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費$1399 起
Land only
費用列表

超值游

豪華游

團費 Tour Fee
單房差 single supplement

$1399
$ 480

$1899
$ 680

6 歲以下小童 (不佔床位)
Child under 6 yrs (with out bed)

$1199

$1499

小費 Tipping

USD100/PP

USD100/PP

行程特色：從廣翰的撒哈拉沙漠到迷人的藍色山城舍夫沙萬，全方位感受多彩摩洛哥

從大西洋到地中海，阿特拉斯山脈到裡夫山脈縱覽摩洛哥多樣的地理景觀
遍覽摩洛哥眾多的世界文化遺產
探索歷史悠久的四大皇城+時尚大師 YSL 故居+卡薩布蘭卡《北非諜影》的印跡等
品味摩洛哥獨特的文化和歷史
全程舒適空調車+沙漠越野體驗+撒哈拉單峰駝騎乘 *精選摩洛哥特色餐食與中餐交叉安排

第一天：原居地 —卡薩布蘭卡機場[CMN] Arrive Morocco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摩洛哥卡薩布蘭卡機場[CMN] Arrive
Morocco
第二天：抵達卡薩布蘭卡默罕默德五世國際機場
辦理入境手續，提取行李後，走出 1 號或者 2 號航站樓，與我們的
工作人員匯合；集合地點：卡薩布蘭卡機場航站樓，到達大廳出口；
（因為在摩洛哥不乘坐飛機是不能進入航站樓內部的，需要自己走
出航站樓與接機工作人員匯合）乘車赴卡薩布蘭卡酒店，辦理入住；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與您聯繫，告知酒店晚餐時間，酒店周邊環境及
第二天出發時間等事宜；酒店內自助晚餐。（免費接機時間早上 8：
00-晚上 22：00）
餐飮：晚餐 D
酒店：卡薩布蘭卡 4 星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卡薩布蘭卡 – 拉巴特 Casablanca- Rabat
早餐後，卡薩布蘭卡市區觀光；參觀卡薩布蘭卡，摩洛哥的地標性
建築 —【哈桑二世清真寺】（外觀），領略阿拉伯文化裡，幾何圖
案與蔓草花卉交織成的可蘭經天堂；【瑞克咖啡館】 Ricks Cafe
（外觀留影）。世上有那麼多的城鎮，城鎮有那麼多的酒館，而她
卻走進了我的。多少人因《北非諜影》這部黑白電影知道了卡薩布
蘭卡這座城市的名字。漫步卡薩布蘭卡【海濱大道】，感受北非魅
力的灣區和卡薩布蘭卡作為海港城的都市魅力；參觀【默罕默德五
世 廣場】感受陌生的北非穆斯林世界；走訪【哈布斯老城】，幾乎
在摩洛哥的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叫麥迪那（ Médina）的地方，那
裡是追尋摩洛哥歷史遺跡 ，探尋摩洛哥傳統手工藝，回味摩洛哥人
傳統生活場景的地方。午餐後，我們乘車前往摩洛哥的首都，政治
中心 ，四大皇城之一的 —【拉巴特】；拉巴特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參觀【烏達亞堡】【拉巴特皇宮】（外觀），是摩洛哥王室眾多皇
宮中最正式的一座；【哈桑塔及默罕默德五世國王陵寢】，向世人

訴說著安達盧西亞的故事，將摩洛哥千年的文化無聲地傳遞著。入
住酒店，酒店內自助晚餐。
1. Hassan II Mosque
2. 餐飮：早/午/晚餐 B/L/D 酒店：拉巴特 5 星酒店
第四天：拉巴特 – 艾西拉 – 坦吉爾 – 德土安 – 舍夫沙萬 Rabat –
Asilah – Tangier – Tetuán – Chefchaouen
早餐後，我們驅車前往大西洋岸邊的藝術小鎮 —【艾西拉】，小巷
深處壁畫如花盛開；搭配色彩鮮豔的門窗與各具特色的花台設計，
迷人的地中海情調讓人感覺特別愜意。午餐在艾西拉當地的餐廳品
嘗海鮮魚餐，餐後驅車前往坦吉爾。參觀【大力神洞】亦名【非洲
洞】，由海水沖刷腐蝕形成的天然溶洞。前往非洲大陸的最西北
端 —【斯帕德爾角】 Cap Spartel，大西洋與地中海在此分界。 乘
車前往藍色山城【舍夫沙萬】，途徑德土安，簡短參觀【默罕默德
五世大道】與【哈桑二世廣場】【德土安】，是摩洛哥最具有西班
牙風格的城市︒抵達舍夫沙萬，入住酒店，酒店內自助晚餐。
1. Asilah 2. Grottes Hercule 3. Cap Spartel 4. Chefchaouen 5.
Hassan II Mosque 6. Tétouan
餐飮：早/午/晚餐 B/L/D
酒店：舍夫沙萬 4 星酒店 Dar Baibou 或同級
第五天 :舍夫沙萬 – 梅克內斯 – 菲斯 Chefchaouen – Meknes –
Fez
上午在舍夫沙萬自由參觀；世界上有三大藍城：希臘的聖托裡尼，
印度的焦特布爾和摩洛哥的舍夫沙萬。 舍夫沙萬則集中了深山之美
的石青藍，深深淺淺雲化，是摩爾人鄉愁的凝結，讓人恍若迷失在
雲霧之中。在這裡拍照，隨意按下快門，都是一張漂亮的明信片。
午餐後，翻越裡夫山脈前往【菲斯】，途徑梅克內斯，簡短參觀
【曼索爾城門】與【哈丁廣場】。在摩洛哥的四大皇城中，【

梅克内斯】（meknes）是最年轻的一座城市。抵達菲斯，入住酒
店。酒店內自助晚餐。
1. Chefchaouen 2. Fez 3. Bab Mansour Laleuj 4. Place el Hedime
5. Meknes
餐飮：早/午/晚餐 B/L/D
酒店： 4 星酒店 Menzeh Zalagh 或同級
第六天：菲斯 Fez
菲斯，摩洛哥歷史上的第一座伊斯蘭城市，摩洛哥的四大皇城之一，
是摩洛哥 一千多年來的宗教，文化與藝術中心，【菲斯老城】 – La
Médina de Fès，進 入老城參觀【布伊納尼亞伊斯蘭學院】；中餐
館午餐後，繼續在菲斯老城裡穿越，迷失，參觀【舒瓦拉制革染
坊】，【賽法因銅器製造廣場】，感受菲斯世代傳承的手工藝技藝
（時間允許的情況下可安排參觀【鏨銅作坊】，【陶瓷馬賽克製】；
來到內賈裡納廣場參觀由曾經的高級驛站改造成的【內賈裡納木藝
博物館】；外觀摩洛哥穆斯林的朝聖地，菲斯老城的建立者【伊德
裏斯二世的陵墓】及【清真寺】，及世界上第一所發放學位的大學
【卡拉維因大學清真寺】（外觀 ）。下午參觀結束後，自由活動。
酒店內自助晚餐。 1. La Médina de Fès 2. The royal palace in Fez
3. Medersa Bou Inania 4. Les tanneries chouara 5. La place
Seffarine 6. Kairaouine Mosque (Mosque of al-Qarawiyyin)
餐飮：早/午/晚餐 B/L/D
酒店：菲斯 4 星酒店 Menzeh Zalagh 或同級
第七天：菲斯 - 伊芙罕 - 美地爾特 - 艾爾福德 - 梅祖卡（撒哈拉沙
漠）
Fez – Ifrane – Midelt – Elford - Merzouga
早餐後，從橄欖樹遍地，林木繁茂的中阿特拉斯山脈一路南行，翻
越崎嶇的高阿特拉斯山脈，河谷，綠洲，椰棗樹林若隱若現，來到
撒哈拉沙漠的邊緣；途中停靠有摩洛哥瑞士小鎮之稱的【伊芙罕】；
在摩洛哥著名的蘋果之鄉 —【美地爾特】，午餐；抵達艾爾福德改
乘越野車深入撒哈拉腹地；入住柏柏爾帳篷 ，若是時間允許，可以
步行至離帳篷不遠處的沙丘之上，欣賞撒哈拉落日與隨光線不斷變
化的色彩的沙丘美景；晚餐後，可以圍坐在篝火旁，看撒哈拉的星
月美景，這裡埋藏著三毛的愛情故事與自由遐想︒三毛曾說：「在
一個個漫漫長夜，思念像千萬隻螞蟻一樣，啃噬着我的身體；每想
你一次，天上便飄落一粒沙，從此形成了撒哈拉」讓我們在撒哈拉
的星月下免懷三毛和我們那曾經譟動的青春。
1. Ifrane 2. Midelt 3. Sahara
餐飮：早/午/晚餐 B/L/D
酒店：梅祖卡柏柏爾帳篷 Bivouacs Belle étoile Merzouga 或同級

第八天：梅祖卡 – 艾爾福德 – 廷吉爾 – 瓦爾紮紮特
Merzouga- Elford- Tinghir- Ouarzazate
早起，騎乘撒哈拉沙漠單峰駝來到沙丘之上，等待撒哈拉日出美景；
早餐後，乘坐越野車回到艾爾福德換乘，一路西行，窗外撒哈拉沙
漠地區的原始自然風光 — 戈壁，綠洲，城寨，高山，河谷，景色不
斷變化；中午時分抵達廷吉爾用午餐；午餐後，我們繼續西行「千
堡之路」— 曾經溝通摩洛哥與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最為重要的商貿
之路，而今眾多廢棄的古堡見證了這條商路昔日的繁忙。途徑柯
拉 — 美古娜小鎮 — 摩洛哥的玫瑰穀所在地，據說這裡的玫瑰源於
大馬士革，而玫瑰與沙漠是否會讓你聯想起那聞名世界《小王子》
抵達瓦爾紮紮特，探訪陶瑞特城堡，昔日「阿特拉斯山之主」格拉
維家族的眾多城堡之一。酒店內自助。
1. Merzouga 2. Tinghir 3. Ouarzazate
餐飮：酒店內自助晚餐 D
酒店：瓦爾紮紮特 4 星酒店 Hôtel Kenzi Azghor 或同級
第九天：瓦爾紮紮特 – 艾本哈杜 – 馬拉喀什 Ouarzazate Aït
Benhaddou- Marrakesh
早餐後，我們乘車前往艾本哈杜，簡短參觀【艾本哈杜古城寨】，
午餐後入住酒店；【馬拉喀什】，是摩洛哥南部的商貿重鎮，老城
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之中。傍晚前，安排特色【贈送的馬拉
喀什馬車巡遊】。傍晚時分前往有不眠廣場之稱的【馬拉喀什傑馬
艾芬娜廣場】這是一個各種民俗，藝術，雜技，表演，娛樂活動與
一般小攤位，夜市共用的區域。酒店內自助晚餐。
1. Ait Benhaddou 2. Marrakesh 3. Djemaa el Fna
餐飮：早/午/晚餐 B/L/D
酒店：馬拉喀什 4 星酒店 Atlas Asni 或同級
第十天：馬拉喀什 – 卡薩布蘭卡 Marrakesh-Casablanca
早餐後，遊覽【馬約爾花園】（ YSL 私家花園）— 院內明亮的藍色
填滿了建築，光影在雕花窗格裡嬉戲，棕櫚，仙人掌等熱帶植物從
沙石土壤中朝著陽光生長，伊斯蘭風格的紋飾攜帶著濃濃的摩洛哥
風情， 著名服裝設計師伊夫聖羅蘭(Yve Saint Laurent)曾經在這裡
汲取靈感，而今將靈魂與這裡安放；外觀【 庫圖比亞清真寺】— 摩
洛哥歷史最為悠久的清真寺之一，北非地區清真寺的母 版，其 77
米高的宣禮塔為馬拉喀什的地標性建築；參觀【巴希亞宮】一座保
存完好的達官貴人府邸，近代安達盧西亞-摩爾風格建築的典範；午
餐後，乘車返回卡薩布蘭卡，入住酒店後自由活動。酒店內自助晚
餐︒ 1. Jardin majorelle 2. Koutoubia Mosque 3. Bahia Palace
餐飮：早/午/晚餐 B/L/D
酒店：卡薩布蘭卡 5 星酒店 Mövenpick Hotel Casablanca 或同級
第十一天：卡薩布蘭卡 – 送機卡薩布蘭卡機場 Depart Morocco
今天早餐後，我們的工作人員將根據您的航班時間，安排將您送往
卡薩布蘭卡默罕默德五世國際機場(CMN).
餐飮：早餐 B

费用包含：酒店:行程中列明的酒店 (雙人房) Hotel accommodation as indicated (twin-share)
門票:行程中列明的首道景點門票 Main entrance fee as indicated
膳食: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專業中文導遊 (國語導遊) 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antonese is not guaranteed)
機票: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费用不含：簽證: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小費:不含行李小費 Tipping excluding luggage tip, 酒店客房小費，餐廳小費。
交通:景區內電瓶車及其它交通工具費用 Cable car & other transportation costs
保險: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失竊，旅程取消等，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注意事项：穿著休閒服裝及外套，沙漠地區注意防曬保濕，早晚溫差大請帶厚外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