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數    停靠港口 Port     抵達時間    離開時間 

  1    從多倫多出發,乘坐阿聯酉航空雙層空中巨無霸          1:55pm 

  2    杜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5:00pm  

  3    海上同樂 At Sea         

  4    多哈，卡塔爾 Doha, Qatar    8:00am     6:00pm  

  5    巴林，巴林 Bahrain, Bahrain    8:00am     6:00pm  

  6    巴尼亞斯島，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Sir Bani Yas Island, United Arab Emirates  

  8:00am     6:00pm  

  7    阿布扎比，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  

  8:00am     8:00pm  

  8    杜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8:00am      

  9    杜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Disembark      

  10    杜拜 – 沙迦   HOTEL     

  11    從杜拜出發,乘坐阿聯酉航空雙層空中巨無霸，返回原居地      3:45am     

查詢熱線 HOTLINE: (905) 474‐9628 

ROJW200120/0202 

由於航空公司、郵輪公司等不定時調整價格，以上行程及價格如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另郵輪之行程以郵輪公司所公佈之為準。各位歡迎隨時來電諮詢郵輪公司會員優惠，此優惠受若

干條款限制。Rates are per person. Price may be withdrawn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Space is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t time of booking. Valid on new individual booking only. NGH 
Cruise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at any conditions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11 天杜拜、卡塔爾五星豪華之旅 
乘坐 9萬噸豪華郵輪 Jewel of the Seas— 2020 年 01 月 19 日/ 2 月 2 日出發 

天馬郵輪專線 : (905) 474-9628 
nghtours.com 生效日期 : 13/09/2019 

$1998 起 
船票、來回多倫多機票套餐  

每位(加幣) 

價錢包括: 郵輪船費，來回多倫多機票，港口稅，離境稅 。 
(並不包括：船上小費—郵輪公司建議 USD$14.50/乘客/晚，及郵輪公司保留收取燃油附加費之權利。)  

本公司建議給予當地導遊，助理，司機,機場至酒店及碼頭至機場接送司機及天馬領隊小費  

每位乘客總共美金 US$155。 終領隊服務費以茶會公佈為準。  

岸上觀光團之價錢是基於 30 人或以上－專車計算；如人數不足，團費將有所改變。 

歡迎查詢提升其他級別艙房，或第 3/4 位同房乘客優惠價格。 

享受以上特惠價，客人需參加天馬所有岸上觀光項目  

            高級雙人內艙房 原價$2198   



特別亮點 

Jewel of the Seas 為客人提供壯觀的景色，從面向大海的全景

電梯到頂層甲板維京皇冠休息室的窗戶牆 ，近一半的船面

採用玻璃製成！除主餐廳外，船上還提供經典的美食，如

Giovanni's Table 和 Izumi 壽司或 Windjammer 的休閒味道和

客房服務。運動設施，包括果嶺和高爾夫模擬器， 先進的

ShipShape 健身中心，水療中心，當然還有受歡迎的攀岩

牆。其他有趣的景點包括街機，戶外電影，僅限成人的日光

浴室，劇院的現場娛樂表演等等。 

Jewel of the Seas 檔案 

重量  90,090 噸  

載客數   2,501 

艙房數  2,489 間 

樓層   13 

翻新年份  2016 年 

Jewel of the Seas 



杜拜、卡塔爾五星豪華 — 岸上觀光團 

查詢熱線 HOTLINE: (905) 474-9628 

ROJW20 

第 1-2 日 :  杜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華籍領隊與您一同在多倫多國際機場乘搭豪華客機前往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杜拜。 

次日中午抵達杜拜辦理入關手續專車接機送往杜拜碼頭。杜拜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人口 多的城

市，亦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大的城市，也是中東地區的經濟和金融中心。杜拜已經成爲一個全

球城市並且是中東地區的商業聚集地。 

第 3 日:  海上同樂 At sea  
郵輪全日於海上航行，團友可盡享船上各項豪華設施及品嘗美食。 

第 4 日:  多哈，卡塔爾 Doha, Qatar  -  約 8 小時 （含午餐） 
在郵輪上享受完美味的早餐後，從多哈坐專車開始一日的旅程。途徑【濱海大道】，濱海路是一

條延伸至整個多哈灣的七公裏長海濱大道，可以欣賞壯麗的都市景觀，既能看到中心商業區鱗次

櫛比的高樓大廈，又能看到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的雄渾外形。灣內搖曳的傳統木質獨桅帆船讓人不

禁回想起卡塔爾過去輝煌的航海歷史。隨後入內參觀【伊斯蘭藝術博物館】，（阿拉伯語： متحف
是一座位於卡塔爾首都多哈的博物館。該博物館由華裔美國人貝聿銘建築，（الفن اإلسالمي في الدوحة

師設計，采用了伊斯蘭的建築樣式。隨後入內參觀【卡塔爾國家博物館】卡塔爾國家博物館（英

语： Qatar National Museum）是位於卡塔爾首都杜哈的博物館。該博物館於於 1975 年開幕，設

立於Abdullah bin Jassim Al Thani 於20 世紀興建的皇宮。該建築曾作為其住所和政府機關約25
年。除了原有的 Amiri Palace，卡達國家博物館還包括國家博物館、潟湖和一座非常受歡迎的海

洋水族館。午餐後，前往【文化村】體驗當地風情，及【珍珠島】，卡塔爾珍珠島是由卡塔爾著

名的阿爾法丹財團出資填海建造的一座人工島，因其外形按照阿爾法丹財團總裁侯賽因·阿爾法

丹的一串珍珠藏品形狀設計成而得名。回到碼頭前，客人會有一些自由時間到【老集市】購買旅

遊紀念品。 

第 5 日:  巴林，巴林 Bahrain, Bahrain  - 約 8 小時 （含午餐） 
在郵輪上享受完美味的早餐後，在從巴林港口前往【巴林大清真寺】。該清真寺是巴林 大的清真寺，

是唯一帶有顏色頂的大清真寺。其殿堂的大圓頂是全世界 大的，而且設清真寺全世界殿堂計上特別

用了 60 噸半球形的玻璃纖維來打造自然光透進殿玻璃纖維自然光特別堂每一角落的效果;還有逾千

盞吊燈掛在主殿堂內。這裏能吊燈角落效果同時容納超過 7000 名伊斯蘭教信徒。 

隨後參觀當地特色【一顆樹】【一口井】，中東巴林有一句話“沒看過一棵樹、一口井，就等於沒來

過巴林。一棵樹，是巴林島荒原上一棵千年古樹。赤地千裏的戈壁突兀地長出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

如同曠野裏撐起的一把綠蔭巨傘。巴林人叫不出這樹的名字，都稱它是生命之樹。 一口井，是一口

已經開采後廢棄了的油井。據說是 1932 年波斯灣開采的第一口油井。因為有了這口井，才有了滾滾

流淌著美元的波斯灣大油田。這口井改變了波斯灣，從此，貧瘠被富有代替。這第一口井噴出來的不

是石油，而是希望之源。隨後參觀【F1 賽場】， 賽道能夠容納 5 萬人左右，還有一個可以容納 500
人的新聞中心。除了舉辦 F1 比賽，巴林賽道還將承辦其他汽車賽事。午餐後， 到國際貿易中心對面

拍照，（簡稱 ITC，法語： Centre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CCI) ）是世界貿易組織 （WTO）和

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的附屬機構，並提供貿易相關的技術援助 。之後前往【巴林堡】

（阿拉伯語：قلعة البحرين ），葡萄牙殖民地時期稱為葡萄牙堡（葡萄牙語： Qal'at al Portugal），是巴

林的一個古代遺址，人工土墩的建造自公元前 2300 年至 18 世紀，建造者包括加喜特人、葡萄牙人和

波斯人。這裏曾經是迪爾蒙文明的首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05 年將遺址及附近的港口、城區列

入世界遺產名錄。隨後到達麥納麥市場，客人可以自行購買旅遊紀念品。 後，入內參觀【巴林國家

博物館】是巴林 大、 古老的博物館之一。它建造於巴林首都麥納麥的費薩爾國王公路附近，並於

1988 年 12 月開放。博物館群占地 27800 平方米，由兩座建築物組成。巴林國家博物館陳列了一系列

由石器時代至現代的歷史收藏品。 

UPDATED: 2019/9/13 



杜拜、卡塔爾五星豪華 — 岸上觀光團 

查詢熱線 HOTLINE: (905) 474-9628 

ROJW20 

第 6 日 :  巴尼亞斯島，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Sir Bani Yas Island, United Arab Emirates  
Bani Yas 是著名的沙漠群島，位於阿布紮比海岸附近，充滿了中東地區的壯麗景觀和野生動物。 

該島於 20 世紀 70 年代致力於自然保護區，圍繞戶外探險，從這裡，您可以沿著海岸線，享受波

斯灣一覽無餘的景色。 客人可下船自由探索島上的設施。 

第 7 日:  阿布扎比，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 -  
約 8 小時 （含午餐） 
在郵輪上享受完美味的早餐後，前往首都阿布紮比地區 奢華的清真寺【謝赫紮伊德清真寺】（入

內）這也是世界第六大清寺，可同時容納四萬名信徒。建築及設計壯觀華麗無與倫比，令人驚嘆，

擁有世界 大的地毯，及 多吊燈的清真寺。(女性穿衣指導，必須長衣和長褲，並且不能穿包身

和透明衣服，女士圍巾必須攜帶，進入時，必須帶在頭上。)（男士穿衣指導，男士短袖和過膝短

褲）前往【人工島】，之後參觀【民俗村】。途經速度與激情的拍攝地【八星的酋長皇宮酒店】，

這裏是彭媽媽習大大抵達阿聯酋下榻的八星級皇宮酒店；被譽為八星級的八星皇宮酒店位於阿

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首都阿布紮比市的阿布紮比海灘，北面和西面臨海。坐擁 85 公頃園林和 1.3 公
裏黃金海岸，是一座從沙漠中拔地而起的宏偉宮殿，也是一座古典式的阿拉伯皇宮式建築，更是

世上唯一的八星級酒店。外觀【法國盧浮宮分館】：阿布紮比盧浮宮(Louvre Abu Dhabi Muse-
um)，由法國著名建築師讓·努韋爾設計，建築占地 2.45 平方米，包括六千平方米的永久展廳和

二千平方米的臨時展廳，是阿布紮比修建的第一座綜合性博物館。前往【YAS ISLAND 人工島】，

此島占地面積約 25 平方公裏。島上建有阿布紮比世界主題公園，度假日酒店，水上公園酒店，

購物中心等等，更有一條 F1 賽車場，是一個綜合的旅遊目的地,遊客們更可看見設計新穎獨特的

【YAS HOLTEL】及全球首家【法拉利主題公園】（不入內）“法拉利世界”斥資 400 億美元打

造，坐落在亞斯島開發區一個龐大的三角形紅屋頂下，酷似法拉利流線車體毗鄰一級方程式阿布

紮比站的賽道。 

UPDATED: 2019/9/13 

第 8 日:  杜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  約 8 小時 （含午餐+沙漠晚餐） 
在郵輪上享受完美味的早餐後，參觀【杜拜博物館】始建於 1799 年，由阿拉伯式城堡改建而成，

聲光電結合，記述了自 1930 年至今的杜拜發展史。後遊覽有“海灣威尼斯”之稱的杜拜河，乘

坐傳統【水上的士】欣賞兩岸的現代建築物。前往杜拜商品集散市場-阿拉伯香料市場及世界 大

的黃金城市場，金碧輝煌、玲瑯滿目，令人目不暇接。前往朱美拉公共沙灘外觀【七星級帆船酒

店】。 乘坐無人駕駛單程輕軌前往有世界第八大奇景之稱的【The Palm 棕櫚島】近距離觀賞六

星級 Atlantis The Palm 亞特蘭蒂斯酒店，此酒店耗資 15 億美元興建，坐落阿聯酋迪拜的棕櫚人

工島上，占地 113 畝體現了古波斯和古巴比倫建築裝潢風貌。外觀【Burj Khalifa 哈利法塔 124 
層】：全球 高大廈杜拜摩天新市鎮中心地標，整座建築於 04 年開始動工，耗資約 10 億美元，

樓高 828 米，較 508 米的臺北 101 大樓高 300 多米，更差不多等於兩座香港國金中心，或紐約

帝國大廈。杜拜塔創下數不清的世界紀錄：包括 多樓層（169 層）、 高遊泳池(76 樓)、 高

清真寺（158 樓)。如果乘快速電梯(時速 36km)上至全球 高的觀景臺，天氣好時可遠眺 80 公裏

外的美景。前往【沙漠沖沙】：越野車在指定時間及酒店內接貴賓，進入沙漠地帶，穿梭於起伏

不定的沙丘。途中經停沙漠。中央的營地，可嘗試滑沙的樂趣及拍下夕陽西下的沙漠壯景。 後

的沙漠營地為狂歡大本營：欣賞正宗的阿拉伯。特色表演，與漂亮的舞娘一起翩翩起舞；享用美

味獨特的阿拉伯燒烤晚餐，免費品嘗阿拉伯水煙、飲用各種飲料（含酒精類的除外）、還可以穿

阿拉伯服飾拍照留念和繪畫阿拉伯特色的手繪。 



岸上觀光團費用包括:  岸上觀光團費用不包括 

 行程所列安排及車船接駁  
 專業廣東話或國語隨團領隊  
 入場費 (行程中列出)  

 導遊, 司機, 助理, 行李搬運員小費  

 入場費及膳食, 自選行程,(除非行程中有列出)  

 旅遊保險  

***只接受銀行本票/ 現金, 不得退款。如使用信用卡付款需額外收取 4%附加費。*** 

岸上觀光團之價錢是基於 30 人或以上－專車計算；如人數不足，團費將有所改變。 

旅遊細則、額外收費、注意以下事項：  
1. 為保障閣下利益, 天馬郵輪強烈建議旅客購買旅遊保險。 

2. 岸上觀光團團費會因匯率調整而有所變動，所有已付清團費的客人, 將不受到匯率影響。  

3. 團費將會根據然油附加費上升而有所調漲。  

4. 團友有責任再次確認出發/抵達的飛機航班及時間，任何飛機航班時間改變, 將由團友自行負責。  

5. 本公司建議給予當地導遊，助理，司機,機場至酒店及碼頭至機場接送司機及天馬領隊小費 每位乘客總共美金 US$155。最終領隊服務費以茶會公佈為準。  

6. 所有旅客必須持有自回程日期起計不少於六個月的有效證件進出行程所列之國家。旅客有責任確定行程以內所到國家要求之旅遊件及簽證。  

7. 只有某一些地方提供洗手間服務，基於遊覽區的人流數量較多，等候時間可能較長。 

8. 行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不另行通知。天馬郵輪會保持行程準確. 但在非本公司能力範圍已內所能控制之特殊情況下, 於出發前或

出發後, 本公司將保留更改行程次序之權利. 本公司將不會對以下任何一項情況下所引致之損失負任何責任, 遺失, 損傷, 費用, 開支, 延遲或損失, 任何自然種類, 非本公

司或供應商能力範圍以內所能控制情況下, 包括原定班取消或延誤, 天災, 罷工, 停工, 或其它勞資糾紛或中斷, 戰爭, 封鎖, 造反, 暴亂, 地震, 天氣情況, 水災, 或政變

等等  

以上行程, 中文版介紹只作參考, 所有行程以英文版為標準  

每位團費:美金$899.00(含 5 個午餐，2 個特色晚餐)及(門票) 
以上價格，包含門票： 

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卡塔爾國家博物館，文化村  

巴林：巴林國家博物館，巴林城堡，巴林大清真寺  

阿布紮比：謝赫紮伊德清真寺，民俗村  

杜拜：杜拜博物館，水上的士 ，棕櫚島輕軌單程  

沙迦 ：沙迦天文館 ，沙迦雨屋， 那不達老宅  

5 個午餐 及 2 個特色晚餐 （沙漠燒烤晚餐+夜海遊船含晚餐） 

第 9 日: 杜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 沙迦 
約 8 小時（含午餐+遊船晚餐） 
在郵輪上享受完美味的早餐後，乘車前往阿聯酋酋長國之一的沙迦，途經【古蘭經廣場】，

外觀【法薩爾王清真寺】，前往當地歷史 悠久的阿拉伯商人大屋--【那不達大宅】。前往

【沙迦天文館】所在的地方為“沙迦天文與空間科學中心”（Sharjah Center for Astronomy 
and SpaceSciences），天文館內配有一套高精度的數字放映機和 先進的巨型投影設備，

可以顯示近一千萬個天體。前往【沙迦雨屋】“雨屋”是一個可以在室內下大雨的藝術裝

置，由蘭登國際集團（Random International）歷時 4 年設計，是沙迦藝術基金會的永久展

出作品。這個藝術作品使用 1200 升的自清潔、再生水來制造傾盆大雨，傳感器會對人的動

作做出反應，人經過的地方就會被檢測到， “雨水”停止降落。 

特別安排【夜海遊船含晚餐】乘阿拉伯海灣風格的木質遊船沿著杜拜的內海灣航行。隨著

杜拜特有的木桅船緩緩前行，古老與現代和諧地交織在一起的美麗畫卷將在你眼前慢慢展

開。海灣的水面上倒影著兩岸的風景，觀賞杜拜巨資打造的【杜拜水幕秀】，繼杜拜音樂

噴泉又一大震驚之作，利用光，電，水，火，巨大的水幕組成一個投影墻，30 個噴泉和立

體環繞聲融合在一起共同為你講訴一個關於童年關於夢想的故事。每次燈光秀花費近 10W 
人民幣，震撼絕倫。晚上入住 5 星酒店。 

第10-11 日: 杜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在酒店上享受完美味的早餐後，客人可自行安排 後一日行程，前往 Dubai Mall- 全世界

大購物中心相當於 50 個足球場，內擁有超過百余個風味美食店鋪，1200 多家品牌，包括

法國「老佛爺百貨 Galleries Lafayette」等，內擁有【全球 大水族館】，逾 3 萬多種海

洋生物！次日凌晨，專車送往機場，返回原居地    

杜拜、卡塔爾五星豪華 — 岸上觀光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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