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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SCO'S HERITAGE & NATIONAL PARK~

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 25 日
＜旅遊簡報＞每週一到週五，下午任何時間，可一對一 一對二，請來電預約，02-25000585。
＜超越百國＞ 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
＜特色餐點＞
安排各地風味餐：四隻貓餐廳、西班牙烤乳豬、海鮮飯、葡萄牙烤雞、葡氏蛋塔。葡萄牙波多美酒。
品嚐西班牙國寶酒〜雪麗酒。摩洛哥著名馬術表演〜肚皮舞與手扒飯。
＜行程特色－西班牙、葡萄牙＞
 頂級布士科森林宮殿旅館：座擁中世紀建築與精緻的內部裝潢，與天然的岩石構成一幅美麗的景
觀，令人嘆為觀止。
 納札里小漁村：其獨特古色古香的葡式建築，舊市區之白色居家猶如栩栩如生的綺麗畫作。
 塞哥維亞的阿卡薩城堡：古堡、山城、教堂，於山下舊市區可攝得此佳景，當自覺何謂『美麗人
生』。
 世界三大美術館之一的普拉多美術館：藝術的巡禮，聞名於世的名畫家哥雅及委拉斯蓋茲等著名
畫作，令您永生難忘。
 哥多華位於瓜達基維爾河灣處，猶太區的白牆紅瓦，窗臺上吊滿盆花，散發安達魯西亞小鎮風光。
 白色鄉鎮米哈斯：華麗又帶著古樸，白壁人家映著湛藍的天空，風景如畫，是攝影師的最愛。
 鬥牛聖地—隆達，橋上眺望太加斯河谷懸崖峭壁的壯闊景緻，此城天險絕賞，恍若置身夢境。
＜行程特色－摩洛哥＞
 馬拉喀什：是摩洛哥歷史紅色名城，老城區最有名的是狄瑪愛佛納廣場 Djemaa el Fna，廣場上的
生活百年來都沒有很大的變化，當地人生活重心、觀光客的最愛，雜耍、各種藥草與膏藥的市集。
 艾班哈杜古城：於摩洛哥所拍攝電影作品不勝枚舉，如：
「阿拉伯的勞倫斯」
、
「尼羅河寶石」
、
「神
鬼戰士」、「第七卷軸」，所以，在此遇到電影明星的機會，比在好萊塢大得多。
 馬拉克什到中阿特拉斯山脈 : 經過壯麗的提吉恩提卻卡隘口 Tizzi－N－Tichka，過了中阿特拉斯
山，青翠的山林變成沙漠地形。德斯山谷附近都是小城寨。
 撒哈拉沙漠：夢幻日出景觀，剪影、藍調、粉紅、金黃、巾稼紅的景觀，騎駱駝於沙漠活動。
 費斯：是摩洛哥最有名旅遊城市，是摩洛哥一千多年來宗教、文化與藝術之中心、伊斯蘭的聖地。
尤其美迪納市集仍保持數百年前生活原貌；猶如置身於古城中彷彿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場景。
＜UNESCO W.H.＞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定為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UNESCO W.H -文化)：天才建築家高第的代表作─奎爾公園、巴特婁之家、米拉之家。
 (UNESCO W.H -文化)：TAJO 河圍繞的托雷多古城，城中還保存著中古世紀之古城風情。
 (UNESCO W.H -文化)：11 世紀的阿維拉古城，由堅固渾實城垛圍繞的雄偉的城牆，令人驚歎不
已。
 (UNESCO W.H -文化)：極具伊斯蘭藝術價值的格拉那達 Alhambra 城，被形容為「人間樂園」。
 (UNESCO W.H -文化)：哥多華大清真寺〜曾是伊斯蘭文化在歐洲大地上的璀璨明珠。
 (UNESCO W.H -文化)：西班牙排名第一的塞維亞大教堂(世界第三)，稱著的建築雕刻與裝飾陳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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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SCO W.H -文化)：摩洛哥七處世界遺產地：索維拉古城、馬拉喀什古城、艾本哈杜古城、
美克涅斯、菲斯舊城區、沃呂比裡斯古羅馬城、陶瑞特古城。
------------------------------------------------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團

----------------------------------------------

費

NTD

商務艙追加

NTD

單人房追加

出發日期

2016

訂金

NTD50,000

報名截止日

NTD
出發前 30 天

01. 臺北香港轉機點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伊比利半島之加泰隆尼亞省，人文藝術薈萃之城—巴塞隆納。於隔日抵達。
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機上套餐
02. 轉機點巴塞隆納 ＜高第建築狂想曲-奎爾公園、聖家族教堂、米拉之家＞
於中午抵達，隨後，觀光於巴塞隆納，此地曾為 1992 年奧運會舉辦地，亦是孕育藝術家的故鄉。參
觀巴塞隆納的舉世聞名的市標，天才建築家高第動工 126 年，至今仍未完成的★聖家族教堂，從教堂
的出生面可以一窺高第的建築奇才，並參觀他獨具匠心所設計的★奎爾公園(UNESCO W.H -文化
1984)，特殊的設計及色彩繽紛的瓷磚，賦予建築無限的生命力及創新的想像空間，堪稱世界奇景。
及前往參觀以聖喬治屠龍為故事背景且耀眼炫目外觀的◎巴特婁之家、以奇特武士煙囪為造型的★米
拉之家(UNESCO W.H - 文化 1984)，更是新現代主義之建築極品。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四隻貓餐廳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5* Hilton Barcelona Hotel
03. 巴塞隆納→66km 蒙塞拉特山修道院→66km 巴塞隆納
早餐後，往蒙塞拉特山修道院：位於奇特山景之修道院、搭乘※纜車欣賞聖赫魯尼慕展望台欣賞美景、
並參觀著名的蒙塞拉特山修道院之黑瑪利亞像。午餐後，前往★參觀於 1929 年為博覽會所建的西班
牙村，體會多彩的西班牙民族文化傳統，古色古香的西班牙建築。及畢卡索博物館。當然不能錯過位
於蘭布拉斯大道上的聖約瑟市場，琳瑯滿目的蔬果海鮮，讓您嘆為觀止。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日式料理
＜旅館＞5* Hilton Barcelona Hotel
04. 巴塞隆納里斯本 ＜葡萄牙＞
上午飛往有歐洲的鄉村之稱的里斯本，傳說十字軍東征時一支基督教軍隊建立的城市，傳統與現代並
沒有造成所謂的不協調！隨後，前往英國詩人拜倫眼中的「地上伊甸園」★辛特拉皇宮 (UNESCO W.H
-文化 1995)，承繼了摩爾式、哥德式、葡萄牙式的建築風格及庭園造景，您可感受葡萄牙海權時代的
尊榮。隨後，前往有「世界的盡頭，海洋的起點」之稱的洛卡岬眺望大西洋之美景，並可獲得一份「歐
洲最西點的證明書」，值得永久的回憶及珍藏。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葡式串燒
晚餐：米其林一星(懸崖景觀餐廳賞日落)
＜旅館＞5* The Altis Hotel 位於里斯本的歷史市中心
05. 里斯本 Lisbon→29km 辛特拉→133km 納札里→138km 布士科國家森林
上午，市區觀光，象徵著海權強盛時期的葡萄牙〜貝倫塔。航海紀念碑，為航海時代揭開了序幕，之
後，前往★傑若尼莫修道院，一窺十六世紀葡萄牙海權極盛時期所遺留下之摩爾式建築外觀，也是最
偉大航海家達伽瑪之安眠處，並於百年老店品嚐正宗葡式蛋塔。午餐後，前往納札里，是個純樸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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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保留著傳統風俗的小漁村，有著獨特古色古香的葡式建築，舊市區之白色居家猶如栩栩如生的綺麗
畫作，皆是世界攝影師捕捉人文的必訪之地。隨後，前往以攝影觀光為景點的布士科宮殿旅館，位於
梅利達的布士科國家森林，將欣賞著國家森林內的宮殿旅館，是與天然的岩石構成一幅美麗的景觀，
令人嘆為觀止。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旅館＞5* 布士科宮殿旅館 中世紀建築搭內部精心設計的特色
06. 布士科國家森林→112km 波爾多 ＜波爾多中世紀建築之古城區＞
早餐後，前往葡萄牙北方第一大城〜波爾多，自古以來波爾多就是葡萄牙北方的大港，也是聞名世界
的波爾多葡萄酒產地，至今仍是葡萄牙第二大城。今日安排★搭船暢遊杜羅河，杜羅河貫穿整個城市，
最後出海於大西洋，欣賞河岸有許多(UNESCO W.H -文化 2001)中世紀建築之古城區、酒廠、酒窖，
都是波爾多觀光的重點區域，流經波爾多市區的杜羅河河上橫跨著三座橋，三座橋各具特色，舊城內
有許多舊時期留下的美麗建築，精細的雕刻及華麗的裝飾，讓人印象深刻。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4* HOTEL MELIA GAIA PORTO 海邊現代化
07. 波爾多→188km 蒙杉圖 ＜村莊與奇岩怪石結合的特殊建築＞
今日進入葡萄牙中北部之貝拉阿爾泰區，造訪有神奇環狀之奇岩怪石所包圍的純樸村莊 〜蒙杉圖，是
葡萄牙最典型的村莊，而它美麗的風景及建築令人著迷，與溫和親切的大自然相互輝映。如今，街道
和房屋仍然保持著葡萄牙最真實的部分：尤其是將房屋建在岩石群中，而城堡與天然的岩石構成一幅
美麗的景觀，令人嘆為觀止。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旅館＞4* Hotel Douradas 坐落在埃什特雷拉自然國家公園，新穎設計風的小旅館。
08. 蒙杉圖→222km 莎拉曼卡→99km 阿維拉 ＜莎拉曼卡大學和新舊教堂＞
早餐後，前往黃金大學城〜莎拉曼卡(UNESCO W.H -文化 1988)，位於西班牙中西部，是歐洲著名的
文化古都，整個城市充滿了許多美麗典雅的古建築。是西班牙最古老、歐洲第三老的大學，此城人文
薈粹、古意盎然。將安排參觀舊新教堂、大學中庭，羅馬橋、學術廣場、馬幼廣場、貝殼之屋等。別
忘了要問導遊『WHERE IS THE FROG？』，小小青蛙到底藏著甚麼玄機呢？Mayor 廣場是西班牙最
古老及最美麗的廣場之一，吸引了許多觀光客及學生。隨後，前往阿維拉。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4*Velada Palacio Hotel 位於阿維拉大教堂對面
09. 阿維拉→85km 塞哥維亞→97km 馬德里 ＜阿卡薩城堡猷如軍鑑的山下景觀＞
早餐後，參觀 11 世紀古城〜阿維拉(UNESCO W.H -文化 1985)，由 8 個城門與 88 座堅固渾實城垛圍
繞的雄偉的城牆，令人驚歎不已，古城市區觀光：★阿維拉大教堂、聖維聖德教堂等，此城同時也是
天主教聖人德雷莎的出生地，自古慕名朝聖者紛踏而來，您可於有名的制高景點〜-四支柱，與名城
合影留念。下午，前往拍攝【阿卡薩城堡】，儘管卡斯提爾已不再是白雪公主從此與白馬王子過著幸
福、快樂的日子，古堡、山城、教堂，面對此佳景，當自覺何謂『美麗人生』。隨後，前往馬德里。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旅館＞5* Hotel Silken Puerta América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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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馬德里→80km 托雷多
今日於首都馬德里觀光，訪世界著名★普拉多美術館，來趟藝術的巡禮，其中西班牙聞名於世的名畫
家哥雅及委拉斯蓋茲等著名畫作，令您永生難忘。並參觀西班牙廣場上著名的文豪塞萬提斯及其筆下
的夢幻騎士唐吉軻德及忠僕商丘之雕像，於哥倫布廣場上緬懷當年十五世紀西班牙海權極盛時期的光
輝、西貝流斯廣場、太陽門廣場、馬德里熊抱樹市標、西班牙零公里標界。隨後，前往基督教、回教
和猶太教文化的大熔爐〜托雷多，位於太加斯河畔山丘上的古城。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烤豬
晚餐：旅館主廚餐
＜旅館＞4* Hotel Alfonso VI 位於古城內
11. 托雷多→366km 格拉納達 ＜托雷多城堡之全景＞
早餐後，欣賞保存極完好的托雷多古城(UNESCO W.H -文化 1986)，方形的舊皇宮有如城堡般位於城
區的最高處，城中還維持中古世紀之古城風情，五百年來少有改變，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其
列為人類文化財產。步行於舊城區內，彷彿置身一座露天博物館，參觀★托雷多大教堂，其特殊建築
及各種稀世珍寶。隨後，前往格拉那達，是安達魯西亞的觀光重鎮，位於 700 公尺高山丘上。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餐
＜旅館＞4* Hotel Corona de Granada 坐落於市中心
12. 格拉納達→227km 哥多華 ＜阿爾罕布拉宮城堡區＞＜哥多華大清真寺的百列柱和光影＞
首先參觀極具藝術價值，被形容為「人間樂園」之★(UNESCO W.H -文化 1984)阿爾罕布拉宮城堡區
及宮殿區、查理五世宮殿、「天堂花園」之格內那利菲皇庭花園，宮內精巧的設計，綴以華麗的雕飾，
庭園之內的噴泉水池、修剪整齊的花草，體現大食帝國的繁華宮殿及庭園建築的特殊風格，堪稱為精
華代表作。您該來親自體驗一次「阿爾罕布拉宮的回憶」。下午，前往陽光明媚的安達魯西亞的回教
古都－哥多華，隨後，哥多華舊城區：【古羅馬橋】依然與河水相伴，挺立於人世間達 2000 年之久，
千餘年前，位於瓜達基維爾河灣處的哥多華，曾是伊斯蘭文化在歐洲大地上的璀璨明珠，今日猶存的
★大清真寺 (UNESCO W.H -文化 1984)、猶太區的小巷弄裡，依稀仍可窺見往日之興盛繁華，白牆紅
瓦，窗臺上吊滿盆花的舊城區裡，猶自散發出獨特的安達魯西亞小鎮風光，走在曲折小弄堂，看著吊
掛在陽台上或鐵窗上五顏六色的小花，這是猶太區特有的風格，小花小草、小酒館、還有擺設可愛優
雅的咖啡屋，皆讓您流連忘返。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當地風味
＜旅館＞4* Hotel Macias Alfaros Cordoba 市中心摩爾式新旅館(距大清真寺 800 公尺)
13. 哥多華→142km 塞維亞 ＜慢速快門處理下的佛朗明哥舞蹈＞
上午，往西班牙安塔露西亞首府〜塞維亞。隨後，市區觀光，參觀西班牙排名第一的★塞維亞大教堂
(UNESCO W.H -文化 1987) (世界第三大，僅次於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倫敦聖保羅教堂)，此教堂是由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黃金時代，所造就出不凡的建築雕刻與裝飾陳設，且是西班牙航海最大的貢獻者
哥倫布長眠的地方。並欣賞瑪麗亞露意莎公園、黃金塔、最富有回教色彩聖十字猶太區。晚餐後，欣
賞佛朗明哥舞蹈表演。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當地風味
＜旅館＞4* HOTEL MELIA LEBREROS SEVILLA 市中心西班牙藝術新裝潢
14. 塞維亞 Seville→159km 隆達→82km 米哈斯 (太陽海岸) ＜隆達建築與懸崖峭壁之景觀＞
早餐後，前往鬥牛的發源地〜隆達，此城建築在太加斯峽谷的懸崖峭壁上，四周被深谷、斷崖與絕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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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繞，形成美麗的奇特風光。下午，往座落於太陽海岸平緩山丘上的華麗又帶著古樸「白色鄉鎮」米
哈斯，白壁人家映著湛藍的天空，家家戶戶窗前百花盛開，風景如畫，攝影師的最愛─聖塞巴斯堤安
大道 San Sebastian，是絕無僅有的景觀，您可在憲法廣場，購買多樣化西班牙彩繪花盤、瓷具。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旅館西式
＜旅館＞4* HOTEL TRH MIJAS 迷人的安達盧西亞風格旅館
15. 米哈斯→100km 阿爾西拉斯→碼頭 / 丹吉爾→140km 契夫蕭安 (摩洛哥)
早餐後，沿著西班牙最亮麗的渡假勝地–太陽海岸而行，一望無際的蔚藍大海及幽靜的別墅處處可見。
並前往歐非兩大洲互通之門戶也是歐洲大陸的最南端〜阿爾西拉斯 Algeciras，是前往非洲的重要起訖
站，搭乘★渡輪橫渡直布羅陀海峽，前往摩洛哥港口名城〜丹吉爾。隨後，前往獨特粉藍色山城〜契
夫蕭安，位於摩洛哥北部里夫山脈 Rif 的山間，街道和門窗都漆成藍色的寧靜小鎮，是早期猶太難民
帶來的習俗，因藍色對他們而言代表著藍天和天堂，後來，整個小鎮都愛上了這個顏色。各種美麗藍
色建築，真的讓人有種置身於天堂的錯覺。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旅館西式餐
＜旅館＞5* Lina Ryad & Spa
16. 契夫蕭安→266km 拉巴特
早餐後，前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下午，首都市區觀光，參觀歐代亞城堡舊城區，皇宮、星期五清
真寺，昔日摩洛哥國王哈珊二世、獨立之父穆罕默德五世陵寑，46 公尺高的哈珊塔，及※謝拉古城，
並漫步於迷宮之舊市集各樣的物品。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當地風味
＜旅館＞5* Farah Rabat 摩洛哥風味旅館
17. 拉巴特→65km 沃呂比裏斯→68km 美克涅斯
早餐後，前往於西元前三世紀建城的古羅馬城★沃呂比裏斯【UNESCO, 1997】
，此城是羅馬帝國在北
非的行政中心，最值得一看是令人目眩的馬賽克，離南方入口不遠的奧費斯之家，曾是整區域最富有
的宅邸，裡面描述奧費斯彈奏豎琴與底比斯之王戰車的馬賽克十分美麗。再向北行是建於西元 217
年的神殿、古羅馬集會場、磨坊以及凱旋門等建築群。隨後，前往「摩洛哥的凡爾賽宮」之稱〜★美
克涅斯，其城牆長達四公里，曼索爾城門於 1732 年完工，是摩洛哥境內最宏偉的城門之一，梅克尼
斯於 1996 年已列入 UNESCO，欣賞著名古蹟，素有「勝利、凱旋」之意曼索爾城門，其綠白相間彩
瓷，裝飾而成的回教幾何圖案。續前往舊城區最熱鬧哈丁廣場，此廣場為古代宣達政令及審判之處，
與現今熱鬧氣氛形成強烈對比。穿越寧靜與鋪滿花磚的數個中庭，及美麗卻又高貴的蘇丹王▲慕雷伊
斯梅爾陵墓，同時也是此地唯一開放給非回教徒參觀的清真寺。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旅館西式餐
＜旅館＞4* Hotel Menzeh 或同等級
18. 美克涅斯→費斯
早餐後，前往摩洛哥第二大城及第一個回教王朝之國都〜費斯，為四大皇城中歷史最悠久，也是摩洛
哥一千多年來宗教、文化與藝術之中心、伊斯蘭的聖地。參觀費斯★舊城區【UNESCO 1981】
，也
是
北非最大的舊市集，9,400 條錯綜複雜的街道，宛如迷宮一般，彷彿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場景；於古城
中參觀號稱世界最古老的大學▲卡洛英大學、結合學校清真寺功能且建築設計精美的★神學院，以及
氣味特殊臭但景緻壯觀的▲製革染料場。舊城區外有▲費斯王宮，雖沒有開放公共參觀，但其「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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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門、七個幸福」的壯觀城門及城牆，其規模可見一般。傍晚時分，前往▲山丘頂眺望千塔萬戶相連、
如迷宮一般的費斯古城區。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旅館＞5* Fes hotel 或同等級
19. 費斯→伊芙蘭→梅若卡 (撒哈拉沙漠)→艾弗德 Erfoud
餐後往北穿越中亞特拉斯山，並經過此地最高的▲塔戈姆山口(1907m)，進入豐富肥沃的綠色地帶。
途中參觀▲伊芙蘭城鎮，到處都是針葉林森林，看起來完全不像在摩洛哥，可謂摩洛哥的瑞士花園，
處處散發著濃濃的歐洲山城氣息。隨後，前往神秘有名的撒哈拉沙漠，將在艾爾芙換成吉普車，繼續
前進到撒哈拉沙漠西緣的梅若卡，盡頭隱隱出現黃色沙丘，然後，慢慢的，由小變大，一個二個而後
連成一片緜延不斷的沙漠。我們將在黃昏之際的沙漠區★坐上駱駝，而您將可攝獵到極為完美的奇幻
沙漠。被用繩子一隻隻串連起來的駱駝，帶我們踏上撒哈拉沙漠，拜訪貝都因人的綠洲，駝鈴叮叮噹
噹做響，迴盪在無人的天際荒漠中。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旅館＞4* Palms Hotel Club Erfoud 或同等級
20. 艾弗德→陶德拉河峽谷/城堡大道→瓦劄劄
上午前往陶德拉河峽谷，陶德拉河貫穿大亞特拉斯山脈南部，這裡有全摩洛哥最壯麗的峽谷，垂直的
山壁，清澈溪水，山谷裡有美麗的綠洲與城寨，您可感受不同的摩洛哥風情畫。隨後行經摩洛哥著名
的城堡大道，大道沿著大亞特拉斯山脈南部，沿途綿延不斷的綠色棕櫚樹與土造城堡，這些城堡是由
朱紅色黏土所構成，曾經做為當地大家族族長的宅邸，大半建於 17-18 世紀，在一路荒煙的大漠中，
最能突顯宏偉與壯觀，是摩洛哥最美、最吸引人的沙漠特殊景觀。下午抵達海拔有 1100 公尺高、摩
洛哥進入南部沙哈拉沙漠地區的入口－瓦劄劄。在柏柏人的方言中，瓦劄劄一字有「安寧」、「平靜」
之意，此地亦因許多好萊塢名片而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旅館＞4* Palace Hotel 或同等級
21. 瓦劄劄→大亞特拉斯(9 號景觀公路) →艾班哈杜→馬拉喀什
早餐後，驅車越過摩洛哥最高的大亞特拉斯山脈，經過海拔 2260 公尺，壯麗的提吉恩提卻卡山口，
沿途山路盡是美景與人文建築景觀，是全摩洛哥最美最壯觀的旅遊路線。前往摩洛哥最著名的古城★
艾班哈杜【UNESCO, 1987】
，拍攝修建完整的陶瑞特城堡，舊城內極富人文色彩，古城傲然聳立在金
黃色的山丘上，居高臨下，視野寬廣，那些殘垣斷壁由歲月打造，有些未經修復的城池更凸顯蒼勁雄
偉，不愧是在荒野中獨自享受著八百多年寂寥的古城，令人驚豔不已。有二十多部國際電影以此城廓
為背景，包括了經典名作《阿拉伯的勞倫斯》及《神鬼戰士》。最後我們將前往位於摩洛哥南方、有
「摩洛哥南方明珠」美譽的重要古都－馬拉喀什。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旅館＞5* Hotel Atlas Medina Marrakech 或同等級
22. 馬拉喀什
上午欣賞觀馬拉喀什歷史皇城舊城遺蹟(UNESCO-文化)，為摩洛哥四大皇城之一，是從高地區與撒哈
拉沙漠進入摩洛哥北部的門戶，全城都是紅色調，特別是紅色的城牆，黃昏時最美麗。首先參觀★巴
斯亞皇宮，每一個中庭、房間都精心設計過。回教建築工藝精華的★薩阿德王朝墓園，有完美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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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魯西亞風格。下午四小時的時間，您可盡情拍攝吉碼廣場與阿拉伯風味的市集與馬拉喀什的靈魂
之地－傑馬艾夫納廣場。這裡有各路江湖賣藝，吞火人，玩蛇人，雜耍玩戲法一應俱全，讓您大開眼
界。晚上欣賞摩洛哥著名馬術表演，肚皮舞與手扒飯。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民俗表演風味餐
＜旅館＞5* Hotel Atlas Medina Marrake 新穎建築配搭摩爾式裝潢旅館
23. 馬拉喀什→卡薩布蘭加
上午前往卡薩布蘭加〜意為「白屋」，現今為摩洛哥最重要的商業中心，也是著名電影『北非諜影』
的拍攝地點，讓卡薩布蘭加遠近馳名。此城市都市計劃是在法國殖民時代，城市裡多半為法國式建築
風格，和其他摩洛哥城市相同，卡薩布蘭加也有舊市街，當地市民簇擁之▲麥地那（舊城區），此區
擁有阿拉伯人所建造的繁複巷弄，其中可一尋屬於阿拉伯文化的手工藝品及紀念品、▲聯合廣場。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旅館＞5* Golden Tulip Farah Casablanca 或同等級
24.卡薩布蘭加轉機點香港
早餐後，參觀面積僅次於麥加、世界第二大、高聳於大西洋岸宏偉壯觀的★「哈桑二世清真寺」，其
在海邊施工及 200 公尺宣禮塔的技術，大量運用現代化科技，被喻為 20 世紀建築界奇蹟。隨後，前
往機場搭機飛返家園。
＜餐食＞早餐：旅館內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機上套餐
25. 香港臺北
下午抵返國門，結束多采多姿的西葡摩之旅。
*** 公司對行程及參觀之時間保有調整變更之權利，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準備資料：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 Tour

1. 護照正本。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藍治濬 蘇琬婷

2. 2 吋相片 4 張。(白底彩色近照)
3. 身份証影本。

連絡電話：02-2500-0585
行者無疆旅行社網站：http://www.spiri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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