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天 杜拜、阿布達比『羅浮宮．哈利法塔．帆船酒店』 
暢遊：杜拜、阿布達比 
『閃亮推介』 
『最華麗地標』杜拜之框 

從遠遠已經看到這奇特的建築物，其獨特的外型令人嘖嘖稱奇。 

『海上博物館』羅浮宮博物館 

展出多件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珍品，寶貴程度更可媲美不少國際藝術館。 

『白色清真寺』扎伊德大清真寺 

全球最貴的清真寺之一，唯有親身到來，才可感受清真寺高貴之美。 

『刺激四驅車體驗』沙漠越野四驅車之旅 
登上四驅車，於浩瀚的沙漠之中暢遊，更可欣賞中東舞蹈表演。 
『全球最大購物商場』杜拜購物中心 
1200 間商店遍佈於四層高的商場內，亦可欣賞全球最大型音樂噴泉表演。 
『全球最高建築物』哈利法塔 
828 米高的『巨人』，登上 124 層觀景台，親身體驗大地在我腳下的感覺。 
 
『極致享受』 
全程安排住宿豪華 5 星級集團–Ritz Carlton 旗下酒店。 

【包】沙漠越野四驅車之旅，非一般旅行社安排。  

【包】哈利法塔 At the Top 觀景台門票，居高臨下欣賞杜拜景致。 

 
『精選美饌』 
杜拜市區 ~ Samad Al Iraqi 伊拉克烤魚午餐

阿布達比 Rosewood 酒店 ~ Dai Pai Dong 中餐廳精選中菜 
阿布達比 Ritz Carlton 酒店 ~ Giornotte 餐廳 Brunch/自助午餐 
杜拜 Shangri-La 酒店 ~ 香宮粵菜

杜拜沙漠
  

~ 沙漠阿拉伯燒烤晚餐 

杜拜市區 ~ Serafina 餐廳意大利晚餐 
杜拜 Burj Al Arab 帆船酒店 ~ AI Iwan 餐廳自助午餐 

  

新西蘭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Tour Code: MDDD06 

客人可自費提昇 1 晚住宿【帆船酒店】複式套房，

詳情請與本公司查詢。 

行程安排住宿 Ritz Carlton 酒店集團旗下，

分別位於阿布達比及杜拜的 5 星豪華酒店， 

更預留時間予團友享用酒店設施。 



第 1 天 香港杜拜~杜拜之框~阿布達比~首都門~                    
羅浮宮博物館                                                       
Hong Kong  Dubai ~ Dubai Frame ~ Abu Dhabi ~               
Capital Gate ~ Louvre Museum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
坐阿聯酋航空飛往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首府–杜拜。抵達後安
排市內觀光，及後前往阿聯酋公國首都–阿布達比。 
杜拜之框：杜拜最新地標，於 2018 年建成，高 150 米，外
型仿如一個畫框一樣。『畫框』內是杜拜歷史與未來展覽館。
講述杜拜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一座國際大城市的過程。  
I阿布達比：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首都。自 1958 年發現第一口
油井後，便為這地區帶來源源不絕的收入。由於阿布達比坐擁
全球第五大的石油蘊藏量，令阿布達比登上了世界舞台。 
I首都門: 阿布達比的一座前衛地標，建築物樓高 35 層，其傾
斜角度達 18 度，被金氏世界紀錄正式列為世界最斜的建築物。 
羅浮宮博物館: 耗時十年建造，佔地逾六萬平方米的博物館
內，除了展出 250 多件阿聯酋國內收藏的藝術品，還有由巴黎
羅浮宮等博物館借出的 300 件珍貴展品。 
：5 星級 Ritz Carlton Abu Dhabi 酒店 
 
第 2 天 阿布達比~自由活動~扎伊德大清真寺                         
『白色清真寺』~杜拜                                              
Abu Dhabi ~ Free at leisure ~ White Mosque ~ Dubai                
早餐後，自由活動。下午參觀扎伊德大清真寺，遊畢返回杜拜。 
扎伊德大清真寺：又名『白色清真寺』，以阿聯酋公國的首
任總統 – 謝赫扎伊‧德‧本蘇爾丹命名。清真寺於 2007 年建成，
耗資 55 億美元，共使用 46 噸的黃金，更集合全球超過九個國 
家的建築師及設計師等人員，是全球最貴的清真寺之一。 
(入內參觀之所有人士必須衣著端莊及整齊。如遇上宗教儀式，將改於寺外觀拍

照，敬請留意。) 

 
I杜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中東地區的
經濟和金融中心。自 1966 年發現石油後急速發展，至今已是
擁有數個世界之最的國際大都會。 
：5 星級 Ritz Carlton Dubai 酒店 
 
 

第 3 天 杜拜~遊船之旅~沙漠越野四驅車之旅                        
Dubai ~ Dubai Ferry Ride ~ Royal Safari Sahara Desert     
早餐後，乘坐遊船暢遊阿拉伯海。下午乘坐四驅車展開沙漠
越野之旅。 
遊船之旅：乘坐遊船出發，駛出阿拉伯海，更會駛近棕櫚島，
途沿欣賞四周景色及地標建築。 
沙漠越野四驅車之旅：乘坐越野四驅車奔馳於起伏不定的
沙丘中，並於浩瀚沙漠欣賞日落美景。及後再享受地道沙漠
燒烤晚餐，體驗地道風味。 
：5 星級 Ritz Carlton Dubai 酒店 
 
第 4 天 杜拜~杜拜購物中心~哈利法塔~At the Top 觀景台~  
音樂噴泉匯演                                                
Dubai ~ Dubai Mall ~ Burj Khalifa ~ At the Top ~                  
Music Fountain                                                
早餐後，全日於市內觀光。  
杜拜購物中心：全球最大購物中心，面積達1110萬平方尺，
相等於50個足球場，超過1200間不同種類的商店。 


哈利法塔：於2010年建成，是現時全球最高建築物，高828
米，整棟大樓共有169層。登上離地450米，124層的At the Top
觀景台，觀景台上360度全景，再加上城市、沙漠與海洋互
相交織，一片壯麗美景全收眼底，絕對震撼人心。 
I音樂噴泉: 水池面積達 2 個足球場大，可以噴出約 50 層樓高
的水柱，配合不同歌曲及效果，帶來震撼的視覺享受。 
：5 星級 Ritz Carlton Dubai 酒店 
 
第 5/6 天 杜拜~帆船酒店                                              
Dubai ~ Burj Al Arab                                                   
早餐後，前往著名帆船酒店參觀，並享用午餐。稍後專車前往
機場，乘坐阿聯酋航空直航飛返香港，航班於第 6 天早上安
抵香港，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帆船酒店：於作為杜拜地標確實是無可致疑。酒店建於
1999年，樓高321米，共56層。亦是數一數二的七星級酒店。
由於酒店外型仿如船帆，因而得名。 
(帆船酒店設有衣著要求，男士需穿著有領恤衫、長褲以及密頭鞋。而女士則以

斯文得體服飾為主、不得穿著露趾鞋。而不論男女，都不可穿著球鞋入進。) 

 Day 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早 航班上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航班上 

午 
Samad Al Iraqi 餐廳 

伊拉克烤魚午餐 

Giornotte 餐廳  

Brunch/自助午餐 

Shangri-La酒店 

香宮粵菜 
自理 

帆船酒店 AI Iwan 餐廳 

自助午餐 
-- 

晚 
Dai Pai Dong中餐廳 

精選中菜 
中式餐廳 

沙漠阿拉伯 

燒烤晚餐 

Serafina 餐廳 

意大利晚餐 
航班上 --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
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客人
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MED19-010-0523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重要責任及細則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
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責任細則
•	 「本公司」安排之交通工具（如飛機、郵輪、輪船、火車或巴士

等）、住宿、膳食、旅遊觀光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司」擁
有，管理或控制，乃按照航空公司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預先擬定
的規則條款下簽發及安排。在發生突發或未能預料的情況下，顧
客同意及接受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最終的安排，不會把它當
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明。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意外傷亡
及財物損失等，顧客同意及接受須向擁有、管理或控制有關交通
工具、酒店、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之機構直接交涉及追討
或索償，不論交涉、追討或索償結果如何，顧客不會要求「本公
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及放棄向「本公司」追討或索償。

•	 航空公司、郵輪公司、酒店、海外遊學課程舉辦機構及其他旅遊
機構之服務，均非由「本公司」擁有、管理或控制。凡參加「本
公司」旅行團之顧客如遇有財物損失、意外傷亡、天災人禍、機
器失靈、交通延誤、失火、罷工、戰爭、政局不安及政府更改條
例等而招致損失或引致額外費用時，顧客同意及接受不會要求「
本公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 及放棄向「本公司」追討或索償。

•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前，應參閱相關外遊警示(如有
的話)，但離港外遊與否，純屬個人決定，有關警示請參閱http://
www.sb.gov.hk/chi/ota/。在此情況 下，顧客決定不離港外遊均當
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本公司」不會安排其他替
代旅行團。

•	 自備機票的顧客須先備有效入境簽證、國際機票、所有內陸機
票、保險及個別路線之交通安排。顧客必須於指定機場集合。顧
客已安排之自定行程及機票如因擬定及/或 推介日期沒有出團而需
重新編定行程，安排調動更改酒店、郵輪及所引致的損失、額外
費用及一切與航空公司安排調動改機票的事宜，由顧客自行承擔
及處理。

•	 在發生突發或未預料到事件的情況下，「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
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有權在旅途中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亦有權縮
短或延長旅程，屆時費用將酌量增減，各參加旅遊之顧客同意及
接受最終的安排及不會把這最終的安排當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
明。「本公司」旅行團所採用之團體機票/船票，必須跟團往返，
如顧客要求延期逗留，「本公司」當盡力為顧客代訂延期返港之
機位/船位，惟顧客須繳付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本公司」的行政費用。但不論延期返港之機位/船位確定 與否，顧
客不得藉此退團或要求更改出發日期。 延期逗留後回程日期一經
確認，一概不能更改，除經在航空公司允許更改情況下，每人每
次需繳手續費港幣1,500元，另補機票差額。顧客同意及接受當延
期逗留開始時 ，「本公司」安排之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延期逗
留期間之費用、責任、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均由
顧客自負，概與「本公司」及其代理人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等無
關和不需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	 參加不同行程天數並合併出發之旅行團，按行程首先回港之旅行
團，於旅遊地回港當日將不獲派領隊隨團，只由機場助理安排乘
專車前往當地機場，顧客須自行乘指定航機飛抵香港。 

•	 顧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團後「本公司」安排之
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離團後須自負責任，一切與「本公司」或
其委託機構無關。    

•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酒店或觀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
在香港確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概不退回任何
款項，不會安排其他替代行程。    

•	 顧客須遵守到訪國家的法律，包括但不限於有關風俗、入境或運
輸的規定。「本公司」對顧客任何違反到訪國家的法律而引致的
後果，概不負責。    

•	 顧客須遵守合理的行為標準，不得威脅、攻擊或恐嚇其他顧客。
顧客必須依從導遊或其他獲授權者有關安全事宜或依照時間表的
合理指引。以旅行團整體利益至上，若其 中任何顧客不遵守合理
而適當之行為標準，或不遵守應有謹慎措施及安全規定，顧客同
意及接受「本公司」有權終止顧客繼續參加旅行團及「本公司」
安排之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被終止繼續參加旅行團的顧客，將
不獲退款，「本公司」亦不再對其負有責任。

•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天氣、
交通情況而更改所有岸上觀光行程之項目，顧客同意及接受郵輪
公司或「本公司」有最終的決定及不會把 更改岸上觀光行程當
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明。顧客亦就此放棄向郵輪公司或「本公
司」追討或索償。

•	 如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
泊岸，顧客同意及接受船公司或「本公司」不需作出任何補償。 
   

•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私隱條例，所有顧客資料除為安排旅行團或
觀光行程，絕對不會提供予第三者。    

•	 顧客應於易於聯絡的家屬/朋友處，留有其護照印有身分資料，並且
清晰顯示護照編號及頒發部門的頁面的副本，簽證、旅遊收據及旅
遊保險保單和所有重要文件副本，以備在旅程中遺失或損壞文件時
用。同樣地，顧客應確保將家人或朋友的聯絡資料副本，交予導遊
及「本公司」，以備在緊急情況下，旅行社可以提供協助。

航空公司責任問題
•	 根據航空公司指引，機票非依次序使用即告失效，故乘客如因私

人理由未能隨團登機出發而需保留餘下行程之機位(內陸及回程)，
航空公司有權向乘客收取有關手續費或 要求乘客另購機票。

•	 航空公司只負責機票所載的各項營運條款，如乘客未進入航機
內，航空公司不需負任何責任，敬希垂注。

郵輪公司責任問題
•	 顧客同意及接受所有郵輪假期均受郵輪公司之條款約束及限制。
•	 報名前請參閱有關郵輪公司之英文版條款及細則。
•	 顧客同意及接受艙房住宿、航程路線、泊岸及啟航時間，將以郵

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特殊情況
•	 行程內所涉及之費用乃根據當時國際貨幣兌換率而訂定。
•	 鑑於燃油漲價或外幣浮動，「本公司」保留調整費用之權利。
•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將因應出票時外幣兌換價格及當時價格作出調

整，如遇兌換換率上漲，客人須補回有關費用之差額，敬請留意。
•	 「本公司」當盡力根據行程安排所有酒店，但「本公司」有權視

乎當時情形作出更改，如遇展覽會，滑雪期間或特殊情況下，將
住宿鄰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代替。    

•	 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節日、假期或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息，「本
公司」及其他代理人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    

•	 若顧客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本公司」有權從所繳之團費訂
金中扣除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機票、酒店的費用
及「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	 即使顧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旅遊證件，如遇出/入境時遭本港/
當地移民局或海關拒絕出/入境，不論因其本身背景問題或任何其
他原因(不論是否知道原因)，顧客同意/接受不能要求「本公司」對
此負上任何責任。另所繳團費不得退回或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
旅行團，顧客須自行繳付其間引致之額外費用。

•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顧客參加此等活動
時，應遵守服務人員之指引及安排，並先衡量個人的年齡、體
格、健康狀況、當時的天氣環境及活 動內容等，以評估應否參
與，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後果。當顧客認為有需要
時，更應自行尋求醫生或專業人士提供之意見。

•	 行程之先後次序安排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編排為準，「本
公司」有權根據供應商之編排更改行程次序，顧客不得異議。

•	 如遇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或航班延誤，導致客人需提出保險索
償，顧客需自行與保險公司聯絡。同時若需要「本公司」提供有
關保險證明信或經由「本公司」向航空公司索取「航班延誤證明
信」，其行政收費為每封港幣100元。如顧客經「本公司」購買藍
十字(亞太)保險有限公司承保之專業旅運「貼心寶」，則可豁免有
關收費。

平安保險
•	 凡參加「本公司」旅行團的顧客可免費享有高達港幣二十萬之平

安保險，而該項保險由藍十字保險公司承保。所有保險條款細
則、受保年齡限制、不保事項及因應受保人年齡與團隊種類之詳
細保障額，將根據藍十字保險公司所發出之保單TX900016為準。
顧客須自行參閱承保條款細則，而藍十字保險公司終止所有保障
或更改條款細則，不管事先已向外宣佈與否，概與「本公司」及
其代理人等絕無關係和不需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報名須知、手續及繳款辦法
•	 攜帶由旅遊地回程日計有效期6個月或以上之旅遊證件到「本公

司」或「本公司」之特約旅行社辦理報名手續。由於個別國家之
出入境條例有別，建議顧客之旅遊證件於 「旅遊地回程日」起計
需有半年有效期。旅遊證件必須有足夠的空白頁數，以蓋上出入
境印或入境簽證。參加中國旅行團者請提供回鄉証副本。

•	 「本公司」根據顧客提供所持有旅遊證件內之資料進行訂位手
續，包括﹕機票、船票、車票、酒店、保險等。如顧客於報名後
更改旅遊證件資料，必須立刻通知「本公司 」，因更改旅遊證件
資料會導致其訂位須重新辦理，顧客必須繳付由此而產生之額外
費用。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
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