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拜+馬爾地夫 11天 7夜
一次能排上許多天假期，但是光去馬爾地夫卻又覺得太單調嗎？其實你有更聰明的玩法，只
要一張機票，就可以實現兩個人生必去旅遊清單中的夢幻目的地，何樂而不為呢！
大多數的人都是因為七星級帆船飯店才認識杜拜，卻不知道它其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阿聯
酋 UAE 的第 2 大邦。當地頂級精品酒店彼此互別苗頭，名車滿街奔馳，一流的購物環境、清
澈遼闊的藍天碧海，傳統的黃金市場以及香料市場極盡奢華且具有異域的魅惑感，重返《天
方夜譚》裡辛巴達的啟航之地，尋找專屬於自己的一千零一夜。緊接著再前往馬爾地夫，藉
由純藍的大海與獨樹一格的一島一飯店震撼你的視覺感官，絕對堪稱是奢華的雙重享受。

※航班時間參考：
天數

航空公司

班機號碼 出發地點 出發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Day 1 阿聯酋航空

EK367

台北

23:35

杜拜

05:05

09 小時 30 分

Day 2 阿聯酋航空

EK658

杜拜

04:20

馬爾地夫

09:30

04 小時 10 分

Day 10 阿聯酋航空

EK653

馬爾地夫

23:00

杜拜

02:00

04 小時 10 分

Day 11 阿聯酋航空

EK366

杜拜

04:35

台北

16:50

08 小時 15 分

●出發與抵達時間皆為當地時間，杜拜慢台灣 4 小時；馬爾地夫慢台灣 3 小時
●如遇航空公司變動航班，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並以行前旅遊資料為準

--------------------------------------------------------------------------------------------

※酒店安排與套裝費用:
杜拜希爾頓 Al Habtoor City 酒店三晚+馬爾地夫莫凡彼酒店四晚，兩人成行-

套裝費用每人@NT$168,000 起


實際價格需視出發日的票價與酒店房況而定



套裝費用包含:


國際段機票與機票稅金



七晚上述指定酒店住宿



杜拜: 當地配有專屬華語司機兼導遊與專屬用車、門票(Abra 船票、杜拜博物館門票、法拉利樂園(普通
票)、沙迦博物館、124F 哈里發塔門票)、杜拜旅遊簽證、每人每天 2 瓶礦泉水、司機導遊小費、下述
行程中所包含餐食



馬爾地夫: 每日早晚餐、機場至度假飯店來回水上飛機接送

--------------------------------------------------------------------------------------------

※行程安排

第㇐天 台北 - 杜拜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住宿：A380 豪華客機
-----------------------------------------------------------------------------------------第二天 抵達杜拜機場 – 杜拜市區觀光 – 沙漠飆沙
清晨導遊接機後前往用早餐，餐後杜拜市區觀光: 朱美拉海灘拍照 - 黃金香料市場- Abra 水上計程車(含票) 杜拜博物館(含票) ，餐後前往參加沙漠飆沙行程:沙漠飆沙+營地騎駱駝+阿拉伯服裝體驗+漢娜刺青+阿拉伯水
煙+肚皮舞+埃及傳統舞+火舞+BBQ 晚餐(含無酒精性飲料)→飯店。


飆沙營地自費項目: 和老鷹拍照、沙灘摩托車、營地紀念品店。



飆沙由沖沙公司接送，導遊送客人上沖沙車之後結束工作。



提醒: 騎乘駱駝具有危險性(高處摔落會造成骨折/關節移位..等)，建議客人拍照即可，盡量避免騎乘駱
駝。

早餐：五星級飯店

午餐：伊拉克特色餐

晚餐：沙漠 BBQ 燒烤

住宿：Hilton Al Habtoor City Hotel / Deluxe Room(或同級)
------------------------------------------------------------------------------------------第三天 阿布達比 - 謝赫扎耶德大清真寺 – 皇宮飯店午餐 – 法拉利樂園
早餐後前往阿布達比市區觀光: 首先參觀阿布達比最大的清真寺(注意服裝規定)，途經文化廣場(大砲、茶壺廣
場)，爾後前往文化遺址村，皇宮飯店午餐， 餐後前往法拉利樂園（普通票）遊玩，約 19：00 集合返回杜拜飯
店入住。


清真寺參觀服裝規定: 男士⾧褲+短/⾧袖上衣(不可以無袖)，女士需準備絲巾包住頭+⾧袖+⾧褲(不可
穿貼身或是透明裝)



皇宮飯店穿著服裝建議：smart casual 形式，請勿穿著短褲、無袖上衣和露腳趾頭的鞋子。

早餐：飯店內

午餐：皇宮自助餐

晚餐：方便遊玩法拉利樂園自理

住宿：Hilton Al Habtoor City Hotel / Deluxe Room(或同級)
------------------------------------------------------------------------------------------第四天 沙迦文化之旅 – 亞特蘭提斯飯店午餐 – 六國商城 – 帆船飯店晚餐
上午前往沙迦文化之旅: 可蘭經紀念碑 – 法索爾清真寺(外觀) – 伊斯蘭文明博物館 – 火車頭市集，棕櫚島亞
特蘭提斯午餐，下午前往六國特色商城(內有最美麗的星巴克 &愛買)，晚上於帆船飯店用餐，餐後返回飯店休
息。


造訪帆船飯店內餐廳，服裝穿著建議：男士請穿著有領子的襯衫、休閒⾧褲或牛仔⾧褲及不露腳趾的鞋
子；女士請穿著較正式的上衣、及膝裙、⾧褲或⾧裙、包鞋 或休閒鞋，請勿穿著拖鞋、運動鞋。

早餐：飯店內

午餐：亞特蘭提斯飯店自助餐

晚餐：帆船飯店阿拉伯自助餐

住宿：Hilton Al Habtoor City Hotel / Deluxe Room(或同級)
------------------------------------------------------------------------------------------第五天 杜拜購物中心 – 哈里發塔 – 水舞表演 – 遊船晚餐
上午於飯店享受設施，中午出發前往杜拜最大的購物中心逛街購物，登上 124F 哈里發塔景觀台(含門票)，並於
Mall 內逛街，18:00 欣賞音樂噴泉水舞，接著搭乘遊船晚餐，㇐邊用餐㇐邊欣賞兩岸風景，餐後專人送機前往
機場搭機。


法式遊船穿著服裝建議：smart casual 形式，請勿穿著短褲、無袖上衣和露腳趾頭的鞋子。

早餐：飯店內

午餐：購物中心內自理

晚餐：法式遊船四道式套餐

住宿：飛機上
------------------------------------------------------------------------------------------第六天 凌晨飛往馬爾地夫 – 入住莫凡彼度假飯店(2018/11/1 全新開幕)
抵達馬列機場 - 飯店代表舉牌接機 – 搭乘水上飛機前往莫凡彼度假飯店 - 享用酒店迎賓飲料 - 奔向嚮往以
久的陽光海灘 - 晚餐 - 休息

早餐：機上

午餐：自理

晚餐：飯店內

住宿：莫凡彼度假飯店 / 免費升等 Overwater Villa Sunrise Lagoon 日出礁湖水上別墅
------------------------------------------------------------------------------------------第七天
睡到自然醒 - 享用精緻早餐 - 海邊慢跑˙拍照 - 午餐簡單用(自費) - 90 分鐘 SPA 按摩(自費) - 吊床小憩˙身
心放鬆 - 晚餐 - 休息


酒店擁有的海岸優美適合浮潛或水上活動，建議利用酒店免費提供浮潛用具，就可以輕易地飽覽海底風
光。夕陽西下緩緩漫步在沙灘享受無人打擾的悠閒寧靜！

早餐：飯店內

午餐：自理

晚餐：飯店內

住宿：莫凡彼度假飯店 / 免費升等 Overwater Villa Sunrise Lagoon 日出礁湖水上別墅
-----------------------------------------------------------------------------------------

第八天
享用早餐 - 前往私人小島探險/沙灘野餐˙香檳˙水果籃(自費) - 紀念品店採買 - 回房小憩養精蓄銳 -海濱漫
步＆拍照留影 - 酒吧冰涼小飲放鬆(自費) - 晚餐 - 休息

早餐：飯店內

午餐：自理

晚餐：飯店內

住宿：莫凡彼度假飯店 / 免費升等 Overwater Villa Sunrise Lagoon 日出礁湖水上別墅
----------------------------------------------------------------------------------------第九天
享用早餐 - 礁湖邊游泳/浮潛/日光浴 - 午餐(自費) - 健身房活動筋骨 – 黃昏海釣(自費) - 晚餐 - 喝杯小酒
放鬆(自費) - 休息

早餐：飯店內

午餐：自理

晚餐：飯店內

住宿：莫凡彼度假飯店 / 免費升等 Overwater Villa Sunrise Lagoon 日出礁湖水上別墅
----------------------------------------------------------------------------------------第十天 退房 – 離島飛往杜拜轉機
輕鬆活動/海邊慢跑˙健身房 - 早餐 - 中午退房 – 搭乘水上飛機返回馬列機場 – 飛往杜拜轉機

早餐：飯店內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飛機上
----------------------------------------------------------------------------------------第十㇐天 清晨抵達杜拜 – 轉機返回台灣
杜拜轉機返回台灣

早餐：機上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