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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葡萄牙．英属直布罗陀．摩洛哥 23 日 

 

第 1 天 奥克兰／杜拜 

(05MAY) 今日聚集奥克兰机场，在工作人员协办出境后，搭乘豪华客机飞往西班牙临地中海的艺术

之城——巴塞罗那。(夜宿机上) 

 

第 2 天 杜拜／巴塞罗那 BARCELONA（西班牙） 

(06MAY) 班机抵达巴塞罗那后，首先拜访◎孟特惠克山丘、◎

1992 年奥林匹克会场，可于山丘上远眺巴塞罗那港

区，美不胜收的地中海风光与市街美景尽收眼底，令人

流连忘返。之后前往巴塞罗那市区，参观巴塞罗那举世

闻名的地标，由西班牙现代建筑之父高第所设计，至今

仍未完工却已名列世界遗产的★圣家族教堂，从教堂

的造型与出生立面可以瞻仰高第的建筑功力。(如遇圣

家堂预约客满，则改为圣家堂路过参观，奎尔公园入内

参观)。晚餐特别安排【地中海海鲜细面】。 

 

行车参考距离：巴塞罗那市区观光 

 

早：机上                      午：机上                    晚：地中海海鲜细面 

宿：AYRE GRAN VIA HOTEL (四星 A 级)或同级 

 

第 3 天 巴塞罗那／马德里 MADRID 

(07MAY) 今日独家参观私房景点★奎尔宫，奎尔宫可以说是

认识高第的「经典入门」，1969 年被西班牙政府荣

颁为国家史迹。在这里能尽览高第独特之磁砖设计

装饰，更可藉以了解其建筑的演进历程，可说是巴塞

罗那 CP 值最高的景点。(如遇休馆、订位客满则改

参观米拉之家)。续往著名的★毕加索美术馆，这里

是收藏毕加索年轻时期画作最丰富的美术馆，专业的导览解说带您了解天才画家在各种

时期的风格演变(如遇休馆、订位客满则改参观米罗美术馆)。 

 

之后再带您徒步观光：途经高第落实自然主义最成熟的作品◎米拉之家、以圣乔治屠龙

为故事背景，耀眼炫目外观的◎巴特由之家；来到巴塞罗那最热闹的商业购物区◎兰布

拉斯大道、◎加泰隆尼亚广场，给您一些不一样欧洲风情感受。晚上搭机飞往西班牙的

首都——马德里。 

 

行车参考距离：巴塞罗那-(飞机 1 小时)-马德里 

 

早：旅馆自助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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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Can Culleretes 百年餐厅(如遇订位客满，则改安排其他百年餐厅代替) 

晚：因航班因素，发餐费 10 欧元 

宿：AYRE GRAN HOTEL COLON (四星 A 级)或同等级 

 

第 4 天 马德里—托雷多 TOLEDO 

(08MAY) 早上，参观世界著名★普拉多美术馆(如遇

订位客满，则改安排参观苏菲亚王妃艺术

中心)，来一趟艺术的巡礼，其中闻名于世

的西班牙名画家哥雅、委拉斯盖兹、艾尔

葛雷科等的著名画作，令您永生难忘。并

拜访◎西班牙广场上大文豪赛万提斯、唐

吉诃德与忠仆商丘的雕像，于◎哥伦布广

场上遥想当年十五世纪西班牙海权极盛时

期的光辉、◎西贝流斯广场、◎太阳门广

场。午餐特别安排享用【西班牙番红花海鲜饭+TAPAS】， 

 

下午参观采巴洛克式古典主义设计的★西班牙皇宫(如西班牙皇宫因国事不开放参观，则

改安排参观帕多皇宫)、◎东方广场，亲身体会西班牙海权强国时代的奢华气派。傍晚前

往托雷多，经太加斯河畔远眺城区夜景，方形的旧皇宫有如城堡般位于城区的最高处，

城中还维持中古世纪之古城风情。 

 

【西班牙皇宫】 

位在马德里的皇宫是 18 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五世

所建，当时西班牙正值海权的鼎盛时期，因此无论在

建筑上，或皇宫内的摆设、壁画、水晶吊灯、时钟等

均为举世珍品，奢华炫烂的装饰，展现当时西班牙王

室身为为欧洲霸主的雄心气魄。 

 

行车参考距离：马德里-(85 公里)-托雷多 

 

早：旅馆自助式     午：西班牙番红花海鲜饭+TAPAS         晚：中式六菜一汤 

宿：EUROSTARS TOLEDO HOTEL (四星 A 级)或同等级 

 

第 5 天 托雷多—白色风车村 CONSUEGRA—塞歌维亚 SEGOVIA 

(09MAY) 上午拜访这个时间冻结在中世纪的古城。托雷多不仅仅是西班牙的旧首都，也是数百年

来西班牙王国的宗教、文化中心，漫步在灰黄色的石板路上，感受盘绕在建筑物上的历

史气息。进城后参观★托雷多大教堂，其中的特殊建筑风格及各种稀世珍宝令人印象深

刻，并欣赏★SANTO TOME 教堂里名画家艾尔葛雷科栩栩如生的画作——『奥加兹伯

爵的葬礼』、◎圣马丁桥。之后前往◎白色风车村，一片无垠的拉曼查平原，壮阔苍茫的

景致让您不知不觉坠入唐吉诃德的动人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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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前往塞歌维亚，入城时，映入眼帘的是二千年前由罗马人兴建的花岗岩◎水道桥，

可感受昔日罗马人统治时之繁荣盛景，进城后沿着古意盎然的◎国王大道参观古建筑：

◎主广场、有「教堂贵妇」之称的◎大教堂、◎鸟喙之家，之后可与宛如白雪公主城堡

般的◎ALCAZAR 城堡合影留念。晚餐特别安排【香脆可口的烤乳猪风味餐】。 

 

【白色风车村】 

白色风车村是一个景致特殊的小镇，属于西班牙三

大旅游路线中的『唐吉诃德之路』。伊比利的拉曼查

高原，气候多风少雨，在 Consuegra，居民利用风

力建立一座座的风车作为磨坊，配上萧瑟的地景，颇

有一种凄凉的美感。赛万提斯便以此景作为唐吉诃

德夜战风车怪的故事地。本公司也特地带各位至

DON QUIJOTE 黑白电影里主人翁下榻闹笑话的客

栈，让旅客可更真实会这部文学巨著的意境。 

 

行车参考距离：托雷多-(85 公里)-白色风车村-(220 公里)-塞歌维亚 

 

早：旅馆自助式        午：拉曼查省传统料理              晚：烤乳猪风味餐 

宿：EUROSTARS AQUEDUCTO HOTEL (四星 A 级)或同等级 

 

第 6 天 塞歌维亚—阿维拉 AVILA—莎拉曼卡 SALAMANCA 

(10MAY) 上午前往「世界人文遗产」的 11 世纪古城——◎阿维拉，鲜绿草地中耸立着雄伟的城

墙，令人惊叹不已。抵达后市区观光：◎阿维拉大教堂、◎圣维圣德教堂、◎四支柱。 

 

随后前往西班牙的学术重镇，有大学城之称的莎拉曼卡，海外慕名而来的青年学子纷沓

来此学习，为古老大学城注入年轻的生命活力。抵达后徒步前往有西班牙最优雅广场之

称◎主广场、◎贝壳之家、中世纪欧洲四大名校之一的◎莎拉曼卡大学，13 世纪学生上

课的课桌椅、图书馆等至今仍保存良好、◎新旧大教堂毗临而立，空气中飘荡着庄严的

气氛，教堂里融合了哥德式、罗马式、巴洛克式、银匠式风格建筑。 

 

【世界人文遗产——阿维拉】 

阿维拉是西班牙地势最高的城市之一，罗马人、

西哥德人、摩尔人都曾占领此地，1088 年被卡

斯提尔王国收复，为抵御摩尔人再度侵犯，国

王阿方索六世下令于原古罗马城墎重新修筑

城墙，每日调派施工人力约 3,000 人，仅仅花

了 10 年就完工。城堡外观属于罗马式风格，

但有摩尔装饰，整个城墙长 2.5 公里，高达 12 公尺，墙的厚度达 3 公尺，共有 9 个城

门、4 个出击口、88 座圆弧形塔楼，城堞的位置可纳多达 3,000 位弓箭手，是座铜墙铁

壁固若金汤的城堡。阿维拉城也是天主教圣人德雷莎的出生地，自古慕名者纷纷踏幸而

来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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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参考距离：塞歌维亚-(65 公里)-阿维拉-(97 公里)-莎拉曼卡 

 

早：旅馆自助式    午：中式六菜一汤        晚：西式料理 

宿：HALL88 HOTEL (四星 A 级)或同等级 

 

第 7 天 莎拉曼卡—波多 PORTO(葡萄牙)—布拉加 BRAGA 

(11MAY) 今日较早出门，前往葡萄牙北部第一大城——波多。前往波多旧城区，经过◎市政厅、

来到世界美丽火车站——★圣本笃车站：原本是座修道院，法式风格外观设计十分典雅，

火车站内大厅的墙面装饰着满满两万块精致蓝白色瓷砖，诉说着葡萄牙的历史故事，共

花了 11 年时间完成，细致的手艺让人惊叹不已。这种彩绘磁砖，于葡萄牙已 500 年历

史，技术传承自当时占领伊比利半岛的摩尔人。 

 

下午来到河滨区安排★酒庄品酒，香甜厚实的口感令人回味无穷。这里可以欣赏被列为

世界遗产◎波多河岸区的无限风光，以及串联杜罗河两岸的◎路易一世铁桥 PONTE DE 

DOM LUIS I：圆弧造型的双层设计，是波多最具代表的一座铁桥。晚上前往布拉加，住

宿在这个充满神学氛围的宁静小镇。 

 

【葡萄牙的第一大使——波特酒】 

波特酒的名称就是来自于出口此酒的港口名，也就是

「波多」；根据欧盟保护原产地准则，只有杜罗河谷区

域所生产的才能被标记为波特酒。古时候制酒商在葡

萄园完成酿制工序后，将波特酒以橡木桶封装，用小

舟运送至波多进行陈放调制，再出口到英国，于是波

多的河岸便聚集了许多酒庄与存放波特酒的仓库。 

 

行车参考距离：莎拉曼卡-(350 公里)-波多-(50 公里)-布拉加 

 

早：简式早餐            午：杜罗河畔葡式料理               晚：葡式风味餐 

宿：HOTEL PARK BRAGA 或 HOTEL DO TEMPLO (四星) 或同级 

 

第 8 天 布拉加—阿维罗 AVEIRO—诺瓦海滩—孔布拉 COIMBRA 

(12MAY) 上午前往建立在布拉加山顶上的★仁慈耶稣神圣教堂，沿途欣赏布拉加市区美景，并安

排搭乘伊比利半岛最早的★缆车。 

 

随后前往葡萄牙的威尼斯——阿维罗，这是个被舄湖围绕的小镇，镇上有两条运河，河

道上小舟穿梭，彩绘的船只与小拱桥共同交织出旖旎的水上风光。续往诺瓦海滩，这里

沿着海边兴建了一长条彩色屋。五颜六色的房舍搭上海滩美景，令人心旷神怡。续往孔

布拉，此城两百年来一直是葡萄牙仅次于里斯本的重要城市。抵达后市区观光：◎孔布

拉大学、◎新旧教堂、◎玛查多博物馆、◎圣库尔斯修道院，其建筑艺术于当时独树一

格、由蒙德加河上的◎圣塔克拉桥眺望可见到孔布拉大学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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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耶稣神圣教堂】 

这里是罗马天主教的朝圣地，以 116 公尺长的

巴洛克风格回旋阶梯而著称。有『神圣之路』

别称的曲折阶梯，每一层都有不同的雕像，朝

圣者藉由登上台阶的劳动，来思考物质世界的

意义还有神学过程，在幽静的山林中感受信仰

的力量，在阶梯中的喷泉让朝圣的信徒们可净

化自己的思想，沉静心灵。 

 

行车参考距离：布拉加-(125 公里)-阿维罗-(68 公里)-孔布拉 

 

早：旅馆自助式           午：渔港小镇沙丁鱼料理           晚：葡式皮里鸡 

宿：TRYP COIMBRA HOTEL(四星 A 级)或同等级 

 

第 9 天 孔布拉—法蒂玛 FATIMA—仙达 SINTRA—里斯本 LISBON 

(13MAY) 早餐后，前往天主教最著名的宗教圣地、亦是圣母显圣地——法蒂玛，前往参观★法蒂

玛大教堂。续前往仙达区，来到有「世界的尽头，海洋的起点」之称的◎洛卡岬眺望大

西洋之美景，并可获得一份★「欧洲最西点证书」，值得永久的回忆及珍藏。 

 

随后前往英国诗人拜伦眼中的「地上伊甸园」——★仙达皇宫，融合了摩尔式、哥德式、

葡萄牙式的建筑风格及庭园造景，可感受葡萄牙海权时代的尊荣，之后前往里斯本。到

里斯本观光，您一定不会错过★百年历史电车，独特的黄色车身行驶在旧石板路，是老

里斯本人的主要交通工具。还要安排前往市中心◎罗西欧广场、◎金街、◎银街、◎奥

古斯塔街自由活动，沉浸于里斯本浪漫氛围中，晚上欣赏葡萄牙国粹★【华多音乐表演】

并享用葡式料理。 

 

【仙达皇宫】 

仙达皇宫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体贴来自英国

的皇后不习惯里斯本的酷热，在此觅地建造夏

宫让皇后避暑。皇宫的外观朴实简约，内部则

以彩色瓷砖镶嵌装饰，融合阿拉伯与欧洲的风

格，璀璨华丽引人目光，足可感受葡萄牙的国

力在海权时代的强盛。 

 

【里斯本电车】 

葡萄牙因为经济因素，里斯本的公共电车交通系统至今

仍未更新，许多游客就喜欢这搭乘复古电车穿梭在大街

小巷的乐趣。而就路面上的常民交通工具而言，世上很

难找到比这个更具风味的，可称「海上威尼斯，陆面里

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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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参考距离：孔布拉-(81 公里)-法蒂玛-(146 公里)-仙达-(51 公里)-里斯本 

 

早：旅馆自助式         午：鱼排风味料理+精酿葡萄酒        晚：葡式料理 

宿：RADISSON SAS BLU HOTEL (四星 A 级)或同级 

 

第 10 天 里斯本—艾佛拉 EVORA—巴达贺斯 BADAJOZ (西班牙) 

(14MAY) 上午参观★马车博物馆，这里陈列着 16 世纪以来葡萄

牙各国王公贵族使用的华丽马车，在此能对当时葡萄

牙王室强盛的情景有个概念。接下来前往◎贝伦塔，以

及造型如船帆的◎发现者纪念碑，象征葡萄牙是开启

大航海时代的先驱，并可游览太加斯河两岸旖旎风光。

续往◎杰若尼莫修道院，一览葡萄牙海权盛世时遗留

下的曼纽尔式建筑。而后再前往百年老店品尝正宗★

葡式蛋塔，午餐特别安排【葡萄牙窑烤 B.B.Q.自助餐】。 

 

午后拜访世界遗产小镇◎艾佛拉，这里处处是古迹，市中心的摩尔式的拱形长巷弄与与

白屋非常特别。此外，★人骨礼拜堂以及◎大教堂都是参观重点。随后前往西葡边境城

市——巴达贺斯。 

 

【艾佛拉】 

艾佛拉城内的建筑深受罗马、摩尔及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影响，融合不同形式的建筑风

格，城墙是罗马时期建成的，市中心街道保留摩尔时期所建造的拱形长巷弄与亮眼的白

屋，大教堂旁甚至有如雅典卫城的神庙。堪称处处是古迹的艾佛拉，于 1986 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文化遗产。 

 

行车参考距离：里斯本-(164 公里)-艾佛拉-(99 公里)-巴达贺斯 

 

早：旅馆自助式          午：葡萄牙窑烤 B.B.Q.自助餐       晚：中式六菜一汤 

宿：HUSA ZURBARAN HOTEL (四星 A 级)或同级 

 

第 11 天 巴达贺斯—塞维亚 SEVILLA—哥多华 CORDOBA 

(15MAY) 早餐后，前往西班牙安达鲁西亚首府——

塞维亚，此城为 1992 年世界博览会之都。

抵达后入内参观西班牙排名第一的★塞

维亚大教堂(如遇大教堂举行弥撒不对外

开放，将改安排参观 ALCAZAR)。此教堂

因适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黄金时代，造

就出不凡之建筑雕刻与装饰陈设、对西班

牙航海贡献最大之哥伦布长眠于此，由后

世景仰，还要沿着坡道登上★希拉达塔，



                              

2023/1/16 

俯瞰市街景观：颇具伊斯兰文化风格的◎ALCAZAR 宫殿、◎玛丽亚露意莎公园、◎黄

金塔、◎斗牛场、最富有回教色彩之◎圣十字犹太区。续前往摩尔人文明据点—哥多华。

晚餐特别安排【西班牙传统牛尾餐】。 

 

行车参考距离：巴达贺斯-(245 公里)-塞维亚-(142 公里)-哥多华 

 

早：旅馆自助式            午：安达鲁西亚风味餐       晚：传统牛尾餐 

宿：AYRE CORDOBA HOTEL (四星 A 级)或同级 

 

 

第 12 天 哥多华—格拉那达 GRANADA 

(16MAY) 早餐后，前往摩尔人文明据点——哥多华，映入

眼帘的是壮观的◎古罗马桥。参观经典建筑的★

MEZQUITA 清真寺(如遇宗教活动不对外开放，

则改安排参观 ALCAZAR 城堡)。之后漫步于◎

犹太人街区、◎百花巷，一窥从摩尔时期保存至

今，传说中安达鲁西亚瑰丽之中庭艺术。 

 

随后前往西班牙最后的摩尔王朝——格拉那达，

此地是伊斯兰势力的终点，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

色彩。参观极具艺术价值，被形容为「人间乐园」

之★阿尔罕布拉宫城堡区及◎宫殿区、◎查理五

世宫殿、有「天堂花园」美称的◎格内那利菲皇

庭花园。阿尔罕布拉宫内精巧的设计，缀以华丽

的雕饰，庭园之内的喷泉水池、修剪整齐的花草，

体现大食帝国的繁华宫殿及庭园建筑的特殊风格，堪称为精华代表。晚上欣赏精彩动人

西班牙国粹的★佛朗明哥舞蹈表演，品尝桑格利亚水果酒。 

 

【MEZQUITA 清真寺】 

清真寺是摩尔王朝于公元 785 年建成，当时的

哥多华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清真寺的

建筑便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其内部由

850 根玛瑙碧玉般的大理石圆柱装饰，代表了

棕榈树绿洲，有伊斯兰天堂的涵义，走入其中

让人有进入迷宫感觉。被天主教收复后改建为

天主教堂，是世界上唯一的为伊斯兰及文艺复

兴时期混合的奇特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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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专业佛朗明哥舞表演】 

佛朗明哥是西班牙国粹，内容包括：舞蹈、歌唱、吉他三部分，以脸

部表情、跟随着节奏的跺脚与身体律动。西班牙的佛朗明哥不讲究华

丽服装，舞者不纤瘦、充满风霜；岁月历练过的精湛舞技就是其精华

所在。本公司旅游不惜成本安排专车前往原汁原味的舞场观赏表演，

让大家可以尽情跟着激烈高昂的气氛，与西班牙人一齐喊 BRAVO 太

棒了，让热血澎湃心情 HIGH 到最高点。 

 

行车参考距离：哥多华-(227 公里)-格拉那达 

 

早：旅馆自助式           午：阿罕布拉区风味料理          晚：中式六菜一汤 

宿：MACIA REAL DE LA ALHAMBRA (四星 A 级)或同级 

 

第 13 天 格拉那达—米哈斯 MIJAS—隆达 RONDA 

(17MAY) 早餐后，前往拜访座落于太阳海岸平缓山丘上的「白色乡镇」——◎米哈斯，白壁人家

映着湛蓝的天空，家家户户窗前百花盛开，风景如画，而◎圣母坛、◎百花巷，更是绝

无仅有的景观；之后您可在◎宪法广场，购买多样化西班牙彩绘花盘、瓷具。之后，前

往斗牛的发祥地─◎隆达，到处都是白壁人家及悬于地面 100 公尺的◎新桥，更是形成

奇特的观光景致、西班牙最古老之◎斗牛场。 

 

【白色小镇——米哈斯】 

地中海沿岸景色秀丽，特别是西班牙南部的海岸线更被世人美名为太阳海岸，在这里有

许多风情万种的小镇如珍珠般的散落各地，其中最风光明媚的一颗明珠——米哈斯，最

受旅人喜爱。此镇在公元二世纪的罗马时代建立，从那时开始，就是一个交通与商业非

常重要的中继站，也是因此，镇上目前还留有罗马时期的城墙和住家遗址。虽然之后伊

比利半岛被摩尔人统治将近八个世纪，再来有天主教徒的文化洗礼，但是当地的建筑并

无太大改变。整个山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走，一起到米哈斯感受阳光海岸线的绮丽，

体验小镇的风情万种吧！ 

 

行车参考距离：格拉那达-(170 公里)-米哈斯-(93 公里)-隆达 

 

早：旅馆自助式         午：太阳海岸鳟鱼风味餐      晚：马拉加省炖鸭风味料理 

宿：MAESTRANZA HOTEL (四星 A 级)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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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天 隆达—英属直布罗陀 GIBRALTAR—码头／丹吉尔 TANGIER (摩洛哥) 

(18MAY) 上午搭乘专属巴士，登上英属直布罗陀的注册标志「The Rock」：一块占去直布罗陀领

土大部分面积的巨岩。巨石上栖息着欧洲唯一的野生猕猴群：「直布罗陀猕猴」，这些巴

巴利猕猴在当地被视为吉祥物，严禁游客喂食。岩石山中有个★圣米盖尔钟乳石洞，经

常作为芭蕾、戏剧表演及音乐会的场地。结束英属直布罗陀的行程后，之后，前往欧非

两大洲互通之门户也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阿尔西拉斯，这里是前往非洲的重要起讫

站，取票后前往码头，搭乘★渡轮横渡直布罗陀海峡，挥别欧洲大陆，前往摩洛哥北部

海港——丹吉尔。 

 

【英属直布罗陀】 

英国海外属地，为位于西班牙南面的半岛，与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大西洋相邻，英

国 1713 年自西班牙取得直布罗陀，在 1830 年正式宣布为殖民地。直布罗陀面积 6.8 平

方公里，海岸线长 12 公里；居民 3 万人左右，人口密度之高位居世界前列。这里对很

多台湾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旅游地；在希腊神话中，这是世界的尽头；现实世界

里，是地中海的战略要塞，扼守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的航海要道，又有「直布罗陀之钥」

的别称。 

 

行车参考距离：隆达-(113 公里)-英属直布罗陀-(26 公里)-码头 / (渡轮 2 小时) 

              -丹吉尔(摩洛哥) 

 

早：旅馆自助式         午：英属直布罗陀当地料理        晚：摩洛哥式料理 

宿：FARAH HOTEL TANGER (五星级)或同级 

 

第 15 天 丹吉尔—杰夫萧万 CHEFCHAOUAN 

(19MAY) 今日带您拜访摩洛哥最负盛名的蓝色山城——杰夫萧万。这个座落里夫山脉间的城寨，

是 15 世纪时，安达鲁西亚人为了逃离与葡萄牙的战事，跨海逃难到此处建造的避难碉

堡。一幢幢的建筑顺着山坡兴建，形成了这座巷弄复杂的小城。然而，因地势的阻绝与

居民的排外性，杰夫萧万在建立之后遗世独立了将近 5 个多世纪，整个城镇犹如一个历

史真空罐，保存了极为鲜明的古老安达鲁西亚特色。城镇中的大多数的房屋墙面都漆上

了深浅不一的蓝色，街道景色非常的神秘魔幻，在世界上说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任何一

个转角都是取景拍照的好地点，穿梭在弯曲的巷弄中让人有一步一景的感受，可说是摩

洛哥最具特色的地方。 

 

 



                              

2023/1/16 

【杰夫萧万】 

座落里夫山脉中的山城，是 15 世纪时安达鲁西亚

难民跨海逃难，为了防御葡萄牙入侵，在此处建造

的碉堡，一幢幢的建筑顺着山坡兴建，形成了这座

巷弄复杂的小城。然而，因地势的阻绝与居民的排

外性，杰夫萧万遗世独立了将近 5 个多世纪，整个

城镇犹如一个历史真空罐，保存了极为鲜明的古老

安达鲁西亚特色。普通的平房墙面都漆上了深浅不一的蓝色而显的与众不同，充满了魔

幻神奇的氛围。 

 

行车参考距离：丹吉尔-(112 公里)-杰夫萧万 

 

早：旅馆自助式           午：摩洛哥烤串风味料理           晚：旅馆内用餐 

宿：PARADOR CHEFCHAOUEN 或 ATLAS CHEFCHAOUEN (山城旅馆) 或同等级 

 

第 16 天 杰夫萧万 CHEFCHAOUAN—费斯 FES 

(20MAY) 前往摩洛哥第二大城及第一个回教王朝之国都—费斯。费斯是穆斯林在此建立的第一个

皇城，四大皇城中辉煌的。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可说是一个黄金时代，在欧洲进入中古黑

暗世纪之时，费斯城市却是人文荟萃、学术发达、商业繁荣兴盛。在强大的国力与财富

支持下，得以建造极为精美的皇宫与城市重要建筑，使用大量的蓝色瓷砖拼花装饰，让

费斯又有蓝色皇城的美称。然而当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时，灿烂的穆斯林文化却

因外敌入侵而逐渐没落。后来王都虽然迁到马拉喀什，不过费斯作为摩洛哥文化与精神

首都的地位始终屹立不摇。今日费斯城区游览，前往◎伊斯兰聚居区，◎旧城区蜿蜒巷

道繁复交错，是世界上最易迷路的城市。◎皮革染料场仍采用古老的鞣制法，各各不同

大小及染料颜色的染缸，极具当地人文色彩，呛烈的气息令人印象深刻。续，参观弥漫

历史悠情的◎旧市集、世界最古老大学◎卡洛茵大学、「七个大门、七个幸福」◎费斯王

宫。今天就让您尽情流连在这古都当中，感受古老气息。 

 

【费斯皇宫】 

费斯皇宫位在旧城区旁，黄铜铸造的大门上雕刻的

图案极为细致；墙壁与饰柱上的马赛克拼贴，是用

瓷砖、宝石与珠贝先切割打磨好，再由工匠一个个

手工拼贴完成，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欣赏到精湛的伊

斯兰工艺。七道门象征着人生七件大事，有「七个

大门、七个幸福」之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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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旧城】 

因为费斯王都的建立，依附于旁的旧城区也随之

兴起，这里是平民的居住地；工匠、建筑师、学

徒、商人以及侍奉他们的奴仆聚居于此。千年以

来因为重度使用，房屋迭加的结果产生了许多极

为复杂的狭小巷弄，就连当地人也不一定弄得清

楚，被戏称为「世界上最容易迷路的城市」。 

 

【皮革染坊】 

费斯的手工制皮从 16 世纪开始发展，现在是世界

上仅存的天然手工揉皮厂，生产的皮革至今仍是许

多名牌精品爱用的原料。由于使用的大量的天然材

料，刺鼻的气味令人难以忘怀。染坊中工人不断的

将皮革浸泡在各色染缸与曝晒的景象，是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人文风景。 

 

行车参考距离：杰夫萧万-(197 公里)-费斯 

 

早：旅馆自助早餐         午：柠檬鸡肉塔吉锅        晚：亚洲风味料理 

宿：HOTEL MERINIDES 或 PALAIS MEDINA & SPA(五星)或同级 

 

第 17 天 费斯—伊夫兰 IFRANE—艾弗德 ERFOUD—撒哈拉沙漠 SAHARA DESERT 

(21MAY) 今早向撒哈拉沙漠出发，沿途经过摩

洛哥第一山峰阿特拉斯山，若冬季来此，可见霭霭

白雪布满山峰，景色极为壮观。首先来到阿特拉斯

山腰上，由欧洲人建立的城市伊夫兰，这个地方有

大片平滑的山坡，是冬季滑雪的好场地；即使在夏

天，这里的气温也凉爽宜人。之后前往柏柏人的城

市◎米德特，四周干燥贫瘠，往南方放眼望去，平

坦黄土大地的远方是北非第一高峰阿雅齐山脉 JEBEL AYACHI，十分壮观。 

 

抵达撒哈拉沙漠之门◎艾弗德之后，搭乘★四轮传动车进入撒哈拉沙漠地区——梅如卡，

您可以欣赏到极为奇幻的景色，并于日落前，安排★骑骆驼悠游于茫茫大漠之中，广袤

无际的沙漠，起起伏伏的沙丘绵延到天际。瞬息万变的沙漠颜色，由白天金黄转黄昏的

橘红。(如因季节日照时间影响，无法安排观赏日落，则调整为隔日骑骆驼观赏日出。) ，

今日特别安排入住土堡旅馆，给您独一无二的撒哈拉体验。 

 

行车参考距离：费斯-(412 公里)-艾弗德 

 

早：旅馆自助早餐      午：烧烤鳟鱼风味料理         晚：旅馆晚餐 

宿：土堡旅馆 KASBAH HOTEL XALUCA ARFOUD 或 KASBAH TOMBOUCTOU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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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当地土堡旅馆预约客满．则安排沙漠帐篷旅馆) 

 

第 18 天 艾弗德—托德拉河峡谷 TODRA GORGE—瓦札札 OUARZAZATE 

(MAY22) 上午前往◎托德拉河峡谷，托德拉河贯穿大亚特拉斯山脉，在南方切割出壮丽的峡谷景

色，可媲美美国的大峡谷，落差 300 公尺高的峡谷中有摩洛哥境内最大的瀑布，枯水期

间水量稀少，甚至可以步行或乘车抵达。之后沿着达岱斯河及托德拉河的河谷奔驰，是

摩洛哥最富盛名的沙漠景观公路，又称为『千堡谷大道』，您将会看到草原、沙漠、高原

等不同地形地貌变化，以及围着河谷绿洲所建的土堡房屋。续，前往于亚特拉斯山、德

拉山，达德山三处的交会点瓦札札，自古以来就是重要战略位置，拜访修建完整壮观的

★陶瑞特城堡，城堡内极富人文色彩。 

 

【陶瑞特城堡】 

陶瑞特城堡的主人其实是瓦札札地区的富商，没有皇室

贵族身份。然而，城堡落成时被视为当地最大的一座土堡

建筑。几何图形的城墙，曲折的楼梯通往神秘的房间，房

里有灰泥装饰成花卉图案，与白色的墙壁形成对比，起居

室保存完好的雪松木天花板。 

 

行车参考距离：艾弗德-(140 公里)-托德拉河峡谷-(168 公里)-瓦札札 

 

早：旅馆自助式          午：摩洛哥肉丸塔吉锅           晚：摩洛哥风味料理  

宿：KARAM PALACE 或 KENZI AZGHOR (四星)或同级 

 

第 19 天 瓦札札—艾班哈杜 AIT BENHADDOU—马拉喀什 MARRAKESH 

(23MAY) 早餐后，前往著名的◎艾班哈杜古城，这里特殊土堡景观，需亲身体验来一探究竟。随

后经过壮丽的◎提吉恩提却卡山谷 Tizi N'Tichka，前往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于 1070 年建城，是摩洛哥的第二大城市，完整的城墙从建立以来就不曾改变，

曾经贵为皇城，黄昏时整个城墙都变成红色是最美的时刻，有『红色皇城』之美称。它

护卫着皇宫与人民，墙内的市区仍保存多采多姿的传统生活。抵达后前往拜访极富人文

风采的◎图库比亚清真寺、◎德吉玛广场与旧城市场。 

 

晚上欣赏摩洛哥著名★马术表演。摩洛哥马术可追溯到十六世纪，模拟古代的各部族集

结的阅兵仪式，骑手在沐浴祈祷后穿上古装，携带古兰经和阿拉伯古剑。衣着上的花纹

配饰则代表他们所属的部落。摩洛哥马术具有极为严格的规范与仪式演练动作，已在

2021 年被 UNESCO 登录为非物质人文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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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班哈度】 

这里最著名的是摩洛哥南部地区的土堡房屋，当地

生产具有黏性的砂土，加上气候干燥的特性，居民便

以此材料制成土砖来盖房，其特殊的景观吸引了许

多国际电影与影集来此取景拍摄，如：阿拉伯劳伦斯

及神鬼战士，有人说，在此地遇到电影明星的机会，

比在好莱坞大得多。 

 

【德吉玛广场】 

广场上的耍猴戏、草药摊、卖水之柏柏人、弄蛇人等琳琅

满目，活力四射的市集一年 365 天 24 小时不间断，特

别是在黄昏入夜之时，更是热闹。德吉玛广场的样貌活动

百年来未曾改变，在 2008 年被 UNESCO 列为世界非物

质人文遗产。 

 

行车参考距离：瓦札札-(35 公里)-艾班哈杜-(189 公里)-马拉喀什 

 

早：旅馆自助式           午：摩洛哥牛肉料理             晚：摩洛哥风味料理  

宿：ATLAS MEDINA & SPA 或 RIAD ENNAKHIL & SPA(五星)或同级 

 

第 20 天 马拉喀什—欧沙乌伊拉 ESSAOUIRA 

(24MAY) 早餐后，参观马拉喀什景点◎米纳拉公园，之后特别安排参观让 YSL 创办人——圣罗兰

醉心不已的★马洛雷花园。园内饱和度极高的艳蓝与亮丽的黄，强烈对比令人惊艳，绝

对是来到马拉喀什，不容错过的景点之一。接下来参观建于十九世纪的★巴西亚宫殿(如

遇国事而未开放参观，将改为其他景点入内参访)，传统的宫廷建筑格局与经典的伊斯兰

工艺装饰，带您一览当时王公贵族的生活样貌。 

 

之后前往渔村小镇——欧沙乌伊拉(UNESCO)。摩洛哥大西洋沿岸最有魅力的城市，保

留着昔日阿拉伯渔村风味，其浓浓的艺术气氛夹杂蓝色门窗的白色房舍，石墙下的市集，

丰富色彩之渔船，令人留念。现今的欧沙乌伊拉是由国王穆罕默德三世于 18 世纪所建，

规划此城的是来是法国的工程师西尔多•科纳特，因此旧市区建筑充满欧洲风格，也成为

北非典型的要塞海港代表。欧沙乌伊拉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美如画」，白色和蓝色是

城市的主题色，这里终年气候宜人，居民天性淳朴善良，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众多的

古老建筑。迷宫般的当地小区、错综复杂的小巷，无不让人心醉神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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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雷花园】 

这里是法国画家 JACQUES MAJORELLE 打造的大

型艺术品，花园内栽种有异国风情的热带植物与清

凉水池，幻化成古城的绿洲。园内建筑运用饱和度

极高的艳蓝与亮丽的黄，以强烈对比形成令人惊艳

的视觉冲击。这样十足个性的『蓝』，也称为『马

洛雷蓝』。是圣罗兰与伴侣晚年长居的处所。 

 

【巴西亚宫殿】 

建于十九世纪的巴西亚宫殿，是国王的私人住宅，

为了应付马拉喀什炎热的天气，中庭的设计采用湛

蓝色地砖，视觉上带来清凉的感受，传统的宫廷建

筑格局与经典的伊斯兰工艺装饰皆为上品。巴西亚

宫殿建立至今约 200 年，至今仍为皇室所用，游

客只能参观 150 个厅房的其中一小部分。 

 

 

行车参考距离：马拉喀什-(177 公里)-欧沙乌伊拉-(177 公里) 

 

早：旅馆自助式           午：沙丁鱼塔吉风味料理            晚：旅馆内套餐 

宿：HOTEL ATLAS ESSAOUIRA(五星)或同级 

 

第 21 天 马拉喀什—萨非 SAFI—杰迪代 EL JADIDA—卡萨布兰加 

(25MAY) 今日着美丽的大西洋岸北上，来到摩洛哥大西洋

上迷人的城市－萨非。此城以制陶闻名，看到各

式各样不同的形状和图案的陶器；在这里可看到

摩洛哥最大的塔吉锅。续往昔日葡萄牙的殖民地

一杰迪代，旧称为马扎甘的葡萄牙城是大航海时

代葡国的航海据点，连接着非洲与南亚的纽带，

城市的风貌体现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个文明的

融合，2004 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续前往北非第一大城，卡萨布兰加，此城市都市

计划是在法国殖民时代完成，城市里多半为法国

式建筑风格。参观◎旧市区及◎联合国广场、◎

穆罕默德五世广场、◎海滨区。晚餐特别安排【黑

枣羊肉风味餐 + ★民俗音乐舞蹈表演】。 

 

参考距离：欧沙乌伊拉-(115 公里)-萨非-(150 公

里)-杰迪代-(100 公里)-卡萨布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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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旅馆自助早餐          午：鸡肉塔吉锅料理          

晚：黑枣羊肉风味餐+民俗音乐舞蹈表演 

宿：MOVENPICK CASABLANCA 或 GRAND MOGADOR CITY CENTER (五星)或同级 

 

第 22 天 卡萨布兰加／杜拜 

(26MAY) 早餐后，前往参观面积仅次于麦加、世界第二大、高耸于大西洋岸宏伟壮观的★「哈桑

二世清真寺」，其于海边施工及 200 公尺宣礼塔的技术，大量运用现代化科技，被喻为

20 世纪建筑界奇迹。接续前往机场搭乘豪华客机飞返台湾。(夜宿机上) 

 

【哈桑二世清真寺】 

高耸于大西洋岸宏伟壮观的清真寺是世界第三大

清真寺，最多可容纳 10 万人同时朝拜。海上施工

的建筑工法技术、内外精美的装饰与高科技的设施，

耗资达 5 亿多美元，被誉为穆斯林世界的一大宝

物。宣礼塔高 172 米，夜晚自塔顶有激光束射向

圣地麦加。 

 

参考距离：卡萨布兰加-机场 

 

早：旅馆自助早餐            午：机上               晚：机上 

 

第 23 天 转机点／奥克兰 

(27MAY) 班机于今日飞抵奥克兰。完成梦幻北非摩洛哥之旅。 

 

 

注：本行程在参观内容不减的原则下，得依航空公司班机、景点开放时间、天候及旅馆之

实际情形调整顺序，请以行前说明会提供航班、旅馆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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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西葡摩团条款与限制 

一、费用说明： 

基础团费——NZD$13999 起/人，儿童 2-11 岁占床与大人同价（欧洲消防法规定 2 岁以上算占床）。2 岁以下不占床均价$5000 起，但不建议婴儿

参团。 

费用含：1. 交通：奥克兰往返机票，全程游览车、巴塞隆纳-马德里国内段航班（经济舱，含机场燃油税）、西班牙-摩洛哥船班； 2. 导游：当地司机

导游；新西兰中文领队；3. 行程所列餐食、景点门票；4. 附件行程所列 20 晚旅馆住宿（两人一室）含早餐；5. 每人每天一瓶 500cc 瓶装水。 

费用不含：签证费用；私人消费及旅游保险 ; 非人力因素（如因天气、路况、酒店等特殊情况）而导致的额外费用 ；建议床头小费：每晚每房 1 欧

元；全程行李搬运费；全程导游、司机、领队小费，共 12 欧/天。不含自费项目;自行安排的节目；保险/旅游证件/签证费；行程未罗列的餐食及自由

活动开销；行程以外的酒店费用及客人自定延期停留的费用；航空公司征收的行李超规或超重费；私人费用如房间饮品、洗衣服务等；在非本司所能

控制情况下如罢工及交通延误而引发的额外支出；报价以航空公司提供的经济舱价格为基础，价格会根据报名时间早晚浮动。如因客人报名时间较

晚、更换航班目的地、更换航班时间等等从而产生机票附加费不含在此报价内。 

▲以上费用，请在报名时预付，订金为 NZD$5000/人。余款请于 2023 年 4 月 5 日之前交齐。 

 

二、退款说明： 

(1) 报名成功后，不得将名额转让他人或转用于其他出发日期及产品。 

(2) 一经报名后在任何情况或理由下退团，需按照本条款说明扣除相应费用以作违约赔偿。客人于 2023 月 4 月 5 日当日或之前退款，扣除

5000nzd；2023 年 4 月 5 日当日或之后则将不会退还任何费用。 

(3) 如因客人在旅途中因自身原因退出任何一顿团餐，将视为自动放弃，万国不会退还对应餐食的费用。 

(4) 在任何理由及情况下客人若逾时而赶不上航机或巴士出发，本公司恕不负责及概不退还任何费用。 

(5) 客人须自行负责有效之旅游证件 (护照) 及签证，在任何情况下或即使客人持有效之旅游证件及入境签证，如在入境时为当地移民局 (海关) 拒绝

入境，本公司恕不负责及概不退还任何费用。 

(6) 客人在任何情况或私人理由下，要求自行出发，个别返回或途中离团，本公司定当协助安排。客人需承担一切由于交通或任何事上延误而导致未能

赶上行程安排的间接或直接的费用损失，包括导游或领队另行安排车辆接送、住宿、餐食、行程等费用。 

(7) 任何客人若蓄意妨碍领队工作，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影响团体正常活动及利益时，领队得视具体情况或在大多数客人赞同下有权取消其随团资格，

命令该客人离团，其未完成部份旅程之余数，概不退还，其离团后一切行动，概与本公司无涉。 

 

三、拼房说明： 

单人报名产生的单房差为 NZD$1500/人，请在报名时向销售人员支付。如果客人想与他人拼房，原则上拼房事宜由客人自行解决，联系好其他单独

的客人后一同报名。如果报名时无人拼房而产生的单房差，需客人承担。如果出团前拼房成功，则退还单房差；拼房不成功则不予退还。在任何情况

下，拼房者单人退团为对方产生单房差，则退团者需要补交对方的单房差；如对方拼房成功，则返还单房差。如果客人同意最终的拼房安排后，不得

有任何异议或临时更改。互不认识而拼房同住者，即便是由本公司在能力范围内进行安排，同住者其个人习惯、人格及行为，或旅途中产生的任何习

惯差异或纠纷，概与本公司无关。 

 

四、签证及保险 

(1) 参团客人需购买旅游保险，客人在旅途内所遭遇的损失，由保险公司理赔，万国团不含保险理赔业务。在任何情况及地点下失窃，遗失金钱及物

品，万国旅行社、司机、导游及领队均不负任何责任。 

(2) 本行程所涉及到的部分国家需办理签证方可入境，万国提供必要的协助。签证费、交通费等相关费用需客人自行负担。万国对客人签证办理的结果

不作出保证，请按照目的地国使领馆工作人员的要求提供所有材料，使领馆作最终决定。 

 

五、责任说明 

(1) 本公司仅代理航空公司、酒店、交通工具或其它旅游机构安排之服务，凡参加本行程的客人或客人如遇有财物损失、意外身亡，或因天灾人祸、机

器失灵、交通延误、失火、罢工、战争、政局不安、无法控制及政府更改条例而招致损失额外费用时，概与本公司及其代理人等绝无关系及不需负任

何责任。 

(2) 若遇特殊情况，如天气恶劣，罢工、台风影响、证件遗失、酒店突告客满、原定班机取消或延误、政变或任何非人力可控制的突发事故，而必须将

行程、住宿或交通工具更改或取消任何一项旅游节目，本公司得依照当时情况全权处理，在此情况下客人不得借故反对及要求赔偿，事件所引致之损

失或增加费用，客人需自行负责。 

(3) 参团者需遵守法纪，严禁携带私货营利及违禁物品。如因个人理由而被拒绝入境，其责任与本公司绝无关系及不需负任何责任，余下之旅程将不获

退还款项，及因而所需之额外费用如交通、住宿需由其个人负责，与本公司无关。 

(4) 万国提供的行程单仅供参考使用，游览章程属文字参考性质，游览程序及住宿地点等问题，本公司乃视乎实际情况作出适当的安排及调改，客人理

应接受，不得异议。万国保留修改权利。 《万国团条款与限制》最终解释权归万国旅行社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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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阅读以上说明，若对以上条款没有异议，             签名： 

请在右侧签字表示同意，并交付订金，视为报名成功。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