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杜拜‧阿布達比 8日頂級奢華之旅 
（羅浮宮驚豔‧沙漠頂級飯店奇遇） 

2019.11.27 

 

純白的阿布達比羅浮宮漂浮在波斯灣的藍色海上，猶如在水一方的美麗佳人；穿越一片蒼

茫無垠的黃金沙漠，小鹿瞪羚圍繞在純淨水池邊啜飲。天涯盡處存乎於心，聆賞過杜拜超

越奢華的文藝、建築和頂級沙漠綠洲，才是真正享受人生。  

沙漠奇蹟 建築巡禮 

 最值得參觀的建築 阿布達比羅浮宮：波斯灣海上的藝術漂浮島，法國羅浮宮唯一授權國外使用「羅浮

宮」名號的博物館，館內豐富展品除了阿拉伯藝術藏品，另有法國借展的名作。由普立茲克建築獎大師

Jean Nouvel設計，充滿詩意的設計美學讓它成為近年全球最值得參觀的建築，當陽光自巨大銀色穹頂的

幾何形鏤雕灑落，光束在建築內部創造出星芒光點，猶如「光之雨」，神聖靜謐，美不勝收，是此生一

定要去朝聖的建築美景！  

 

 造價最高的清真寺 謝赫扎耶德大清真寺：共耗資 55 億美元，這座世上造價最貴的清真寺，外觀白淨典

雅，以義大利純白大理石打造，與蔚藍天空相互映襯，顯得格外莊嚴宏偉。一踏進去就被諾大的神聖廣

場震撼，美麗的伊斯蘭藤蔓花紋攀爬在白色大理石地板上，典雅至極。還有全球最大的手編波斯地毯，

佔地 5627平方公尺，由 1200 名伊朗工匠編織而成。穹頂吊掛著奪目耀眼的巨大吊燈，鍍金黃銅鑲滿了

施華洛世奇水晶，只有實地走訪才知道有多美！ 

 

 世界第一高樓 哈里發塔：以沙漠之花蜘蛛蘭為造型，高達 828 公尺，哈里發塔使台北 101不再是世界

第一高樓。樓層總數 169層，造價 15億美元。特別安排登上 124樓的觀景台，俯瞰享受居高臨下、壯

觀的杜拜城市美景。 

 

 金色建築奇蹟 杜拜畫框：黃金相框的特殊造型顛覆我們對於高樓建築的既定印象，超奇特外觀已成杜

拜新地標。兩座 150公尺的高塔，由頂部 93公尺長的玻璃空橋連接，外觀以黃金色彩及特殊花紋編織

而成，創造出黃金相框的意象。頂層能 360 度俯瞰杜拜全景，一側是繁華的都市，另一側可見舊城風貌，

走過玻璃空橋，彷彿串連了杜拜的過去與現在。 

高爾夫朝聖 
 

杜拜有著錦標賽級的高球場，以及讓球員愛不釋手的翠綠草坪和連綿起伏的球道。我們將親臨兩座

《高爾夫世界》雜誌評選世界百強高爾夫球場，如果您喜歡打高爾夫，就來杜拜恣意揮竿吧！ 

 

 杜拜灣高爾夫遊艇俱樂部 Dubai Creek Golf and Yacht Club 

不僅是世界級的高爾夫球場，還有一個 115泊位的遊艇碼頭，第 17洞及 18洞更可看到整個杜拜灣，

一流海景讓人心曠神怡。1995年首度作為舉辦亞洲巡迴賽的賽場，之後也承辦歐洲巡迴賽的「杜拜

沙漠精英賽」，及無數其他錦標賽和賽事，是杜拜同時舉辦過亞歐巡迴賽賽事的唯一高爾夫中心。

俱樂部獲獎無數，是所有高爾夫愛好者不容錯過的選擇。 

 

 阿聯酋高爾夫俱樂部 Emirates Golf Club 

中東地區第一個錦標賽等級的高爾夫球場，被稱為「沙漠奇蹟」。憑藉著自身獨特的魅力和實力成

為「杜拜沙漠經典賽」和「歐米茄杜拜女子經典賽」舉辦地，同時也是歐巡賽選手們票選出排名第

一的球場。阿拉伯帳篷為外型的建築是國際高爾夫球界的著名建築。這裡還設有大規模的體育俱樂

部，提供泳池、健身室、網球場等設施。 
 

（*以上高爾夫行程為自費，不打球者將另有活動安排） 



一生一定要住一次的豪華飯店 

 

 超乎想像 沙漠頂級飯店：Al Maha 綠洲渡假飯店是杜拜最頂級的沙漠飯店，在遠離城市喧囂的沙丘遠

眺無際的金色沙漠，夜晚仰望無際的閃爍星空，期待旅程中浪漫的奇遇。帳篷將阿拉伯傳統與奢華融為

一體，在戶外平台俯瞰廣闊沙漠一邊享用飯店供應的新鮮美食。飯店位在杜拜沙漠保護區內，有機會近

距離欣賞到野生小鹿瞪羚和其他珍貴的沙漠動物。還有獨特的沙漠體驗之旅，包括射箭、騎駱駝賞夕陽

等活動。特別安排在此入住，只為給您不枉此生的沙漠綠洲幸福回憶。 

 

 全球唯一八星級 酋長皇宮酒店：斥資 30億美元，以 22噸黃金打造的阿拉伯皇宮式建築，要入內必須

先乘車穿過凱旋門，經過約 400公尺長的壯觀車道，氣勢非凡。酒店佔地廣大，坐擁 1.3公里無敵波斯

灣海景沙灘。高挑優雅的室內舉目所及盡是金碧輝煌，金色系華麗裝潢從電梯門、門把到水龍頭皆以黃

金細膩裝飾，連餐廳甜點都灑上夢幻金箔，另有上千盞施華洛世奇水晶吊燈，以及豪華雅致的伊斯蘭穹

頂大廳，被譽為世界最極盡奢華的八星級飯店。 

 

 杜拜柏悅酒店：酒店毗鄰杜拜灣高爾夫遊艇俱樂部，坐落在風光如畫的杜拜灣畔，靠近杜拜人氣地標杜

拜畫框，距市中心及購物場所也僅有幾分鐘的路程。從獲獎無數的餐廳選擇，到奢華氣派的水療中心，

每一細節都經過悉心打造。杜拜柏悅酒店是豪華度假的理想選擇。 

 

 凱賓斯基翡翠皇宮：盛大開幕的新海上宮殿，享有棕櫚島上的優越位置，坐擁細緻私人白沙灘、阿拉伯

灣蕩漾的清澄海水，一覽無遺的棕櫚島海景及杜拜紙醉金迷的城市天際線。酒店有 9洞的迷您高爾夫球

場、電影院，以及米其林三星級主廚的美食餐廳。室內以典雅高貴的水晶吊燈和奢華的金銀裝飾，彷彿

身處華麗優雅的歐洲宮殿。翡翠皇宮還有全杜拜最頂級的 SPA，3000平方米的 SPA為客人提供放鬆身

心的天堂。還有現代化的先進健身中心、戶外海景游泳池，以及全杜拜最大的室內游泳池。 

 

 

 

頂級享受 品味呈現 
 

 米其林三星主廚 帆船酒店海底餐廳 Al Mahara：特別安排於杜拜奢華地標帆船飯店用餐，湛藍的水族

館從地板延伸至天花板，彷彿身處神秘海底。一邊愜意享受米其林三星主廚精心設計的美食，一邊欣賞

多彩多姿的海洋生物在桌旁自在優游。這是全方位刺激感官的非凡美食體驗，令人心醉神迷。 

 

 水舞景觀泰式餐廳 Thiptara：佇立於杜拜水舞噴泉池畔的曼谷風味餐廳，能飽覽哈里發塔和杜拜噴泉的

懾人景致，被《Time Out》評選為杜拜最好的泰國餐廳，有賓至如歸的服務、令人食指大動的泰國皇家

美食以及絕佳地點，能同時享受美食和水舞秀的華麗演出。恰如餐廳名字的泰語解釋－水中魔法，讓您

沉醉不已。 

 

 嚴選頂級餐食：從班機抵達後的早餐開始，安排高達 14餐於五星豪華飯店內享用，包括八星酋長皇宮

飯店的 Le Vendome 豪華海鮮自助餐、亞特蘭提斯飯店 Kaleidoscope 自助餐、沙漠綠洲渡假飯店精緻主

廚餐食…等，只為給您最好的頂級享受。 



出發日期：3/20 

費用：尚未報價 

⊙行車經過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含門票 ★特別安排含門票 

天 數  行 程 內 容  預定飯店 

第 1天 

3/20 

(五) 

 

台北 

 

杜拜 

出發囉！今日傍晚集合於桃園機場，搭機直飛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大城－杜拜，啟程奢華的阿聯之旅。 

機上 

第 2天 

3/21 

(六) 

 

杜拜 

139km 

阿布達比 

早晨班機抵達先於飯店享用早餐，餐後驅車前往首都阿布達比。首先

參觀白淨典雅的◎謝赫扎耶德大清真寺，以純白大理石打造而成，與

蔚藍天空相互映襯，顯得格外莊嚴宏偉，進入祈禱大廳可欣賞到全球

最大的手織波斯地毯、鑲滿施華洛世奇水晶的奢華吊燈，清真寺裡充

滿細膩雕琢紋飾，極致手工藝及重金打造的伊斯蘭奇蹟。 

 

接著來到★阿布達比羅浮宮，漂浮於水上的白色明珠，由普立茲克建

築獎大師 Jean Nouvel 設計，銀色穹頂結合了阿拉伯文化與未來設計

感，當陽光自穹頂的幾何形鏤雕流瀉而下，星辰般的光點宛如光之雨

灑落。館內展品包括達文西畫作和法國 13大博物館的借展品。接著來

到阿布達比地標▲首都門，建築傾斜角度高達 18度，是義大利比薩斜

塔的 4倍，成為金氏世界紀錄中「最傾斜的人造塔樓」。 

 

今晚入住 40噸黃金打造的八星飯店－酋長皇宮酒店。電影《玩命關

頭》、《慾望城市》等都曾在此取景。耗資 30 億美元打造名副其實的金

碧輝煌建築，是當今全球造價最高的超豪華飯店。 

8★ 
EMIRATES 

PALACE 

HOTEL 

酋長皇宮 

酒店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羅浮宮簡餐 晚餐：酋長皇宮豪華海陸自助餐 

第 3天 

3/22 

(日) 

 

阿布達比 

139km 

杜拜 

今日悠閒享用早餐，在美好的早晨盡情使用八星酋長皇宮酒店的豪華

設施、漫步私人沙灘，舒心的渡假氣氛讓您忘卻所有煩惱。 

接著驅車前往杜拜帆船酒店享用美味午餐。 

 

午後，前往★奇蹟花園，花園展示了各種以鮮花覆蓋裝飾的造型和建

築。園區每日以獨特的滴灌系統將 20萬加侖回收水精準澆花，才能在

沙漠中展現 5000 萬朵盛開的夢幻花海。 

接著安排體驗杜拜傳統交通工具◎水上計程車，搭乘木製渡船跨越杜

拜灣，來到著名的▲黃金、香料市集。走在黃金市集，燦爛奪目的各

式黃金藝品，秤斤論兩的特殊買賣模式，令人不禁讚嘆杜拜「黃金之

城」的稱號，果然名不虛傳；鄰近的香料市集裡，色彩繽紛的各式香

料散發著濃郁香氣，漫步於巷弄間感受這股獨特的中東風情。 

5★ 

Park Hyatt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帆船酒店海底餐廳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第 4天 

3/23 

(一) 

 

杜拜 

早餐後，自費打球者來到杜拜灣高爾夫遊艇俱樂部，不打球者可自費

參加刺激的水上飛機活動，或前往 Deira City Center 購物中心享受悠

閒購物。 

（※如欲參加此高爾夫球活動，需自費每人 USD280+VAT） 

 

午後前進沙漠，於入住的阿瑪哈豪華沙漠渡假飯店，展開獨一無二的

★沙漠體驗之旅：跟著專業嚮導認識沙漠動植物，並漫步欣賞沙漠日

落美景；或在棕櫚樹下體驗當地著名的射箭術，來一場刺激的競賽，

盡情享受這難得的經驗。 

（※如另訂騎馬或衝沙，需自付差價每人每項 USD75+VAT） 

5★ 

Al Maha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Al Maha 飯店 

第 5天 

3/24 

(二) 

 

杜拜 

早餐後，您可自由參加飯店的活動或於飯店內悠閒休憩，倘佯在沙漠

綠洲風情中，享受貴族般的生活。 

 

午後造訪新地標★杜拜之框，這座黃金相框建築顛覆了我們對於建築

的既定印象，高 150公尺的黃金色彩塔樓，由 93公尺長的玻璃空橋連

接，創造出相框的意象。頂層能欣賞 360 度的杜拜全景，空橋的一側

是現代繁華的都市，另一側是舊城風貌的景色，串連杜拜過去與現在

的時空。接著來到酋長的居所▲杜拜酋長皇宮，開放參觀的前院有許

多美麗的孔雀。 

 

晚間入住杜拜翡翠皇宮，這間新開幕的海上宮殿有全杜拜最大的室內

游泳池，和最頂級的 SPA設施。 

5★ 

Emerald 

Palace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Al Maha 飯店 晚餐：中式海鮮料理 

第 6天 

3/25 

(三) 

 

杜拜 

享用早餐後，自費打球者前往阿聯酋高爾夫俱樂部，不打球者可悠閒

享受飯店設施，或自費體驗全杜拜最頂級的 SPA。 

（※如欲參加此高爾夫球活動，需自費每人 USD250+VAT） 

 

午後前往杜拜最受歡迎的購物中心▲阿聯酋購物中心悠閒自由活動，

巨大穹頂除了購物品牌應有盡有，更有著許多超出想像的娛樂設施，

包括杜拜冰雪世界，在沙漠中最大的冰雪遊樂場，遊客可以滑雪板、

玩雪橇、擲雪球或探索冰洞，甚至能和企鵝近距離互動；還有超大水

族館，徜徉在深藍海底隧道，探索無數水生動物，感受大海的奧秘。 

（※如訂冰雪世界、水族館或其他設施門票，需自付差價） 

5★ 

Emerald 

Palace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第 7天 

3/26 

(四) 

 

杜拜 

早餐後前往亞特蘭提飯店斯參觀◎失落空間水族館，以失落文明亞特

蘭提斯神話為主題，湛藍色海底空間有無數水中生物，神祕又迷人的

氛圍讓人流連忘返。接著搭程單程◎單軌鐵路，這是杜拜往返朱美拉

棕櫚島的電車，耗資 1100萬美元建造，也是中東地區第一條單軌電

車，搭乘電腦操控的單軌電車，體驗先進的技術，坐在重金打造的車

廂，享受開闊視野以及超越高級房車的舒適感。 

 

午後參觀 828公尺高的世界第一高樓★哈里發塔，我們將登上 124樓

觀景台，俯瞰壯觀的杜拜城市景色。最後來到中東最大的購物中心▲

杜拜購物中心，把握假期最後機會盡情逛街後，於景觀餐廳邊享受晚

餐邊欣賞光彩絢麗的▲杜拜噴泉水舞秀，世界最高的音樂噴泉系統，

能向天空噴射出高達 150公尺的水柱。伴隨著經典音樂，繽紛的水柱

像被賦予生命般舞動，交織出一場磅礡的水舞樂章。 

 

晚間專車接往機場，準備搭機返台。 

機上 

早餐：美式 午餐：亞特蘭提斯自助餐 晚餐：水舞景觀泰式餐廳 

第 8天 

3/27 

(五) 

 

杜拜 

 

台北 

清晨搭乘飛機返回台北，班機於傍晚飛抵，甜蜜的家等著我們，且互

道珍重，期待再續下一場忘情之旅！ 

溫暖的家 

＊ 以上行程，若遇當地不可抗力因素；為顧全團體權益，本公司保有修改調整行程內容之權利。 

 

★參考航班 

日期 出發/抵達城市 飛行航班 出發/抵達 飛行時間 

3/20（五） 台北/杜拜 EK367 2335 / 0540+1 9小時 55分 

3/27（五） 杜拜/台北 EK366 0340 / 1535 7小時 55分 

（機票敬請自理，以上班機僅供參考，正確班機、時間及行程，以最後確認的資訊為準！） 

以上阿聯酋航空票價參考： 

經濟艙 TWD3,3000 起 

商務艙 TWD10,3000 起 

 

 

上選旅遊‧旅遊上選 

TEL：02-2712-5511│FAX：02-8712-0989 

www.sunchoice.com.tw 

http://www.sunchoic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