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拜團自費活動一覽表(註 1-4)
【收費以美金計算】
地區

自費項目

預定時間

簡介

DUB6

成行
人數

活動/
交通時間

6人

約 4 小時/
約 1.5 小時

每位收費
成人

小童

不參加者之
安排

乘坐豪華空調越野四驅車進入沙漠
地帶，於完善安全設備下，穿梭於
起伏不定的沙丘，體驗如過山車般的
緊張刺激，更可於小沙丘一嗜滑沙
滋味；稍事休息後，可欣賞及拍攝

杜拜

沙漠越野四驅車之旅

到達
該地區
期間進行

沙漠日落美景。傍晚時份抵達沙漠
營地，享用豐富美味的特色中東燒烤

85
[大小同價]

於酒店休息

晚餐及欣賞精心安排之肚皮舞表演，
更可與漂亮的舞孃一起翩翩起舞。

**回教齋戒月期間，肚皮舞表演將會
取消。
註：1. 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各項自費活動。由於所有自費活動名額有限，如欲參加，請盡早與領隊報名。
2. 小童按 2 歲以上至 12 歲 及 高度 1 米以下計算，否則按成人計算。
3. 各項自費活動門票經訂購後，均不設退票。
4. 各項自費活動的成行人數、進出場時間及安排，均以現場現地單位公佈為準，敬請注意。

參加自費活動即表示接受以下細則：
1. 為使各位能於自由活動時間更充實、享受更豐富的節目，本公司領隊或當地導遊可代為安排行程表上列明之自費活動。
2. 自費活動並非本社旅行團行程的一部份，亦非本社提供的旅遊項目，而只是本社領隊或當地導遊及接待單位按當時情況可安排參加的活動；參加自費
活動，乃是跟活動提供者或供應商直接訂定合約關係，本社並不涉及其中。
3. 本社不對任何自費活動的內容、價格、質素、安全性等的任何方面作出任何保證或陳述，領隊或當地導遊及接待單位的介紹以及提供的單張、價目表
及簡介資料亦只是作參考用途，本社不對領隊或當地導遊就自費活動提供的任何資料負責，擬參加者應向活動提供者或供應商直接查詢或確認活動詳
情。
4. 本社對客人參加自費活動的一切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惟會在適當的情況下協助與自費活動提供者交涉。
5. 部份自費活動須與基本行程配合，亦可能須一定數量或所有客人參與方可安排，最終以當地情況為準。
6. 倘因人數不足，客觀因素影響或非控制範圍而導致改期或取消，將按實際情況處理。所有自費項目，須以安全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工作人員有權
按實際環境作出適當安排。
7. 自費活動的費用及所涵蓋的範圍（如交通費、膳食、入場費、司機工資、小費等）以當地活動提供者或供應商及實際情況為準。
8. 如要求此自費活動表以外之項目時，可向領隊或當地導遊提出，以作出特別安排，一切費用則按照當地活動提供者或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作準，而客人
需簽名作實；本社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對此等項目負責。
9.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而價目表只作參考，價錢及自費活動內容如有任何更改，均以當地活動提供者或供應商為準。
10. 如欲參與自費活動時，應衡量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如有任何意外，責任則由參加者自行承擔。

同業查詢及訂位：

3443 0030

旅行團查詢‧報名
查詢已報名之記錄或跟進
查詢簽證資料

→ 按﹝1﹞字
→ 按﹝2﹞字
→ 按﹝3﹞字

報 名 旅 行 社:

同業傳真：3443

辦公時間：

網址
電郵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0032
http://www.wwpkg.com.hk
general@wwpkg.com.hk

9:00am-7:00pm
9:00am-1:00pm

若有關之機場稅、航空保險附加費、燃油附加費有所調升，客人需補回差額；如下調則退回差額。如拒絕補回差額，當作放棄出發論確保消費者權益，
詳情請參閱報名手續費需知、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條款及各項收費一覽表。
製表日期:22 MAR 2016

杜拜團自費活動一覽表(註 1-4)
【收費以美金計算】
地區

自費項目

預定時間

簡介
乘坐豪華空調越野四驅車進入沙漠地帶，
於完善安全設備下，穿梭於起伏不定的
沙丘，體驗如過山車般的緊張刺激，更可
於小沙丘一試滑沙滋味；稍事休息後，可
欣賞及拍攝沙漠日落美景。傍晚時份抵達
沙漠營地，享用豐富美味的特色中東燒烤
晚餐及欣賞精心安排之肚皮舞表演，與
漂亮的舞孃一起翩翩起舞。

沙漠越野四驅車之旅

DUB6SP

成行
人數

活動/
交通時間

每位收費
成人
小童

不參加者之
安排

6人

約 4 小時 /
約 1.5 小時

85

於酒店休息

約 1 小時

80
(需報名時預購)

約 1.5 小時

35

回教齋戒月期間，肚皮舞表演將會取消。

哈利法塔
(124 層觀景台門票)

塔高 828 米，高度約是雙子塔的 2 倍，是
目前世界第一高樓，並創下了多個世界紀
錄，包括世界第一高樓、最高獨立建築、
樓層最多、最高戶外觀景台等。

The Lost Chambers
迷失海底水族館

位於亞特蘭蒂斯度假酒店，仿照傳說失落
海底的古城亞特蘭蒂斯而建的水族館。透
過水底玻璃通道或玻璃池，可近距離觀賞
超過 65000 隻海洋生物，更有機會見到魔
鬼魚及鯨鯊在潛水員身邊游過的驚險場
面，猶如展開一場夢幻的深海遺跡探險。

杜拜

阿布
達比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AQUAVENTURE 水上樂園

擁有 7 道滑水天梯，2300 米長的遊樂設
施和激流旅程。其中高 27.5 米的巨型滑
水天梯 The Leap of Faith，只需數秒即
直落水底，甚至可以坐著水泡，滑入鯊魚
成群的湖裡，在水道內與群鯊來個面對面
接觸，刺激非常！

杜拜灣遊船晚宴

傍晚時份，特別安排於杜拜灣之遊船上，
欣賞燈光璀璨的杜拜夜景，及享用豐富的
阿拉伯式燒烤自助餐。

法拉利主題樂園

佔地 200 多萬呎，樂園設有 24 項遊樂設
施，包括：世界最快的過山車，62 米高
的通天跳樓機、法拉利車隊整備區、兒童
駕駛天地。園內亦有法拉利品牌歷史、產
品與運動賽事的展示和頂級美食與購物
商場，融入意大利超級跑車的魅力中。

1人

自由活動

約 3-4 小時

70

15 人

約 1.5 小時 /
約 30 分鐘

58

1人

約 3-4 小時 /
約 15 分鐘

70

於酒店休息

60

自由活動

註：1. 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各項自費活動。由於所有自費活動名額有限，如欲參加，請盡早與領隊報名。
2. 小童按 2 歲以上至 12 歲 及 高度 1 米以下計算，否則按成人計算。
3. 各項自費活動門票經訂購後，均不設退票。
4. 各項自費活動的成行人數、進出場時間及安排，均以現場現地單位公佈為準，敬請注意。

參加自費活動即表示接受以下細則：
1. 為使各位能於自由活動時間更充實、享受更豐富的節目，本公司領隊或當地導遊可代為安排行程表上列明之自費活動。
2. 自費活動並非本社旅行團行程的一部份，亦非本社提供的旅遊項目，而只是本社領隊或當地導遊及接待單位按當時情況可安排參加的活動；參加自費活動，乃是跟活動提供者
或供應商直接訂定合約關係，本社並不涉及其中。
3. 本社不對任何自費活動的內容、價格、質素、安全性等的任何方面作出任何保證或陳述，領隊或當地導遊及接待單位的介紹以及提供的單張、價目表及簡介資料亦只是作參考
用途，本社不對領隊或當地導遊就自費活動提供的任何資料負責，擬參加者應向活動提供者或供應商直接查詢或確認活動詳情。
4. 本社對客人參加自費活動的一切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惟會在適當的情況下協助與自費活動提供者交涉。
5. 部份自費活動須與基本行程配合，亦可能須一定數量或所有客人參與方可安排，最終以當地情況為準。
6. 倘因人數不足，客觀因素影響或非控制範圍而導致改期或取消，將按實際情況處理。所有自費項目，須以安全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工作人員有權按實際環境作出適當安排。
7. 自費活動的費用及所涵蓋的範圍（如交通費、膳食、入場費、司機工資、小費等）以當地活動提供者或供應商及實際情況為準。
8. 如要求此自費活動表以外之項目時，可向領隊或當地導遊提出，以作出特別安排，一切費用則按照當地活動提供者或供應商提供的資料作準，而客人需簽名作實；本社在任何
情況下均不對此等項目負責。
9.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而價目表只作參考，價錢及自費活動內容如有任何更改，均以當地活動提供者或供應商為準。
10. 如欲參與自費活動時，應衡量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如有任何意外，責任則由參加者自行承擔。

同業查詢及訂位：

3443 0030

旅行團查詢‧報名
查詢已報名之記錄或跟進
查詢簽證資料

→ 按﹝1﹞字
→ 按﹝2﹞字
→ 按﹝3﹞字

報 名 旅 行 社:

同業傳真：3443

辦公時間：

網址
電郵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0032
http://www.wwpkg.com.hk
general@wwpkg.com.hk

9:00am-7:00pm
9:00am-1:00pm

若有關之機場稅、航空保險附加費、燃油附加費有所調升，需補回差額；如下調則退回差額。如拒絕補回差額，當作放棄出發論確保消費者權益，
詳情請參閱報名手續費需知、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條款及各項收費一覽表。
製表日期:22 MAR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