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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皇皇城城、、古古都都、、撒撒哈哈拉拉──神神奇奇迷迷幻幻摩摩洛洛哥哥精精華華之之旅旅 1111 日日  

  

從古到今，這神奇而美麗的國家，有多種文化在此交會、碰撞，西方人說她是歐洲的後花

園，是現代浪漫主義的濫觴；而阿拉伯人則說她是西方穆斯林世界的典範，一千多年前的古老

阿拉伯經義在此地保存。而前國王哈珊二世也說過：「摩洛哥像是一棵大樹，根部深植在非洲土

壤裡，枝葉卻呼吸著歐洲吹來的微風。」 

摩洛哥毗鄰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岸，地理景觀與人文特色風格極強，一踏上這片陸地，您就

會被這個古老王國所吸引。境內群山環繞，美麗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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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迷宮的菲斯古城、繽紛熱閙的馬拉喀什廣場、藍白交織山城蕭安、撒哈拉經

典聚落艾本哈杜以及柏柏爾人的山中世界──所釀出獨特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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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遠的大西洋東海岸將不再只是個夢想的一隅，晴天旅遊帶您深度走訪摩洛哥，飽覽撒哈拉沙

漠、四大皇城以及九大世界遺產，實現您多年來的浪漫夢想。 

 

【行程特色】 

 2015、2017 年「金質旅遊獎」非洲區唯一獲獎行程   晴天旅遊在過去一年以全台最高

出團量及行程的完整與獨特性得到肯定，更奠定了晴天旅遊為旅行摩洛哥的第一領導品

牌。 

 全程中文導遊  全程安排中文導遊隨團解說，包括曾任電視節目《食尚玩家》的摩洛哥

專輯的節目策劃及嚮導──李寶玲小姐。本公司安排的中文導遊對當地民俗風情了解甚

深，讓您快速又直接的接觸摩洛哥所有的人、事、物。 

 最完整深度的撒哈拉之旅  從菲斯到撒哈拉，本行程特別安排於中途米德特住上一晚，

隔日再行半天的拉車，中午抵達隨即換乘四輪傳動車前進撒哈拉，行程不僅輕鬆，更有

充份的時間感受這荒漠的南部摩洛哥，讓您對撒哈拉有不一樣的看法。並安排沙漠旁的

豪華土堡旅館，從房門步行到沙漠只需五分鐘，給您最充分的時間欣賞撒哈拉的日落及

日出，真正感受沙漠的心跳。 

 四大皇都全都覽  行程走訪四大皇都──菲斯、馬拉喀什、梅克尼斯及拉巴特，完整且

深度。 

 循歷史足跡，深入淺出，解析摩洛哥  行程首先參觀首都拉巴特，讓你對這國家的經濟、

政治有了初步了解之後，再循歷史足跡，依時間順序，了解摩洛哥。 

 深度探索藍色山城蕭安  行程安排整半天時間在這美麗山城裡自由穿梭，走一趟蕭安小

鎮，您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奇發現。飯店安排山城內，可自由安排時間徒步前往。 

 馬拉喀什，德吉瑪廣場夜市探險趣  在中文導遊及地陪的陪同下，一同進入市集內探險，

讓您大開眼界，並安排由活動時間，充分體驗最地道的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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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華舒適的住宿安排  大城市住宿以五星級旅館為主（包括拉巴特、菲斯、歐札札特、

馬拉喀什、卡薩布蘭加），摩洛哥南部的米德特及撒哈拉地區安排土堡風情旅館，蕭安

宿近古城之山城旅館，所有旅館兼具傳統風情與現代化設備，舒適又方便。 

 盡嚐在地特色美食  早餐於飯店內享用，午餐搭配品味當地不同風味餐：塔琴燉菜、庫

斯庫斯、摩洛哥串烤、海鮮拼盤、私房牛肉塔琴等，晚餐大多於飯店用餐。 

 安全舒適的五星級航空公司  安排土耳其航空，享受機上豐富的視聽娛樂與餐食安排。

台北直飛伊斯坦堡，省卻轉機的辛勞，讓您有更完整的參觀時間。 

 

【貼心安排】 

 每一團員配有一輕巧環保導覽耳機 

全面採用成新式導覽耳機，更為環保(充電式)、輕巧方便，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讓

您一邊自由拍照也不會錯過當地專業中文導遊的精采講解。 

 贈送摩洛哥導覽手冊  

專為摩洛哥行程所規畫之導覽手冊，有完整的國家簡介、景點介紹、歷史沿革，讓您旅

途行程過目不忘。 

 每人贈送五張明信片（包含摩洛哥郵票） 

“玩”整領略摩洛哥，旅客除了將原汁原味的摩洛哥風情收入在自已的相機外，本公司也

特別以專業領隊拍攝的作品印製成明信片，並由我們負擔郵資替您寄到目的地，讓更多

人預習摩洛哥的美。 

 車上每日無限量供應礦泉水  

貼心包含車上礦泉水之外，以及每日午、晚餐皆提供餐桌桌水。 

 全程使用三年內巴士，乾淨且寬敞 

摩洛哥為台灣的 12.5 倍大，拉車時間固然較長，有了舒適的交通工具，讓您坐得更舒適。 

 巴士提供無線上網服務，讓您隨時與好友 on line 

首創非洲旅遊團體車上免費提供無線網路，讓旅客雖身處非洲但與世界親友零距離。 

 貼心包含每日進出旅館的行李運送費 

安排旅館人員替您將行李送抵房間，省卻拉行李的辛勞。 

 

【世界遺產】本行程包含 6項摩洛哥世界遺產  

 【拉巴特】現代的首都與過去的老城，2012年列入，反映歷史在城市內留下的光輝。 

 【菲斯老城】1981年列入，摩洛哥四大皇城之一，猶如露天的生活博物館。 

 【馬拉喀什老城】1985年列入，老城廣場為世界最大的露天食堂與娛樂市集。 

 【艾本哈杜】1987年列入，柏柏爾人沙漠土堡建築的典範。 

 【梅克尼斯歷史古城】1996年列入，龐大的帝國城區展示著過往的輝煌。 

 【沃呂比利斯考古遺址】1997年列入，摩洛哥最大的古羅馬城市遺址。 

 

【寂寞星球全球 500大景點】 

摩洛哥共有 5處被列為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大景點」，本行程全部羅列 



參考行程 

 

本行程表僅供參考，確定出發日期及每日行程。請洽晴天服務專員，謝謝您的支持! 

 

 菲斯老城區(11)、馬拉喀什—德吉瑪廣場(30)、撒哈拉沙漠—雪比大沙海(204)、馬拉喀什—

馬裘黑花園(329)、艾本哈杜(354) 。 

 

第01天 台灣伊斯坦堡 Istanbul【土耳其】 

TK-025 2110/0425+1 【飛行時間 12 時 15 分】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將直飛至伊斯坦堡轉機飛往摩洛哥第一大城卡薩布蘭加，班機於隔

日早上抵達。 

 

第02天 伊斯坦堡卡薩布蘭加 Casablanca【摩洛哥】―拉巴特 Rabat 

TK-617 1050/1305+1 【飛行時間 5 時 15 分】；(行車：95 公里，1.5 小時) 

班機於下午抵達卡薩布蘭加，辦完入境手續後隨即續前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UNESCO,2012】，

此地街道寬闊、市容整潔，為摩洛哥第四座皇城。參觀▲穆罕默德五世陵寢，其青銅鏤刻之幾

何圖紋，為阿拉伯建築藝術之上乘作品，陵墓入口處則可看到戍衛的皇家騎兵隊，可與之拍照

留念。陵寢旁的▲哈珊清真寺於 12 世紀興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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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尺的

▲哈珊塔及 300 多根斷柱仍屹立著。續前往建於 1785 年的▲摩洛哥皇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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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於此。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機上用餐+簡易餐盒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Hotel Sofitel Rabat Jardin des Roses 5* 或 同級 

《貼心提醒》：因抵達摩洛哥航班時間已過中午，且辦理團體入境耗時，為了有更充裕的參觀時    

間，我們將在車上準備簡易餐盒，您也可自備零食充飢。 

驚喜安排：首都拉巴特具有歐洲風味，城市裡散發出獨有的悠閒魅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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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特城有許多景點已於 2012年列入

世界遺產的名單之內。 

 

第03天 拉巴特―蕭安 Chefchaouen 

(行車：250 公里，4 小時) 

早餐後前往前往具有濃濃的西班牙風格的蕭安小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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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又有「摩洛哥天空之城」之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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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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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Dar Chaouen Hotel 4* 或 Riad Lina 4* 或 同級 

驚喜安排：蕭安小鎮處於二座山丘之間，蜿蜒的巷道依山而建，所有建築都塗滿了深深淺淺的

藍，彷彿像是浸泡過藍色染料，小鎮生活依然維持著傳統，是個風格迥異的小城。

記得起個大早，趁著商店還沒開之前，走一趟清晨的蕭安小鎮，您會有意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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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奇發現。當然，本行程飯店的位置，絕對讓您可自由安排時間徒步前往。 

第04天 蕭安―沃呂比利斯 Volubilis―梅克尼斯 Meknes―菲斯 Fes 

(行車：263 公里，4.5 小時) 

上午專車前往羅馬古跡★沃呂比利斯【UNESCO, 1997】，該城建於西元前 3 世紀，曾是「茅利

塔尼亞王國」首都，也曾是羅馬帝國在北非的行政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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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參觀被譽為摩洛哥

的「凡爾賽宮」的梅克尼斯【UNESCO, 1996】，阿拉維王朝的蘇丹王穆雷伊斯梅爾將這裡定為

首都，並仿造法國凡爾賽宮興建龐大的皇宮（從未完成）與 25 公里長的城牆。古城中的▲哈丁

廣場為古代宣達政令及審判之處，廣場前的▲曼索爾城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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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城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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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雷伊斯梅爾陵墓。續走訪位於東南城郊★皇家穀倉與馬

廄，這裡曾儲藏全城的糧食及飼養 12000 頭的馬匹，其規模可見一斑。隨後抵達摩洛哥第二大

城及第一個回教王朝之國都──菲斯，也是摩洛哥一千多年來宗教、文化與藝術之中心。抵達

後參觀舊城區外的▲菲斯王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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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斯城建於西元 9 世紀，並在西元 13-14 世紀時，到達了

它的鼎盛時期，今日舊城區的建築和主要遺跡都可以追溯到那個時期，包括伊斯蘭學校、集市、

宮殿、民居、清真寺、噴泉等等。飯店即位在北堡旁，可自由前往眺望菲斯舊城景象，抑或是

悠閒在飯店露天咖啡廳細細體會彷彿時空暫停的景象。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塔琴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Les Merinides 5* 或 Palais Medina & Spa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菲斯最有名的景點除了走進如迷宮一般的舊城區之外，另一不可錯過的就是開車到   

南、北二堡居高臨下眺望千塔萬戶的菲斯古城區，南、北視野各具特色，皆值得前

往。而我們在菲斯的住宿，也特別安排住宿於山丘頂的五星飯店，不論黃昏、夜晚

抑或清晨，您隨時都可眺望美景。 

 

第05天 菲斯―伊芙蘭 Ifrane―米德特 Midelt 

(行車：200 公里，3.5 小時) 

前往▲南堡居高臨下眺望千塔萬戶相連的菲斯古城區。參觀菲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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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參觀：菲斯城門中最美的▲布歇路德門；

結合學校清真寺功能且建築設計精美的★波伊那尼神學院；號稱世界最古老的大學▲卡洛英大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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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前往海拔 1,650公尺的中亞特拉斯山中小鎮▲伊芙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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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裡有一座由一位德國士兵於二次大戰時所雕刻的▲石獅子，成了所有觀光客到此一遊的重要地

標。隨後經過綠意盎然中亞特拉斯山脈與群山遍野的松木森林群，繼續前往高亞特拉斯山腳下

的山城▲米德特，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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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摩洛哥庫斯庫斯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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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Kasbah Asmaa 3*土堡飯店 或 同級 

驚喜安排：不管從菲斯到撒哈拉，或者是從撒哈拉到菲斯，坊間的所有行程都是用全日拉車的

方式完成。不僅全日拉車辛苦，到達撒哈拉之後已是晚上，隔日又匆匆上路前往歐

札札特，沒有時間好好欣賞這一路的美景，甚是可惜。因此，本行程特別安排於中

途米德特住上一晚，隔日再行半天的拉車，行程不僅輕鬆，更有充份的時間感受這

荒漠的南部摩洛哥。 

 

第06天 米德特―厄夫德 Erfoud―瑞薩尼 Rissani―梅若卡 Merzaouga 

(行車：270 公里，4.5 小時) 

用完早餐後，開始攀越高亞特拉斯山脈，沿途穿過 1930 年由法軍代為挖鑿的沙伯隧道後抵達

▲濟茲峽谷，這裡的景色可與美國大峽谷媲美，極為壯觀，而山谷下潺潺而流的即是發源於中

亞特拉斯山，全長 282 公里，最終進入撒哈拉沙漠的間歇性河流▲濟茲河。接續前往通往撒哈

拉大漠之門▲厄夫德，我們將在此地換乘▲吉普車繼續前進。首先前往瑞薩尼參觀▲阿里榭瑞

王子清真寺，阿里榭瑞為四大王朝「阿拉維王朝」的創建者，1659 年於瑞薩尼過世，用以紀念

他的清真寺也建於此地（非穆斯林僅能參觀清真寺外觀）。隨後前往神秘有名的撒哈拉沙漠，

在五百萬年前當撒哈拉沙漠仍在水面下時，這裡便囤積量多且種類繁複的化石，如三葉蟲、菊

石等生物化石，撒哈拉沙漠的邊緣地帶，我們有機會參觀位於撒哈拉的▲化石開採地。隨後進

入撒哈拉沙漠的▲雪比大沙海，並安排★騎駱駝悠遊於茫茫大漠之中，廣袤無際的沙漠，起起

伏伏的沙丘綿延到天際，在日落時刻的沙漠顏色，由金黃轉橘紅，瞬息萬變。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Kasbah Tombouctou 4* 或 Auberge Du Sud 4* 或 同級 

驚喜安排：撒哈拉絕對是摩洛哥行程的重點，很可惜的是，坊間所有的行程都僅是騎駱駝看日

落或日出，到此一遊後隨即離開。撒哈拉難道只有沙丘和駱駝，別無其它？這對撒

哈拉而言，實在是很大的誤解。本行程特別安排於中午抵達厄夫德，隨即換乘四輪

傳動車，走訪現今皇室「阿拉維王朝」的起源地──瑞薩尼、撒哈拉的化石開採地，

豐富的行程絕對讓您對撒哈拉有不一樣的看法。 

 

第07天 梅若卡―城堡大道 Kasbahs Road―托德拉河峽谷 Todra Gorge―歐札札特 Ouarzazate 

(行車：360 公里，6 小時) 

今早，您可早起爬上沙丘上等待沙漠日出，捕捉撒哈拉沙漠最美好的一刻。早餐後，續 乘吉

普車回到厄夫德。在厄夫德換乘大巴士後，專車前往托德拉斯峽谷。途中首先停車參觀古時荒

漠地區的▲地底暗渠，類似中國新疆地區的坎兒井，其目的是要確保地下水不會因炎熱及狂風

而被蒸發或污染。隨後沿途行經摩洛哥著名的▲城堡大道，這些曾經是當地大家族宅邸的城堡

是由朱紅色黏土所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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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前往摩洛哥最壯麗的▲托德拉河峽谷，高達 300 公尺的垂直山壁，山谷裡有托德拉河的清澈

溪水，以及美麗的綠洲與城寨，在此您可感受不同的摩洛哥風情畫。用完午餐後，續行駛於城

堡大道，欣賞峽谷、荒漠、高原等不同的地形地貌。隨後前往歐札札特參觀新近修建完成的▲

陶瑞特城堡，隨後前往多部好萊塢電影的拍攝地▲電影製廠，讓歐札札特有著「摩洛哥好萊塢」

的美稱。該地自古以來就是重要戰略位置，近年來因為許多好萊塢名片在此拍攝而成為著名的

觀光景點。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羊肉塔琴                    晚餐：飯店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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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Le Berbere Palace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城堡大道沿著大亞特拉斯山脈南部，沿途除了綿延不斷的綠色棕櫚樹與土造城堡

外，也有許多可觀的景點，其中類似中國新疆地區的坎兒井就值得為此停留。導遊

會在井底的通道點上一根根的蠟燭，既新奇又浪漫。而摩洛哥知名的玫瑰谷也在

這，您也有機會購買香水玫瑰製成品如花露水、面霜、香精之護膚品，物美價廉，

送禮自用兩相宜。 

 

第08天 歐札札特―艾本哈杜 Ait-Ben-Haddou―提吉恩提卻卡山谷 Tizzi-N-Tichka―馬拉喀什

Marrakech 

(行車：270 公里，5 小時) 

今日參觀摩洛哥最著名的築壘村▲艾本哈杜【UNESCO, 1987】，古城傲然聳立在金黃色的山丘

上，居高臨下，視野寬廣，城牆外，是一抹珍貴的淺水清溪，灌溉著放眼周遭所能僅見的綠意；

城牆內，傳統造型的方柱形塔樓參差交錯，令人驚豔不已。有二十多部國際電影以此城廓為重

要背景，包括了經典名作《阿拉伯的勞倫斯》及《神鬼戰士》。午餐後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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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專車抵達摩洛哥四大皇城

之一、別名「紅色都城」的馬拉喀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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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世紀建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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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參觀▲德吉瑪廣

場，這裡是馬拉喀什的靈魂之地，有各路跑江湖賣藝，也有各式各樣的風味小吃。今日晚特別

安排您在德吉瑪廣場自由用餐，讓您有充分的時間盡情享受屬於在摩洛哥的夜市文化。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摩式香料串燒         晚餐：自由用餐(退餐費 15 歐元) 

住宿：Radisson Blu Hotel Marrakech Carré Eden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艾本哈杜是由一組由高牆圍起來的土製建築，在防禦牆內建造有許多房屋，同時

四周還有箭塔進行輔助防禦，艾本哈杜可說是一處典型的前撒哈拉居民聚居區，

也是摩洛哥南部建築的經典範例。許多好來塢的經典名作都在此拍攝，不僅被列

入世界文化遺產，更被 2015<寂寞星球>列為全球 500大景點之一。 

驚喜安排 2：馬拉喀什最知名的景點絕對是德吉瑪廣場莫屬，一到黃昏，整個廣場鮮活熱鬧起

來，各種特色的小吃舖、水果攤、說書的、舞蛇、算命、耍猴、遊戲雜耍等，可

說是愈夜愈美麗，因此又稱「不眠廣場」。因此當晚將退餐費，自由覓食。 

 

第09天 馬拉喀什 ― 卡薩布蘭加 

        (行車：240 公里，3 小時) 

馬拉喀什【UNESCO, 1985】於 1070 年建城，是摩洛哥的第二大城市，曾經貴為皇城，現存完

整的城牆全長將近 16 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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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參觀十九世紀的豪華宅第★巴希亞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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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於 1565 年★阿里．班．約瑟夫神

學院，以繁複而裝飾華美的雕刻盛名，拱廊是環繞著讓人嘆為觀止的中庭建造的，相當值得參

觀。續往馬拉喀什的地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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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國時裝設計師──聖羅蘭生前最愛、死後葬於此的★馬裘黑

花園，是一處極具裝飾派藝術風格的別墅。隨後前往卡薩布蘭加。來到俗稱鴿子廣場的▲穆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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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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特色民宿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otel Sofitel Casablanca Tour Blanche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坊間旅行團總覺得馬拉喀什的德吉瑪廣場已是古城的全部，大多將古城內的市集遊

覽省略，甚是可惜。本行程由專業的中文導遊及馬拉喀什的地陪的陪同下，一同進

入市集內探險，各式摩洛哥當地人使用的物品，絕對讓您大開眼界。而位在市集內

的阿里．班．約瑟夫神學院美麗又經典，也不能錯過。 

 

第10天 卡薩布蘭加伊斯坦堡 

TK-0618 1435/2210【飛行時間 4 時 35 分】 

早餐後前往隨後參觀高聳於大西洋岸、宏偉壯觀的★哈珊二世清真寺，占地面積 9 公頃，建築

大量運用現代化科技，其中三分之一面積建在海上，被喻為 20 世紀建築界奇蹟。整個清真寺同

時可容納 10 萬人祈禱，是僅次於麥加的世界第三大清真寺。隨後前往卡薩布蘭加機場搭機返

台。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自行用餐(退餐費 15 歐元)            晚餐：機上用餐 

 

第11天 伊斯坦堡台灣 

        TK-024 0215/1825【飛行時間 11 時 10 分】 

班機於今日下午抵達台灣，回到溫暖甜蜜的家，結束您此次難忘的【皇皇城城、、古古都都、、撒撒哈哈拉拉──神神

奇奇迷迷幻幻摩摩洛洛哥哥精精華華之之旅旅 1111日日】。 

 

說明：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行

車參觀。 

 

 

【參團須知】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專員。

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

行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以及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基於國際禮儀，

全程司機、導遊、領隊建議小費為每日 10 歐元，11 日共計 110 歐元。 

 2018 年 3 月(含)後出發之團體，所有行程皆含小費。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2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

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

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22,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付房

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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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的三人房，

會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安排，且房間室內空間不若東南亞地

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店提出

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

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親

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摩洛哥餐食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

行車參觀。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

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列資料為

準。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說明】。 

 

所需證件： 

 護照彩色影本。(護照請簽名, 自返台日起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2 頁以上空白頁)。 

 旅客基本資料。 (聯絡地址、電話) 

 工作天：21 天。 

 

航  班  參  考 

起飛地─抵達地 機  場 航空公司 班  機  時  間 飛行時間 

台北─伊斯坦堡 TPE/IST 土耳其 TK-025 2110/0425+1 12:15 

伊斯坦堡─卡薩布蘭加 IST/CMN 土耳其 TK-617 1050/1305 5:15 

卡薩布蘭加─伊斯坦堡 CMN/IST 土耳其 TK-618 1435/2210 4:35 

伊斯坦堡─台北 IST/TPE 土耳其 TK-024 0215/1825 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