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是“欧洲后花园”

还是《孤独星球》十佳旅游目的地

穿越时空能看到《北非谍影》重现

三毛与荷西唯美的爱情故事在书写

当你踏上这片土地

第一时间所要做的是

舒缓自己的心情、静静的享受这一段旅行时光······

定制的理由
WHY CUSTOMIZED

纯玩小团

2 人成行

精致 VIP

餐食安排

严选餐厅

摩洛哥美食

酒店升级

精选酒店

特色庭院

欢乐颂购

0 购物

0 自费



重温经典

《北非谍影》循环放映，点杯咖啡，回味那段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走访好莱坞

近百部电影在此拍摄，深入其中，做一回电影人



找寻心中的那片沙海

沙海中的日落，篝火上空的银河，书写自己在撒哈拉的故事

走进蓝色童话

漫步在纯粹的蓝色小镇，仿佛进入梦幻般的世界



美食体验

美食是多国文化交融的产物，原始而复杂 摄影之旅

准备好相机，在蓝色小镇留下印迹。

古色古香

参观菲斯老城，深度感受摩洛哥文化。 浪漫之都

放慢脚步，自由漫步在迈阿密海滨大道。

城市

艺术

文化

美食



摩洛哥传统 Riad

Riad 是摩洛哥传统宫殿建筑形

式的一种，一般为两三层楼高，其建

筑风格深谙对比混搭之道，极具异域

情调。

撒哈拉帐篷营地

在撒哈拉沙漠

体验骑骆驼之旅

在夕阳下悠然地走过沙丘

在帐篷营地享受迷人的夜晚

撒哈拉的天籁之音

将伴您安然入眠



摩洛哥坐落于非洲大陆，是一个被茫茫大西
洋、蔚蓝的地中海和广袤的撒哈拉包围的国
度，风尘滚滚的撒哈拉沙漠，美艳的摩洛哥王
妃，三毛前世的淡淡乡愁，电影里的卡萨布兰
卡，地中海边的童话世界，美食也同样不被人
忽视。

一种当地特色用于烹饪的
锅子，是用黏土制作的，并
且与其他锅类不同，它的盖
子是锥形的，非常适合一些
慢炖的食物，

非洲小米饭，传统上
是在穆斯林圣日（星
期五）和特殊场合食
用的菜肴。



中国阿布扎比

卡萨布兰卡-马拉喀什

瓦尔扎扎特 - 托德拉峡谷- 梅祖卡
梅祖卡-菲斯

马拉喀什 - 阿伊特•本•哈杜村- 瓦尔扎扎特

阿布扎比卡萨布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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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夫沙万-拉巴特 -卡萨布兰卡

中国
卡萨布兰卡  阿布扎比  中国

菲斯-舍夫沙万



DAY
01

香港-阿布扎比

参考航班：EY833 HKGAUH 1830/0005+1 飞行时间：9 小时 35 分钟 机型：波音 787

参考酒店：航班上

餐饮推荐：早：X 午：X 晚：飞机餐

旅客自行前往香港国际机场，自行办理登机手续。搭乘从香港飞往阿布扎比的航班。

DAY
02

阿布扎比-卡萨布兰卡

参考航班：EY613 AUHCMN 0245/0830 飞行时间：8 小时 45 分 机型：波音 787

参考酒店：当地国际五星酒店

餐饮推荐：早：飞机早餐 午：当地午餐 晚：中式晚餐

抵达卡萨布兰卡，乘坐专车前往酒店下榻休息。
下午漫步卡萨布兰卡迈阿密海滨大道，
这条沿着大西洋而建的海滨大道，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一大去处，清晨来此慢跑，黄昏到
这里欣赏日落，闲庭漫步，都相当惬意。
有多少人是因《北非谍影》而认识了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如今您也穿越时空来到这座
浪漫的城市，度过一个闲适的下午。
重温经典：
Rick’s Cafe
Open bar 18:30-19:30

【温馨提示】
* 避免行程繁琐及影响体验，今日行程去掉消耗路程且外观景点。
* 酒店住宿一般安排最低房型，如对房型有要求，可提前说明。
* 考虑过往接待经验，Rick’s Cafe 不安排正餐。



DAY
03

卡萨布兰卡-马拉喀什（车程约 3.5 小时）

参考酒店：当地特色庭院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中式午餐 晚：当地晚餐

酒店早餐后，前往红色之城：马拉喀什；
今天，您将开始挖掘马拉喀什的奥秘，享受探索与发现的乐趣。
参观马约尔花园，著名服装设计师伊夫圣罗兰（Yve Saint Laurent）生前同搭档皮埃尔.
布尔热（Pierre Berge）在摩洛哥买下了这片私人花园。后参观位于附近的圣罗兰 YSL 博
物馆，这里聚集着最珍贵的 YSL 作品。该建筑由法国建筑设计公司 Studio KO 设计完成。
室内空间包含 400 平方米的永久展厅，150 平方米的临时展厅、礼堂、书店、带有室外
露台的餐厅和有 5000 册藏书的图书馆。

前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老城区—麦地那。这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曾长期作为摩洛哥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城区内的建筑宏伟精致，库图比亚尖塔
和达西赛义德府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参观巴迪皇宫以及巴伊亚宫。巴迪皇宫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无与伦比的皇宫”。这里曾经
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宫殿。如今存留下来的仅剩一座空壳和黏土墙。当时，整个皇宫的建造
共花费了 25 年的时间。

傍晚探索不眠广场 Djemaa El Fna，这里有众多街头艺术家，并以其橙汁的摊位闻名。众
多小餐厅更是为周围的环境增添了气氛。没有人能真正确定它是如何形成的，但多年来这
个广场已成为马拉喀什的心脏，在这里，杂技演员，耍蛇人和街头音乐家每时每刻都在表
演。

外观马拉喀什的标志建筑也是马拉喀什旧城的中心和至高点，库图比亚清真寺。建于公元
11 世纪，是当年建造拉巴特的哈桑塔的建筑师雅库布·埃勒·曼苏尔主持修造的，以纪念击
败西班牙人的胜利。清真寺的尖塔高 67 米，外表富丽堂皇，是北非最优美的建筑之一。
同其他清真寺相比较，库图比亚清真寺的独到之处在于，当年修建尖塔时，在粘合石块的
泥浆中拌入了近万袋名贵香料，使清真寺散发出浓郁的芳香，迄今依然香味扑鼻，因而又
有“香塔”之称。

【温馨提示】
* 如遇景点关门或特殊情况无法参观，则退回门票费用。
* 庭院酒店位于老城，交通多有不便，需走路步行前往。
* 庭院酒店充满异域风情，房间数量不多，无电梯，通风效果一般。



DAY
04

马拉喀什-阿伊特•本•哈杜村（车程约 4 小时）- 瓦尔扎扎特（车程约 1.5 小时）

参考酒店：当地五星酒店或特色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中式午餐 晚：酒店/当地晚餐

酒店专属早餐；
驱车穿越阿特拉斯山脉的山口，前往阿伊特•本•哈杜村；
享用中式午餐；
游览阿伊特•本•哈杜村；艾本哈杜是深藏于阿特拉斯山脉中的一座享誉世界的小村
子,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继续驱车前往瓦尔扎扎特；
参观阿特拉斯影城。

【温馨提示】
* 瓦尔扎扎特只有一家五星酒店，如遇满房将安排特色酒店。

DAY
05

瓦尔扎扎特 - 托德拉峡谷（车程约 3.5 小时） - 梅祖卡（车程约 3 小时）

参考酒店：沙漠特色帐篷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当地午餐 晚：酒店晚餐

酒店早餐后，前往撒哈拉沙漠大门-梅祖卡，途经托德拉峡谷；
搭乘越野车进入撒哈拉沙漠区域；
您还将体验骑骆驼之旅，在夕阳下悠然地走过沙丘。傍晚，返回您的营地，前往餐厅帐篷
享受迷人的夜晚。夜幕降临，弯月如钩，深邃的夜空中繁星点点，撒哈拉的天籁之音将伴
您安然入眠。

【温馨提示】
* 今日车程较长，且多为山路，如有晕车提前准备好药物。
* 沙漠骑行骆驼，务必在工作人员的指令下做好一切安全措施。
* 沙漠地区住宿以帐篷营地为主，当地条件有限，敬请谅解。



DAY
06

梅祖卡-菲斯（车程约 8 小时）

参考酒店：当地五星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当地午餐 晚：中式晚餐

清晨，等候初升的太阳；
酒店早餐后，前往菲斯；
菲斯建于公元 8 世纪，有着数座著名的历史古迹，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座大学卡鲁因大学
Karaouine。
沿途欣赏优美的自然风光，途中享用当地午餐；
下午继续前往被美国著名杂志（Traveler）评为全球最浪漫的 10 大城市之一的菲斯古城
—菲斯（FES）；
抵达后，入住酒店。

【温馨提示】
* 今日行程较为辛苦，8 小时车程。

DAY
07

菲斯-舍夫沙万（车程约 3 小时）

参考酒店：蓝白小镇特色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中式午餐 晚：中式晚餐



上午是穿越时光之旅，您将回溯到中世纪，展开全天的菲斯文化探索之旅。

参观现存最大的中世纪麦地那之城、摩洛哥文化中心—菲斯老城(Fes El Bali)。老城众多
狭窄的小巷和露天市场，这些小巷和露天市场最初由穆莱伊德里斯一世创建于公元 8 世
纪，正是它们构成了菲斯老城区的迷宫。如今，菲斯老城已被归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菲斯老城既是摩洛哥的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纪时期帝国著名的学习中心。如今，
卡鲁因大学依然位于城市中心，是世界上仍在运营的最古老的大学。走进建于 14 世纪的
卡鲁因大学，您将感受到浓厚的学院气息；

几个世纪以来，菲斯生产的皮革受到高度尊重。时至今日，匠人们仍继承和使用着中世纪
时期的皮革制造方法。探访臭名昭著的皮革染坊；

中式午餐后前往舍夫沙万；
这里是柏柏尔族人，穆斯林和犹太人的文化融合之城。蓝白相间的颜色是整个小城的主色
调；2011 年乔治阿玛尼在这里拍摄了一部电视广告。提前打扮好自己，准备好相机，穿
越麦地那，这里的华丽色彩为拍摄提供了完美的场景。之后找一个高点远望这美丽的小镇。

【温馨提示】
* 舍夫沙万老城依山而建，很适合拍照，可提前准备好衣物。
* 半山小城，当地住宿以传统民居为主，接待条件有限，敬请理解。

DAY
08

舍夫沙万 - 拉巴特（车程约 4 小时） - 卡萨布兰卡（车程约 1 小时）

参考酒店：当地国际五星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当地午餐 晚：中式晚餐

酒店早餐后，驱车前往首都拉巴特；
当地午餐；

参观乌达雅堡(Kasbah des Oudayas)，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宫殿，位于海边的山上。这
里既是古代的防御工事，又是居民的聚居区。拾阶而上，蓝白色相间的民房错落有致，少
了舍夫沙万的喧闹，多了一份宁静。您可以在这里一边品尝薄荷茶，一边欣赏河流和大海
的美景；

接下来，参观穆罕默德六世现当代艺术博物馆(Mohamed VI Museum of Modern &
Contemporary Art)，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许多精彩的摩洛哥历史和当代摩洛哥艺术。



前往卡萨布兰卡；入住酒店。

DAY
09

卡萨布兰卡阿布扎比香港

参考航班：EY612 CMNAUH 1000/2015 飞行时间：7 小时 15 分 机型：波音 787

参考航班：EY834 AUHHKG 2210/0910 飞行时间：7 小时 机型：波音 787

参考酒店：航班上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自理午餐 晚：飞机晚餐

酒店打包早餐后，前往机场、搭乘航班、飞往：阿联酋·阿布扎比，转机飞回香港

DAY
10

香港

参考酒店：X

餐饮推荐：早：飞机早餐 午：飞机午餐 晚：自理晚餐

抵达香港，行程圆满结束。

以上行程供您参考，旅行社有权根据航班情况调整顺序，遇景点维修等非旅行社控制因素，
旅行社保留使用其它相关代替景点的权利！



出团人数 成人团费 小童团费（占床） 小童团费（不占床）

6+0 人 19980 元/人 19980 元/人 16980 元/人

4+0 人 21480 元/人 21480 元/人 18480 元/人

2+0 人 25980 元/人 25980 元/人 22980 元/人

备注：

* 当地特定地点酒店资源有限，如遇酒店满房将会用同级别酒店代替，请谅解！

* 以上报价不包含当地司机中文陪同服务费 10 美金/人/天。

* 机票报价参考团票价，如团位资源不满足需查询散客票价或更改其他航司。

费用包含

1.国际交通
行程起止城市全程经济舱机票及机场税（不含航空公司临时新增的燃

油附加费）

2.住宿安排
行程中所列星级酒店的双人间（如遇同级酒店满房，将选用低一等级

酒店，按照第三方网站呈现价格退还差价）

3.餐食安排

行程中所列餐食，如果不用餐或因个人原因超出用餐时间到达餐厅的，

不再另补且费用不退；用餐时间在机场候机或飞机上的餐食由客人自

理

4.景点标准

行程中所列景点的首道门票（不含景区内的二道门票及个人消费）。

行程表中标明的景点游览顺序和停留时间仅供参考，我公司有权根据

当地交通等情况调整景点顺序，实际停留时间以具体行程游览时间为

准

5.用车标准 空调用车，沙漠越野车

6.境外服务标准 境外专业司机和中文陪同

费用不含
“费用包含”所列以外的一切其他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如下：

1.游客人身意外保险

2.护照费用、出境领队陪同服务

3.全程单房差 RMB7500/人

4.境外司机中文服务人员服务费 10 美金/人/天（不足 1 天按 1 天算）



5.一切个人消费（如：电话、传真、电视付费频道、洗衣、饮料等）

6.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非我社所能控制因素下引起的额外费用，如：自然灾害、罢工、境外当地政策或民俗禁忌、

景点维修等

7.应客人特殊要求，司机和导游每天最多工作 12 小时，超出正常旅游活动之外的车辆以及

司机导游加班费用（摩洛哥用车时间为 8H30--20H30，如超时，请支付 50 美金/小时加班

费）

8.客人往返出境口岸的一切费用

特别说明

1.摩洛哥对中国护照免签证

2.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景点门票费用、酒店住宿费用、餐费、车费等均不退

还

3.行程表中所列航班的起抵时间均为当地时间，“+1”表示航班第二天抵达

4.行程表中所列餐食，“X”表示该餐食不包含在行程中

5.保险说明：强烈建议客人自行购买“游客人身意外保险”，如旅行社出资为游客投保，如

客人发生意外伤害事件，视事实情况保险公司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游客获得保险公司

理赔金额后，相应免除旅行社的赔付责任。“游客人身意外保险”的适用范围以及条件以“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为原则

6.18 岁以下小童出境旅游，必须带齐户口本，出生证等证件，以备在办理登机时航空公司检

查

您的旅行定制师 朱丽姗 0756-8892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