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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魅力歐洲】摩洛哥 11 天 
北非諜影、陶德拉峽谷、撒哈拉沙漠、三晚五星飯店、wifi  

NT:63,900 元/人 含稅 (不含導領小費) 
 

特色介紹： 

1. 走訪撒哈拉沙漠 

摩洛哥，是個有著豐富文化歷史的國家，更是個在地理景觀上，有著強烈對比色彩的美麗國度，

向來深受歐洲高消費旅客群的喜愛，享有北非花園的美名，受電影北非諜影的影響，摩洛哥第一

大城卡薩布蘭加，成了旅人心中最浪漫的代名詞，卡薩布蘭加濱臨大西洋，是極度歐化的北非大

城，現代化的城市風貌，瀰漫著悠閒宜人的海洋氣息。而在摩洛哥綿長的大西洋海岸線，還有許

多深具藝術氣質的濱海小鎮，清爽的白色屋子和藍窗藍門，加上自由藝術家們的創意揮灑，讓前

來躲避壓力喧囂的旅客，完全紓壓，摩洛哥的國土遼闊，自然景觀也非常獨特，有著高達 4,160

公尺、冬季飄雪的北非屋脊亞特拉斯山，更有世界第一大沙漠撒哈拉的橫亙。位於國土東部的雪

比大沙海，綿延長達 22 公里，最高的沙丘可達到 150 公尺，當旅客站在沙丘的頂端，放眼無限

遠的沙漠地平線，那種豪邁的壯遊感動，足可讓旅客永生難忘。 

六大世界文化遺產聖地 

1.馬拉喀什 Marrakech 

位於中阿特拉斯山脈的北坡，建於 11 世紀，是摩洛哥王國皇城之一，十七到十八世紀曾為都城，

是 17 世紀馬格里佈時期伊斯蘭和歐洲風格和諧的統一體，199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馬拉喀什

古城作為文化遺產。 

2.菲斯 Fez 

費斯城建於公元 9 世紀，位於摩洛哥中阿特拉斯山麓，費斯古城內實施完善，商店，作坊聚全，

很多人一輩子沒出過城門，一生就生活在城中，城中居民還保持著中世紀的生活風俗和生活方式，

嚴禁汽車進入，運輸方式以毛驢為主，滿載貨物的小毛驢常常就與遊客並行，據說摩洛哥是世界

上擁有毛驢最多的國家之一，菲斯古城已被列入世界遺產。 

3.沃魯比利斯 Volubilis 

據記載，公元 1 世紀時，這裡曾經是一座繁華的城市，整個城市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這

裡目前留有保存完好的凱旋門和劇場的白色石圓柱，甚至連古城的街道、居民住房、油磨房、公

共浴室、市場等都依然清晰可見，這裡還有許多鑲嵌式的壁畫，從廢墟中還挖掘出大批製作精巧

的青銅人像和大理石人頭像，.沃魯比利斯稱為法老的宮殿，據說這座城市是摩西時代的埃及法

老興建的，1874 年，考古學家發現了瓦魯畢里斯遺址。1915 年，這裡開始大規模的發掘。瓦魯

畢里斯的建築多種多樣，但都與義大利龐貝城中的景色相似。 

4.梅克內斯 Meknes 

建於 11 世紀，是摩洛哥王國皇城之一，十七到十八世紀曾為都城，是 17 世紀馬格里佈時期伊斯

蘭和歐洲風格和諧的統一體，199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梅克內斯古城作為文化遺產。 

5.拉巴特 Rabat 

摩洛哥首都，與菲斯、馬拉喀什、梅克內斯同是摩洛哥四大皇城之一， 拉巴特始建於公元 12 世

紀穆瓦希德王朝，現存老城為 18 世紀所建，19 世紀時，居民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存留著濃厚的中

世紀風采，2012 年拉巴特入選世界文化遺產，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傳統與西方現代主義深度對話

下的產物。 

6.卡薩布蘭加 Casablanca 

卡薩布蘭加就位於這個遙遠的異域，充滿著異國的風情，是摩洛哥最大的城市，位於大西洋岸邊，



是摩洛哥的最大城市和主要港口，也是摩洛哥的商業金融中心地，西班牙語的卡薩布蘭加，意即

為白色的房子，卡薩布蘭加滿街都是白色的建築物，高聳在大西洋邊的哈桑二世清真寺非常醒目，

像一支正待駛向大海的白色航船，迎著海風，迎著晶瑩的海浪，凡到過卡薩布蘭加的人，無不說

它是一座很浪漫很有味道的城市。 

 

【特別企劃】 

好萊塢電影拍攝場景 

1.北非諜影瑞克咖啡館 Rick's café 

這家 1942 年被好萊塢導演虛擬出來的咖啡館，如今也許是全世界被'山寨'最多的咖啡館名字。 

北非諜影的影迷們，不知道在全球，建造了多少家 Rick's café， 

只因為一部電影，卡薩布蘭加成了人們心目中想像的浪漫之都，因為這部電影，Rick's café成

了人們趨之若鶩的旅遊景點 

2.梅克內斯 Meknes 

近半個世紀以來，摩洛哥是無數歐美電影人最為青睞的外景地，成為數百部影片誕生的地方，在

梅克內斯通向撒哈拉沙漠的路上，有一座小鎮名叫艾本哈杜，阿拉伯的勞倫斯、巴別塔、盜墓迷

城、星球大戰、木乃伊等無數經典電影都是在這裏拍攝，走在艾本哈杜真的彷如走入電影銀幕，

自己也成為光影中的主角。 

3.馬拉喀什 Marrakech 

美國影集慾望都市 2中，四位女主角從曼哈頓飛到了摩洛哥，展現的是中東風情，拍攝地卻是摩

洛哥的馬拉喀什，是摩洛哥歷史名城，紅磚築起的中世紀建築保存完好，全世界遊客蜂擁而至，

歐美名人也愛來此地度假，甚至置產買別墅度假。 

★升等入住三晚五星飯店 

★特別安排一晚夜泊沙漠土堡旅館 

『貼心提供~行動網路分享器,漫遊無國界』 

注意事項 

1.我們特別贈送兩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全程旅遊其間，如要個人使用一

台網路分享器 ，需要額外支付 NT2500 元。 

2. 此網路分享器皆與歐洲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由 2G、3G

及 3G+。 

3. 此分享器速度前 350MB 為 3G 或 3G+之後降為 2G 或 3G，流量不限吃到飽。 

4. 歐洲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5. 為避免超量造成網路服務中斷，建議在出國前先將 Dropbox、iCloud、APP 自動更新等程式關

閉，也應避免觀看網路電視、Youtube 等大量數據之服務。短時間內過大流量可能造成電信公司

主動斷線或限速，本公司將無法對此情形退費。 

6. 我們貼心提供網路分享器，敬請貴賓妥善使用。如有遺失之情況，需賠償每台機器費用

NT4500 元。 

 

★ 特別安排： 

【領先市場最貼心】 

參加本行程的旅客，全程安排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

心所欲聆聽導遊的專業解說，不受外界所干擾。 

  

 

航班參考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飛行時間 

第一天 23:50 06:40+1 桃園機場 / 巴黎機場 長榮航空 BR087 13 小時 50 分

第十天 11:20 07:00+1 巴黎機場 / 桃園機場 長榮航空 BR088 13 小時 10 分

＊ 以上航班僅供參考，實際航班仍需確認以當團之班機為主 ＊ 



行程內容 

第 1 天桃園／巴黎 

相逢自是有緣！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會合，經領隊細心安排下搭乘長榮豪華客機直飛巴黎。於空服

員的照料下，平穩的飛行中適度休息，夜宿機上於次日抵達。  

住宿： 豪華客機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X：敬請自理 

中餐 X：敬請自理 

晚餐 X：機上精緻套餐  

 

第 2 天巴黎【特別安排】法國香提伊水上古堡 Chateau de Chantilly 入內參觀／馬

拉喀什 Marrakech  
香提伊 Chantiliy 

香提伊古堡 Chateau de Chantilly，古堡內的城堡花園由路易十四首席皇家景觀設計師諾特爾生前

最滿意的設計作品，除此他還設計了香謝麗舍大道及凡爾賽宮的御花園。始建於 1560 年的香提伊古

堡，座落在佔地 7800 公頃的花園中心，屬於完美的文藝復興式建築，帶您進入城堡內欣賞恭德公爵

的各種收藏，除了古典主義的畫家作品之外，更有許多皇家收藏，如皇家圖書館、香堤伊瓷器等，

豐富的館藏也讓香提伊古堡擁有''小羅浮宮''美稱，隨後步入城堡花園，欣賞昔日繁榮的法式美學

風華。 

 

今日傍晚抵達馬拉喀什辦理通關領取行李後，專車前往繼續前往馬拉喀什於 11 世紀成為摩洛哥第二

座皇城，由高聳的亞特拉斯山環抱，平原地形利於城市發展，又有河流經過，可攻可守、不缺水力

的自然優勢，讓馬拉喀什成為摩洛哥歷史發展中，被欽選為國都次數最多的城市。 

【入內參觀】香提伊古堡、城堡花園。  

住宿： ATLAS A SNI 或 ZALAGH KASBAH HOTEL & SPA 或 KECH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X：機上精緻套餐 

中餐 O：法式古堡午宴 

晚餐 O：旅館內 

 

第 3 天馬拉喀什 Marrakech －184km 伊特本哈度 Aït Benhaddou(阿拉伯的勞倫斯電影

取景地)－32km 瓦爾扎扎特 Ouarzazate 
前摩洛哥國王哈珊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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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伊特本哈度 Aït Benhaddou 

沙漠邊城 瓦查查市郊的阿伊特本哈度，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古蹟保留區，目前有大約 20

多部左右的電影都千里迢迢到此尋外景場地，如神鬼戰士、星戰前傳和盜墓迷城也都在此拍攝。此

城於 1987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更因阿拉伯的勞倫斯.等許多好萊塢電影而使此地成為著名的觀

光景點。 

【下車參觀】阿伊特本哈度城堡 

住宿： KENZI AZGHOR 或 LE RIAD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旅館內 

中餐 O：摩式傳統雞肉風味 

晚餐 O：旅館內  

 

第 4 天瓦爾扎扎特 Ouarzazate－166km 陶德拉峽谷 Todra Gorge－194km 梅若卡

Merzouga－★【特別安排】夜泊沙漠土堡旅館 
瓦爾扎扎特 Ouarzazate 

驅車穿越北非知名的提卡山脈，沿路欣賞美麗的民族聚落，吹吹曠野的風，感受壯美的大地豪情之

美。柏柏人的城市烏薩薩特，保存摩洛哥舊有的傳統建築，山野裡的村莊景致總會帶給人們意想不



到的驚喜，更吸引許多好萊塢電影來此取景拍攝。 

陶德拉峽谷 Todra Gorge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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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半時間，水量稀少，所以步行或搭

乘汽車，即可抵達 300 公尺高的峽谷（若遇大雨過後，溪谷雨量充沛，則取消此行程）。 

【下車參觀】陶德拉峽谷、 城堡大道 

註:敬請準備一日過夜包 

註:陶德拉峽谷若遇大雨過後，溪谷洪水，為行程安全考量則取消此行程 

住宿： XALUCAL 或 KASBAH TOMBOCYOU 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旅館內 

中餐 O：峽谷景觀燒烤風味 

晚餐 O：旅館內  

 

第 5 天梅若卡 Merzouga－★【特別安排】撒哈拉沙漠觀日出+騎乘駱駝體驗－265km

米黛爾 Midelt－200km 菲斯 Fez 
梅若卡 Merzouga 

梅若卡的是東南部的一個小村莊摩洛哥東南 35 公里左右 Rissani 的 ，從大約 55 公里厄夫特 ，距

離約 50 公里阿爾及利亞邊境，這裡是著名的撒哈拉沙漠 ，吸引許多遊客參觀摩洛哥的行程的一部

分，，欣賞撒哈拉沙漠中最雄偉的沙丘，高達一百公尺不說，綿延不絕的沙丘更讓人為之讚嘆，欣

賞撒哈拉沙漠的日落景觀，端看光影、沙丘、綠洲交織出絕美的光影變化。 來撒哈拉看日出 撒哈

拉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沙漠晝夜溫差大，北半球冬季的夜晚，氣溫會降到零度以下，不過在廣大

的沙漠腹地看星空，等日出，是人生永遠難忘的一次美好經歷。 

米黛爾 Midelt 摩洛哥主要採礦的據點－米黛爾，了解礦業對於當地的發展和影響，路途上景物風

貌變化無窮，白雲、藍綠色礫石原、赤土奇岩交織出一場北非視覺饗宴，撒哈拉沙漠北境的邊緣城

市－爾富，是進入沙漠之前的門戶之城，休憩之餘感受特別的人文風貌，並準備開啟下午的撒哈拉

沙漠魔幻之旅。 

【下車參觀】撒哈拉沙漠，米黛爾老城區 

住宿： 五星★★★★★ALTAS PLAIS MEDINA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旅館內 

中餐 O：阿拉伯風味塔吉鍋 

晚餐 O：旅館內  

 

第 6 天菲斯(菲斯皇宮、菲斯舊城、皮革染料場、伊德利斯二世清真寺、猶太區) 
菲斯 Fez 

摩洛哥最古老的費斯皇城，舊市區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徒步區，彷彿數百年來的生活都沒有改變，

也是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館，它是摩國境內歷史最悠久，也無疑是該國最富象徵意義的城市，曾被美

國地理雜誌評為全球最浪漫的十大城市之一，費斯舊城保存了部份古老城牆和石塔，和為數眾多的

清真寺。清真寺的宣禮塔尖紅綠相印，高聳入雲，莊嚴肅穆。城區街道狹窄，石板小徑連貫古城，

城內的交通工具，主要以馬車，騾驢為主，交織出古都風情，舊城區 Fes el-bali 的波伊那尼伊斯

蘭教學院及古皇宮，費斯城門中最美的布歇路德門 Bab boujeloud，自古至今維持古法製做的露天

石槽與大染缸，以馬賽克，灰泥，杉木和青銅製成，同時也是費斯負盛名的伊德利斯二世清真寺。 

【下車參觀】、菲斯皇宮、菲斯舊城、皮革染料場、伊德利斯二世清真寺、 猶太區 

住宿： 五星★★★★★ALTAS PLAIS MEDINA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旅館內 

中餐 O：菲斯傳統庫斯庫斯風味 

晚餐 O：旅館內  

 



第 7 天菲斯 Fez－ 68km 沃魯比利斯 Volubilis－★沃魯比利斯遺址－10km 梅克內斯

Meknes(梅克內斯古城) 
沃魯比利斯 Volubilis 羅馬人統治北非，可追溯至西元前三世紀；當羅馬帝國勢力衰退後，不像其

他地區的城市迅速沒落，人們依舊在此生活超過千年以上；直到 18 世紀，城裡的建築石材被拆除用

來建造梅克內斯穆萊宮殿，而遭到破壞，但沃魯比利斯的羅馬古城遺址裡的街道、房舍、公共浴場、

市場仍保存相當完整，規模萬千，氣勢非常壯觀宏偉，摩洛哥保存最好的羅馬時代古蹟，1997 年就

被聯合國列入世界遺產，它是公元前三世紀的古城，是羅馬帝 國最西邊的軍事據點，這裡的建築多

種多樣，其中有俄耳甫斯的房子，艾弗伯斯帶柱廊的房子，維納斯隨從的房子，高利爾那斯的浴室

等。 

梅克內斯 Meknes 四大皇城之一的青皇城，八世紀時僅是堡壘，到十世紀柏柏人氏族戰爭，促使村

鎮圍繞梅克內斯建立。十七世紀末，蘇丹王穆萊˙伊斯梅爾統領帝國進入黃金時代，梅克內斯成為

首都，讓我們跟著先人腳步探訪穆萊斯麥宮殿陵墓，體驗附近的伊斯蘭市集，逛逛精緻的店舖，索

尼馬廄遺跡是綠寶石麥克道格拉斯主演的尋寶場景，值得我們放慢腳步，感受古城麗影。米克尼斯

建十一世紀，十七世紀達到鼎盛，伊斯麥國王將其定為首都， 伊斯麥傳說有五百個嬪妃，數百個小

孩，為了與法王路易十四媲美，他投入大量人力、財才設牆、築 城、蓋宮殿，米克尼斯終於被譽為

摩洛哥的凡爾賽宮，隨著他的過世，整座帝國城市淪為廢墟，直 到二十世紀以後才日趨繁榮。 

【下車參觀】沃魯比利斯遺址、梅克內斯古城 

住宿： MENZEH DALIA 或 TAFILALET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旅館內 

中餐 O：海鮮鮮魚拼盤風味 

晚餐 O：旅館內  

 

第 8 天梅克內斯 Meknes- 85km 拉巴特 Rabat-166km 卡薩布蘭加 Casablanca(北非諜

影瑞克咖啡館)-★特別安排哈桑二世清真寺入內  
巴特 Rabat 首都的拉巴特，摩洛哥政府高官以及國王穆罕默德六世均居住於此，穆罕默德五世皇陵

─陵奧黛雅花園，皇陵融合羅馬、拜占庭、伊斯蘭的建築風格，內部圍繞拼花磁磚裝飾，呈現肅穆

氛圍的清真寺方塔，以感念穆罕默德五世領導國家獨立，深受人民高度景仰。哈珊紀念塔建於阿默

罕德王朝 1195 年，以美麗的玫瑰色石塊建造，原欲建造伊斯蘭世界最大的清真寺，不過國王過世後

即停工，現在的哈珊塔是當年清真寺的附屬建築物，塔高四十四公尺。 卡薩布蘭加 Casablanca 卡

薩布蘭卡早在歐洲人來到以前已有人居住，16 世紀，葡萄牙人來到，把當地的柏柏爾人村落夷平，

開始了當地被歐洲人殖民的歷史，1770 年阿拉伯人重建新城後，到 19 世紀末期發展成海上貿易中

心，1907 年被法國占領，並開始整備港灣設施，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卡薩布蘭卡被親德政權管治，

後被盟軍攻占，1956 年，法軍撤退，1942 年上映了一部以卡薩布蘭卡為故事發生地點的電影北非諜

影，這部電影後來成為了電影史上不朽的經典，也使卡薩布蘭卡這座城市聞名世界。 哈桑二世清真

寺 Hassan II Mosque 摩洛哥的一座清真寺 ，位於達爾貝達的大西洋海岸上。 因係前摩洛哥國王

哈桑二世發起並捐資籌建， 1986 年 7 月 12 日動工，1993 年 8 月 30 日竣工，耗資近 6億美元， 建

築面積 2萬平方米，寬 100 米，長 200 米，高 60 米；禮拜殿及廣場可容納 10 萬人做禮拜， 寺內宣

禮塔高達 210 米，是世界最高的宣禮塔。 男女沐浴室可容納 1400 人沐浴， 規模為世界第十三大清

真寺， 另有伊斯蘭教經學院、圖書館、講演廳、會議廳等。 瑞克的咖啡廳 Rick's Café 

Casablanca 曾獲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大獎的經典電影北非諜影 Casablanca，劇中男主

角在摩洛哥大城卡薩布蘭加開了一間叫瑞克咖啡館的鋼琴酒吧 Rick’s Café American 其實電影裡

酒吧的場景全是在加州片場拍攝，直到一位曾駐摩洛哥使館的美國商務人員，在卡薩布蘭加當地打

造一間重現電影原味的瑞克咖啡館，讓電影場景在現實生活中重現，店內仿造電影裡的擺設和氣氛，

低垂的棕梠樹、拱型走廊、 白色外牆的咖啡館，幽黃的燈光映在白牆上，更襯托出摩洛哥懷舊復古、

頹廢慵懶的氣息，卡薩布蘭加絕對不能錯過這個經典喔！ 

【入內參觀】哈桑二世清真寺 

【下車參觀】摩洛哥皇宮、 穆罕默德五世陵寢、哈珊塔、瑞克的咖啡廳 

住宿： 五星★★★★★GOLDEN TULIP FARAH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旅館內 

中餐 O：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晚餐 O：卡薩布蘭加歌舞晚宴 

 

第 9 天卡薩布蘭加 Casablanca－240km 馬拉喀什 Marrakech－★【特別安排】馬拉喀

什老城市集+摩式下午茶／巴黎 Paris 
馬拉喀什 Marrakech 馬拉喀什有南部首都之稱，於 1070 年建城，是摩洛哥的第二大城市，曾經貴

為皇城，是摩洛哥四大皇城之一，老城市集 DJEMAA EL FNA SQUARE 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這裡聚合有各路跑江湖賣藝的如吞火人玩蛇人等，也是購物者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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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式各樣的風味小吃。 

【下車參觀】巴希亞宮、 馬拉喀什老城市集  

住宿： MILLENNIUM CDG 或 BEST WESTERN VAL DE BIEVRE 或 MERCURE SUD PARC DU COUDRAY 或同

級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 

中餐 X：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X：發放餐費 10 歐  

 

第 10 天巴黎／桃園 
歡樂的好時光總是輕飄飄的溜走。浮雲遊子的心依舊浪漫，卻難捨依依不捨之情。意猶未盡的踏上

歸途，結束此次豐富精彩歐洲旅程，飽滿的行囊中充實甜蜜的回憶取代了無數的憧憬，凝視窗外的

蒼穹，心底悄悄的自己說：我會再回來！夜宿機上  

住宿： 豪華客機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美式早餐 

中餐 X：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 X：敬請自理  

 

第 11 天桃園 
今日飛抵桃園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美好難忘的歐

洲之旅。  

住宿： 溫暖的家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X：機上精緻套餐 

中餐 X：敬請自理 

晚餐 X：敬請自理 

 

 
【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