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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摩洛哥】卡薩布蘭卡、藍色城市蕭安、夜宿撒哈拉沙漠

11 日 

NT:89,900 元/人 含稅(不含導領小費 110 歐) 
***摩洛哥簽證需要 25 個工作天申請，若您計畫到摩洛哥旅遊，務必請提早一個半月前完成報名*** 

 

行程特色 
 ◎凡於指定期間內報名繳訂，並附上有效期之護照影本者，即可享以下列其一之優惠： 

  1. 於團體出發日９０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可享第二人減１００００元優惠 

  2. 於團體出發日６０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可享第二人減６０００元優惠 

  3. 於團體出發日３０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可享第二人減３０００元優惠 

 

◎ 貼心安排每天提供每位貴賓一人一瓶礦泉水。 

◎ 貼心加贈歐洲規格二插孔圓型轉換插頭乙個。 

◎ 全程使用語音導覽耳機系統，讓您輕鬆自在地聆聽導遊講解摩洛哥豐富的歷史、建築與藝術。 

 
 

 

～撒哈拉星空下，千年古城夜未眠～ 

摩洛哥位於撒哈拉沙漠的西緣，濱臨地中海和大西洋，隔著直布羅陀與歐洲遙遙相望，境內群山

環繞，自然景觀豐富多變，有浩瀚無泿的撒哈拉沙漠、壯麗峭拔的托德拉峽谷、奇偉雄峻的亞特

拉斯山脈，更有充滿古老神秘、異國情調的人文采風─世界最大迷宮的費斯古城、繽紛熱閙的馬

拉喀什廣場、藍白交織山城蕭安、撒哈拉經典聚落艾本哈杜，地理景觀與人文特色風格極強，所

釀出獨特的氣氛，令人一踏上這片陸地，就會被這個古老王國所吸引。您喜愛三毛《撒哈拉的故

事》並心嚮往之嗎?您也曾陶醉於電影《卡薩布蘭加》的歌聲裡嗎?遙遠的大西洋東海岸將不再只是

個夢想的一隅，讓我們飽覽撒哈拉沙漠、四大皇城以及六大世界遺產，一起揭開北非『花園之國』

的神秘面紗吧！ 

 

 ★★★ 此行程特別安排搭乘阿聯酋航空，以全新機型Ａ３８０客機，台北直飛杜拜，僅需 1 次轉

機即飛往卡薩布蘭卡，省時又舒適，經濟艙可攜托運行李３０公斤，帶您一同體驗全球最佳航空

公司與眾不同的舒適感受～ 

～ 阿聯酋航空（Emirates）獲得 Skytrax 2016 年度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第一名的榮譽 (Airline of the 

Year 2016) ，及世界最佳機上娛樂航空公司！搭乘阿聯酋航空的旅客，皆可在機艙內體驗獲獎無

數的 ice 機上娛樂系統，享受超過 2,000 個電影、電視和音樂頻道、各式餐點及飲品；台北/杜拜/

台北段空中免費 Wi-Fi 上網服務（中國大陸領空不適用），讓旅程更加舒適便利。 (如遇航空公司

因素更改機型，則以其它機型替代) 



 
 

～ 六大世界遺產，經典摩洛哥豐富閱歷 ～ 

【拉巴特】Rabat，2012 年入選，現代化首都與歷史性古城並存的拉巴特。 

 
 

【瓦盧比利斯考古遺址】Archaeological Site of Volubilis，1997 年入選，摩洛哥保存最好的羅馬時

代古蹟，公元前三世紀的古城，也是羅馬帝國時最西邊的軍事據點，更是摩洛哥的聖城。 

 
 

【米克尼斯古城】Historic City of Meknes，1996 年入選，現任國王的先祖開創了阿拉維特皇朝的

輝煌時代，蘇丹穆萊伊斯麥閃耀光芒的皇城。 

 



【埃本哈杜】Ksar of Ait-Ben-Haddou，1987 年入選，城堡內極富人文色彩，更因拍攝沙漠梟雄-

阿拉伯的勞倫斯、神鬼戰 士、盜墓迷城...等許多好萊塢名片而聲名大噪。 

【費斯舊城】Median of Fez，1981 年入選，一座擁有千年歷史的伊斯蘭古城，設立在非常狹窄迷

宮似的古老巷弄之間，充滿各種前所未見的新鮮玩意，烤羊肉串的濃烈香氣、花色繁複的手工藝

品，穿著傳統服飾的人群，前所未見的香料、來自叫拜塔的吟唱聲，彷彿數百年來的生活都沒有

改變，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已與宗教融合為一體，伊斯蘭文化揉合北非風情，帶來一次又一次的

文化衝擊，此處可說是活生生的博物館，曾被美國地理雜誌評為全球最浪漫的十大城市之一。 

 



【馬拉喀什舊城】Medina of Marrakesh，1985 年入選，於 1070 年建城，是摩洛哥的第二大城市，

曾經貴為皇城，現存完整的城牆約有 10 公尺高，全長將近 16 公里，計有 20 個城門及 200 座塔樓，

紅色的城牆從中世紀建城以來就不曾改變，黃昏時整個城牆都變成紅色是最美的時刻。它護衛著

皇宮與人民的生活，牆內的市區仍保存多采多姿的傳統風格。馬拉喀什有摩洛哥最大的柏柏爾人

露天市場， 也是整個非洲最繁忙的廣場之一。 

 
 

★ 走訪摩洛哥四大皇城－馬拉喀什、費斯、米克尼斯、拉巴特，古都皇朝今昔，一次深情體驗。 

★ 一生一次!金色撒哈拉沙漠體驗，如果你厭煩了都市的繁華與喧囂，這次的旅程將給您全新心靈

的饗宴～ 

安排撒哈拉沙漠四輪傳動吉普車及駱駝遊，親身感受撒哈拉沙漠的無垠與浩瀚。安排夜宿撒哈拉

沙漠風情旅館，有此難忘美好的經驗，將忘卻所有煩惱… 

 
 

 

 



★ 保留半天時間，悠閒徒步穿梭在滿是淡藍色的契夫蕭安山城，品味波斯與歐風的融合。 

 
 

★ 卡薩布蘭卡，經典電影〈北非諜影〉故事發生地，造訪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哈桑二世清真寺。 

 
 

★ 造訪阿拉伯世界裡的小瑞士，歐洲人渡假首選、富有法式風情高山小鎮-伊芙蘭。 

★ 壯麗的托德拉河峽谷，欣賞亞特拉斯山脈鬼斧神工的壯麗峽谷景致。 
 

～～精心安排～～ 

★ 卡薩布蘭卡特別安排「北非諜影」經典場景～瑞克咖啡館 Rick’s Café享用晚餐，讓您體會電

影中扣人心弦的浪漫氛圍。 

★ 馬拉喀什特別安排搭馬車遊覽市區，在這新舊建築之間穿梭，感覺像穿越時空般錯亂。 

★ 特別安排越夜越美麗的德吉瑪廣場夜市(世界無形資產)，讓你融入當地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夜市洗

禮，仿佛置身一千零一夜的奇幻氛圍~ 

★ 特別安排法國時尚大師 YSL 聖羅蘭鍾情的～馬裘黑花園，在這神秘熱情的花園中漫步，感受

YSL 聖羅蘭迷戀的異域深藍。 

 



★ 特別安排參觀有摩萊塢別稱的阿特拉斯製片廠，讓您感受好萊塢經典大片的片場實景。 

 
 

～ 五晚五星飯店，搭配二晚沙漠風情土堡旅館，精選摩洛哥特色飯店住宿  ～ 

波斯花園的設計風格，是摩洛哥飯店經典造型，遠離現代高樓大廈，駐足在只有兩三樓層的建築， 

走在有小水池或小噴泉的花園中，一轉角一回頭都身如在回教皇宮中般愜意，雖然飯店設備走簡 

單風，但卻有一種脫離世俗的感覺唷! 

◎ 拉巴特、費斯、馬拉喀什、卡薩布蘭卡：安排五星級飯店住宿，讓您享受舒適的休憩～ 

★ 安排夜宿撒哈拉沙漠風情旅館，有此難忘美好的經驗，將忘卻所有煩惱～ 

   (飯店圖片僅供參考，如遇旺季期間客滿則改訂 Kasbah Mohayut 或 Xaluca Arfoud 或其他同等級

旅館替代之。) 

 



 

 
 

 

 



凡參加本行程，即可享有下列租借歐洲 wifi 網路分享器優惠： 

1.二人同行，可免費申請租借歐洲 wifi 網路分享器一台。 

2.一人報名，可以優惠價每日$149(市價$320 起)x 旅遊天數，申請租借歐洲 wifi 網路分享器一台。 

(如欲申請，請於出發前 10 個工作天告知業務人員，逾期恕無法受理，敬請了解) 

3.租借歐洲 wifi 分享器，如因個人因素遺失或損壞，依廠商規定需賠償每台機器$3980、每件配件

$100。 

4.其他詳細使用內容請見 jetfi 廠商規定。  

 

航班參考                           正確航班 以出發日期實際訂出訂到為主 

日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8/12/27 阿聯酋航空 EK367 桃園機場 23:45 杜拜機場 05:45+1 

2018/12/28 阿聯酋航空 EK751 杜拜機場 07:25 卡薩布蘭卡機場 12:15 

2019/01/05 阿聯酋航空 EK752 卡薩布蘭卡機場 14:15 杜拜機場 01:30+1 

2019/01/06 阿聯酋航空 EK366 杜拜機場 04:45 桃園機場 16:50 
  
行程內容                                           符號標示:◎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特殊安排 

第 1 天 台北 Taipei 杜拜 Dubai 
今日帶著愉悅的心情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經杜拜轉機，飛往飛往北非大西洋邊的

摩洛哥王國第一大城—卡薩布蘭卡，意為白色的城市，此地濱臨大西洋左岸，因地點絕佳曾被法

國選為總督府所在地，街道寬闊整潔、海陸風光明媚。北非諜影中英格麗褒曼與兩位英雄男子一

段令人盪氣迴腸的淒美故事就發生在此。 

旅 館：機上     
 

第 2 天 杜拜 Dubai 卡薩布蘭卡 Casablanca 250KMS－ 馬拉喀什 Marrakech 
班機今日抵達卡薩布蘭卡。出關後驅車前往摩洛哥四大皇城之一、別名「紅色都城」的－馬拉喀

什。 

【馬拉喀什 Marrakech】該城是摩洛哥著名的古都之一，東邊五十公里外有終年積雪的大阿特拉斯

山，南邊就是著名作家三毛筆下及曾經居住過的撒哈拉大沙漠；古時候，途經撒哈拉大沙漠而來

到此城的駱駝商隊，彷彿來到天堂一樣，所以，馬拉喀什又被稱為「最快樂的不夜城」。馬拉喀

什坐落在大亞特拉斯山腳下，柏柏語的意思是「上帝的故鄉」。 馬拉喀什於 1070 年建城，是摩洛

哥的第二大城市，曾經貴為皇城，現存完整的城牆約有 10 公尺高，全長將近 16 公里，計有 20 個

城門及 200 座塔樓，紅色的城牆從中世紀建城以來就不曾改變，黃昏時整個城牆都變成紅色是最

美的時刻。它護衛著皇宮與人民的生活，牆內的市區仍保存多采多姿的傳統風格。城市的影響力

遍及整個西部穆斯林世界，從非洲北部一直到安達魯西亞，馬拉喀什一直以摩洛哥最大、整個非

洲最繁忙的廣場而聞名於世。 

餐 食：早餐／機上精緻簡餐  午餐／機上精緻簡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旅 館：馬拉喀什  Atlas Medina & SPA ★★★★★ 或 Les Jardins De L'agdal ★★★★★  或同

級 

 

 

 



第 3 天 ★ 特別安排搭乘馬車遊覽馬拉喀什 

★ 全世界最大夜市!世界文化遺產!『不眠廣場』，置身一千零一夜奇幻氛圍 

馬拉喀什 Marrakech 

今日上午安排搭乘★馬車前往舊城區，在微風徐拂下，暢遊盡覽馬拉喀什歷史皇城舊城遺蹟。 

 

接著安排參觀十九世紀的豪華宅第◎巴西亞宮殿（Palais de la Bahia），建於 16 世紀，是摩洛

哥少數對外開放而且保存萬豪的皇宮之一，花園、中庭、華麗的房間、噴泉，每個房間都精心設

計過，房間大小是依據國王妻子受寵程度來設計，然而無論哪個妻子的房間都有獨立的中庭。有

著繁複的裝飾藝術和美麗的花園，是融合摩洛哥本土與伊斯蘭宗教特色的上流宅第的最佳範本。 

 

爾後續往參觀◎巴迪宮殿（Palais el Badi），昔日的舊都城，隨著 17 世紀末遷到新都梅克尼斯，

這理的建材被大量搬走後，留下滿目瘡痍，讓人憑弔昔日光環。參觀不可不去的新與舊宮殿。 

午後安排參觀◎馬裘黑花園(Majorelle Garden) ，是於 1920 年代，由法國畫家、園藝家 Jacques 

Majorelle 用盡畢生精力修建，經典大膽的馬裘黑藍與鮮明的黃，創造出風格強烈獨一無二的花園

景致，被譽為 20 世紀最富神秘色彩的別墅花園。花園在 1947 年才開始對外開放，並在 1980 年

被知名時裝設計師 Yves Saint-Laurent 所買下，聖羅蘭於馬拉喀什擷取許多創作靈感，摩洛哥藍

也被大量使用在 YSL 的作品中。 

爾後前往●庫圖比亞清真寺及馬拉喀什的地標●庫圖比亞宣禮塔，高達 70 公尺，建於 12 世紀，

是融合伊斯蘭與安達魯西亞特色的建築典範。 

接著來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德吉瑪廣場 (Djemaa dl Fna)，以及舊城大市集。舊城大

市集有數千間售賣各式手工藝品的商店，到處都是技術純熟的工匠製造優良的木製品、皮製品、

鐵製品、金屬製品，還有陶瓷、毛料、羊皮燈、橄欖及最著名的摩洛哥拖鞋...等，是購物者的天

堂。德吉瑪廣場更熱鬧，廣場就是馬拉喀什人生活的一個縮影，還有各路跑江湖賣藝，有雜技、

肚皮舞、吞火人、玩蛇人、舞猴子...等等街頭表演。 

 

今晚特別安排您在德吉瑪廣場自由用餐，自由的享受道地的美味，於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夜市盡情

的購物，感受一千零一夜下的場景，體驗時空錯置的美感，讓您有充分的時間盡情享受屬於在摩

洛哥的夜市文化，推薦有勇氣喜歡嘗鮮的朋友，可別錯過嚐試道地的蝸牛湯及羊頭、羊臉...等風

味料理喔。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摩洛哥牛肉庫斯庫斯  晚餐／敬請自理  

旅 館：馬拉喀什  Atlas Medina & SPA ★★★★★ 或 Les Jardins De L'agdal ★★★★★  或同

級 

 

第 4 天 馬拉喀什 Marrakech 185KMS－ 埃本哈杜 Aït Benhaddou 140KMS－ 

達德斯 Dades 
早餐後越過摩洛哥最高的大亞特拉斯山脈，公路經過海拔 2260 公尺的提吉恩提卻卡山口，這段蜿

蜒如蛇一樣的山路，有些地方更是兩邊都是懸崖，是全摩洛哥最美最壯觀的旅遊路線。而此區域

因人民生活較為困苦，因此摩國把製作阿甘油的工作機會安排給此區的居民，如時間允許則安排

參觀阿甘油小型工廠。 

 

午後安排參觀近郊壯觀的◎古城埃本哈杜，城堡內極富人文色彩，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

古蹟保留區，更因阿拉伯的勞倫斯...等許多好萊塢名片而使此地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 



接著前往一個綠洲城市－歐薩薩，它過去曾是法國軍隊在摩洛哥休息和渡假的地方，現今已轉型

為沙漠旅遊的重鎮，目前是摩洛哥電影場景以及製片中心。安排參觀有摩萊塢別稱的◎阿特拉斯

製片廠，讓您感受好萊塢經典大片的片場實景。 

【古城埃本哈杜 Ait Benhaddou】距離歐薩薩不遠的古城埃本哈杜，整座古城是由泥土堆砌而成，

早期是摩洛哥原居民柏柏爾人的村落，本村的建築群最早可以追溯到 900 年前，除了高聳的圍牆

之外，四周還有箭塔可以幫助抵禦外敵，充分展現了典型的北非建築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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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阿特拉斯山脈，面向的是沙漠綠洲，在此

優美的構圖下，有二十多部國際電影以此城廓為重要背景，千里迢迢到此尋外景場地，電影如

《神鬼戰士》、《星戰前傳》和《盜墓迷城》也都在此拍攝。此城於 1987 年被列入教科文組織之

《世界文化遺產》。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摩洛哥烤肉串料理+柏柏爾烘蛋  晚餐／飯店內晚餐  

旅 館：達德斯  HOTEL XALUCA DADES 沙漠風情旅館 或 KENZI AZGHOR H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搭乘吉普車，展開撒哈拉沙漠奇幻旅程～ 

★騎駱駝看日落!!漫遊撒哈拉沙漠~ 

★夜宿沙漠風情旅館，體驗獨特的沙漠饗宴～ 
 

達德斯 Dades 托德拉峽谷 200KMS－ 厄夫德 Erfoud 60KMS－ 梅如

卡 Merzouga(撒哈拉沙漠 Sahara Desert) 
今日將帶您穿越從達代斯河谷，朝著通往撒哈拉大漠之門－厄夫德鎮前進。這段路途是摩洛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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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大亞特拉斯

山脈南部，貫穿整個達代斯河及陶德拉河谷地。途經全北非最壯麗的●托德拉峽谷 Todra Gorge，

托德拉峽谷河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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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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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谷水量充沛，

為安全考量則取消此行程） 

 

抵達後在此地換乘★吉普車，進入沙漠，最後來到可稱為摩洛哥撒哈拉沙漠區之中最美的地方－

梅如卡。一場非常特別且傳奇的沙漠探險行程隨即展開：廣袤無際的沙漠，起起伏伏的沙丘綿延

到天際，沙丘隨著自然光線的變化，展現出金色、粉色等不同的美麗色澤。知名電影「神鬼傳奇」

便曾在此取景拍攝。 

傍晚將特別安排您★騎乘駱駝，漫遊於黃金色的沙漠上並同時欣賞廣闊撒哈拉沙漠緩緩降下的日

落，捕捉撒哈拉沙漠最美好的一刻。今晚特別安排★住宿沙漠風情旅館，給您令人難忘的獨特撒

哈拉沙漠體驗。(如遇旺季期間客滿則改訂 Kasbah Mohayut 或 Xaluca Arfoud 或其他同等級旅館替

代之。)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摩洛哥塔津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旅 館：梅如卡(或厄夫德)  Kasbah Hotel Tombouctou 沙漠土堡風情飯店 或 Kasbah Mohayut 

沙漠土堡風情飯店 或 Xaluca Arfoud 沙漠土堡風情飯店  或同級 

 

第 6 天 梅如卡 Merzouga 60KMS－ 厄夫德 Erfoud 210KMS－ 米德特 Midelt

135KMS－ 伊芙蘭 Ifrane 65KMS－ 費斯 Fes 



早餐後搭乘吉普車回到厄夫德。換乘遊覽車後續前往車摩洛哥第二大城及第一個回教王朝之國

都—費斯。費斯為摩洛哥一千多年來宗教、文化、藝術中心，也是四大皇城中歷史最悠久古城。

千年古城費斯，它是摩洛哥以至於非洲境內最具古色古香，也是最美不 勝收的中古世紀城市。 

 

午間抵達中途站－米德特，米德特是一座柏柏爾人的城市，海拔 1500 公尺，四週的景緻雖然乾燥

貧瘠，但往南方放眼望去，平坦黃土大地的遠方竟然是一座寬廣的阿雅齊山(Jebel Ayachi，海拔高

度 3737 公尺)，山腰以上覆蓋著白雪，十分的壯觀。 

 

午後將途經歐風小鎮－伊芙蘭，伊芙蘭位於阿特拉斯山區海拔 1664 公尺，這裡於 1929 年被法國

人開發成滑雪渡假勝地，到處散發著濃濃的歐洲山城氣息，可以說是「摩洛哥的瑞士花園」，每

年吸引無數遊客到此度假。在此地看不到任何摩洛哥文化的影子。 

【費斯 Fes】菲斯，是北非史上第一個回教城市，也是摩洛哥一千多年來宗教、文化與藝術中心，

已有 2800 多年的歷史，也是摩洛哥四大皇城中最古老的一座。費斯舊城圍繞著 5 公尺的褐色城牆，

而在舊城區內有著超過兩百座的清真寺和有名且古老的傳統工藝技術。費斯的舊市街規模之大，

號稱世界之冠，千家以上的手工藝品店，設立在非常狹窄迷宮似的巷道之間，彷彿數百年來的生

活都沒有改變，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已與宗教融合為一體，城內任何一地，任一建築，都是活生

生的博物館，是摩洛哥境內歷史最悠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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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土堡驛站鱒魚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旅 館：費斯  Palais Medina ★★★★★ 或 Les Merinides ★★★★★  或同級 

 

第 7 天 費斯 Fes 60KMS－ 米克尼斯 Meknes 30KMS－ 瓦盧比利斯 Volubilis

160KMS－ 契夫蕭安 Chefchaouen 
千年古城費斯，它是摩洛哥以至於非洲境內最具古色古香，也是最美不 勝收的中古世紀城市。早

餐後參觀舊城區外的●費斯王宮，雖然沒有開放遊客參觀，但其「七個大門、七個幸福」的壯觀

城門及城牆，仍可窺見其宏偉規模。 

 

接著造訪費斯●舊城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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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參觀費斯城門中最美的

●布歇路德城門；結合學校清真寺功能且建築設計精美的●波伊那尼亞伊斯蘭教學院；號稱世界

最古老的大學●卡拉維因大學清真寺，有經典的西班牙安達魯西亞及摩洛哥建築風格；氣味特殊

但景致壯觀的●製革染料場，從古至今依舊維持古法製作的露天石槽與大染缸；以及古城內數不

清的手工藝店與古都氣味相投的古市集。這裡數百年來的生活都不曾改變，在菲斯古城漫遊，就

像是參觀一座活生生的露天博物館。 

 

接著將帶您前往阿拉威王朝古都—米克尼斯。抵達後前往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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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上的●曼索城門，有勝利、凱旋之意，由綠

白相間、幾何圖形的彩瓷裝飾而成，是進入皇宮的主要大門。 

 

午後續前往參觀世界遺產◎瓦盧比利斯聖城(Volubilis) ，在此將帶您參觀古羅馬遺址，遺址內有宏

偉古羅馬建築群和數幅美麗的馬賽克鑲嵌畫，尤其是南方入口的「奧菲斯之家」，更是不容錯過！ 

 

爾後前往具有濃濃的西班牙風格的藍色山城—契夫蕭安。建城於 1471 年的蕭安，擁有迷人悠遠的

歷史文化，與摩洛哥其它城市相同，這裡交融著濃濃的地中海風情與伊斯蘭氣息，唯一不同的是，



蕭安城裡的建築無一不是藍色的，也因而以「藍色小城」以及「地表上的水晶宮」等名號吸引了

許多觀光客前往探訪。 

【米克尼斯 Meknes】米克尼斯建十一世紀，十七世紀達到鼎盛，伊斯麥國王（Moulay Ismail，

1672~1727）將其定為首都。伊斯麥傳說五百個嬪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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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盧比利斯聖城 Volubil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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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盧比利斯建於

西元前 3 世紀，是茅利塔尼亞－廷吉他納省(Mauretania Tingitana)的行政中心，也是羅馬帝國西部

邊境上一個重要的殖民城市。 這裡土壤肥沃，物產豐饒，不僅繁榮富庶，也建有許多優美精緻的

建築物。1755 年，沃盧比利斯曾經遭到里斯本大地震的損毀，1914 年起，考古學家開始透過出土

的遺跡和文物，逐漸拼湊出這座羅馬古城的原始面貌。 

【契夫蕭安 Chefchaouen】這座淡藍色的山城坐落於麗芙山區(Rif Mountains)，海拔約 610 公尺，

所以又有「摩洛哥天空之城」之稱，在 15 世紀時是一座堡壘，與西班牙只隔了個直布羅陀海峽，

生活習俗、語言等都深受西班牙的影響，淡藍色的建築搭配白牆，再加上些許安達魯西亞的建築

風格紅色的波浪形瓦屋頂，這裡的藍，好像從天上打翻水彩顏料般染藍了整座山城，有人說從摩

洛哥蕭安古城回來之後，就沒再想過希臘了，契夫蕭安就是這樣一座無比浪漫又美麗的城市。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摩洛哥雞肉庫斯庫斯  晚餐／飯店內晚餐  

旅 館：契夫蕭安  Dar echchaouen 或 Parador Chefchaouen 或 Jibal Chaouen  或同級 

 

第 8 天 契夫蕭安 Chefchaouen 250KMS－ 拉巴特 Rabat 
上午您可以自由自在地穿梭於●舊城區（Medina），彎曲的巷道，凹凸不平的小路，藍色的門扉

配上白牆，您會有種身處地中海小島的錯覺，紅色的波浪形瓦屋頂，更添加了幾許西班牙安達魯

西亞的建築風格，在這裡每個轉角都是驚喜。 

 

午後驅車前往摩洛哥首府─拉巴特，此地街道寬闊、市容整潔，為摩洛哥第四座皇城之一。拉巴

特具有歐洲風味，令人心曠神怡，有卡薩布蘭卡一樣的都會氣息，卻又比卡薩布蘭卡更加多了些

清新。城市裡散發出獨有的悠閒魅力，成為了著名的旅遊地點。 

 

【拉巴特 Rabat】拉巴特是摩洛哥首都，位於國境西北部大西洋岸，19 世紀為摩洛哥大西洋岸的

唯一城市。現今，居民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存留著濃厚的中世紀風采。2012 年拉巴特入選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遺產中包括的老城部分可追溯至 12 世紀。新城是 20 世紀建於非洲

大陸上最大、最雄心勃勃的現代城市建築項目之一，而且也很有可能是最完整的一個。舊城包括

哈桑清真寺（Hassan）（始建於 1184 年）和阿爾莫哈德城牆與城門（Almohad），它是阿爾莫哈

德哈裡發（Almohad caliphate）的偉大首都之城唯一留存的部分，同時也是從 17 世紀摩爾人

（Moorish）或是安達盧西亞公國（Andalusian）唯一留存下來的部分。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大西洋景觀餐廳鮮魚料理  

旅 館：拉巴特  Golden Tulip Farah ★★★★★ 或 Hotel Rabat ★★★★★  或同級 

 

第 9 天 ★ 特別安排造訪「北非諜影」經典場景～瑞克咖啡館 Rick’s Café American 享用晚餐  

拉巴特 Rabat 100KMS－ 卡薩布蘭卡 Casablanca 



今日安排參觀●穆罕默德五世陵寢，為現代阿拉維王朝建築風格，整體為白色輪廓，但屋頂為典

型的綠色瓦片屋頂，建築莊嚴雄偉，風格典雅，內部由大理石裝飾，地板為花崗巖，壯觀的吊燈

將室內裝扮的更加金碧輝煌，體現了阿拉伯穆斯林優美的建築工藝和摩洛哥特有的建築風格和裝

飾藝術。陵寢旁的●哈珊清真寺遺跡，於 12 世紀興建，當時計劃成為當時北非規模最大的伊斯蘭

建築，惟經費不足而無法竣工。18 世紀的一場大地震，破壞了已完成的建築體，目前僅有高達 44

公尺，由粉紅玫瑰色石塊砌成之典型摩爾式的●哈珊塔及 300 多根斷柱仍屹立著。 

 

爾後續前往建於 1785 年的●拉巴特王宮，融合了阿拉伯與安達魯西亞建築風格，王宮雖然禁止入

內參觀，但旅客仍可於廣場前欣賞皇宮大門以及星期五清真寺。 

 

接著前往最古老的城砦●歐達亞城堡，位於海口，居高臨下，可以看到美麗的河流和海洋景色。

城砦的周圍狹窄地方排滿了藍、白油漆粉刷的小屋，感覺非常的優雅。城砦內由法國人在殖民時

期設立的安德希恩花園，圍繞著整個宮殿，美不勝收。 

 

午後驅車前往卡薩布蘭卡。抵達後參觀●穆罕默德五世廣場，中間有一大型噴泉，四周都被一棟

棟宏偉的政府行政大樓所環繞。 

 

晚上特別安排造訪經典電影「北非諜影」主要場景之一，卡薩布蘭卡的★瑞克咖啡館(Rick’s Café 

American) 享用晚餐，讓您體會電影中扣人心弦的浪漫氛圍。 

【歐代亞城堡 Kasbah des Oudayas】位於拉巴特老城以東，佈雷葛列格河入海處，瀕臨大西洋，

為一古城堡建築群。始建于 12 世紀柏柏爾王朝，後為阿拉伯王朝所用，曾被葡萄牙人和法國人佔

領。現存烏達雅堡對外開放區域分三部分：一是院內花園，為伊斯梅爾國王于 17 世紀所建，二是

博物館，三是高空平臺，為古時空中市場遺跡。堡內保留著柏柏爾民居和街道，別具風格。 

【卡薩布蘭卡 Casablanca】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得名於西班牙語，意即為“白色的房子”。

卡薩布蘭卡是摩洛哥第一大城市。美國電影《卡薩布蘭卡》(又稱北非諜影)更是讓這座白色之城聞

名世界。由於“卡薩布蘭卡”實在響亮，知道城市原名“達爾貝達”(DarelBeida)的人反倒不多了。 

【瑞克咖啡館 Rick’s Café】曾獲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獎的經典電影「北非

諜影」，劇中男主角在摩洛哥 大城－卡薩布蘭卡開了一間叫瑞克咖啡館的鋼琴酒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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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薩布蘭卡當地

打造一間重現電影原味的瑞克咖啡館，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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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薩布蘭卡絕對不能 錯過這個經典喔！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瑞克咖啡館晚餐(三道式)  

旅 館：Golden Tulip Farah ★★★★★ 或 KENZI TOWER HOTEL ★★★★★  或同級 

 

第 10 天 卡薩布蘭卡 Casablanca 杜拜 Dubai 
早餐後安排參觀面積僅次於麥加與麥地那，世界第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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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後我們將背起裝滿記憶的行囊，懷著依依不捨及滿載而歸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返台。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請自理(卡班機辦理報到時間)  晚餐／機上精緻簡餐  

旅 館：機上     



 

第 11 天 杜拜 Dubai  台北 Taipei 
今日歸國航班再度起飛，隨後搭機飛返國門，愉快的結束摩洛哥假期之旅。 

 

餐 食：早餐／機上精緻簡餐  午餐／機上精緻簡餐  

 

簽證 
持中華民國護照者，前往摩洛哥觀光需申請簽證；團體簽證為行前辦理，抵達後落地取簽，所需

資料： 

1.護照彩色影本或掃描電子檔 (護照效期六個月以上)。 

2.填寫旅客基本資料表(含住家地址以及職業)。 

3.辦理時間約需 25 個工作天(不含假日)。 

4.提醒外站 JOIN 參團者，機票和簽證敬請自理。 

旅遊 Q&A 
1.摩洛哥為伊斯蘭國家，大部分居民為回教穆斯林，敬請貴賓尊重當地的信仰和風俗，請勿批評、

指導他人的宗教信仰。 

2.穆斯林不食用豬肉，以及含有豬肉、豬油的食物。因此請勿攜帶有含豬肉塊之泡麵或是零嘴(其

他泡麵若有肉塊也應避免攜帶)。 

3.每年回曆 9 月為齋戒月，於此期間，應避免在公共場所進食、進水。 

4.與穆斯林見面打招呼時可以握手，但部分傳統觀念較深的，還是嚴格禁止婦女與男性握手的。 

5.對當地居民拍照時，務必事先徵得對方同意；與當地婦女拍照時，請勿做出勾肩搭背或摟腰等

肢體接觸。 

6.穆斯林在禱告時，請勿打擾、拍照。 

7.嚴禁在警察、政府所在地及機場拍照。 

8.參觀清真寺及博物館時，請避免穿著無袖、露背或短褲服裝，並不可穿著尖底高跟鞋或拖鞋。 

9.進入沙漠地區須準備長袖上衣及頭巾等可遮避烈陽風沙的工具；太陽眼鏡與防曬油是必備工具。 

10.切忌用左手與回教人士握手或摸頭。 

11.不可生飲自來水。 

12.根據穆斯林教規，穆斯林嚴禁喝酒，因此請勿攜帶酒類入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