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北非谍影 摩洛哥奇幻之旅（菲斯线）

游览国家：摩洛哥

上下车地点：

菲斯Fes，上团时间：9:00，上团地点：Hotel volubilis

Add：AV.Allal Ben Abdellah, Fes, Maroc ; Tel: 00212 0535621126/0535931045

住宿：四星级或特色民宿酒店标准双人间（酒店内西式早餐）

导游：中文导游+半自助游

行程安排：菲斯-梅克内斯-沃鲁比利斯城-舍夫沙万（或得土安-丹吉尔-拉巴特-卡萨布兰卡-马拉喀什

 
第1天菲斯 梅克内斯 沃鲁比利斯城 
舍夫沙万（或得土安）  

    
 行程概述  

  

集合后前往参观被美国著名杂志（Traveler
）评为全球最浪漫的10大城市之一的九世纪的【菲斯古城】。布日卢蓝门（外观）是联
合国重点保护文物，参观驰名于世各种各样手工艺品作坊：铜盘，地毯，染坊等，城内
随处可以看到镶贴着蓝色马赛克的建筑或室内装饰及商店中陈列的马赛克工艺品。后前
往摩洛哥伊斯兰古都城【梅克内斯】以及摩洛哥皇家马厩粮仓。之后前往参观古罗马北
非遗迹【沃鲁比利斯城】，最后前往舍夫沙万或得土安，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上团地点  

  菲斯Fes，上团时间：9:00，上团地点：Hotel volubilis
Add：AV.Allal Ben Abdellah, Fes, Maroc ; Tel: 00212 0535621126/0535931045  

    
    



全天  

参考特酒店或民宿：Atlas Chefchaouen 或Hotel Madrid 或jibal chaouen或hôtel
Puerta Azul Chefchaouen民宿（分散居住）或德土安Tetouen: Hotel A44 或 Hotel
Al Mandari 或Hotel Marina 或Hotel Mandy 或同级 或la paloma 或 hotel chams
或同级
每年由于受季节影响11月-3月期间，日照变短，山路驱车风险增加，将会取消沃鲁比
利斯游览，敬请谅解。
报名时请在附言中用中文备注姓名，以便导游后续工作开展，感谢配合！
受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本团报名人数达5人及以上将安排中文导游，
报名人数低于5人将安排英文导游，请您谅解！
温馨提示：菲斯古城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商店，其中马赛克、铜器、地毯、皮革等
手工艺作坊展现了菲斯最古老的工艺，不属于旅游购物商店。如有地陪推销商品及
购物店，请游客根据自身情况，自愿选择是否购买，我公司不强制进店购物。舍夫
沙万客房紧张，可能会调整入住到得土安。
      

菲斯麦地那

 

梅克内斯

 

沃鲁比利斯城

 

 

  

[菲斯麦地那] 
菲斯麦地那不仅完整保留了众多的历史建筑与文化遗迹，更包括当地人原先的生活意识
形态、日常习俗及民间作业传统，游走在麦地 那的街巷间，中古时代的气息仿佛让你穿
越了几个世纪。麦地那内拥有众多的神学院、清真寺，甚至包括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
均是 值得参观的历史古迹。菲斯古城是世界上现存最大规模的典型的中世纪风格的城市
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梅克内斯] 
古城墙雄伟壮观，以有胜利、凯旋之意曼索尔城门( Bab Mansour)闻名于世。
[沃鲁比利斯城] 
古罗马北非遗迹-沃鲁比利斯城，据记载，公元1世纪时，这里曾经是一座繁华城市，整
个城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现在这里留有保存完好凯旋门和剧场白色石圆柱。甚
至连古城街道、居民住房、油磨房、公共浴室、市场等都依然清晰可见，这里还有许多
镶嵌式壁画。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四星级或特色民宿酒店标准双人间（酒店内西式早餐）  
    
    

 第2天舍夫沙万 丹吉尔  

    
 行程概述  

  酒店早餐后，游览迷人的蓝色小镇--【舍夫沙万】。之后驱车前往丹吉尔，晚餐后入住
酒店休息。

 

    
    



全天  

参考酒店：Kenzi Solazur Tanger4*或Hilton Garden Inn Tanger City Center4*或
Hotel  Almohades city center Tanger4*或同级
      

马角公园

 
 

  
[马角公园] 
到了黄昏时分，舍夫沙万笼罩的蓝颜似乎也未见褪去。在老城后山的【马角公园】，有
观望小镇全景的平台，等天色渐暗之时，居民房屋都亮起了灯光。俯瞰下的舍夫沙万泛
起了幽蓝色调，如同一颗宝石镶嵌在里夫山间，让人百看不厌。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四星级或特色民宿酒店标准双人间（酒店内西式早餐）  
    
    

 第3天丹吉尔 拉巴特 卡萨布兰卡  

    
 行程概述  

  

酒店早餐后游览摩洛哥王国的西北角——
丹吉尔，此地为欧洲之交，自古以来贸易港，17世纪被葡萄牙当作礼物随公主嫁赠英国，
23年后因当地人民反抗而回归，1912年由八个列强国家商定为国际共管自由港，因而成
为走私、贩毒等罪恶天堂。参观老城区，著名的卡斯巴大灯塔。之后驱车前往拉巴特，
参观【摩洛哥皇家宫殿】(外观)和具有北非建筑风格的麦克苏尔清真寺（外观），乌达
亚堡（外观），穆哈穆德5世陵寝和【哈桑塔】（外观），之后驱车前往卡萨布兰卡。

 

    
    

全天  

参考酒店：Hotel Casablanca le lido thalasso&spa或Imperiale hotel 或Hôtel
Diwan Casablanca或 Mogador Marina Casablanca4*或MELLIBERhotel4星或同级
      

王宫

 

哈桑塔

 
 



  

[王宫] 
王宫位于市中心火车站南侧，现在的王宫是于1864年的老宫殿的基 础上重新修葺的，是
阿拉维王朝的重要皇城行宫之一。虽然王宫不 对外开放，但其壮观的王宫广场及精致的
宫门仍值得到此一游。
[哈桑塔] 
哈桑塔是阿尔默哈德王朝於公元1196年所建，当时的苏丹曾怀有一个宏愿，就是建造世
界上最大的清真寺，让所有的军队在此祷告，无奈缺乏经费和地震频繁，工程被迫中断，
只留下一百多根未完成之尖塔石柱
，整个建筑群庄严雄伟，风格典雅，体现了阿拉伯穆斯林优美的建筑工艺和摩特有的建
筑风格和装饰艺术。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四星级或特色民宿酒店标准双人间（酒店内西式早餐）  
    
    

 第4天卡萨布兰卡 马拉喀什  

    
 行程概述  

  

驱车前往马拉喀什，抵达后参观【库图比亚清真寺】（外观）和【伊夫圣洛朗私人花园
】这里是著名服装设计师伊夫圣罗兰 (Yve Saint Laurent
) 的私人花园，其生前同搭档皮埃尔·布尔热 (Pierre Berge
) 在摩洛哥马拉喀什购下了这片私人花园，为顶尖法国设计师提供了一片休憩场所。之后
游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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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参观【不眠广场】。结束
行程。

 

    
    

全天  

注：本网页内所标注时间均为参考时间，实际抵达时间会因各种不可抗力原因如天
气，堵车，交通意外，节日赛事，骚乱罢工等有晚点可能，请您见谅。您如有后续
行程安排需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其他城市，我们强烈建议您至少预留3小时以上的
空余时间，以免行程延迟受阻为您带来不便。由于您没有预留足够的空余时间而导
致的自行安排行程有所损失，我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不眠广场

 

库图比亚清真寺

 

巴西亚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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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图比亚清真寺] 
库图比亚清真寺这是北非最美丽的清真寺之一建于公元11世纪，有垂直于麦加朝圣方向
的17道柱廊。在神龛凹室和它两翼的两跨周圈有采光槽，里面的木结构“穆克纳斯”
蜂巢状立体雕饰可以位于较低的位置，这种独特而美妙的设置在以后的建筑中再也没有
出现过。
[巴西亚皇宫] 
巴西亚皇宫，是摩洛哥唯一对外开放的皇宫。这个皇宫深藏在老城的小街道里，外表看
平淡无奇，里面却是别有天地，华丽的房间、中庭、喷泉、花园，虽然小巧但却也很精
致，被称为微缩版的阿罕布拉宫。法国殖民摩洛哥后，把这里占为已有并进行了一些改
造，如加装了壁炉，但总体结构还是阿拉伯式的。与摩洛哥主要建筑一样，装修风格也
是大同小异，不过石膏的雕花更繁复，而马赛克的花纹就简单多了，这也是柏柏尔人与
阿拉伯人，在建筑文化上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具体表现。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  
    
    

费用说明

温馨提示：

1、每年由于受季节影响11月-3月期间，日照变短，山路驱车风险增加，将会取消沃鲁比利斯游览，

敬请谅解

2、舍夫沙万客房紧张，可能会调整入住到特土安。

3、如遇每年4月份梅克内斯农业展房源紧张时，可能会调整至依芙兰、或菲斯郊区及菲斯名宿入住。

4、依芙汉可能会因季节性大雪封山无法进入。

5、沙漠骑骆驼属赠送项目，可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选择参加或放弃，骑骆驼有风险，属个人行为，同

公司无关，建议儿童与老人参加谨慎。

6、如在6、7、8、9月前往，建议携带泳衣。

7、携带现金出入境有关规定：

尊敬的客人，根据摩洛哥出入境和外汇管理相关规定，自然人出入境携带4000欧元以上（含）外币

现钞从摩洛哥出境，必须出入境时的申报单或当地银行开具的相关证明。否则，海关可能予以查扣

或进行相应处理。鉴此，特别提醒各团组严格遵守摩洛哥有关规定。



8、马拉喀什不眠广场提醒：广场人杂，请您务必保管好自身财务；另外广场到处是兜售商品的个人

和摊主，购物属个人行为，请游客自我识别商品真伪；广场有摩洛哥人彩绘等项目，此活动属收费

项目，请游客知悉。

9、购物提醒：在摩洛哥当地可能会有当地导游推销商品的可能性，商品的真伪不一定能保证，游客

是否购买完全自愿。尤其菲斯古城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商店，其中马赛克、铜器、地毯、皮革等手

工艺作坊展现了菲斯最古老的工艺，不属于旅游购物商店。如有地陪推销商品及购物店，请游客根

据自身情况，自愿选择是否购买，我公司不强制进店购物。

10、请注意在出团前向我方索取出国考察注意事项。出国前请贵方再次落实具体地接内容。在境外

临时取消餐、车、酒店等费用根据非洲国家的特点，费用不给予退还。

 

费用包含

境外交通（根据不同人数安排相应的大巴车）1.
专业外籍司机2.
当地中文导游服务3.
全程四星级酒店（沙漠和舍夫沙万为3-4星或特俗民宿酒店  4.
沙漠可升级豪华帐篷）（酒店内西式早餐）

赠送高额境外旅游保险（仅限中国护照，它国往返或中国往返两种）5.
儿童价特殊说明：2岁以下孩童不占床不占座的免费，2-11岁以下不占床7折优惠，11岁以上6.
需按成人价。

自理费用

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导致1.
的额外费用。

客人特殊要求超出每天正常旅游活动以外的用车和司导费用（用车时间为9：00-21：00）。2.
如果团队为司导分开则超时费用为司机、导游及用车共计70欧元/小时。

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个人消费。3.
酒店因季节性上涨或遇到当地展会、节日等原因而增加的费用。4.
行李物品保管费及托运行李超重费。5.
单房差：35欧/人/夜6.
若客人有选择加住，出现落单情况需补单房差。7.
全程景点门票(具体票价，请参照行程报价)。8.
全程午晚餐、用水及用餐期间酒水及饮料等 （除赠送的晚餐外）。9.



（1）自费景点门票：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参加。景点门票上团后导游统一10.
收取

（2）午餐晚餐：客人可以选择跟团餐或者自己选择当地美食

（3）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司机、导游小费共6美金

以上“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项目。11.

推荐活动参考 （需自费）

自费项目说明

请注意：以下项目仅为参考价，价格如有调整以当时公布为准。 自费项目请配合和服

从导游的行程安排，以导游行程安排为主。

景点门票及自费项目

除哈桑二世清真寺外，其它清真寺禁止入内参观。若有需要以下景点门票，请根据情

况需要兑换当地货币（迪拉姆）支付。

 卡萨里克咖啡 60美金/人（含导游加班费，需2人起订）

卡萨大西洋海鲜餐 80美金/人（含导游加班费，需2人起订）

 伊夫圣洛朗私人花园 70迪拉姆/人

 巴西亚皇宫 70迪拉姆/人

 电影城 40迪拉姆/人

 Bou Inania medersas （古兰经经学院） 20迪拉姆/人

 梅克内斯马厩粮仓 70迪拉姆/人

 沃鲁比利斯城 70迪拉姆/人

 哈桑二世清真寺 120迪拉姆/人

 阿哥诺门 10迪拉姆/人

 萨弟安墓 70迪拉姆/人

 马拉喀什特色餐及表演
70美金/

人（含导游加班费，需2人以上起订）

 马拉喀什庭院特色餐
40美金/

人（含导游加班费，需2人以上起订）



 马拉喀什观光马车

20美金/

人（4人一辆马车，不足四人需补足4人费

用，超过4人则需增订）

 菲斯特色表演+晚宴 50美金/人

 沙漠四驱车 80美金/人（2人起订）

 豪华帐篷升级费用
60欧元/人/晚（2人住双标间时）；120欧元

/间/晚（1人住单人间时）

午晚餐费（参考）

 午餐 15美金/人/餐

 晚餐 15美金/人/餐

司机及导游小费

导游、司机及餐厅小费合计（导游收取） 5欧/每人/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