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摩洛哥 撒哈拉 luxury Camp 11 天 

 

沙紋是撒哈拉的心律，那麼遲緩，那麼有力。 

        萬物皆有靈性。 

        始終堅信，一切存在都是生命的延續。 

        不論依附於沙漠的動植物，撒哈拉本身就是一種恢宏的生命形式。 

        新生、茁壯、成熟、衰老，沙漠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詮釋著輪迴。 

<-- Design Guideline      

1.沙漠探索：四輪傳動 4W 深入撒哈拉，住星空下沙漠奢華帳篷 luxury Camp/觀星海、賞日出/騎 

            駱駝與伯伯人為伍。 

2.多樣景觀：阿特拉斯山脈(似美國大峽谷)/沙漠邊城埃本哈杜/藍色山城契夫蕭安/世外桃源伊芙蘭/ 

           沙漠景觀千堡谷大道/「北非諜影」之城卡薩布蘭加。 

3.皇城風情：四大皇城-馬拉喀什(紅)/拉巴特(白)/菲斯(黑)/梅克尼斯(綠) 

4.遺產城市：弗路畢里斯/埃本哈杜/德吉瑪廣場/馬拉喀什/菲斯/梅克尼斯/拉巴特  

5.精緻安排：摩洛哥傳統歌舞秀晚宴/YSL 伊夫聖羅蘭的馬裘黑花園 

6.包含門票：穆罕默德五世靈寢/謝拉城堡/歐達亞城堡/弗路畢里斯遺址/奧菲斯之家/波伊那尼伊斯 

           蘭教神學院/皮革染坊/埃本哈杜城堡/阿特拉斯製片場/巴西亞宮殿/巴迪皇宮/YSL 伊夫 

           聖羅蘭的馬裘黑花園/哈桑二世清真寺 

7.精選住宿：浪漫城市菲斯連泊 2 晚/藍色山城 1 晚/沙漠奢華帳篷 luxury Camp(一生一次) 

8.經典國菜：Mechoui 小羊肉/塔津料理/庫斯庫斯/扁豆湯/薄荷茶/巴斯蒂亞派/摩式下午茶 

 

每日行程 
 

第 一 天  台北杜拜 

曾經心想北非，那是一個足跡到不了的地方；曾經嚮往沙漠，那是一個靈魂會想駐足的角落；曾經

我想一個人，就到摩洛哥，讓自己落腳；而今，我要啟程，到那曾經我夢想到不了的地方。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阿聯酋航空 EK-365  23:45 / 05:45+1  預計飛行時間 10:00  



 

全程 A380 直飛 

自 2017 年 3 月 26 日起將每日往返於杜拜至摩洛哥首都 - 卡

薩布蘭卡 Casablanca (CAS) 的航班升級為空中巴士 A380 機型

營運，這將成為整個北非的首條 A380 航線。 

 

 

飛行的 A380 皇宮 

舒適感和重視細節的服務都值得你信賴；您的舒適永遠都是我們

的優先考慮。阿聯酋航空將採用三艙佈局的 A380 飛機執飛此航

線，除了卓越服務及機上娛樂，無論您坐在哪裡，都可感受到極

致舒適感和最新的客艙設計。搭乘經濟客艙，也能讓你體驗名副

其實的經濟之旅。 

 
 

第 二 天  杜拜卡薩布蘭加→拉巴特 

باح ص ير  خ Bon jour！今飛抵卡薩布蘭加摩後，我們專車來到首府拉巴特。這兒很是有歐洲風味，有ال

卡薩布蘭加一樣的都會氣息，卻又比卡薩布蘭加更加多了些清新。古城悠久的歷史可追溯到羅馬時代

之前，建有清真寺的舊市街瀰漫著濃厚的阿拉伯氣息，商業街呈現最現代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大西洋

的入海口，悠靜、自然、現代，格調調和且獨特。走訪城中最美麗也是最沉靜的角落謝拉城堡，城堡

中仍保存著古羅馬的 Sala Colonia 殖民地遺址；有著建於 12 世紀的哈桑清真寺遺跡和哈桑塔和摩洛

哥獨立之父穆罕默德五世靈寢。 

 

〈下車參觀景點〉哈桑清真寺遺跡、哈桑塔、拉巴特皇宮。 

《入內參觀景點》穆罕默德五世靈寢、謝拉城堡 Challah Necropolis。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阿聯酋航空 EK-751  07:25/12:15  預計飛行時間 08:50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卡薩布蘭加—(88KM/01:00)—拉巴特 

 

哈桑塔和清真寺 

坐落在一個可以俯瞰雷格雷格河流的寬闊平台上，壯麗的哈桑塔

和未完成的清真寺，這可能是世上最大的清真寺。未完工的清真

寺的立柱原計劃建 354 根柱子，每根代表農曆年中的一天。塔起

初高約 80 米，但是在 1755 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后高度削減了一

半。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拉巴特的契夫蕭安—歐達亞城堡 

這裏景色如契夫蕭安般，白色的建築，藍色的牆壁，狹窄的小巷，

加上一些摩洛哥，西班牙風格的羅馬廢墟和城堡，和加上杜拜和

馬爾地夫迷人海灘。從這裏觀海的景色實在是很美，是許多拍攝

電影取景之地。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 三明治簡餐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宿：Hotel Rabat 或 The View Hotel 或 Farah Rabat 或五星同等級。 

 

 

第 三 天  拉巴特→契夫蕭安  

今日來到蘇丹的護國城堡歐達亞，位於海口，居高臨下，可以看到美麗的河流和海洋景色。電影《不

可能的任務：失控國度》阿湯哥有一場戲直接從歐達亞城堡的台階飛車開入海裡。 

你相信有比天空還要藍的地方嗎？「摩洛哥天空之城」之稱的契夫蕭安，整個山城充滿粉藍色是小鎮

最著名的特色的，也別於摩洛哥其他熱鬧的城市，幽靜的藍色山城也成為旅人的最愛。初次來到這個

地方，恐怕很難相信這裡是非洲的回教國家，淡藍色的建築搭配白牆，還以為是在希臘的小島上。這

兒有別於希臘小島的寶藍色，好像從天上打翻水彩顏料般染藍了整座山城。如果你是藍色的愛好者，

千萬不能錯過這個地方。 

 

〈下車參觀景點〉「摩洛哥天空之城」契夫蕭安、舊城區。 

《入內參觀景點》歐達亞城堡。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拉巴特—(252KM/04:00)—契夫蕭安  

 

攝人心魄的古代摩洛哥舊世界 

真正的，難得的機會進入時間膠囊。它的美麗是讓人難以置信的 

。從外面看，山上白色房屋的景象非常華麗。麥地那城裡鵝卵石

鋪成的石頭街道，狹窄的小巷有很多小商店和販賣明亮的彩色的

禮物。穆斯林、基督教徒、猶太角度都在這裏共同生活、工作 

，這裏的宗教一片祥和。 

 

典藏藍色山城情懷夢 

一見難忘的藍色山城契夫蕭安，被譽為全摩洛哥「最美麗的城市」 

。據說藍色象徵天空和天堂，蜿蜒的巷道，凹凸不平的小路，藍

色的門扉配上白牆，紅色的波浪形瓦屋頂更加添了幾許安達魯西

亞的建築風格。典藏藍色山城情懷夢旅館住，讓你有個藍藍的心，

藍藍的情，懶懶的..懶懶的..入藍色夢裡去。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COUSCOUS 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宿：山城旅館 Parador 或 Dar Ba Sidi & Spa 或 Dar chchaouen Maison D Hotel 或 Atlas 或同 

      等級。 

 
 

第 四 天  契夫蕭安→弗路畢里斯→梅克尼斯→菲斯  

今訪摩洛哥境內保存最完整羅馬遺跡的弗路畢里斯，這兒曾是羅馬帝國最西面的地方，也是古羅馬帝

國的行政中心，有點像雅典衛城，南方入口的「奧菲斯之家」更是不容錯過！ 

續造訪摩洛哥歷史四大古都之一的梅克尼斯被譽為「摩洛哥的凡爾賽宮」。舊城區最熱鬧哈丁廣場， 

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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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綠白相間彩瓷幾何圖案的「勝利 

、凱旋」之意曼索爾城門。皇家馬廄與穀倉，據說當時內部總共飼養了 12,000 頭駿馬，說明了 Moulay 

Ismail 非常重視自己軍隊的實力，經典電影綠寶石(Romancing the Stone)就是在這裡取景的。 

今晚夜宿曾被美國地理雜誌評為全球最浪漫的十大城市之一的菲斯<<連泊二晚>>。 

 

〈下車參觀景點〉聖城穆雷伊得利斯、哈丁廣場、曼索爾城門、皇家馬廄與穀倉。 

《入內參觀景點 》弗路畢里斯古羅馬遺址、奧菲斯之家。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契夫蕭安—(175KM/02 : 50)—弗路畢里斯—(30KM/00 : 40)—梅克尼 

     斯—(65KM/01 :00)—菲斯 

 

令人驚嘆的羅馬遺迹—弗路畢里斯 

這城市的名字來至於柏柏人稱呼這裡遍地生長的紫色夾竹桃花 O 

leander 的柏柏人發音而來。弗路畢里斯始建於公元前 5 世紀的

迦太基人，之後成為羅馬帝國的重要的基地，古城裡保存有這些

多樣的考古遺跡。它是摩洛哥的唯一一處古羅馬城市遺迹，被列

入世界文化遺產。最讓我們欣賞的還是出土的馬賽克地板，保存

得相當完好，由不可思議的彩色小石頭鑲嵌而成。 

 

黑色與綠色之城—梅克尼斯 

驍勇善戰的第一位君主伊斯梅爾對法國路易十四崇拜萬分，期待

與其並駕齊驅，故以凡爾賽宮為藍圖去修建王宮，40 公里蜿蜒的

古城牆、50 多座金碧輝煌的大殿，清真寺、游泳池及花園一應俱

全，都可見凡爾賽宮的影子。因此，梅克尼斯被讚譽為「摩洛哥的

凡爾賽宮」。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黑棗燉羊肉塔津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宿：Les Merinides 或 Palais Medina & Spa 或 Fes Marriott Hotel Jnan Palace 或五星同等級 

 
 

第 五 天  菲斯< 9000 多條巷子、摩式下午茶+摩洛哥傳統歌舞晚宴> 



摩洛哥最古老的皇城菲茲 axe，阿拉伯語意為「金色斧子」、「肥美土地」城市。首先來到觀賞舊城

區的最佳景點南塔 Borj South，眼前所見彷彿是 1001 夜的故事場景世界，又有如一幅編織藝術大

成的彩繪地毯，色彩艷麗又富有內涵。菲斯麥地納(老城區)城牆總長 32 公里，巷子總長 160 公里，

老城巷弄蜿蜒狹窄，綿延無盡，是全世界最大的迷宮，迷路是常有的事，所以我們安排一個全日的

旅遊在菲茲 9000 多條巷弄間。馬車、驢子、騾子、手推車、摩托車、汽車，從古代到現代的各種

交通工具，就這樣兼容並蓄地並存在菲斯 1001 夜中，就讓我們來探索吧！典藏特別安排享用摩式

下午茶並欣賞落日及古城美景。今晚我們別安排摩洛哥傳統歌舞秀晚宴。 

 

〈下車參觀景點〉南塔、菲斯皇宮、布歇路德門、伊德利斯二世清真寺、卡洛因清真寺&大學。 

《入內參觀景點 》波伊那尼伊斯蘭教神學院、皮革染坊 Les tanneries chouara。 

《典藏特別安排】享用摩式下午茶並欣賞落日及古城美景。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菲斯古城漫遊 

 

菲斯的一千零一夜 

    這個聖城是阿拉伯文明的珍寶，到處是藝術家及商賈，熱

絡人聲、香味及色彩，散發著迷人的魅力。皇宮有著「七個大

門、七個幸福」象徵君王蘇丹有七重天那樣崇高如天的地位。

已經運作 600 多年的皮革染坊如同一個巨大的城市調色盤；擁

有 270 根圓柱的卡洛因清真寺和摩洛哥最古老的寺院之一，伊

德利斯二世清真寺最知名。公認為摩洛哥最華麗精緻的伊斯蘭

學校的波伊那尼神學院；有著尊貴的藍和綠顏色布歇路德門。 

 

見面「三杯茶」~摩洛哥傳統茶 

    摩洛哥人常說：『寧可一日無食，不可一日無茶』，19 世紀

起，形成了愛喝茶的習慣，他們不僅是出於嗜好，更多的是考慮

健康的原因。摩洛哥人喜歡綠茶，但飲用時總要在茶葉裡加入少

量的紅糖或冰塊，有的則喜歡加入薄荷葉或薄荷汁，稱為「薄荷

茶」。這種茶清香甜涼，喝起來有涼心潤肺之感。由於北非人多

信奉伊斯蘭教，不許飲酒，卻可飲茶。因此，飲茶成了待客佳品，

客人來訪時，見面「三杯茶」，按禮節，客人應當看主人的面，

一飲而盡，否則視為失禮。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摩洛哥燉牛肉塔津 晚餐：摩洛哥傳統歌舞晚宴  

住宿：Les Merinides 或 Palais Medina & Spa 或 Fes Marriott Hotel Jnan Palace 或五星同等級 

 
 

第 六 天  菲斯→伊夫朗→厄夫→梅如卡(撒哈拉沙漠星空帳篷 luxury Camp) 

今早向撒哈拉沙漠出發，沿途將會經過摩洛哥第一山峰阿特拉斯山景色可與美國大峽谷媲美，冬天

旅遊更會皚皚白雪佈滿山峰，景色極為壯觀。 



首先來到素有“小瑞士”之稱伊夫蘭，又素有「摩洛哥的比佛利山莊」之稱，這個地方海拔高度

1650 米，有大片平滑的山坡，是冬季滑雪的好場地；有人說，伊夫蘭並不能代表真正的摩洛哥城

鎮，它是摩洛哥最“歐洲化”的小鎮。 

三毛的風沙是哭。午後我們朝著撒哈拉大漠之門戶厄夫出發，車子攀越大阿特拉斯山，這裡景色美

麗壯觀可媲美美國大峽谷的齊茲峽谷 Ziz Gorges，深邃的谷底淌流此區的生命之泉齊茲河 Wadi 

Ziz，齊茲 Ziz 是柏柏語的“羚羊”；出了峽谷途經拉齊迪亞我們來到了同往沙漠的門戶厄夫，此時

空氣中懸浮著來沙漠的味道，我們也漸漸的進到乾燥的沙漠區。我們在此換乘四輪驅動車進入了神

祕的撒哈拉沙漠區—梅如卡，齊茲河也消失於沙漠中，一場非常特別且傳奇的沙漠探險行程隨即展

開。我們特別安排入住撒哈拉星空沙漠帳篷旅館，給您獨一無二的撒哈拉沙漠體驗。(敬請準備一日

過夜小包) 

 

〈下車參觀景點〉伊夫朗、石獅子、米德特柏柏人城鎮。 

《典藏特別體驗〉星空下的撒哈拉沙漠。 

《典藏特別安排》搭乘四輪驅動。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菲斯—(63KM/01 :15)—伊夫朗—(330KM/04 :40)—厄夫—(50KM/ 

                          00:55)—梅如卡 

 

世界的盡頭—阿特拉斯 

    希臘神話說巨人泰坦族依阿佩托斯(Lapetus)與海神女兒

(Clymene)生了個兒子叫做阿特拉斯(Atlas)，泰坦族人與奧林

帕斯諸神大戰輸了，所以宙斯就派了阿特拉斯去世界的盡頭撐

住世界，這就是阿特拉斯山脈之名的由來。這也難怪摩洛哥人

認為他們不識非洲，而是歐洲國家。(冬季如遇阿特拉斯大雪封

路，經影響前進阿特拉斯之路，行程第六至八天將做調整)。 

 

撒哈拉沙漠星空下沙漠奢華帳篷 luxury Camp 

    典藏一生一次住在在撒哈拉沙漠裡將帶給您獨一無二的奇

幻感，當夜幕低垂，星光燦爛如燈海，找一個屬於你我倆的星

星。一生一次的撒哈拉之旅，既然來到了沙漠，典藏堅持安排

星空下沙漠奢華帳篷 luxury Camp 住宿。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香烤鱒魚料理 晚餐：撒哈拉星空沙漠帳篷營地晚餐 

住宿：撒哈拉沙漠星空下沙漠奢華帳篷 luxury Camp (如遇旺季滿時則改安排住土堡旅館 Kasbah 

Tombouctou 或 Kasbah Hotel Xaluca 另退每人旅館價差 2000 新台幣。) 

 
 

第 七 天  撒哈拉沙漠<日出>→托德拉峽谷→千堡谷大道→瓦薩薩特 



我喜歡抓拍第一眼便難忘的事物，也常用紙和筆捕捉突然湧出的情懷。抓拍第一眼便難忘的事物，也

常用紙和筆捕捉突然湧出的情懷。因此我的遊記中常常是零碎的點滴或片段，沒有邏輯或體系可言，

但這些正是我真實的所見、所感，也是旅行對於我最重要的意義—放下固執的一切，探尋陌生的一切，

享受精彩的一切。 

今晨特別安排騎駱駝觀賞壯觀的撒哈拉沙漠日出，踏上撒哈拉沙漠，駝鈴叮叮噹噹做響，迴盪在無人

的天際荒漠中，在心被大自然的美感動之後，搭乘四輪驅動車返回厄夫，抵達後，續往全北非最壯麗

的托德拉峽谷，托德拉河貫穿大亞特拉斯山脈南部，這裡有全摩洛哥最大瀑布與壯麗峽谷，您可感受

不同的摩洛哥風情畫。 

午後車行於達代斯河谷往西南方的瓦薩薩特的這段路，它是摩洛哥最美最吸引人的沙漠景觀公路，被

稱為千堡谷大道，是摩洛哥最著名的城堡大道。之後我們抵達瓦薩薩特，位於亞特拉斯 Atlas、德拉 

Draa、達德 Dades 三處山腳交會點的城市，長久以來都是重要的戰略位置。 

 

〈行車參觀景點〉千堡古大道。 

〈下車參觀景點〉Erg Cebbi 大沙丘、托德拉峽谷。（若遇大雨過後，溪谷水量充沛，為安全考量則取 

               消此行程）。 

《典藏特別體驗》騎駱駝於撒哈拉沙漠觀賞日出。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撒哈拉沙漠—(200KM/02:40)—托德拉峽谷<千堡谷大道>(168KM/ 

                          02:35)—瓦薩薩特 

 

一場別開生面且傳奇的沙漠探險行程 

來到摩洛哥，絕對不能錯過在撒哈拉沙漠的星夜。廣袤無際的沙

漠，起起伏伏的沙丘綿延到天際。瞬息萬變的沙漠顏色，由白天

金黃轉黃昏的橘紅。當夜幕低垂，星光燦爛如燈海，沙漠裡的星

星絕對是最燦爛、最壯觀的，在這裡，得以感受真實的沙漠，感動

無法形容。 

 

三毛的風沙是哭 

   沙紋是撒哈拉的心律，那麼遲緩，那麼有力。 

   萬物皆有靈性。 

   始終堅信，一切存在都是生命的延續。 

   不論依附於沙漠的動植物， 

   撒哈拉本身就是一種恢宏的生命形式。 

   新生、茁壯、成熟、衰老， 

   沙漠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詮釋著輪迴。 <<A 將 戊戌 臘月 

早餐：沙漠奢華帳篷營地早餐 午餐：摩洛哥肉塔津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宿：五星 Berber Palace 或同等級。(如遇滿，則改安排入住 Riad Ksarighnda 摩式傳統風情旅館 

      或同等級。) 
 



第 八 天  瓦薩薩特→阿特拉斯製片場→埃本哈杜→馬拉喀什 

今日遊覽別稱摩萊塢的『阿特拉斯製片場』，讓您重遊好萊塢經典大片的片場實景。瓦薩薩特市郊的

埃本哈杜，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古蹟保留區，更因沙漠梟雄阿拉伯的勞倫斯..等許多好萊塢名

片而使此地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 

之後來到越過大亞特拉斯山脈公路最高點，海拔 2260 公尺的提什卡山口，這段山路，是全摩洛哥最

美最壯觀的旅遊路線，全程除了壯麗的風光外，還有無盡的化石、寶石，出現在你我身旁。 

接續來到位於摩洛哥南方的重要古都馬拉喀什，是摩洛哥四大皇城之一，有著摩洛哥南方明珠的美譽 

。首先來到世界最大的露天市集德吉瑪廣場，有各路跑江湖賣藝、吞火人、玩蛇人、混水摸魚的騙子

聚合一起。它是購物者的天堂，城市中到處都是技術純熟的工匠，製造優良的木製品、皮製品、毛料 

、金屬製品。 

 

〈行車參觀景點〉提 什卡 山口 Tischka。 

《入內參觀景點》埃 本哈 杜城 堡、 阿特 拉 斯製 片場 。 

《典藏特別體驗》德 吉瑪 廣場 。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瓦薩薩特—(6KM/00:10)—阿特拉斯製片場—(25KM/00:30)—埃本哈 

                          杜—(185KM/03:30)—馬拉喀什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埃本哈杜是一座位於摩洛哥南部撒哈拉沙漠經商路線上的村

莊，以傳統的圍牆土制建築為主要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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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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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好萊塢經典電影取景之處，有二十

多部國際電影更以此城廓為重要背景 

，包括了經典名作《冰與火之歌》《阿拉伯的勞倫斯》及《神鬼戰

士》…等等。  

 

「上 帝的 故鄉 」馬 拉 喀什      

馬拉 喀什 的東 方，是 終年 白雪 的大 亞特 拉 斯山 脈，再 往南 走

不遠，就 是荒 無人 煙，浩瀚的 撒哈 拉大 沙 漠，在這 樣特 殊的

地理 位置，造就 馬拉 喀什 獨特 的城 市風 貌。而朱 紅色 沙岩 築

成的 完美 城牆，城 內 古建 築，在夕 陽照 拂 下，也使 這裡 浮印

著紅 色光 輝。這 裡到 處都 是市 集、花 園、宮殿、清真 寺和 寧

靜的 馬洛 雷勒 花園 。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柏柏爾人烤肉串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宿：五星 Radisson Blue Hote 或 Mövenpick Hotel Mansour Eddahbi Marrakech 或 Le   

Meridien N'fis 或同等級。 



 
 

第 九 天  馬拉喀什→卡薩布蘭加 

「上 帝土 地」馬拉 喀 什的 魅力，存 在於 各 個角 落。今日 我們 搭 乘馬 車暢 遊盡 覽馬 拉 喀什紅

城風 光。參 觀回 教建 築工 藝精 華的 巴西 亞 宮殿 和令 人蕩 氣迴 腸 的巴 迪皇 宮；融 合了 伊斯 蘭

和安 達 魯西 建 築特 色 的亞 古 圖比 清 真喚 拜 樓； 薩 丁王 朝 墓園 裡 近 200 位 歷 代國 王 及眷 屬

的墓 室喔，精美 雕柱 顯示 著王 者風 範；建 於 1565 年阿 里班 約 瑟夫 神學 院是 全城 最 偉大 的

建築 景觀；典藏 特別 安排 著名 YSL 服 裝 設計 師伊 夫聖 羅蘭 的 馬裘 黑私 人花 園，明 亮的 藍色

填滿 了建 築外 牆， 伊 斯蘭 風格 的紋 飾帶 有 濃濃 的摩 洛哥 風情 。  

午後 來到 卡薩 布蘭 卡，一部「北 非諜 影 」影集 讓這 兒聲 名大 噪，在這裡 你看 到穿 著 整齊的

套裝、高 跟鞋、戴太 陽眼 鏡的 婦女，會 比 戴頭 紗的 多。這樣 現 代的 發展 是從 法國 殖 民地 時

開始，如寬 敞的 大道、現代 化的 商業 大樓、公園 林立、噴泉、以及 吸引 人的 白色 殖 民式 建

築 ， 已經 是 個 不 折 不 扣 的 西方 化 的 社 會 。 抵達後參觀穆罕默德五世廣場 Place Mohamed V、

Quartier Habous、Anfa 和 Corniche 住宅區。 

 

〈下車參觀景點〉古 圖 比清 真寺 喚拜 樓、阿 里班 約瑟 夫神 學院、薩丁 王朝 墓園、穆罕默德五世 

                廣場 Place Mohamed V、Quartier Habous、Anfa 和 Corniche 住宅區。  

《入內參觀景點》巴 西亞 宮殿 、巴 迪皇 宮 。  

《典藏特別安排》馬車暢遊紅城、YSL 伊 夫聖 羅蘭 的馬 裘黑 花 園 。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馬拉喀什—(240KM/02:50)—卡薩布蘭加 

 

搖曳在沙漠中的藍色花朵！ 

    這座花園美名為馬裘黑遺留在世間最偉大的藝術品，它被

喻為 20 世紀最富有神祕色彩的花園。親身遊賞會感受到它散發

出來的一種神秘獨特的吸引力。園內種植著來自五大洲豐富多

樣的植物種類令人難以抗拒它的魅力。因此，在九十年代園藝

家裡，馬裘黑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初遇 Nina 之地 

2007 年美國編劇協會公布影史「最偉大的 101 部電影劇本」名

單，由《北非諜影》奪冠。電影故事背景的卡薩布蘭加，確實是

影迷陶醉夢想一遊的地方。雖然全片都在好萊塢的攝影棚裡拍

攝，但電影中忠誠呈現出舊城區的樣貌。西班牙人說此地為卡

薩布蘭加 Casablanca，與最早阿拉伯語稱此地為「達爾貝達دار  ال

ضاء ي ب  。的意思一樣為「白色的房子」「ال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Mechoui Lamb 小 羊肉  晚餐：中華 家鄉 料理  

住宿：五星 Barceló Anfa Casablanca 或 Hyatt Regency 或 Grand Mogador 或同等級。 

 
 

第 十 天  卡薩布蘭加杜拜 

EVERYBODY COMES TO RICK’S，卡薩布蘭卡我來了！ 

Play it,Sam.Play'As Time Goes By. Casablanca 曾享有「北非巴黎」的美稱，一部「北非諜影」影

集讓這兒聲名大噪。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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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運用現代化科技，被喻為 20 世紀建築界奇

蹟。之後向卡薩布蘭加道聲再見！此趟摩洛哥之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相信

時光真的能在此停留，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台北，夜宿機上。 

 

〈下車參觀景點〉摩 洛哥 邁阿 密海 灘濱 海 大道 。  

《入內參觀景點 》哈 桑二 世清 真寺 。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卡薩布蘭加跛色之城遊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阿聯酋航空 EK-752  14:15/01:30  預計飛行時間 07:15 

 

真主的寶座應建在水上—哈桑二世清真寺 

清真寺占地面積 9 公頃，最重要的其中三分之一面積建在海上，

以紀念摩洛哥的阿拉伯人祖先自海上而來。據說是世界上現代化

程度最高的清真寺，被譽為穆斯林世界的一大“寶物”，內外裝

修十分精美。1993 年起用的哈桑二世清真寺，是摩洛哥的地標與

國際形象的代表，是具體展現摩洛哥獨特的傳統藝術，活力與創

造力的表徵，雖然摩洛哥地處伊斯蘭世界的邊陲，卻依然具備燈

塔般的能見度與高度，來卡薩布蘭加沒有造訪哈桑二世清真寺，

同等於沒有到訪摩洛哥。 

 

告別 －撒 哈拉 沒有 眼 淚  

大部分的時間裡，沙漠沒有想像中呼嘯的風，萬丈黃沙天地時空

裡都是靜止。沒有善，沒有惡；沒有是，沒有非；沒有天使，沒有

魔鬼，只有的就是--存在。一切就在那裡，不因你的到來而喜悅 

，也不因你的離去而傷悲。你不會讚美愛，不會感歎人生苦短世

事無常，唯一能做的就是臣服在神的腳下，虔誠的敬仰。這就是

沙漠的神性！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十一天  杜拜台北 

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jT45Lyu7_hAhWJU7wKHePED5EQjRx6BAgBEAU&url=https://m.sohu.com/n/542448995/&psig=AOvVaw30KaBFTHcYvW0LhInZY4R1&ust=1554777537774005


今日 飛抵 桃園 中正 國 際機 場， 結束 此一 難 忘的 縱情 摩洛 哥 كة ل مم ية ال غرب م 11 ال 天 之 旅。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阿聯酋航空 EK-366  04:55 /16:50 預計飛行時間 07:55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X 

住宿：Sweet Home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 

  會準。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力，若有不 

  便，敬請見諒。 

 

 

 

 

 

 

 

 

 

 

 
 

 

 

 

 

摩洛哥落地簽證申請所需資料： 

1.護照正本或清晰影本（效期需 1 年以上、本人親自簽名，不得塗改）須留 2 面簽證空白 

面。 

2.基本資料(住家電話&地址及職稱必填)：公司名稱、職稱、公司電話、公司地址、住家電 

話、住家地址(學生請給學校名稱、住址、電話) 

3.工作天數：21 天。請於團體出發前 21 天務必提供以上資料， 以利盡早作業。 

4.持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紐西蘭護照者進摩洛哥，皆比照台灣護照作業。 

5.未滿 18 歲之申請者，需備◎父母同意書（有固定格式）、父母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戶謄 

正本一份 



特色景點 

一.住宿 

    在北非後花園裡尋夢趣.. 

    來摩洛哥我們要盡享舒心安眠的夜晚，我們特別安排六晚五星旅館住宿，及安排一晚沙漠星空 

    帳篷 luxury Camp 和一晚山城旅館給你難得的體驗。 

  A.瓦薩薩特：五星 Berber Palace 柏柏皇宮旅館 

    是許多的國際影星下榻的旅館，入住於此讓你享受宛如明星待遇的世界級服務。酒店位於市鎮 

    中心，設有室外泳池和 Spa 中心（帶土耳其浴室、桑拿浴室及熱水浴池）。  

  B.契夫蕭安：典藏藍色情懷山城旅館 

    一見難忘的藍色山城契夫蕭安，被譽為全摩洛哥「最美麗的城市」。據說藍色象徵天空和天堂， 

    如詩如畫的藍色小鎮吸引了無數遊客。典藏藍色情懷夢，讓你有個藍藍的心，藍藍的眼，懶懶 

    的..懶懶的..入藍色情人夢。 

  C.梅如卡：撒哈拉沙漠星空帳篷 luxury Camp 

    典藏一生一次住在撒哈拉沙漠星空帳篷 luxury Camp 裡，將帶給您獨一無二的奇幻感，當夜幕 

    低垂，星光燦爛如燈海，找一個屬於你我倆的星星。 

  D.卡薩布蘭加：五星 Barceló Anfa Casablanca 鄰近真主阿拉的寶座和古老的舊城區，享受宛如 

    明星待遇的世界級服務。 

二.餐食 

   摩洛哥國王哈珊二世曾說過：『摩洛哥像一棵大樹，根部深植在非洲土壤裡，枝葉卻呼吸著歐洲吹     

   來的微風』。這句名言也適用來形容摩洛哥的美食。我們特別安排當地特色餐廳內享用摩洛哥風味 

   料理： 

   A.摩洛哥的國菜~塔津料理 Tajine：即是一種傳統菜式的名。 

   B.摩洛哥國飯~庫斯庫斯 Couscous：有千百種不同做法各具特色風味。  

   C.摩洛哥國湯~扁豆湯 Harira：湯品的食材豐富，是節慶及婚宴的必備佳餚。 

   D.摩洛哥人在節慶時的一道團圓菜~巴斯蒂亞派 Pastilla。 

   E.品嘗香味四溢摩洛哥薄荷茶 Mint Tea。 

   F.摩洛哥千年古城菲茲下午茶，一邊品味摩式下午茶，一邊看著魅力的古城風華。 

三.景點 

   A.光與影剎那化作永恆～撒哈拉沙漠 

     這是一種屬於第三類空間的詩意，如果厭煩了都市的繁華與喧囂，想領略沙漠的浩瀚，廣闊的 

     撒哈拉沙漠，將給您全新的感受和無止盡的回憶。 

     1.搭乘四輪驅動車深入熱情的沙漠。  

     2.和三毛一樣在星空下的撒哈拉沙觀看滿天的星星。 

     3.騎駱駝觀賞壯觀的撒哈拉沙漠日出。 

     4.裝瓶滿滿的撒哈拉的沙。 

     5.一生一次住在撒哈拉沙漠星空帳篷 luxury Camp 裡。 



   B.真主的寶座應建在水上~哈桑二世清真寺سجد سن م ح ي ال ثان  ال

     清真寺緣于國王的一個夢，夢裡國王曾接獲安拉的真言：“真主的寶座應建在水上。”哈桑二 

     世國王在位 30 多年，國王品德高尚，勤政愛民，國泰民安，在人民中極具威望。國王認為這 

     一切都歸功於真主的指引，因此他決定要在摩洛哥這個穆斯林世界的最西部修建一座大清真寺 

     ，以感謝真主，並將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C. Welcome to Morrocco Hollywood 

     1.摩洛哥的好萊塢～阿特拉斯製片場 Atlas Film Studio。 

     2.遊覽沙漠邊城～埃本哈杜，因拍攝沙漠梟雄－阿拉伯的勞倫斯..等許多好萊塢名片而聲名大 

       噪。 

   D.一見難忘的藍色山城～契夫蕭安 

     位於摩洛哥北部的 Rif 山脈，依山而建，憑著純淨的藍色建築在國際間享負盛名，被譽為摩洛    

     哥「最美麗的城市」。據說藍色象徵天空和天堂，小鎮的藍色牆壁吸引了無數遊客。   

   E.一次深入嚐盡摩洛哥風情：探訪四大皇城、七大世界化遺產城市~古都今昔，一次深情體驗。 

     1.馬拉喀什皇城 Marrakech (UNESCO 1985)  2.菲斯皇城 Axe        (UNESCO 1981)    

     3.梅克尼斯皇城 Meknes   (UNESCO 1996)  4.拉巴特皇城 ar-Rabāṭ  (UNESCO 2012)   

      弗路畢里斯 Volubilis     (UNESCO 1997)   埃本哈杜 Aït Benhaddou (UNESCO 1987)  

      伊索拉 Essaouira        (UNESCO 2001） 

 

行程路線及典藏旅遊貼心安排及保證 

典藏旅遊貼心安排及保證： 

◆提供耳機導覽器每人一台。 

◆兩人一台 WIFI 機 (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需要額外支付 NT3000 元)。 

◆西餐晚餐含飲料。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天天一瓶礦泉水。 

◆加贈旺旺友聯旅遊保險及美商安達旅遊平安險，安心出遊平安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