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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精选 9 天 8 晚行程 

 

 

第 1 天.  卡萨布兰卡 -- 拉巴特（87 公里，1 小时） 

抵达卡萨布兰卡默罕默德五世国际机场，司机兼导游接机。参观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哈桑

二世清真寺，它是伊斯兰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建筑面积 2公顷，长 200 米，宽 100 米，屋顶

可启闭，25 扇自动门全部由钛合金铸成，可抗海水 腐蚀，寺内大理石地面常年供暖，是世界

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清真寺。前往皇城拉巴特，也是摩洛哥首都-行政中心，参观乌达亚堡，

穆哈穆德 5 世陵寝和哈桑塔。夜宿拉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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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天.  拉巴特 -- 舍夫沙万（250 公里，4 小时） 

早餐后驱车前往舍夫沙万。游览迷人的蓝色小镇。作为摩洛哥的旅游胜地，纯净清爽的空气和

蓝色的天空，与错落有致的阿拉伯城市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天然的蓝色画卷。这里绝对是拍

照的好地方! 夜宿舍夫沙万。 

第 3 天.  舍夫沙万 -- 沃呂比里斯（164 公里，3 小时 15 分钟）-- 梅克内斯（32 公

里，1 小时）-- 菲斯（66 公里，1 小时） 

早餐后，驱车前往世界文化遗产地：沃吕比利斯。在梅克内斯以北 33公里、这片肥沃的平原

中央，摩洛哥最大和保存最完好的罗马帝国遗址。接着前往梅克内斯。它表现了摩洛哥苏丹王

朝统治期的流风余韵，也因此更显悠闲和祥和，更加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摩洛哥的历史和它的神

秘。参观巴布·曼苏尔门，是摩洛哥帝国现存的最大古代城门之一，它始建于 1732年，是由

Moulay Ismail的儿子 Moulay Abdallah所建。现在已经有 300多年历史，仍然完好无损。参

观哈丁广场，是梅克内斯的麦地那老城的中心区，这里跟菜市口一样，是皇城外，以前处决犯

人之地， 同时也作为一个存储区来存放掠夺来的资本。如今是个大广场，也是马拉喀什不眠

广场的缩小版。参观古老的水箱。随后驱车前往古城，菲斯。夜宿菲斯。 

第 4 天.  菲斯一日游 

菲斯，是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持续有人生活的中世纪城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弯弯曲曲永远

不知道通向哪里的巷弄，甚至有超过 9000条的巷子和人行道。 

早餐后参观菲斯皇宫，它仍是现任国王办公的地方。然后前往摩洛哥著名的马赛克瓷砖厂。

在工业化拼贴马赛克出现之前，马赛克瓷砖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建材。每一块瓷砖上的繁琐图

案都是摩洛哥手工瓷砖雕刻师一凿一凿地敲出来的，每一块砖都是独一无二的。随后继续探索

菲斯古城，人们仿佛回到了一千年前，毛驴仍是百姓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探访那里的中古世

纪老城区： 

 

1.世界最古老的一所大学—卡拉维因大学，它建於 

  859 年初，創建人是突尼西亞富商之女 

2.奈加因木制工艺博物馆 

3.蜂窝巢皮革染坊 

4.布日卢蓝色大门 

5.阿布尼亞伊斯蘭神學院 

6.菲斯巴厘-麦地那最老的区 

7.梅拉-犹太人区。 

 

享用午餐后，前往参观北山城堡和马里尼德王朝墓地，如今被开辟为一座武器博物馆，里面

既有史前的传统白刃兵器也有现代的火炮。从这个城堡，您可以看到整个古城美景。夜宿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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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菲斯 -- 伊夫兰（64 公里，1 小时）-- 米尔德尔特（135 公里，2 小时 30 分

钟）-- 梅祖卡（263 公里，4 小时 15 分钟） 

早餐后出发到伊夫兰，被称为摩洛哥“小瑞士”的伊芙兰，每年吸引无数游客到此度假，是著

名的滑雪胜地。绿树成荫的街道、精致的欧风木屋建筑美妙的像是不真实的梦。还有著名的伊

夫兰地标_____石狮子雕塑。沿途经过米尔德尔特享用午餐，最终抵达著名的撒哈拉沙漠大门--

梅祖卡，特别安排骑上北非特有的单峰骆驼（45 分钟）进入撒哈拉沙漠，在夕阳的余辉下，

缓缓地骑到沙漠豪华露营地帐篷。沙漠帐篷里具有独立卫生间。梳洗后，为您特别安排了美味

的烧烤晚宴和伯伯尔击鼓表演。忘却一切烦恼卸下一身累重，尽享欢乐，回到初心。夜宿撒哈

拉沙漠。 

第 6 天.    梅祖卡 -- 托德拉峡谷（200 公里，3 小时）-- 瓦尔扎扎特（180 公里，2 小

时 30 分钟） 

清晨，您可以早点起来爬上高高的沙丘，去迎接今天的阳光，或是漫步一会儿。然后赶紧享用

摩洛哥薄荷茶的传统早餐。早餐后，坐上 4x4 离开沙漠。驱车前往托德拉峡谷——矗立于阿特

拉斯山脉的东部，是防止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托德拉峡谷仅仅有 10 米宽，却高 300 多米，

从峡谷的底部走过，四壁岩石林立，仅仅有一缕阳光可以照射到谷底，仅有一条细小的河流穿

过河谷。接着享用午餐。随后驱车前往瓦尔扎扎特，沿途经过玫瑰谷。当然，只有在夏季之时，

玫瑰花将会绽放，花香遍布全周。根据“Research Gate”的报道，摩洛哥在全世界玫瑰油生

产量排名前三，于是我们会参观他们的展厅。您也可以在这里舒展一下，上个厕所，休息一会。

接着再继续旅程。夜宿瓦尔扎扎特。 

第 7 天.    瓦尔扎扎特 -- 艾本哈度村（30 公里，30 分钟）-- 马拉喀什 (196 公里，4

小时) 

早餐后参观沙漠中的世界文化遗产—艾本哈度村，由摩洛哥原居民柏柏尔人建成的古城村落，

也是最具特色而又保存得最完整的土堆城堡，甚至还赢得了「摩洛哥最美村落」之称号，于 

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古城利用了摩洛哥特有的赤土泥砖建成，让人完

全体验摩洛哥的红城魅力。途经阿特拉斯山区和伯伯尔村景。接着参观电影老城，这里有非洲

好莱坞之称，许多著名电影拍 摄于此：《角斗士》、《四片羽毛》、《寻找宝石》、《埃及

艳后》、《情 陷撒哈拉》、《尼罗河宝石》、《阿拉伯的劳伦斯》、《间谍游戏》等。随后

拜访当地妇女合作社，他们生产纯天然有机坚果油。坚果油是摩洛哥的三宝之一。阿甘油的

生产过程非常复杂，工序繁多，生产一公升的阿甘油要耗去大量的劳动力，而仅仅用石头敲开

足够多的果核就要花费 12 小时之多！夜宿马拉咯什。 

第 8 天.    马拉咯什 -- 卡萨布兰卡 （241 公里，3 小时 15 分钟） 

早餐后参观巴西亚皇宫， 巴西亚皇宫是摩洛哥少数对外开放而且保存完好的皇宫之一，花园、

中庭、华丽 的房间、喷泉，每个房间都精心设计过。房间大小是依据国王妻子受宠程度 来设

计，然而无论哪个妻子的房间都有独立的中庭。随后参观萨第安墓，其建造年代可追溯到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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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艾哈迈德·曼苏尔（1578 年至 1603 年）时期，而被发现却是最近，据传是先知穆罕默德

的后裔。随后前往参观库图比亚清真寺。接着前往不眠广场：从日出到深夜，你可看到印度

的舞蛇人、出售香料茶叶的阿拉伯人、讲故事等和算命的摩洛哥老人，各种卖艺的表演，还有

数不清的买卖食品、饮料、服饰、地毯、摆设、皮革、手工艺品等小摊位。它就像香港的兰桂

坊、上海的新天地一样，因为有此广场，马拉喀什有了无穷生命力。享用午餐后，前往摩洛哥

的商业金融中心，卡萨布兰卡。夜宿卡萨布兰卡 

第 9 天. 前往卡萨布兰卡机场 

 

早餐后，前往机场。 

 

 

费用包含:- 

(1) 机场来回接送 

(2) 专属私人旅游局登记的车辆（车辆种类因人数而异） 

(3) 所有早餐 

(4) 8晚四星酒店 

(5) 1晚当地特色民宿（舍夫沙万） 

(6) 1晚撒哈拉沙漠豪华帐篷营地 

(7) 英文司机兼导游 

(8) 观光旅游景点 

(9) 英文城市导游（马拉咯什&菲斯） 

(10)  撒哈拉沙漠行程 2晚餐（瓦尔扎扎特&梅祖卡） 

(11)  骑骆驼观日落 

 

费用不包含:- 

(1) 往返飞机票 

(2) 午餐 & 晚餐 

(3) 入门票 

(4) 小费（摩洛哥有小费文化） 

(5) 旅游境外保险 

(6) 签证（若需） 

(7) 一切个人消费或任何加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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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以欧元结算，房间以标准双人房/三人房，每人价格如下： 

 

总人数 2-3 4-5 6-10 11-15 单房差 

欧元/每位 €2109 €1832 €1658 €1578 €440 

 

附带条约:- 

(1)所有订金均不予准许退还或转让。 

(2)订金为每位总价格的 30%。 

(3)出发日 30天前结清团费。 

(4)如遇当地公共假期、宗教节日、气候状况等出乎预料之状况，上述行程次序及景点

可能临时变动、修改或更换，但游览内容不会减少，标准不会降低，公司不做预先

通知，敬请谅解。 

(5)因个人因素而未使用任何的服务，观光或酒店客房，均不可退款。 

 

取消政策:- 

(1)出发前 30-16天内取消，将收取旅游费总价的 60%。 

(2)出发前 15-8天内取消，将收取旅游费总价的 70%。 

(3)出发前 7-3天内取消，将收取旅游费总价的 80%。 

(4)出发前 2天内取消，将收取旅游费总价的 100%。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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