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 受 ♥ 完 美 時 刻
擁有北非花園美譽的摩洛哥，走到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並住宿帳篷酒店，

夜觀星河，晨觀日出，感覺無與倫比！沉醉於北非諜影之Rick’s Café

享受浪漫餐宴，精彩醉人心弦。

   優 遊 精 粹
►摩洛哥3大世界文化色彩之城－藍城、白城、紅城。

►全程入住5★級酒店住宿。

►獨家安排於北非諜影主題餐廳「Rick’s Cafe」，感受當年的經典浪漫情懷。

►現世存活之世界文化遺產 - 站馬廣場，時光倒流回到「一千零一夜」的童話情景。

►獨家安排參觀世界第三大哈辛二世大清真寺，耗資超6億美元，可容納10萬人做崇拜。

  異 國 滋 味
阿拉伯異域風情美食料理 - Tajine，特色烹飪燜煮食法加上天然食材，

挑起你最敏感的味蕾，色香味俱全，讓人欲罷不能。

   別 具 匠 心
►特別安排翡翠團友於北非諜影主題餐廳Rick’s Café，一邊聆聽名曲Casablanca，

►一邊品嚐尊屬餐宴，留住開心時光。

►一生人一次的世紀體驗 - 入住撒哈拉沙漠帳篷酒店，夜觀星河，清早觀賞最美麗的沙漠日出*。

出發日期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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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遊蹤之旅



第1天 // 原居地 - 卡薩布蘭卡  Home City - Casablanca 
乘搭豪華客機前往北非摩洛哥首都 - 卡薩布蘭卡，於航機上享用佳
餚美食。

第2天 // 卡薩布蘭卡 - 拉巴特 - 丹吉爾
  Casablanca - Rabat - Tangier 
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拉巴特』摩洛哥首府城市，綠化非常優美。著名的摩洛哥皇宮(外
觀)建於18世紀，融合阿拉伯與安達魯亞建築風格，不見高調奢華
，卻覺得清爽大方，展現摩洛哥王室親民作風。

『哈辛塔』1195年亞默哈德皇朝統治者欲建立一座全世界最大的清真
寺，高44米，可惜工程還未完成，統治者已逝世。穆罕默德五世皇陵
外圍拍照，這是20世紀所建的摩洛哥王室家族墓，現代摩洛哥之父 
- 穆罕默德五世和其子 - 已故國王哈珊二世皆長眠此地。
住宿：Hilton 或同級酒店。

第3天 // 丹吉爾 - 得土安(白城) - 舍夫沙萬(藍城)
  Tangier - Tatouan - Chefchaouen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丹吉爾』是摩洛哥北部古城、著名海港城市。位於直布羅陀海峽，
東進地中海、西出大西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

『斯帕特爾海角』大西洋與地中海水相互交接的地方，甚為壯觀。
『非洲洞』被海浪衝擊千百年來形成的奇觀洞穴，因造型像非洲大陸
而叫「非洲洞」。

『得土安』整個城市建築幾乎為白色，故稱為白城，1997年列為世界
文化遺產之城。格拉納達阿拉伯人、猶太人、摩爾人混居，後成為
西班牙殖民地，因此有著濃鬱的安達露西業風情，公共烤爐是老城
居民生活的樣貌之一。住宿：Parador 或同級酒店。

第4天 // 舍夫沙萬(藍城)- 瓦盧比利斯 - 梅克內斯 - 費斯
  Chefchaouen - Volubilis - Meknes - Fes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舍夫沙萬』被稱為藍城，因全城建築外牆都油成藍色而著稱。藍色
是猶太人喜歡的顏色，因為它象徴天堂也象徴猶太人的價值。漫步其
中，尤如進入童話夢幻世界，這裡現在也變成了新人拍攝婚莎照的
場地，浪漫醉心。

『瓦盧比利斯』建於西元前3世紀，古羅馬城市。羅馬廢墟見證了神
聖羅馬帝國的強大。

『梅克內斯古城』摩洛哥四大皇城之一。綠白相間的彩色裝飾而成的
曼索爾城門，古老神秘美麗。住宿：Les Merindes 或同級酒店。

第5天 // 費斯 - 市內休閒觀光  Fes City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費斯』著名的藍門成為城市標誌。古老的舊城區及皮染坊仍保存傳
統手藝，堅持以手染和天然染料進行皮革染工，即使氣味不適，仍
日日浸於染缸，完成一件件美麗的皮染作品。
住宿：Les Merindes 或同級酒店。

第6天 // 費斯 - 伊芙蘭 - (乘坐沙漠四驅車)梅祖卡
  Fes - Ifran - Merzoug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沙漠帳蓬晚宴

『伊芙蘭』被稱為阿拉伯世界的小瑞士，著名的花園城市，充滿歐式風
情的度假小鎮。建立在山上，是度過炎熱夏季的完美避暑山莊。地
標「哀傷的獅子」拍照留念。

『艾佛德』從花園城市轉去一個典型綠洲城市，你會感受到大自然的
偉大。乘四驅車前往梅祖卡入住特色星級帳蓬撒哈拉沙漠酒店，並
附有私人浴室。住宿：Oasis Tents  或同級酒店。

第7天 // 梅祖卡 - 撒哈拉沙漠日出之旅 - 歐薩薩
  Merzouga - Sahara - Ouarzazate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清晨可自費騎沙漠之舟 - 駱駝欣賞摩洛哥最著名的撒哈拉沙漠，欣

賞令人屏息的沙漠日出，綿延長達22公里，最高的沙丘甚至可達到
50公尺，是摩洛哥最動人難忘的自然美景。

『歐薩薩』貫穿大亞特拉斯山脈的托德拉河峽谷，景色壯麗，可感受
到不同的摩洛哥風情。建築多由簡單的土房子和鋸齒形塔樓建成，
窗子建在高處，防禦敵方入侵，歐薩薩又稱「沙漠之門」。
住宿：Le Berbere Palace 或同級酒店。

第8天 // 歐薩薩 - 馬拉喀什(紅城) - 北非特色晚宴
  Ouarzazate - Marrakesh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Fantasie特色晚宴

『埃本哈杜影城』此地早期是摩洛哥原居民柏柏爾人的村落，約有20
部左右的電影都千千迢迢到此尋外景場地。電影如「神鬼戰士」、「星
戰前傳」、「奪寶奇兵」也在此拍攝。

『馬拉喀什』意為「神的土地」，也被稱為紅城。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站馬廣場』傳統買賣、美食、街頭藝人各種表演應有盡有，一千零
一夜的故事很多來源於此。可自費參加乘馬車夜遊馬拉喀什。
住宿：Savoy 或同級酒店。

第9天 // 馬拉喀什 - 索維拉  Marrakesh - Essaouir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聖羅蘭花園』聖羅蘭設計師與同性好友兼生意夥伴對馬若爾花園一見
鍾情，購入整個花園翻新，定期在花園小住，度過不少美好時光，
也是品牌設計的重要靈感泉源之一。

『索維拉』摩洛哥最有魅力的海邊城市，有摩洛哥伊亞的美稱，被列
為世界文化遺產。古城內眾多古老建築，特色商店及小攤販數不
勝數。美麗的海岸邊是情侶們約會的地方，現成為摩洛哥重要的港口。
住宿：Sofitel 或同級酒店。

第10天 // 索維拉 - 傑迪達 - 馬札港 - 卡薩布蘭卡
  Essaouira - El Jadida - Mazagan - Casablanca
早餐：酒店 午餐：海濱渡假酒店自助餐 晚餐：音樂餐房 

『傑迪達』葡萄牙曾占領的城市，著名的葡萄牙地下水宮最初為地下
儲物宮，後改成為地下水宮，攝影者喜歡拍攝水中倒影，這已有
500年歷史的水宮至今仍屹立不倒。

『馬札港』著名的海濱渡假區，整個渡假區規模寵大，氣派非凡。
住宿：Sheraton 或同級酒店。

第11天 // 卡薩布蘭卡 - 市內觀光  Casablanca City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卡薩布蘭卡』也可稱為白色之城，摩洛哥最大城市。洋溢著阿拉伯、
法國、葡萄牙、西班牙的混合味道，因一部「北非諜影」電影而聞名世界。

『哈辛二世清真寺』該寺工程動用六千名傳統工匠，用料和設備極為
講究，當中包括不少高科技元素。其尖塔高210米是全世界最高尖
塔，建於摩洛哥海角邊緣，面對大西洋，能容納25,000個信眾。廣
場能容納80,000信眾，是摩洛哥最大的清真寺。摩洛哥購物中心非
常現代及潮流的大型購物中心，集娛樂、休閒、飲食、購物與一體
的綜合性現代購物城。住宿：Sheraton 或同級酒店。

第12天 // 卡薩布蘭卡 - 原居地  Casablanca - Home City 
早餐：酒店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多倫多 • 蒙特利爾 • 渥太華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2天 $3998 $580 $4578 $850
溫哥華 • 卡爾加里 • 愛民頓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2天 $4598 $580 $5178 $850

晨鳥優惠︓每位$1000起︐限前10名︐先到得到

收費按兩人一房計算。

小童收費適用於2-11歲且與2成人同房不另加床。

3成人同房不另加床(名額有限)。

出發前60天需繳清團費。

團費已於原價扣除4%，須以現金繳付，如用其他付款方法須以原價繳付。

報名條款及細則問題，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詳細事項。

費用包括：
• 全程5★級酒店
• 來回原居地國際機票
• 行程內指定觀光旅遊節目及門票
• 行程指定膳食
• 專業華人領隊
• 全程豪華舒適巴士
• 海關離境稅、機場稅：CA$580

費用不包括：

• 旅遊保險及一切私人費用

•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每天EUR€10）

• 簽證事項：加拿大、美國、香港特區、中國護照免簽證

• 行程額外旅遊節目及自費項目*

東岸旅遊熱線東岸旅遊熱線

905-882-2288905-882-2288

西岸旅遊熱線西岸旅遊熱線

604-270-3288604-270-3288

旅遊達人會客室旅遊達人會客室
時間/日期/方式由您定

1.最新潮安全『零』接觸視像會面
2.保持安全距離私人面對面介紹
旅遊預約熱線：905-787-8010

本公司分行遍布北美東西岸及中國：
美國三潘市、芝加哥

加拿大溫哥華、卡加利、多倫多、蒙特利爾
中國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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