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有包團專案四人即可成行

在北非的神祕國度摩洛哥，喚拜塔傳頌籲人虔心修善的可蘭經文，大西洋海風徐徐吹來薄荷茶幽幽清香，

地中海運渡了歐洲文藝的蓬勃浪漫，用聲音、氣味、視覺洗滌身心，正式進入魔幻的阿拉伯世界。

異數獨家

• 坦吉爾進、馬拉喀什出，不走回頭路，節省六百公

里、9 小時車程

• 二趟私人噴射包機進出撒拉哈沙漠各 40 分鐘航程，

再節省 15 小時風塵僕僕

• 入住沙漠帳篷飯店連泊二夜，完整體驗撒哈拉的日

月星辰與拜訪柏柏爾牧民生活

• 平均每日拉車時間約二小時，是市面上行程拉車時

間的一半以下

精選旅宿：均為各地最佳選擇，七夜五星級旅館包括馬

拉喀什的安縵渡假村 AMANJENA 與艾索維拉 Relais & 
Chateaux 集團旗下 Heure Bleu Palais、北非地中海岸悅

榕莊渡假村、馬德里市區五星 Westin Palace Hotel，另

外蕭安小鎮入住傳統宅邸改建的民宿一夜，撒哈拉沙漠

的頂級帳篷飯店二夜。

航班

3.16摩洛哥皇都撒哈拉私人飛機 14日
異數風格旅行社 2020逍遙遊系列

3/16（一）  國泰航空 CX 531     台北 TPE     － 香港 HKG            20:10 – 22:15 
3/17（二）  國泰航空 CX 315     香港 HKG    － 馬德里 MAD 00:35 – 07:50
3/17（二）  西班牙航空 IB8796   馬德里 MAD  － 坦吉爾 TNG  11:25 – 12:45  
3/27（五）  西班牙航空 IB3341   馬拉喀什 RAK － 馬德里 MAD  12:45 – 14:45  
3/28（六）  國泰航空 CX 320     馬德里 MAD  － 香港 HKG 11:30 – 07:05+1
3/29（日）  國泰航空 CX 564     香港 HKG   － 台北 TPE              08:50 – 10:45

（航程 02 小時 05 分）

（航程 14 小時 15 分）

（航程 01 小時 20 分）

（航程 02 小時 00 分）

（航程 12 小時 35 分）

（航程 01 小時 55 分）



團費 NT$ 350,000，包括以下部分：

餐廳   ♥粗茶淡飯  ♥♥入境隨俗  ♥♥♥高級餐廳  ♥♥♥♥米其林一星水準  ♥♥♥♥♥二星水準以上

旅館   ♥勉強過夜  ♥♥簡簡單單  ♥♥♥中規中矩  ♥♥♥♥舒舒服服        ♥♥♥♥♥住進去不想出來

城市     住宿     機場            拉車       飛行           包機

不包括  

單人房加價 NT$ 75,000、團去團

回國泰航空升等特價商務艙加價

NT$ 75,000（艙等有限、訂完為

止）、新辦護照費用、床頭小費、

國內機場接送機，行程未列之其

他自由活動時間與自由覓食等私

人消費。

注意事項

1. 包機每架飛機第 7,8 位旅客

座 位 較 窄， 每 位 退 費 NT$ 
10,000。

2. 因摩洛哥為回教國家，部分餐

廳不提供酒精飲料，請見諒。

悅榕莊、蕭安民宿、歐札札特

四星酒店僅有一大床房型。

規劃執行費用NT$   49,000 : 異數風格旅行社服務內容詳見報名表附件。

代收轉付部分 NT$ 301,000 :
• 國泰航空及西班牙航空經濟艙團去團回專案票價（早去或延回者，不適用國泰航空專案票價，以

上團費可扣 NT$ 35,000。如需代訂機票，將另行報價。）

• 11夜旅館住宿（見後文）、行程所列餐食含佐餐酒水 
• 領隊與當地導遊相關費用、包機、交通費用與活動、門票、簽證、雜支等 
• 當地導遊司機與旅館行李小費（領隊隨團服務照例無須付小費）



詳細行程 BLD 表示團費包含的早午晚餐，c 為中菜

國泰航空早晨降落馬德里機場，轉乘西班牙航空班機午前降落摩洛哥坦吉爾機場，專車接機前往大西洋海

濱（15km/0.5hr），看千百年浪濤崖壁海蝕成形的大力士神洞，宛如阿拉伯人的側臉頭像，又像正反翻

轉的非洲大陸。隨後直驅塔慕達灣（100km/2hrs），入住於悅榕莊集團於2016年開幕之濱海飯店（203m²
泳池別墅宿一夜），面海的寬廣空間讓人完全放鬆休息、一洗旅途疲憊，晚餐在飯店內餐廳享用。

Day 2 3/17週二D宿塔慕達灣

悠閒早餐後，乘車前往被譽為摩洛哥天空之城的蕭安

（100km/2.5hrs），15 世紀順著里夫山脈的地勢起伏

建城於此，居民各自以濃度深淺不一的藍色塗料漆築出

一方恬靜家園，可媲美西班牙安達魯西亞眾多的白色山

城。蕭安也被稱為「藍色迷城」，日出前的薄曦壟罩靜

謐山城，正陽時天光灑落彎曲褶巷，黃昏餘暉勾勒出髮

絲金邊，入夜後街燈點亮窗櫺樹影。不論日夜晨昏，都

能取景出專屬各自眼界的出色風景，旅人醉心迷路一步

一拍、樂此不疲。今日我們將有一整個下午的時間探索

早 餐 後 退 房， 首 先 前 往 沃 呂 比 利 斯

（175km/3hrs），簡單午餐後參觀摩國境內

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宏大的古羅馬遺跡，包括

神廟與凱旋門。1997 年列名世界文化遺產，其

中馬賽克鑲嵌地板的精湛工藝，栩栩呈現千年

前市井百姓將神話哲思融入生活的藝術創作。

午餐後前往菲斯新城區（80km/2hrs）入住新

城區以紀凡希精品打造美形體療盛譽的五星飯

店（30m² 標準房宿二夜），居高臨下的位置，

提供欣賞古城的絕佳視野，也自成一片天地不

受城內嘈雜打擾，晚間在飯店內餐廳晚餐。

Day 3

Day 4

3/18週三 BLcD宿蕭安

3/19週四 BLD宿菲斯

這座迷人的城鎮，請準備足夠的記憶卡將自己拍進風景明信片裡。晚間入住位在舊城區內由傳統摩式民

居改建而成的民宿（25m²~ 標準房宿一夜），午晚餐都安排在山城內餐廳享用。



今天整日將由導遊帶領深度探索在 1981 年被列入世界

文化遺產的菲斯舊城區。九千多條彎巷窄道羅織出面積

達 250 公頃宛如巨型迷宮般的舊城區，是世界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紀阿拉伯城市，至今仍有將近 25 萬

人口圍繞著清真寺世代居宿於此，以驢駝人力車運貨營

生，分區擺售裁縫織品、銅雕銀器，手作皮革染坊、焊

鑄鐵鍋食器。呼吸空氣中飄散著料理的隱隱糖味辛香，

傾聽孩童們輕輕讀經誦文聲，瞻仰波伊納尼亞學院與卡

Day 5 3/20週五 BLD宿菲斯

為節省 450 公里、七小時翻山越嶺的舟車勞頓，今日前往菲斯機場（15km/0.5hr），搭乘私人噴射機飛往撒

哈拉沙漠。換乘四輪驅動車接駁，當地簡單午餐後前往梅若卡（125km/2hrs），正式進入沙漠入住頂級帳篷

飯店（24m² 豪華帳篷宿二夜）。黃昏時分乘坐駱駝攀登沙丘欣賞著名的撒哈拉日落美景，褪去鞋襪感受綿

軟細沙滲入指縫的體感膚觸，腳踝越陷越深的寸步難行，才能在喘吁費力拔足登丘後銘記落日餘暉的深刻悸

動。晚間返回營地，在夜幕星宿下營火野宴。

Day 6 3/21週六 BLD 宿撒哈拉沙漠

拉維因大學雪松木雕、石灰泥刻組建而成的建築美學；唯有親身百轉千迴地穿巷走弄，才能深刻體會這

座古城的生氣蓬勃、興趣盎然。午間在摩洛哥豪宅改建的餐廳用餐，下午前往新皇宮欣賞現代工藝極致

的金城門後返回飯店。晚餐安排於新城區餐廳用餐。

橫跨非洲 11 國、面積如同美國領土一般廣袤無垠的撒哈拉沙漠，每時每刻在日昇晷動與風吹沙移的相互

作用下予人變幻莫測的神祕感，卻在作家三毛的筆下，抒達出另一番勾勒心弦深切唯美的情境，引領旅

人不遠跋涉至此。今天安排乘坐四輪驅動車深入綿延無盡的沙丘連峰，尋訪以荒漠為家、駱駝為親的遊

牧藍人柏柏爾族裔，若能相逢在綠洲椰棗谷地一起野餐，將是阿拉最美的意旨。

Day 7 3/22週日 BLD 宿撒哈拉沙漠



早餐後退房，造訪摩洛哥最著名的泥築村寨艾本

哈度。踞立一抹灣流之側的艾本哈度，曾因扮演

駱駝商隊的重要驛站而繁盛興榮，雖隨著時代變

遷敗落廢棄，卻在二十世紀成為眾多電影取景地

重新吸引世人目光，列名世界文化遺產之後更帶

動另一股觀光風潮。午餐後返抵歐札札特機場，

再次搭乘專屬包機前往大西洋岸的艾索維拉（節

省 8 小時車程）摩洛哥阿甘油是家喻戶曉的食用

早餐後由導遊帶領走入這座「非洲風城」，舊城

區內猶太人商業街廓與阿拉伯人住宅街區匯聚出

一番和諧情調，港岸邊風帆船塢、海鷗魚鮮，構

築出一幕幕值得捕捉的精采快照，如詩如畫的城

市魅力不容小覷。午餐則於城內用餐，在地球另

一端的小巧店家裡，仍不改日式職人精神的拉麵

料理。隨後直驅馬拉喀什（190km/3hrs），輕

鬆午餐後前往入住著名的安縵集團非洲唯一據點

Day 9

Day 10

3/24週二 BcLD 宿艾索維拉

3/25週三 BLD 宿馬拉喀什

及美容聖品，而艾索維拉的旱地風土是阿甘樹最

重要產地，在阿甘果豐收的季節連山羊都忍不住

上樹搶食，蔚為奇觀。今日下機後將參觀阿甘油

合作社，了解柏柏爾婦女如何悉心研製經濟價值

更甚橄欖油的阿甘油。今晚入住舊城內 Relais & 
Chateau 旗下五星飯店 Heure Bleue Palais（60 
m² 套房宿一夜），晚餐則安排海邊餐廳，品嘗

粗獷新鮮漁獲料理。

今日早餐後告別沙漠，乘坐四驅車返回梅若卡市鎮，換搭遊覽車通過千堡之路前往歐札札特

（370km/5.5hrs）。穿越千堡之路上的高原峽谷間，錯落廢棄的城磐土寨曾是中世紀末富甲一方的土

豪宅邸，看似一片荒蕪的山垇地塹卻隱藏著綠椰谷地，牧羊人驅策羊群漫步在礫石曠野的閒散悠哉，彷

彿編寫出一場只有獨白的公路電影。傍晚抵達電影之城歐札札特，今晚下榻傳統土堡改建的四星級飯店       
（30m² 標準房宿一夜），晚間於中國餐廳用餐。

Day 8 3/23週一 BLcD 宿歐札札特

位在阿特拉斯山腳下的馬拉喀什，不但是列名世界文化遺產的摩洛哥四大皇城之一，更有「赭紅之城」的

美名。早餐後由導遊帶領探索以庫圖比亞清真寺為中心的老城區，走訪格局工整的巴迪宮，豪奢華美的巴

西亞宮等。琳瑯滿目的舊城市集，是美得目不暇給、拍得不亦樂乎的經驗。中午簡單用餐後，前往馬裘黑

Day 11 3/26週四 BL 宿馬拉喀什

AMANJENA（175 m² Pavilions 宿二夜），遠離市中心車水馬龍，以椰棗林、橄欖樹與大面泳池營造

出一方如綠洲般清幽的旅途雅居，享受結合傳統摩洛哥建築與現代舒適生活的超大面積客房。傍晚享

用安縵匠心獨具的晚餐。



Day 13 3/28週六 B 

早餐後退房搭車前往馬德里機場（17km/0.5hr），搭乘國泰航空班機經香港轉機抵台。

在靜雅的安縵會堂舒心享受清幽的早午餐，註記摩洛哥行程的豐盈美好。午前退房專車前往馬拉

喀什機場（15km/0.5hr）搭機前往馬德里。抵達市區後入住五星 Westin Palace Hotel（29 m²
標準客房宿一夜）。接著由領隊帶領徒步造訪太陽門廣場，逛逛已屹立百餘年仍生氣蓬勃的聖米

蓋爾市場、體驗當地居民生活。今晚在旅館簡單晚餐。

花園：這裡原來是法籍畫家因鍾愛馬拉喀什而精心打造的私人花園寓所，大膽使用獨特的藍黃對比塗漆與

別出心裁的庭園造景堪稱經典；後經易手成為法國時裝設計師 Yves Sanit Laurent 的產業。結束後返回飯

店休息，日暮時分再次返回北非最大的超級夜市德吉瑪廣場，看彩霞滿天、華燈初上，吹蛇人、賣水販、

雜耍樂手、攤商百姓從四面八方湧入聚集，用炭火、響板、叫賣為這一夜點燃不眠的溫度。今晚在此自由

覓食，隨心所欲地品味羊頭攤、果汁吧、蝸牛湯等地道北非傳統小吃。

Tel : 02-2536-1314 │ travelinstyle.com.tw

異數風格旅行社│台北市錦州街 28 號 5 樓│交觀甲 7080 號  | 品保會員北 1692 號

Day 12 3/27週五 BD宿馬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