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摩洛哥 撒哈拉星空帳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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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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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駝與伯伯人為伍。 

2.多樣景觀：斯巴達爾角/阿特拉斯製片場/沙漠邊城埃本哈杜/藍色山城契夫蕭安/世外桃源伊芙蘭/ 

  探訪大航海之路上的葡萄牙殖民城市/「北非諜影」之城卡薩布蘭加。 

3.皇城風情：弗路畢里斯/埃本哈杜/伊索拉/德土安/傑迪達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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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力斯之洞/弗路畢里斯古羅馬遺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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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班約瑟夫神學院/薩丁王朝墓園/YSL 伊夫聖羅蘭的馬裘黑花園/哈桑二世清真寺/輕軌電車 

7.經典國菜：卡薩布蘭加 Le Cuisto Traditionnel 傳統美食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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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皇室品味：低調奢華摩洛哥最美皇家曼蘇爾下午茶(值 50 歐元) 

 



參考航班 

 城市 班機 時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臺北  杜拜 阿聯酋航空 EK-365      23:45 / 05:45(+1) 10:00 

杜拜  卡薩布蘭加 阿聯酋航空 EK-751 07:25/12:15 08:50 

回程 
卡薩布蘭加杜拜 阿聯酋航空 EK-752 14:15/01:30 07:15 

杜拜  臺北 阿聯酋航空 EK-366 04:55 /16:50 07:55 

 

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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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飛行時間約 10:00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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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進摩洛哥最方

便也最最舒適的飛航航班。 

第 02 天杜拜  卡薩布蘭加－拉巴特 

ير خ باحال 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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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飛行時間約 08:50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卡薩布蘭加-(88KM/01:00)-拉巴特 

 

第 03 天 拉巴特－艾西拉－斯巴達爾角 - 坦吉爾 

今日來到蘇丹的護國城堡歐達亞，位於海口，居高臨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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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別皇城來到摩洛哥北部海岸的一個藝術渡假小鎮艾西拉，鎮上有地中海風格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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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itel Rabat Jardin Des Roses 或 The View Hotel 五星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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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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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白的房屋，藍色牆壁和大門。加上藝術家在牆壁上畫滿了彩繪作品。在這裏，您可以

逃離附近繁華的城市丹吉爾和得土安，艾西拉感覺很荒涼，有安靜的海灘和輕鬆的氣

氛。 

午後前往大西洋和地中海之分界點斯巴德爾角，附近有一大力神洞，傳說是大力神海克

力士分開歐、非兩個大陸的地方。向晚來到野獸派藝術大師馬諦斯就曾造訪坦吉爾，風

格強烈的城市景觀也受到不少電影製作人的青睞，如 007 系列的黎明生機、神鬼認證的

最後通牒…等等。 

 

【下車參觀景點】藝術渡假之都艾西拉、斯巴德爾角。 

【入內參觀景點】歐達亞城堡、海克力斯之洞。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拉巴特-(210KM/02:15)-艾西拉-(44KM/00:42)-斯巴達爾角- 

(18KM/00: 15)-坦吉爾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鮮魚塔津料理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宿：Hilton TangerCity Center Hotel 或 Royal Tulip City Center 或 HiltonTangierAl 

Houara Resort & Spa 五星或同等級。 

  

混血美女~艾西拉 Asilah 

地中海的影響可以在整個大西洋與摩洛哥地中海

沿岸的建築中找到，但沒有比~艾西拉更完美的

“西班牙和葡萄牙”融合的麥迪那。她以每年的

藝術壁畫節聞名，以至於很多人忽略了它建築藝

術上的融合美態，羅馬、阿拉伯、葡萄牙、法國、

西班牙的歷史，一步步雕刻了她的混血美貌。 

赫海克力斯與佩托拉克的頭！ 

海克力斯洞穴的景觀令人嘆為觀止，其形狀非常

奇特，像埃及豔后佩托拉克的頭樣；也傳說大力

神曾經在這裏休息過，洞上的開口是非洲的形

狀。外面大西洋的海水從淺藍色到深藍色，層層

推進，實在是太美了。 

 

第 04 天 坦吉爾－德土安－契夫蕭安 

今日素有「歐非大陸紐帶」之稱的德土安，又譯作締頭萬，15 世紀末西班牙展開「收

復失地運動」時，許多阿拉伯摩爾人移居到此避難。它的美麗總是讓人難以置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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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猶、回三教在這裏共同生活、工作，這裏的宗教一片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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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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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五世大道、阿拉伯人聚居區、傳統市集、皇宮(廣場)、「摩洛

哥天空之城」契夫蕭安。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坦吉爾-(63KM/01:20)-德土安-(65KM/01:30)-契夫蕭安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摩洛哥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宿：山城旅館 Dar Chaouen Hotel 或 Riad Lina 或 Riad Hicham 或同等級。 

  

攝人心魄的“格拉納達的女兒”德土安 

作為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的重要中間地帶，德土

安主要由被西班牙驅逐的安達盧西亞人建造。它

的老城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新城建設則呈現強

烈的西班牙風格。值得注意是此地的八角形宣禮

塔，造型罕見，是摩洛哥北部獨有的歷史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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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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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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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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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摩洛哥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宿：Les Merinides 或 Palais Medina & Spa 或 Fes Marriott Hotel Jnan Palace 五星或

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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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eander 的柏柏人發音而來。弗

路畢里斯曾為迦太基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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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斯的一千零一夜<<連泊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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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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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06 天 菲斯< 9000 多條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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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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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菲斯古城漫遊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中華家鄉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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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斯的彩色人生 Chaouwara Tanneries 染色坑 

漫步在菲斯這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

產的蜿蜒街道上，您將看到這個迷人豐富的文化

和歷史的窗口。Les tanneries chouara 皮革染坊

是菲斯三家製革廠之一，建於十一世紀，是最大

的製革廠。它幾經多年始終保有最最初的生產方

式。如今，該市的製革業已被視為主要的旅遊景

點之一。 

來這裡迷路是一件正經的事 

菲斯老城，世界文化遺產，被認為是阿拉伯世界

中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紀麥迪那。眾所周知的迷宮

街道蜿蜒曲折，大部分伊斯蘭教學校、宮殿、清

真寺和噴泉都可以追溯到 13 和 14 世紀。繁複精

緻的阿拉伯和安達盧西亞的建築元素讓人應接不

暇。麥地納(老城區)傳統建築密密麻麻地緊聚一

起，總共有 9000 多條的街道及 500 多個區域，

是最容易迷路的城市，據說連 GPS 都會失效！ 

 

第 07 天 菲斯－伊夫朗－米德特－梅如卡(撒哈拉沙漠星空帳篷) 



今早向撒哈拉沙漠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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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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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車行於中阿特拉斯山與大阿特拉斯山之間，來到綠洲城市米德特。 

午後續途經 1927 年法國外籍兵團在峽谷中開鑿出一條稱為外籍兵團隧道 Tunnel 

dulegiooai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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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經長滿棗椰的我們進入了神祕的撒哈拉沙漠區—梅如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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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如遇沙漠星空帳篷訂房滿則改安排土堡旅館時則退 2000NTD/每人。 

【下車參觀景點】伊夫朗、石獅子、米德特柏柏人城鎮、阿雅齊山 Jebel Ayachi。 

【典藏特別體驗】星空下的撒哈拉沙漠、搭乘四輪驅動。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菲斯-(71KM/01:15)-伊夫朗-(136KM/02:00)-米德特

-(210KM/03:00)厄夫-(54KM/00 :45)-梅如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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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沙漠星空帳篷 luxury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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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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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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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如遇滿，則改安排 Guest house Les Tourmalines 或 kasbah titrit 或四星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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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沙漠奢華帳篷營地早餐 午餐：摩洛哥肉塔津料理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宿：Berber Palace 五星或 Le Temple des Arts 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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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賞千堡古大道風光 

千堡谷大道，是摩洛哥最著名的城堡大道，沿著大

亞特拉斯山脈南部，貫穿整個達代斯河及托德拉河

谷地，越過草原、沙漠和高原，這些城堡是由搗石

的朱紅色黏土所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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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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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神鬼戰士、王者天下、亞歷山大大帝、 

……等等都是來此拍攝取景，讓您重遊好萊塢經典大片的片場實景。 

續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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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部好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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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更因沙漠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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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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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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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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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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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柏柏人地方料理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宿：Four Seasons Resort Marrakech或 Palais Namaskar或 Les Jardins De La Koutoubia

五星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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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everything seems to be in control,you’re 

not going fast enough. 

建於 1983 年亞特拉斯製片廠 Atlas film studio 

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影製片廠，別具一格的河谷山城

風情，是電影導演青睞的取景地，如：神鬼戰士、

王者天下、亞歷山大大帝、…… 等等票房名片，已

成為摩洛哥的好萊塢。 

 

第 10 天  馬拉喀什【皇家曼蘇爾酒店下午茶、摩洛哥傳統歌舞晚宴】 

「上帝土地」馬拉喀什的魅力，存在於各個角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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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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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典藏特別安排於皇家曼蘇爾酒店裡享用全摩洛哥最美的下午茶。另今晚我們別安排摩洛

哥傳統阿里之家音樂舞蹈。 

 

【入內參觀景點】巴西亞宮殿、巴迪皇宮、阿里班約瑟夫神學院、薩丁王朝墓園、德吉

瑪廣場。 

【典藏特別安排】YSL 伊夫聖羅蘭的馬裘黑花園。 

【典藏特別體驗】最美皇家曼蘇爾酒店下午茶(每日 3:30pm to 6pm)。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Mechoui Lamb 小羊肉  晚餐：阿里之家傳統音樂舞蹈 

住宿：Four Seasons Resort Marrakech或 Palais Namaskar或 Les Jardins De La Koutoubia



五星或同等級。 

  

搖曳在沙漠中的 Y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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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 年，法國藝術家雅克·馬約爾對馬拉喀什一見

鍾情，定居下來後，耗盡餘生建造了這花園。園內

種植著來自五大洲多樣的植物，令人難以抗拒它的

魅力。 

摩洛哥最美皇家曼蘇爾下午茶 

這兒是水光與天色輝映的秘密天堂，是許多去過摩

洛哥的人把這邊寫成是最美的景點，時尚雜誌或者

音樂 MV…。華麗馬賽克拼貼，覆著一層粼粼水光，

白膩的大理石，有一股清涼感。茶香、薄荷香、糖

的甜潤恰如其分。為君砌上一壺薄荷，把茶當歌話

千秋，一飲千年這一味。 

 

第 11 天  馬拉喀什－伊索拉 

今日是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或是你可來到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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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喀什的日日夜夜，每天從寧靜到喧囂，就這樣在千年中反復上演。 

午後來到位大西洋岸邊上的渡假勝地伊索拉，狹窄的街巷、刷白的房屋、夕陽、濱海大

道...，這裡成為一個悠遊散步的好地方。有人說這裡是摩洛哥的伊亞 Oia(希臘聖托里尼

看夕陽最美的地方)，在這裡你會捕捉到引起你無限回憶的美麗畫面。 

 

【下車參觀景點】德吉瑪廣場、伊索拉舊城區(摩洛哥的伊亞 OIA)。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馬拉喀什-(192KM/02:35)-伊索拉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柏柏爾人烤肉串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宿：MGallery Collection 或 Sofitel Essaouira Mogador Golf & Spa 或同等級。 



  

有人說：「如果廣場不存在，馬拉喀什就什麼都沒

了。」 

讓煙霧繚繞中，賣燒烤的、賣工藝品的、變戲法

的、講故事的、演奏樂器的、耍蛇耍猴的、畫漢

娜圖的、賣牙齒的…好像全世界的買賣都集中到

了這裡，一起上演真正屬於小市民的人間詞話。 

蘇丹的諾言：「貧窮的來，富有的去」 

位大西洋岸邊上的伊索拉，曾是個不折不扣的貿

易大港，15 世紀葡萄牙人建立一個貿易和軍事的

橋頭堡，把它稱為暸望台。正如地中海沿岸其他

城市，藍天白雲碧海所交織的美景，雖然她跟希

臘有點不同，這裡沒有大城市是煩囂，狹窄的街

巷、刷白的房屋、多了一點小鎮的悠閒與熱情。 

 

第 12 天 伊索拉 - 薩非 - 貝多烏薩岬 - 傑迪達 

今日沿著美麗的大西洋岸專車來到摩洛哥大西洋上迷人的城市薩菲。薩菲以陶藝聞名，

在這裡，你也許會有興趣買陶器，你看到各式各樣不同的形狀和圖案散落在許多不同的

商店；在這裡你可看到摩洛哥最大的塔津陶器。之後前往貝多烏薩岬，你可欣賞巨大遼

闊的大西洋海景。今中午於歐莉迪亞享用大西洋新鮮的生蠔鮮魚料理。 

續往昔日葡萄牙的殖民地一傑迪代，舊稱為馬紮甘葡萄牙城曾為葡國遠東海外探險據點，

它連接著非洲與南亞的紐帶，也是歐洲與摩洛哥文明相互影響交流和融會，城市的風貌

綜合體現了兩個文明的成就，2004 年被聯合國科教文主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向晚

時分來到素有『白房子』之稱的卡薩布蘭加舊稱達爾貝達。 

 

【下車參觀景點】摩洛哥最大的塔津、貝多烏薩岬、海防城市馬紮甘葡萄牙城、聖母升

天教堂。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伊索拉-(136KM/02:05)-薩非-(36KM/00:40)-貝多烏薩

岬-(140KM/01:45)-傑迪達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大西洋生蠔鮮魚料理 晚餐：旅館內 Market Place 晚餐 

住宿：Mazagan Beach & Golf Resort 五星或同等級。 



  

葡萄牙大航海—馬扎甘葡萄牙城 

馬扎甘位於摩洛哥卡薩布蘭加布西南 95 公里處，

現為傑迪代市的一部分。葡萄牙人曾在西元 1502

到 1769 年時占領這裡，並且修築軍事要塞，因此

城牆和堡壘都保有早期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風

格，其他遺留至今的設施還包括水塔以及建於 16

世紀的晚期哥德式建築聖母升天教堂。本城是葡萄

牙人在西非建立的早期殖民地之一，因此見證了歐

洲與摩洛哥文明的交流與融合。 

 

 

Mazagan Beach & Golf Resort 

五星豪華的 Mazagan Beach Resort 酒店毗鄰大

西洋海灘上，是摩洛哥最大最豪華的飯店，這裡不

僅是高爾夫愛好者的天堂，更設有賭城、泳池、水

療館和各式餐廳，更是全球呂個來摩洛哥度假理想

的下榻選擇。住進這裡，讓您感受不一樣的奢華摩

洛哥。 

第 13 天 傑迪達 - 卡薩布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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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特別安排搭乘輕軌電車穿梭在都會區，沿途噴泉、

公園林立，以及吸引人的白色殖民式建築。城市裡多半為法國式建築風格，和其他摩洛

哥城市相同，我們參觀穆罕默德五世廣場 Place Mohamed V、Quartier Habous、Anfa

和 Corniche 住宅區。接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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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來到有著摩洛哥邁阿密海灘之名的濱海大道，在

這裡還可以看到全摩洛哥最大的購物中心 Morroco Mall。今晚我們特別安排卡薩布蘭

加前十名的 Le Cuisto Traditionnel 美食餐廳內享用浪漫情調晚餐 Really nice typical 

Morocco food!! 

 

【下車參觀景點】穆罕默德五世廣場、Quartier Habous、Anfa 和 Corniche 住宅區、

摩洛哥邁阿密海灘濱海落日大道。 

【入內參觀景點】哈桑二世清真寺。 

【典藏特別安排】搭乘輕軌電車 Casablanca Tramway。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ot-eljadida.com/sitemap-images.xml&psig=AOvVaw1bEY4nD4IlXsH850MQr6Ik&ust=1573718686125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Mjz9ozd5uUCFQAAAAAdAAAAABA4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傑迪達—(102KM/01:10)—卡薩布蘭加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中華家鄉料理 晚餐：Le Cuisto Traditionnel 傳統美食餐廳 

      (Casablanaca Top-4) 

住宿：Sofitel 或 Hyatt Regency 五星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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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體展現摩洛哥獨特的傳統藝術，活力與創

造力的表徵，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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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洛哥最時尚最潮的 Shopping Mall 

佔地面積 200000 平方米的摩洛哥購物中心，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開業，由建築師 Davide Padoa

設計。除了購物外，美食廣場很不錯，有很多種菜

品可供選擇，從美食廣場可以看到大西洋的景色，

這裡擁有超過 40 種不同魚類的水族館，遊客們有

機會可以穿過圓筒形水族館的中心，360 度觀賞海

洋生活。遊客們還可以在水族館內與專業教練一起

進行潜水。 

 

第 14 天卡薩布蘭加  杜拜 

Casablanca 曾享有「北非巴黎」的美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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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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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阿聯酋航空 EK-75214:15/01:30 

預計飛行時間約 07:15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夜宿機上。 

 

 

第 15 天杜拜台北 

今日飛抵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結束此一難忘的縱情摩洛哥ية غرب م كةال ل م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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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飛行時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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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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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餐午晚餐含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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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兩瓶礦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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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推薦  

 

光影撒哈拉 

 

我喜歡抓拍第一眼便難忘的事物，也

常用心和鏡頭捕捉突然湧出的情

懷。真實的所見、所感，放下固執的

一切，探尋陌生的一切，享受精彩的

一切。 

   一生必遊 撒哈拉沙漠 

 

迎著大西洋的風 

 

對黃金的瘋狂追求，葡萄牙「航海家」

的亨利王子組織下探索大西洋非洲

海岸，開闢海路將非洲內地的黃金直

接輸入歐洲。 

  大航海年代 馬紮甘葡萄牙 

 

阿里之家傳統歌舞 

 

阿里之家是集餐飲文化和各式各樣

的民間藝術和肚皮舞等表演，還吃可

以一頓豐盛的摩洛哥大餐。席間柏柏

爾人載歌載舞，氣氛活躍。最後送上

一杯阿拉伯風味薄荷茶，味道也不

錯。 

    阿里之家傳統音樂舞蹈 

   



旅遊名勝 

一次深入嚐盡摩洛哥風情：探訪四大皇城、九大世界化遺產城市~古都今昔，一次深情體驗。 

 

典藏藍色山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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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添了幾許安達魯西亞的建築

風格。 

   窗外有藍天 契夫蕭安 

 

摩洛哥的好萊塢 

 

建 1983 年亞特拉斯製片廠是世界上

最大的電影製片廠，是眾多電影導演

青睞的取景地，如：神鬼戰士、王者

天下、亞歷山大大帝、… 等等票房名

片。 

摩萊塢 亞特拉斯製片廠 

 

摩洛哥四大皇城 

 

最令人魂縈夢繞的是的四大皇城： 

紅色皇城-馬拉喀什 

白色皇城-拉巴特 

黑色皇城-梅克內斯 

藍色皇城-菲斯 

   阿拉丁 一千零一夜 

   



不夜眠的廣場 

 

德吉瑪廣場，這裡是個可以盡情玩耍與

吃喝的美食天堂，也是個人聲鼎沸的不

眠廣場。 

 

  世界遺產 德吉瑪廣場 

 

哈桑二世清真寺 

 

真主的寶座應建在水上，占地面積 9

公頃的清真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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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第三 哈桑二世清真寺 

 

千堡大道風光 

 

是摩洛哥最著名的城堡大道，沿著大亞

特拉斯山脈南部，貫穿整個達代斯河及

托德拉河谷地，越過草原、沙漠和高原 

，而在這千堡之中以埃本哈杜山寨最為

有名。 

 帕夏的山寨 埃本哈杜 

 

 

 



典雅住宿 

來摩洛哥我們要盡享舒心安眠的夜晚，我們特別安排九晚五星旅館住宿，及安排一晚 LUXURY CAMP 

和一晚山城旅館給你難得的體驗。 

撒哈拉沙漠體驗  

 

一生一次撒哈拉沙漠奢華帳篷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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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推薦 沙漠帳篷 luxury Camp 

 

摩洛哥最最豪華 

五星 Mazagan Beach & Golf 

Resort 

 

該飯店是由 Kerzner 公司所管理，旗

下的飯店包括杜拜和巴哈馬的亞特蘭

提斯(Atlantis Hotel)等世界七間頂尖

豪華飯店。住進這裡，讓您感受不一樣

的奢華摩洛哥。。 

  品味奢華 Mazagan Beach & Golf Resort 

 

索菲特玫瑰園酒店 

 

這家五星酒店的客房享有安達盧西

亞、游泳池或桉樹森林的全景，提供空

調、衛星電視、迷你吧和豪華浴袍。 

 

 

    菲茲 Sofitel Rabat Jardin Des Roses 

 

https://sofitel.accor.com/hotel/6813/index.zh.shtml


享受如明星待遇 

 

Le Berber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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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柏人宮殿 Le Berber Palace  

 

藏珍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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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蘇爾下午茶 

 

這兒是水光與天色輝映的秘密天

堂，是許多去過摩洛哥的人把這邊寫

成是最美的景點，時尚雜誌或者音樂

MV…。為君砌上一壺薄荷，把茶當

歌話千秋，一飲千年這一味。 

  一飲成千年 皇家曼蘇爾下午茶 

 

摩洛哥的國菜 

 

Tajine 塔津料理即是一種傳統菜式

的名，它以所使用的容器命名，這種

容器可以保持菜餚的水分。用這種容

器製作的菜包括雞肉、羊肉、魚等，

用姜、孜然等調味。 

    

     



摩洛哥國飯 

 

庫斯庫斯 Couscous 有千百種不同做

法各具特色風味。是一種源自柏柏爾人

的食物。它由粗麵粉製造，形狀和顏色

都像小米。 

    

 

巴斯蒂亞派 Pastilla 

 

據說是摩洛哥人在節慶時吃的點心，有

鹹甜兩種口味，以雞肉、洋蔥、杏仁加

上各種調味料加上各種調味料，包入餅

皮中烤至焦脆金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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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