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上闺蜜，一起踏上一场女士专属的狂欢、购物与享乐之旅！

“闺蜜”是：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夏天！让我们顺着时光一起老去，

一直到彩虹尽头也不分离，这善变的世界，难得有你，永远的我们是彼此最真的约定。

跟着我，带你去看世界的风景,我们步伐总是一

致;不会嫌对方太慢;我们会一起挑选喜欢小物

件，不会催促对方;我们熟知彼此所有喜好，会

迁就对方的坏习惯;我们是彼此最好的造型师，

不怕被直男癌毁掉;跟你在一起，可以放肆地吃，开

怀地笑;陪你从校服到婚纱，熬过年少轻狂;你陪我旅

行，我送你出嫁可好？

时光不散、闺蜜不老，想和你一起美美的浪......

阿联酋闺蜜欢乐颂六天



WHY CUSTOMIZED 选择定制的理由

关于食物 ABOUT FOOD

个性定制
私人定制专属行程

达人景点
推荐达人私家景点

精打细算
线上线下专人比价

贴心管家
7/24 在线旅行管家

Arab barbecue

阿联酋的特色烧烤:再搭配阿拉伯风

味秘制酱料，堪称一绝。

Jujube Curry Seafood



关于住宿 WHERE TO LIVE

迪拜老城中心古仿酒店 Al Seef Hotel by Jumeirah

朴素的泥灰墙、木制吊顶、可俯瞰蜿蜒步道及迪拜湾河道的玻璃窗，以及点缀其间的棕榈叶团，
无不尽显阿联酋丰富的传统文化。墙壁饰以传统手工制品，包括老式电灯开关、转盘式拨号电
话、悬挂式油灯，以及记录迪拜露天市场及迪拜湾变迁的照片，为到访宾客提供阿拉伯文化的
视觉冲击。体验魅力阿拉伯,尽在 Al Seef Hotel by Jumeirah。

*参考酒店，其他酒店具体见行程。

迪拜老城中心古仿酒店*阿拉伯庭院风格
Al Seef Hotel by Jumeirah
酒店位于迪拜老城中心，灵感源于阿联酋商人
的旧时民宿，独具魅力。迪拜湾南岸繁华的 Al
Seef，数十个阿拉伯民宅(Arabian Bayt)集群
环绕，隐秘于露天市场的屋顶和庭院之中，漫
步庭院，感受阿拉伯历史文化。

http://www.baidu.com/link?url=RWqNTHJEbLP3HZrVj8ysS-f_C_I5N15fI9JhAgarCfCkdBxRyZmDNsnTxu7fjopb7cf5A0kMu5sXxLlSKpWi6qx_n3hqOnYrMjPiE2o935S


迪拜购物中心街哒玛克酒店 Damac Maison Dubai Mall Street

这间四星级度假酒店的无边泳池和带阳光躺椅的露台可以欣赏 Rub al Khali Desert沙漠的全景美景。Tilal
Liwa酒店的宽敞客房设施齐全，拥有阿拉伯风格的装饰。

*参考酒店，其他酒店具体见行程

迪拜购物中心街达玛克酒店*百米空间
Damac Maison Dubai Mall Street
位于迪拜市区，坐落在穆罕默德本拉希德林荫
大道（Mohammed Bin Rashid Boulevard），提
供现代住宿、室外游泳池和健身中心以及 WiFi。



提拉尔利瓦酒店 - 扎耶德古堡 Tilal Liwa Hotel - Madinat Zayed

Tilal Liwa 酒店的宽敞客房设施齐全，拥有阿拉伯风格的装饰。无边泳池和带阳光躺椅的露
台，可以欣赏沙漠美景。Tilal 酒店所有空调客房都享有花园、游泳池或沙漠的美景。部分客
房设有配备了家具的阳台。浴室内备有洗浴用品，客房还配备了卫星电视。还可以享受蒸气浴，
也可以参加沙漠野生动物游览以及滑沙活动。

*参考酒店，其他酒店具体见行程。

提拉尔利瓦酒店-扎耶德古堡*沙漠古堡风格

Tilal Liwa Hotel - Madinat Zayed

位于阿布扎比 Rub al Khali Desert 沙漠。 Tilal 酒店的 24 小

时前台可组织前往 Moreeb Dunes 沙丘的野生动物游览活动。

该沙丘拥有中东地区一些最高的沙丘。对于希望独立旅行的客

人，酒店可安排汽车租赁服务。



玩什么 ENTERTAINMENT

阿法迪历史区：色彩缤纷 La Mer 海滩街区，阿拉伯
风情 Bastakiya 伊朗小镇

La Mer 海滩，这片魅力无限的胜地空间开阔，大道旁棕榈林

立，涂鸦艺术壁画加上休闲的海滨氛围，将朱美拉一区的郊区

地带塑造成一片完美的度假天堂。

Bastakiya 巴斯塔基亚的名字源于伊朗南部小镇 Bastak，这里

空巷寂静，土墙草屋，丝毫感觉不到“土豪金”的存在。他们

重视传统，细心维护古老建筑，还原文化遗产于游客面前，还

原文化遗产于游客面前，带给我们别样的迪拜。

空中咖啡吧 flying cup

空中咖啡吧将拉升到 40 米的高空，脚踩青

空，四周没有任何遮挡，感觉就好像在游乐场坐云霄飞车前的小激动，享受精致饮料和小食，

高空观赏迪拜港湾、棕榈岛、帆船酒店，以及在建的迪拜之眼，让你刷爆朋友圈！



哈利法塔 124 层，与闺蜜在世界最高塔观日落

哈利法塔登上位于第 124 层楼高的景观台 At the Top，举目所见尽是超现代化的摩天大楼，

和闺蜜一起在最高楼观日落迪拜摩天新市鎮中心地标。

迪拜市中心区：City Walk、Dubai Marina 迪拜码头、疯狂扭曲的 Cayan Tower

乘越四驱车进入沙漠地带，穿梭于起伏不定的沙丘，沿途前往沙漠中央的营地。团友可以自己
尝试滑沙的乐趣，感受那份沙漠独有的浪漫气氛，及欣赏正宗的肚皮舞表演，团友亦可大显身

手，与漂亮的舞娘一起翩翩起舞，并享用一顿丰富美味的阿拉伯烧烤餐，品尝阿拉伯水烟，饮
用各种饮料（含酒精类的除外），还可以绘画阿拉伯特色的手绘），照片一定会赞爆朋友。



网红打卡项目推荐：沙漠冲沙

行程速览 全程掌控

香港迪拜星期01

星期02
迪拜

星期03
迪拜-阿布扎比

星期04
阿布扎比-迪拜

星期05 迪拜-香港

星期06
香港

乘越四驱车进入沙漠地带，穿梭于起伏不定的沙丘，
沿途前往沙漠中央的营地。感受那份沙漠独有的浪漫
气氛，品尝阿拉伯水烟，绘画阿拉伯特色的手绘。
照片一定会赞爆朋友圈！



第一天 香港迪拜

参考航班：CX731 HKGDXB 1630/2100

参考酒店：迪拜老城中心古仿酒店 Al Seef Hotel by Jumeirah

餐饮推荐：自理

自行前往各口岸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搭乘豪华客机飞往迪拜；抵达后照眼膜，与中文导游会合送

入酒店休息。

第二天 迪拜

参考酒店：迪拜老城中心古仿酒店 Al Seef Hotel by Jumeirah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自理 晚：自理

睡到自然醒，享受没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

午后，在阿法迪老城区停留足够的时间，里面还有画廊、咖啡小馆和小商店等，可选择一家咖啡厅坐

坐，让时间慢下来。

网红打卡项目推荐：沙漠冲沙项目，约 16 点乘越四驱车进入沙漠地带，穿梭于起伏不定的沙丘，沿

途前往沙漠中央的营地。团友可以自己尝试滑沙的乐趣，感受那份沙漠独有的浪漫气氛，及欣赏正宗

的肚皮舞表演，团友亦可大显身手，与漂亮的舞娘一起翩翩起舞，并享用一顿丰富美味的阿拉伯烧烤

餐，品尝阿拉伯水烟，饮用各种饮料（含酒精类的除外），还可以绘画阿拉伯特色的手绘）。

Bastakiya 伊朗小镇：在海的那边，沙漠的那头，一个奇迹之城横空出世。云霄的未来感建筑，纸醉



金迷的奢华酒店，璀璨时尚的购物卖场，漫天黄沙的沙漠腹地，让你觉得亦真亦幻。一时间迪拜成了

奢侈的代名词，但是摩登现代化的迪拜也有传统的一面。迪拜老城区就有不少传统的阿拉伯历史建筑，

其中伊朗小镇便是典型代表。bastakiya 小镇是迪拜老城区的一个极具特色的建筑遗产，是海湾阿拉

伯沿岸仅存的风塔建筑群。

La Mer 海滩：迪拜最新海滨胜地 La Mer 海滩区为迪拜城市海滩锦上添辉。这片魅力无限的胜地空

间开阔，大道旁棕榈林立，涂鸦艺术壁画加上休闲的海滨氛围，将朱美拉一区的郊区地带塑造成一片

完美的度假天堂。La Mer 海滩区毗邻阿提哈德博物馆（Etihad Museum）、迪拜运河（Dubai Creek）

等迪拜现代地标景点，四周环绕着近 2.5 公里的休闲沙滩，是您就餐、娱乐和休闲的“新宠”去处！

第三天 迪拜-阿布扎比（单程车约 2.5 小时）

参考酒店：迪拜购物中心街哒玛克酒店 Damac Maison Dubai Mall Street

餐饮安排：早：酒店早餐 午：自理 晚：自理

睡到自然醒，享受豪华酒店设施；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阿布扎比：举世知名,占地广大,居领导地位 ，至 1962 石油输出后急速发展,人口众多,高楼林立, 成

为国际大都会。

谢赫扎耶德清真寺：清真寺耗资五十五亿美元，内部以数以万计的宝石贝壳镶嵌，具欣赏价值的是每

盏 80 万美金的斯华洛斯奇水晶吊灯，还有全世界最大的一块手工地毯，整个建筑群都用来自希腊的

汉白玉包裹着，白色典雅的外观，衬在蔚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这里还是世上唯一一座允



许女性从正门进入的清真寺。

提拉尔利瓦酒店：四星级度假酒店，在茫茫沙漠中独立的存在，完美还原了阿拉伯传统居民的风貌，

无边泳池仿佛与沙漠接壤，分分钟像是在沙漠中游泳，你还能在带阳光躺椅的露台可以欣赏 Rub al

Khali Desert 沙漠的全景。随便你在哪里拍，酒店的任何角落都会让你找到灵感，拍出大片！

第四天 阿布扎比-迪拜

参考酒店：提拉尔利瓦酒店 - 扎耶德古堡 Tilal Liwa Hotel - Madinat Zayed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自理 晚：自理

享受没有 morning call 早晨，指定时间退房返回迪拜；

Last Exit Truck Park 货车公园，新晋网红小众景点，位于迪拜和阿布扎比交界处，它的灵感来源于

美国 50 年代的复古公路风情，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碰撞，数十辆复古卡通造型卡车，其实是供外带

美食的餐车哦！有少女心爆棚的可爱色彩冰淇淋、甜甜圈车，也有工业颓废风的破旧工厂、改装卡车，

除了有长途驾驶休息的功能，更是个拍照出片的地方！

棕榈岛：迪拜棕榈岛是迪拜雄心勃勃的人工岛计划，由朱美拉棕榈岛（The Palm Jumeirah）、阿里

山棕榈岛、代拉棕榈岛和世界岛组成。高空俯瞰宛如巨大的棕榈树漂浮在蔚蓝色的海面上。

哈利法塔：迪拜摩天新市鎮中心地标，整座建筑于 04 年开始动工，耗资约 10 亿美元，可容纳 1.2

万人。迪拜塔以混凝土、钢材及玻璃打造的针形摩天大楼，楼高 828 米，较 508 米的台北 101 大楼

高 300 多米，更差不多等于两座香港国金中心，或纽约帝国大厦。迪拜塔创下数不清的世界纪录：

包括最多楼层（169 层）、最高游泳池(76 楼)、最高清真寺(158 楼)、还有全球最快的电梯(时速 36k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4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53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26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26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26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06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52.htm


精彩行程 AMAZING TRIP

您的旅行定制师 朱丽姗 0756-8892377

以及全球第一高（位于 148 层）、第二高（位于 124 层）的观景台。

第五天 迪拜-香港

参考航班：CX738 DXBHKG 2255/1035+1 或 CX746 DXBHKG 1710 0505+1

参考酒店：夜宿飞机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自理 晚：自理

Dubai Mall：面积约有 50 个足球场大，拥有 100 多家食肆，1200 多家商店及世界各国之名牌店在

内，商场内有中东最大的室内水族馆位于 DUBAI MALL 里,上千名贵热带水生物及室内人造瀑布中东

最大的室内瀑布。

City Walk：购物，是年轻人约会的必选项。不同于局限在购物商场里的封闭空间，City Walk 的购物

环境更开放明亮。在室外，一个个小店随意排列，主要以轻奢、高街、设计师品牌为主，从 Michael

Kors 到 Tory Burch，每一个都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品牌。

第六天 香港

参考酒店：温馨的家

餐饮推荐：早：自理 午：自理 晚：自理

平安抵达香港机场后，自行返回温馨的家，结束愉快阿联酋之旅！

特别注意：以上行程时间安排可能会因天气、路况等不可抗力因素，在不影响行程和接待标准的前提下，游览
顺序可能会作出调整，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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