前往杜拜 Mall 購物，傍晚前往餐廳一邊享用晚餐一邊享受音樂噴泉表演，擁有杜拜最高的音樂噴泉

之稱，水池面積達兩個足球場，可噴出大約 150 公尺高的水柱，搭配不同的歌曲變化出各種效果，再加上各

式顏色燈光變換，帶來震撼級的視覺享受！ 

餐後欣賞 LAPERLE 水舞秀，杜拜 LaPerle 水舞秀是一場融合了跳水、舞蹈及雜技藝術的劇場表演，是杜拜首

個“駐場式”劇場演出，每年舉辦多達 450 場。由指導了澳門”水舞間“、武漢“漢秀”的義大利導演

FrancoDragone 總指導。整個表演的大廳的牆壁，房頂都被充分使用起來，營造出了 360 度的舞臺感受。

舞臺設計、燈光音效和震撼的視覺感受讓你身臨其境，劇院採用高科技“水舞臺”。結束後前往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Al Hallab Restaurant Dubai Mall 

住宿：Armani Hotel Dubai 亞曼尼精品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3/19(四) 杜拜→棕櫚島→亞特水族館→阿聯酋購物中心→沙漠衝沙 

早餐後前往安排參觀迷人的蝴蝶園，一個三維設計的精美圓形花園，和設計精巧的奇蹟花園，裡面有超過四

千五百萬盛開的花朵。在這富於知識性和娛樂性的遊覽中，享受闔家出遊的快樂。 

後前往 PalmofJumeirah 棕櫚島上世界聞名的亞特蘭提斯酒店。飯店位於杜拜的棕櫚島上第一家開幕飯店，

以失落的亞特蘭提斯為名，內有中東乃至亞洲第一大水上樂園以及最大室內水族館。參觀亞特水族館，沿著

主題鮮明的走廊探尋亞特蘭蒂斯失落的海底世界。想像著探尋神秘的亞特蘭蒂斯遺跡，在海底深處隱藏了幾

千年的秘密。現在這裡，抬眼即可看到超過 65,000 尾海洋生物在寧靜的水中悠遊。這個奇妙的海底世界迷

幻了所有遊客們。 

享用完阿拉伯風味餐後，將前往位於杜拜市內，並且是中東第二大購物中心的【阿聯酋購物中心】

(MalloftheEmirate) ，展開血拼之旅。其大部份貨品均是免稅貨，歐洲名牌如 Chanel,Gucci ，

ChristianDior,Tiffany,Polo…等，盡情享受杜拜購物樂逍遙。 

傍晚前往沙漠衝沙，日落時分，在沙丘頂上停下來拍照，到達我們的貝都因風格的最佳營地，大靠墊和波斯

地毯配上篝火，為一頓輕鬆的晚餐奠定了基礎；試試騎駱駝、玩沙盤(須配合當日天氣狀況)和畫指甲花，觀

看肚皮舞表演(齋月和宗教節日除外)。 

接著我們安排入住【Burj Al Arab 七星級帆船酒店】2 晚(或同級) 

酒店建在離海岸線 280 米處的人工島 jumeirah Beach Resort

上。杜拜融合了最新的建築及工程科技，迷人的景致及造型，使

它看上去仿佛和天空融爲一體，Burj Al Arab 的工程花了 5 年的

時間，2 年半時間在阿拉伯海填出人造島，2 年半時間用在建築

本身，使用了 9000 噸鋼鐵，並把 250 根基建樁柱打在 40 米深

海下，酒店由英國設計師 w·S·Atkins 設計，外觀如同一張鼓滿了

風的帆，一共有 56 層.321 米高，是全球最高的飯店，比法國艾菲爾鐵塔還高上一截。除了獨特的外觀，Burj 

Al Arab：內部更是極盡奢華之能事.觸目皆金.連門把.廁所的水管，甚至是一張便條紙都“爬”滿黃金.雖然是

鍍金，但要所有細節都優雅不俗地以金裝飾，則是對設計師的品位與功力的考驗。 

早餐：酒店內  午餐：阿拉伯特色餐  晚餐：沙漠晚餐 

住宿：Burj Al Arab 七星帆船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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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3/20(五) 杜拜→杜拜博物館→水上計程車→黃金及香料市集 

清晨醒來，如夢一般，打開手上一本心愛的書籍，不管您身邊是誰，都會讓您覺得人生更幸福，品飲一杯香

醇咖啡，讓您的神思隨之遠颺，這是一個奇幻且華麗之旅。 

您可以展開華麗的冒險，也可自行前往中東最先進的【水上樂園】WildWad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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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悠哉的漂浮及戲水於高及 1.5 公尺的人工海浪。

或可選擇預約飯店著名的 SPA 療程(自費)或逛逛飯店的精品店。另更可欣賞到全球唯一阿拉伯人工運河。 

享用完中式午餐後，前往參觀有 150 多年歷史，由阿拉伯堡壘改建而成的★【杜拜博物館】(DubaiMuseum)，

館內可看到從古至今的歷史遺跡，從而對杜拜的歷史文化有更深的瞭解。從海上遠距離欣賞杜拜市區，行程

中特別安排搭乘★【水上計程車】(Abras)，藉著海上之旅，更深認識與欣賞這絢爛多變的城市。 

之後帶您前往【黃金及香料市集】(Gold&SpiceSouk)，是感受當地風情最佳去處，是難得的體驗。 

後前往「CHILLOUTICELOUNGE 冰屋酒吧」：冰屋酒吧是全球第 9 家分店，酒吧名稱為 ChillOut，座落在謝赫

紮伊德路靠近杜拜酋長商場附近，是中東第一家冰餐廳酒吧。酒吧內所有的物品，牆壁/桌椅/杯碟/吧台/燈具/

竹簾/牆上掛著的藝術品以及擺放在室內的雕塑全由冰塊構成。溫度零下 6 度，進去前需穿上一件保暖的皮大

衣，戴上毛線手套並穿上鞋子。在進入大廳前，店主還細心地讓客人們到一間室溫在 5 攝氏度左右的房間，適

應一下突降的溫度。每人特別安排熱咖啡飲料，耗資大約 300 萬美金，佔地 2400 平方英尺(約合 731.5 平方

米)，共動用了 4 萬塊冰塊才搭建而成。實際考察覺得沒有想像中那樣大，所有冰沙發都鋪上茸毛毯子。 

晚上乘坐 Bateaux Dubai 遊輪，沿途觀賞杜拜灣的必去景點。遊輪配備空調，您可以舒適地坐在船艙內，一邊

品嘗豐盛奢華的美食，一邊透過巨大的玻璃窗戶欣賞德伊勒林立的摩天大樓和柏杜拜的風塔。 

遊輪航行時長大約為兩個半小時，餐廳會供應四道招牌菜，包括燒烙扇貝和蝦、泰式螃蟹沙拉、牡蠣小方餃、

無鰾石首魚和鹿肉。用餐中間時還可稍作休息，前去甲板散步，從另一個角度看古老的市集、杜拜法院、英

國大使館、阿聯酋電信集團大樓（這棟樓樓頂有一個巨大的高爾夫球形建築喔）！ 

結束後返回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遊輪晚餐 

住宿：Burj Al Arab 七星帆船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3/21(六) 杜拜新加坡與會 

今日早晨您可以愜意地享用早餐及使用酒店內的設施，之後整理行李準備離開，我們預計在中午 12:00 辦理

退房。接著前往享用午餐，讓我們的旅程在此畫下完美句點，希望這幾日帶給您滿滿的難忘回憶，期待下次

再相見～ 

我們會替各位貴賓送機至杜拜機場，您將準備搭乘您自行預訂的班機飛往新加坡與會。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敬請自理  

 

備註: 

1. 以上內容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2. 觀光行程、餐食、住宿飯店如遇氣候或預約狀況不同，本公司保有變更權利，感謝您的諒解。 

3. 如離隊放棄參觀行程，恕不退費；另外若因離隊其所衍生之交通費用需自費處理。 

4.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5. 門票已按團體優惠價核算，故年長者及孩童價差不另退費。 

 

https://www.dubaitourism.cn/pois/~/link.aspx?_id=A71E41A93F534764B64C93C2D3FE1555&_z=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