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遠古而又與你接近的國家，它是古羅馬時代遺跡、中世紀阿拉伯風貌、

恒古不變海濱漁村、撒哈拉沙漠的奇景、每個城市都有自己顏色的街道小巷。。。

它就是“上帝打翻的調色板“  ---摩洛哥！

獨家安排：入住1晚沙漠上豪華帳篷体验~ 踩着软沙、遥望繁星

走进Rick瑞克咖啡館~ 情深话语、浪漫情怀

CTMO09C摩洛哥經典9日7晚
兩人一房：$1788/人|含自费小费|未含機票

★豪華住宿：5星級酒店+1晚沙漠豪華帳篷+1晚特色酒店
★地道美食：三餐全包（12正7早）、獨家安排Rick瑞克咖啡館、米德爾特驛站鱒魚料理、摩洛哥牛肉、
                     牛肉丸、雞肉庫斯庫斯 、Kefta塔津料理、伯伯爾烘蛋+檸檬雞肉塔津 。。。
★七大名城：卡薩布蘭卡、馬拉喀什、瓦爾紮紮特、梅祖卡、菲斯、梅克內斯、舍夫沙萬/得土安
★撒哈拉沙漠：紅色沙漠~撒哈拉、駱駝、帳篷、篝火、夜空、繁星、伯伯爾人歌舞
★卡薩布蘭卡：“世界上這麼多酒吧，她卻偏偏走進我”，漫步卡薩，探尋北非獨特魅力
★馬拉喀什：不夜城，印度舞蛇人、出售香料茶葉商販、講故事摩洛哥老人，親身感受一千零一夜
★菲斯：全球非常浪漫的10大城市之一，穿行於迷宮般的小巷，轉角處總有讓人難忘的風景
★舍夫沙萬：藍色天空與城市錯落有致，交相輝映，天藍的畫卷讓人恍如置身童話天堂

★豪華住宿：5星級酒店+1晚沙漠豪華帳篷+1晚特色酒店
★地道美食：三餐全包（12正7早）、獨家安排Rick瑞克咖啡館、米德爾特驛站鱒魚料理、摩洛哥牛肉、
                     牛肉丸、雞肉庫斯庫斯 、Kefta塔津料理、伯伯爾烘蛋+檸檬雞肉塔津 。。。
★七大名城：卡薩布蘭卡、馬拉喀什、瓦爾紮紮特、梅祖卡、菲斯、梅克內斯、舍夫沙萬/得土安
★撒哈拉沙漠：紅色沙漠~撒哈拉、駱駝、帳篷、篝火、夜空、繁星、伯伯爾人歌舞
★卡薩布蘭卡：“世界上這麼多酒吧，她卻偏偏走進我”，漫步卡薩，探尋北非獨特魅力
★馬拉喀什：不夜城，印度舞蛇人、出售香料茶葉商販、講故事摩洛哥老人，親身感受一千零一夜
★菲斯：全球非常浪漫的10大城市之一，穿行於迷宮般的小巷，轉角處總有讓人難忘的風景
★舍夫沙萬：藍色天空與城市錯落有致，交相輝映，天藍的畫卷讓人恍如置身童話天堂

逢週四出發
6人起天天出發

豪華升級版

行
程

亮
點

行
程

亮
點

DAY1 原居地Home--摩洛哥Morocco
國際航班飛往摩洛哥，宿航班上。

DAY2 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  (機場代碼: CMN)
抵達卡薩布蘭卡國際機場，（盛世假期提供24小時接機服務。）
貴賓抵達，接機後入住酒店休息。當天上午航班抵達的貴賓，贈送卡薩布蘭卡市區遊
覽，【哈桑二世清真寺】（外觀）【默罕默德五世廣場】【邁阿密海濱大道】，晚餐
之後入住酒店休息
晚餐：Rick瑞克咖啡館  卡薩布蘭卡Radisson blu hotel 五星酒店或同級

DAY3 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馬拉喀什Marrakesh (238km,約3.5小時)
酒店出發，抵達馬拉喀什。【庫圖比亞清真寺】(外觀)，【伊夫聖洛朗私人花園】(含門
票),【巴西亞皇宮】(含門票)，【不眠廣場】(入內)，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摩洛哥牛肉庫斯庫斯       
晚餐：酒店晚餐馬拉喀什Adam park marrakesh hotel五星酒店或同級

DAY4 馬拉喀什Marrakesh--阿伊特本哈杜築壘村Aït Benhaddou
(180km,約4小時)--瓦爾紮紮特Ouarzazate(40km,約1小時)

酒店出發，抵達世界遺產，最美古舊村落~【阿伊特本哈杜築壘村】(入內)，前往瓦爾
紮紮特，參觀“非洲好萊塢”【電影城】(含門票)，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伯伯爾烘蛋+摩洛哥檸檬雞肉塔津    
晚餐：酒店晚餐瓦爾紮紮特Berber palace hotel五星酒店或同級

DAY5 瓦爾紮紮特Ouarzazate--托德拉峽谷Todra River(170km
約3.5小時)--梅祖卡Merzouga(150km,約3小時)

酒店出發，前往梅祖卡，途經欣賞【托德拉峽谷】，抵達梅祖卡【撒哈拉沙漠】
(請帶好防曬用品及墨鏡)，沙漠騎駱駝(贈送)，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當地特色肉串   
晚餐：酒店晚餐梅祖卡Azawad luxury camp豪華帳篷

DAY6 梅祖卡Merzouga--伊芙蘭Ifran(400km,約7小時)菲斯Fes(70KM,約1小時)
酒店出發，前往摩洛哥四大古皇城之一菲斯，途經遊覽【伊芙蘭小鎮】，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米德爾特驛站鱒魚料理     
晚餐：雞肉庫斯庫斯菲斯les merinides fes hotel五星酒店或同級

DAY7 洪菲斯Fes--梅克內斯Meknes(60km,約1小時)--舍夫沙萬Chefchaouen/
得土安(Tétouan)(170km,約4小時)

酒店出發，參觀【菲斯古城】(入內)，【古蘭經經學院】(含門票)、【Nejjarine泉】
【伊德裏斯陵墓】(外觀)，世界第一所大學【卡拉維因大學】(外觀)，【布日盧藍門】。
後前往伊斯蘭古都城-梅克內斯，參觀【曼索爾城門】,【摩洛哥皇家馬廄糧倉】(含
門票)。前往舍夫沙萬(或得士安）,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摩洛哥牛肉丸Kefta塔津料理          
晚餐：自理舍夫沙萬Parador hotel 特色酒店或同級

DAY8 舍夫沙萬Chefchaouen--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 (230kM,約5.5小時)
酒店出發，參觀藍色小鎮--舍夫沙萬。【PlazaUta el-Hammam廣場】【大清真寺】
(外觀)，前往卡薩布蘭卡，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摩洛哥雞肉庫斯庫斯     
晚餐：中式晚餐卡薩布蘭卡Radisson blu hotel 五星酒店或同級

WWW.CTOUR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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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 --溫暖的家 Home(機場代碼: CMN)
指定時間送往機場，結束愉快行程。(盛世假期提供24小時送機服務)  早餐：酒店內

les merinides fes hotel

berber palace

Azawad luxury camp 

Rick瑞克咖啡館

摩洛哥牛肉

★地道美食：含12頓正餐7頓早餐。特色菜單：Rick瑞克咖啡館、米德爾特驛站鱒魚料理、
摩洛哥牛肉、雞肉庫斯庫斯 、Kefta塔津料理、伯伯爾烘蛋。。。

★七大名城：魅力首都~卡薩布蘭卡、不夜城~馬拉喀什、浪漫都市~菲斯、藍色小鎮~舍夫沙萬
★撒哈拉沙漠：紅色沙漠~撒哈拉、駱駝、帳篷、篝火、夜空、繁星、伯伯爾人歌舞。。。

行
程

亮
點

行
程

亮
點

一個遠古的國家，

        它是古羅馬時代遺跡、

中世紀阿拉伯風貌、撒哈拉沙漠的奇景、

      擁有自己顏色的國度。

它就是“上帝打翻的調色板“  ---摩洛哥！

摩CTMO09C  
經典9日7晚

兩人一房：含自费小费|未含機票兩人一房：含自费小费|未含機票

逢週四出發
6人起天天出發

洛哥

★地道美食：三餐全包（12正7早）、獨家安排Rick瑞克咖啡館、米德爾特驛站鱒魚料理、摩洛哥牛肉、

                     牛肉丸、雞肉庫斯庫斯 、Kefta塔津料理、伯伯爾烘蛋+檸檬雞肉塔津 。。。

★七大名城：卡薩布蘭卡、馬拉喀什、瓦爾紮紮特、梅祖卡、菲斯、梅克內斯、舍夫沙萬/得土安

★撒哈拉沙漠：紅色沙漠~撒哈拉、駱駝、帳篷、篝火、夜空、繁星、伯伯爾人歌舞

★卡薩布蘭卡：“世界上這麼多酒吧，她卻偏偏走進我”，漫步卡薩，探尋北非獨特魅力

★馬拉喀什：不夜城，印度舞蛇人、出售香料茶葉商販、講故事摩洛哥老人，親身感受一千零一夜

★菲斯：全球非常浪漫的10大城市之一，穿行於迷宮般的小巷，轉角處總有讓人難忘的風景

★舍夫沙萬：藍色天空與城市錯落有致，交相輝映，天藍的畫卷讓人恍如置身童話天堂

行
程

亮
點

行
程

亮
點

DAY1 原居地Home--摩洛哥Morocco
國際航班飛往摩洛哥，宿航班上。

DAY2 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  (機場代碼: CMN)
抵達卡薩布蘭卡國際機場，（盛世假期提供24小時接機服務。）
貴賓抵達，接機後入住酒店休息。當天上午航班抵達的貴賓，贈送卡薩布蘭卡市區遊
覽，【哈桑二世清真寺】（外觀）【默罕默德五世廣場】【邁阿密海濱大道】，晚餐
之後入住酒店休息
晚餐：Rick瑞克咖啡館  卡薩布蘭卡Radisson blu hotel 五星酒店或同級

DAY3 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馬拉喀什Marrakesh (238km,約3.5小時)
酒店出發，抵達馬拉喀什。【庫圖比亞清真寺】(外觀)，【伊夫聖洛朗私人花園】(含門
票),【巴西亞皇宮】(含門票)，【不眠廣場】(入內)，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摩洛哥牛肉庫斯庫斯       
晚餐：酒店晚餐馬拉喀什Adam park marrakesh hotel五星酒店或同級

DAY4 馬拉喀什Marrakesh--阿伊特本哈杜築壘村Aït Benhaddou
(180km,約4小時)--瓦爾紮紮特Ouarzazate(40km,約1小時)

酒店出發，抵達世界遺產，最美古舊村落~【阿伊特本哈杜築壘村】(入內)，前往瓦爾
紮紮特，參觀“非洲好萊塢”【電影城】(含門票)，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伯伯爾烘蛋+摩洛哥檸檬雞肉塔津    
晚餐：酒店晚餐瓦爾紮紮特Berber palace hotel五星酒店或同級

DAY5 瓦爾紮紮特Ouarzazate--托德拉峽谷Todra River(170km
約3.5小時)--梅祖卡Merzouga(150km,約3小時)

酒店出發，前往梅祖卡，途經欣賞【托德拉峽谷】，抵達梅祖卡【撒哈拉沙漠】
(請帶好防曬用品及墨鏡)，沙漠騎駱駝(贈送)，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當地特色肉串   
晚餐：酒店晚餐梅祖卡Azawad luxury camp豪華帳篷

DAY6 梅祖卡Merzouga--伊芙蘭Ifran(400km,約7小時)菲斯Fes(70KM,約1小時)
酒店出發，前往摩洛哥四大古皇城之一菲斯，途經遊覽【伊芙蘭小鎮】，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米德爾特驛站鱒魚料理     
晚餐：雞肉庫斯庫斯菲斯les merinides fes hotel五星酒店或同級

DAY7 洪菲斯Fes--梅克內斯Meknes(60km,約1小時)--舍夫沙萬Chefchaouen/
得土安(Tétouan)(170km,約4小時)

酒店出發，參觀【菲斯古城】(入內)，【古蘭經經學院】(含門票)、【Nejjarine泉】
【伊德裏斯陵墓】(外觀)，世界第一所大學【卡拉維因大學】(外觀)，【布日盧藍門】。
後前往伊斯蘭古都城-梅克內斯，參觀【曼索爾城門】,【摩洛哥皇家馬廄糧倉】(含
門票)。前往舍夫沙萬(或得士安）,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摩洛哥牛肉丸Kefta塔津料理          
晚餐：自理舍夫沙萬Parador hotel 特色酒店或同級

DAY8 舍夫沙萬Chefchaouen--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 (230kM,約5.5小時)
酒店出發，參觀藍色小鎮--舍夫沙萬。【PlazaUta el-Hammam廣場】【大清真寺】
(外觀)，前往卡薩布蘭卡，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摩洛哥雞肉庫斯庫斯     
晚餐：中式晚餐卡薩布蘭卡Radisson blu hotel 五星酒店或同級

WWW.CTOUR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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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 --溫暖的家 Home(機場代碼: CMN)
指定時間送往機場，結束愉快行程。(盛世假期提供24小時送機服務)  早餐：酒店內

   一個遠古的國家，

        它是古羅馬時代遺跡、

中世紀阿拉伯風貌、撒哈拉沙漠的奇景、

      擁有自己顏色的國度。

它就是“上帝打翻的調色板“  ---摩洛哥！摩摩
CTMO09C經典9日7晚
兩人一房：$1788/人|含自费小费|未含機票

逢週四出發
6人起天天出發

洛洛哥哥

豪豪崋崋
5星級酒店+1晚沙漠豪華帳篷+1晚特色酒店5星級酒店+1晚沙漠豪華帳篷+1晚特色酒店

豪崋

$1788/人$1788/人

入住1晚沙漠上豪華帳篷体验~ 踩着软沙、遥望繁星
走进Rick瑞克咖啡館~ 情深话语、浪漫情怀

DAY1 原居地Home--摩洛哥Morocco
國際航班飛往摩洛哥，宿航班上。

DAY2 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  (機場代碼: CMN)
抵達卡薩布蘭卡國際機場，（盛世假期提供24小時接機服務。）
貴賓抵達，接機後入住酒店休息。當天上午航班抵達的貴賓，贈送卡薩布蘭卡市區遊
覽，【哈桑二世清真寺】（外觀）【默罕默德五世廣場】【邁阿密海濱大道】，晚餐
之後入住酒店休息
住：卡薩布蘭卡Radisson blu hotel五星酒店或同級
餐：晚餐/Rick瑞克咖啡館

DAY3 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馬拉喀什Marrakesh (238km,約3.5小時)
酒店出發，抵達馬拉喀什。【庫圖比亞清真寺】(外觀)，【伊夫聖洛朗私人花園】(含門
票),【巴西亞皇宮】(含門票)，【不眠廣場】(入內)，入住酒店。
住：馬拉喀什Adam park marrakesh hotel五星酒店或同級
餐：早餐/酒店內，午餐/摩洛哥牛肉庫斯庫斯，晚餐/酒店晚餐

DAY4 馬拉喀什Marrakesh--阿伊特本哈杜築壘村Aït Benhaddou
(180km,約4小時)--瓦爾紮紮特Ouarzazate(40km,約1小時)

酒店出發，抵達世界遺產，最美古舊村落~【阿伊特本哈杜築壘村】(入內)，前往瓦爾
紮紮特，參觀“非洲好萊塢”【電影城】(含門票)，入住酒店。
住：瓦爾紮紮特Berber palace hotel五星酒店或同級
餐：早餐/酒店內，午餐/伯伯爾烘蛋+摩洛哥檸檬雞肉塔津，晚餐/酒店晚餐

DAY5 瓦爾紮紮特Ouarzazate--托德拉峽谷Todra River(170km
約3.5小時)--梅祖卡Merzouga(150km,約3小時)

酒店出發，前往梅祖卡，途經欣賞【托德拉峽谷】，抵達梅祖卡【撒哈拉沙漠】
(請帶好防曬用品及墨鏡)，沙漠騎駱駝(贈送)，入住酒店。
住：梅祖卡Azawad luxury camp豪華帳篷
餐：早餐/酒店內，午餐/當地特色肉串，晚餐/酒店晚餐

DAY6 梅祖卡Merzouga--伊芙蘭Ifran(400km,約7小時)--菲斯Fes(70KM,約1小時)
酒店出發，前往摩洛哥四大古皇城之一菲斯，途經遊覽【伊芙蘭小鎮】，入住酒店。
住：菲斯les merinides fes hotel五星酒店或同級
餐：早餐/酒店內，午餐/米德爾特驛站鱒魚料理，晚餐/雞肉庫斯庫斯

DAY7 菲斯Fes--梅克內斯Meknes(60km,約1小時)--舍夫沙萬Chefchaouen/
得土安(Tétouan)(170km,約4小時)

酒店出發，參觀【菲斯古城】(入內)，【古蘭經經學院】(含門票)、【Nejjarine泉】
【伊德裏斯陵墓】(外觀)，世界第一所大學【卡拉維因大學】(外觀)，【布日盧藍門】。
後前往伊斯蘭古都城-梅克內斯，參觀【曼索爾城門】,【摩洛哥皇家馬廄糧倉】(含
門票)。前往舍夫沙萬(或得士安）,入住酒店。
住：舍夫沙萬Parador hotel 特色酒店或同級
餐：早餐/酒店內，午餐/摩洛哥牛肉丸Kefta塔津料理，晚餐/自理

DAY8 舍夫沙萬Chefchaouen--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 (230kM,約5.5小時)
酒店出發，參觀藍色小鎮--舍夫沙萬。【Plaza Uta el-Hammam廣場】【大清真寺】
(外觀)，前往卡薩布蘭卡，入住酒店。
住：卡薩布蘭卡Radisson blu hotel 五星酒店或同級
餐：早餐/酒店內，午餐/摩洛哥雞肉庫斯庫斯，晚餐/中式晚餐YOUR  TRAVEL  AGENT

DAY9 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 --溫暖的家 Home(機場代碼: CMN)
指定時間送往機場，結束愉快行程。(盛世假期提供24小時送機服務)  早餐：酒店內

獨家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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