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性旅遊－- UNESCO'S HERITAGE & NATIONAL PARK~

撒哈拉沙漠。城堡。人文。摩洛哥深度漫遊 18 日
摩洛哥位於非洲西北角，相隔直布羅陀海峽與西班牙相望，地理景觀與人文特色風格極強，使摩洛哥
成為相當熱門旅遊地區。就自然景觀而言，有撒哈拉沙漠、積雪的山嶺、草原、森林等，變化多端。
＜超越百國＞摩洛哥 【市場最深度‧漫游之旅】。
＜行程特色 摩洛哥＞
★得土安：歷史上為連接摩洛哥和安達露西亞的主要通道，該城的建築和藝術風格因深受安達露西亞
的影響，深具特色。
★蕭安：有一種藍，叫做蕭安藍，就是以此山城的藍色建築聞名，這做被遺忘數世紀的古代山城，走
在街道上令人感覺彷彿不身處於現代。
★馬拉喀什：是摩洛哥歷史紅色名城，老城區最有名的是傑馬艾夫納廣場，廣場上的生活百年來都沒
有很大的變化，是當地人生活重心、觀光客的最愛，吃喝玩樂都有，雜耍、各種藥草與膏藥，從廣
場可進入錯綜複雜的美迪納市集。
★艾班哈杜古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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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人說，在瓦薩薩特遇到電影明星的機會，比在好萊塢大得多。
★馬拉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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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青翠的山林變成沙漠地形。德斯山谷附近都是小城寨。
★梅若卡連泊兩晚，獨享撒哈拉沙漠：騎上沙漠摩托車，感受衝沙的快感！跨上駱駝，欣賞日落黃昏
美景，隔日一早，於日出時分出門捕捉沙漠的日出美景。
★費斯連泊兩晚：是摩洛哥最有名旅遊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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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美迪納市集仍保持數百年前生活原貌，居民生活步調彷彿與數百年前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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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土安、沃呂比裏斯古羅馬城、美克涅斯、菲斯舊城區、艾本哈杜古城、馬
拉喀什古城、艾索維拉古城。
-----------------------------------------------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團費

198,000

訂金

出發日期

2019/03/15、04/19、05/17、06/14

商務艙加價

依實際訂出的艙等為準

50,000

----------------------------------------------單人房加價

★表示入內參觀(含門票) ▲表示下車參觀
01. 臺北杜拜
參考航班：EK 367 2335/ 0505+1 (Airbus A380-800 / 9H30M )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北非大城卡薩布蘭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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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於機上。
<餐食>早餐：XX 午餐：XX 晚餐：機上
02. 杜拜卡薩布蘭加→93km 拉巴特
EK 751 0725/ 1255 (Airbus A380-800 / 8H30M )
中午班機抵達卡薩布蘭加後，專車前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下午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市區觀光，參
觀歐代亞城堡舊城區，▲摩洛哥皇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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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 午餐：當地風味餐盒(由於簽證通關耗時，敬請見諒)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 5★Golden Tulip Farah Rabat 或同級

03. 拉巴特→244km→丹吉爾
早上，前往▲烏達亞城寨，為早騎摩爾人移民定居的地區，也是電影「不可能的任務 5:失控的國度」
的拍攝場景之一。隨後前往丹吉爾欣賞▲斯巴德爾角▲大力神洞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 5★ Hotel farah Tangier 或 5 ★Hilton Tanger City Center Hotel & Residences 或同級
04. 丹吉爾→64km 得土安 →64km 蕭安
早餐後前往「歐非大陸紐帶」之稱的得土安(UNESCO 1997)，抵達後走訪▲穆罕默德五世大道、▲皇
宮廣場隨後前往濃厚西班牙風格的蕭安，小鎮建於 15 世紀，處於里夫山脈二座山丘之間，海拔約 610
公尺，因為鎮上的建築物都是藍色的，所以又有「藍色小城」的美稱。交融著濃濃的地中海風情與伊
斯蘭氣息、擁有迷人悠遠的歷史文化。抵達後您可以自由自在地穿梭於▲蕭安舊城區，在這個別有洞
天的區域，有許多彎曲的巷道、凹凸不平的小路、藍色的門扉配上白牆，處處都是驚喜，若不是身旁
走過蒙面的阿拉伯女人，你甚至會有身處地中海小島的錯覺。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 4★ Dar Chaouen Hotel 或 4★ Riad Lina 或同級
05 蕭安→164km 沃呂比裏斯→5km 穆雷伊德里斯→70km 費斯
上午專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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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雷伊德里斯為創建摩洛哥第一個阿拉伯王朝─
─伊德里斯王朝的所在地，因此又有「聖城」之稱，抵達後，前往▲清真寺，並細細品味這座位在兩
山之間，美麗之城的樣貌。
傍晚抵達摩洛哥第二大城及第一個回教王朝之國都—費斯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 5★ Les Merinides 或 5★ Palais Medina & Spa 或同級
06.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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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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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如
迷宮一般，騾子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走在古城中，彷彿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場景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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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費斯工匠高
超雕刻技術的★工藝博物館，以及氣味特殊但景緻壯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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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大門、七個幸福」的壯觀城門及城牆，其規模可見一般。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 5★ Les Merinides 或 5★ Palais Medina & Spa 或同級
07.費斯→50km 美克涅斯 →65km 伊芙蘭→199km 米德特
上午前往舊有「摩洛哥的凡爾賽宮」之稱－美克涅斯<UNESCO 1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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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欣賞著名古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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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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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往南穿越中亞特拉斯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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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路過伊芙蘭，下車用鏡頭捕捉此地的美景，到處長的是針葉林的森林，可以說是摩洛
哥的瑞士花園，處處散發著濃濃的歐洲山城氣息。今晚住宿米德特。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 3★Hotel Kasbah Asmaa 城堡飯店或同級

08. 米德特→210km 艾弗德
米德特，是一座建造在平坦黃土大地的柏柏爾城鎮，四周景致乾燥貧瘠，南方有一座海拔 3737 公尺
的▲阿雅齊山，山腰以上終年覆蓋著白雪，十分的壯觀。
沿著景觀公路，沿著 N10 公路前往摩洛哥的農村聚落所在地：奇茲峽谷區，這個地區看起來大多數地
形都是荒地，但事實並非如此，反而是隱藏著許多綠洲，穿越退伍軍人隧道以後，續前往艾弗德。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 4★ Riad Salam Erfoud 或同級
09. 艾弗德 →70km 梅若卡 (撒哈拉沙漠)
今日我們將換乘★吉普車，首先前往里薩尼，這裡是摩洛哥的舊都錫吉瑪薩的所在地，這個城市再中
世紀的時候也是串聯摩洛哥東西南北貿易路線的重點城市，我們將參觀▲謝里夫伊本阿里陵墓。
午餐過後，我們前往摩洛哥遊牧民族音樂的重鎮-哈密里亞，欣賞這支祖先來自古早暗黑非洲大陸時期
的遊牧民族與他們的▲傳統音樂表演，音樂是富有古代非洲伊斯蘭精神曲及節奏的豐富曲目，並與其
保存完好的舞蹈相結合而成的表演。
隨後前進到撒哈拉沙漠 Sahara 西緣的梅若卡<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
主廚料理
<住宿> 4★ Riad Madu 沙漠旅館或 4★ Kasbah Tomboctou 或同級
10. 梅若卡
日出時分，★騎乘駱駝前進沙漠欣賞沙漠日出
之後安排★騎乘摩托車俯衝沙漠之快感。
傍晚再次安排★駱駝之旅，於黃昏之際於沙漠區，將使您攝獵到極為完美的奇幻沙漠，駱駝用繩子一
隻接著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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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 4★ Riad Madu 沙漠旅館或 4★ Kasbah Tomboctou 或同級
11. 梅若卡→155km 陶德拉河峽谷 /城堡大道→306km 瓦劄劄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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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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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許多好萊塢名片而使此地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 5★ Le berber Palace Hotel 或同級
12. 瓦劄劄→166km 大亞特拉斯/9 號景觀公路→2.2km 艾班哈杜→103km 馬拉喀什
早餐後，驅車越過摩洛哥最高的大阿特拉斯山脈 High Atl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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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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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位於摩
洛哥南方的重要古都馬拉喀什，有著摩洛哥南方明珠的美譽。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 5★ La Sultana Marrakech 或 5★ Radisson Blu Hotel Marrakech Carré Eden 或同級
13.馬拉喀什

早餐後，參觀馬拉喀什歷史皇城舊城遺蹟(UNESCO 1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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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參觀回教建築工藝精華的★薩阿德王朝墓園，有
完美西班牙安達魯西亞風格。
特別安排您擁有下午四小時，盡情拍攝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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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emaa el-Fna，這裡有各路跑江湖賣藝，吞火人，玩蛇人，雜耍玩戲法一應俱全，讓您大開眼戒。晚
上欣賞摩洛哥著名馬術表演，肚皮舞與手扒飯。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民俗表演風味餐
<住宿> 5★ La Sultana Marrakech 或 5★ Radisson Blu Hotel Marrakech Carré Eden 或同級
14. 馬拉喀什→200km 艾索維拉
艾索維拉(UNESCO 2001)，沿途尋找「山羊爬樹」的奇觀，抵達後參觀港區、城牆砲台、舊城區、阿
甘油合作社，了解摩洛哥國寶阿甘油的製作過程。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 5★ Le Médina Essaouira Thalassa sea & spa--或 5★Palais des remparts - Riad luxe Essaouira
或同級
15. 艾索維拉→142km 薩菲→58km 瓦力迪亞→79km 傑迪達
早餐後來到摩洛哥大西洋上迷人的城市──薩菲。薩菲以陶藝聞名，抵達後，我們特別安排和全摩洛
哥最大的▲塔琴合影留念。隨後經過▲貝多烏薩岬角，這裡可欣賞巨大遼闊的大西洋海景。續前往漁
港小鎮▲瓦力迪亞，這裡純淨，無污染的海水非常適合生蠔的生長，行程將有機會品嚐新鮮現撈的生
蠔，讓您大快朵頤。接著來到昔日葡萄牙的殖民地傑迪達【UNESCO, 2004】，這裡舊稱為馬札甘城，
是葡萄牙在西非到印度的海外探險中一個重要的據點，保留下來的葡萄牙式建築包括★地下蓄水池和
▲聖母升天教堂，帶有晚期哥特式建築的曼奴埃爾風格，至於防禦工事及其▲城牆和堡壘，乃是文藝
復興時期早期的軍事設計。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 5★ Mazagan Beach Resort 或 5★Pullman Mazagan Royal Golf & Spa 或同級
16. 傑迪達→102km 卡薩布蘭加
早餐後搭車前往卡薩布蘭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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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讓卡薩布蘭加遠近馳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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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於海邊施工及 200 公尺宣禮塔的技術，大量運用現化科技，
被喻為 20 世紀建築界奇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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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 5★ Sofitel Casablanca Tour Blanche 或 5★ Kenzi Tower Hotel 或同級
17. 卡薩布蘭加杜拜
EK 752 1455/ 0125+1 (Airbus A380-800 / 7H30M )
上午前往當地市民簇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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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搭機經杜拜返回家園。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機上
18.杜拜台北
參考航班：EK 366 0435/ 1650 (Airbus A380-800 / 8H15M )
班機經杜拜轉機，於下午抵返國門，結束這精彩的北非~摩洛哥之旅。
準備資料：
1. 護照正本。
2. 訂金：NTD 60000。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藍治濬 蘇琬婷 陳奕綸 蔡雅安 王律云

3. 截止報名日期：出發日 45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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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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