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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 突尼西亞撒哈拉沙漠 

星空帳篷旅館 10天(EK) 
        
撒哈拉沙漠風采 

撒哈拉沙漠總面積約為 900 萬平方公里，共計跨越非洲 10 國，由西向東分別是：茅利塔尼亞、摩

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利比亞、埃及、蘇丹、查德、尼日、馬利。目前約有 150 萬人口

居住在這片遼闊乾旱的地區，主要種族是沙漠遊牧民族－藍族和黑人。 

北非突尼西亞 位處地中海中央，約有長達 1300 公里的海岸線。南端進入撒哈拉沙漠。像是一個

神秘天堂，加上浪漫地中海溶合，曾經俘虜了無數遊子的渴望，從三毛筆下的撒哈拉沙漠、電影〔英

倫情人〕的絢麗景緻，到〔星際大戰〕描繪的柏柏人穴居地洞… .。 

 

【驚豔之旅】 

※於吐澤搭乘吉普車馳乘於綠洲、沙漠之中。 

※吉利特鹽湖讓人摸不清的海市蜃樓及特殊的鹽湖美景。 

※瑪特瑪它，遼闊的黃沙高原景色，就像外星人降臨的地方。 

※深入沙漠綠洲─ 沙吉浪，住宿真正的沙漠帳篷旅館，體驗星月共枕的難得經驗。 

【堅持最美好的一夜，撒哈拉的故事 Sahara Gateway, Your Story！】 

突尼西亞；彷彿是一個濃縮的小世界。在這裡，您可以看到迦太基、古羅馬的輝煌文明，可以感受

融合伊斯蘭與法式獨有的北非風情。地理上可以看到鹽湖、綠洲、柏柏人洞穴居等景致，而最讓旅

人再三留連難忘的─ 就是那一片無垠的撒哈拉沙漠。因此我們堅持：旅遊突尼西亞，一定不能錯過

最精彩的一夜：體驗沙漠的星空，特別安排住宿沙吉浪 Capement 

Yadis 沙漠綠洲帳篷旅館，是唯一有獨立衛浴設施與空調設備的帳篷

旅館。您可以舒適、悠閒地擁有在撒哈拉的時間：黃昏的地平線、

寂寥幽遠的沙漠線條、浩瀚的銀河星夜、抑或泡一池沙漠的溫泉水，

寫下您專屬的「撒哈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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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沙吉浪綠洲為沙質撒哈拉沙漠區域，需另外安排 2 天的四輪傳動吉普車進出撒哈拉，當地

唯一的附有私人衛浴的帳篷旅館，因房間數有限，且住宿成本高昂，但我們仍堅持給您最好的選擇。 

【知性之旅】 

※突尼西亞造訪迦太基 Carthage、史貝特拉 Sbeitla、也爾真 EL JEM，等 UNESCO 保護的千年

古蹟。 

※麥迪納古市集，體會市井小民的生活，是 UNESCO 明令為世界珍貴遺產。 

※北非回教朝聖者往麥加必經之路－開路安。 

※特別安排親身參觀柏柏人的住家，了解體驗柏柏人的生活方式。 

※參觀馬賽克工藝作品館藏堪稱世界第一的「巴杜博物館」。 

【體驗之旅】 

※暢遊雪碧加綠洲特有的沙漠瀑布。 

※有如美國大峽谷－般特殊的－塔瑪澤。 

※奧斯卡得獎名片－【英倫情人 THE ENGLISH PATIENT】拍攝地－米德斯。 

※安排體驗於沙漠中悠閒騎乘駱駝的難忘經驗。 

※品嚐北非三大風味 Brik 布里克炸蛋春捲、Couscous 北非風情小米飯、Shoraba 突式風味濃湯

及沙漠特產香甜椰棗。 

【精選旅館】 

全程提供五晚五星飯店，及一晚四星特色飯店+一晚帳篷旅館，享受阿拉伯世界的舒適夜晚!! 

 

 
阿酋航空（Emirates）HOT NEWS： 

獲評二○一六年「全球航空大獎」（World Airline Awards）之「全球最佳

航空公司」的霸主。自 2014 年 2 月 10 日起，宣佈開通往返杜拜及台北

客運直航航線，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台北杜拜往返使用 A380 機型。機上

的美味佳餚均由阿酋(阿聯酋)航空來自不同國籍的空中服務員為你送上。

客機更配有阿酋(阿聯酋)航空屢獲殊榮、多達1,500條頻道的 ice娛樂系統，

提供最新強檔片、配有中文字幕的好萊塢電影、音樂、電視節目及遊戲等             

參考出發日:  

天   數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起程地 抵達地 起程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一天 阿酋航空 EK 367 台北 杜拜 23 : 45 05 : 45 約 10小時 0分 

第二天 阿酋航空 EK 747 杜拜 突尼斯 09 : 25 13 : 25 約 7小時 00分 

第九天 阿酋航空 EK 748 突尼斯 杜拜 14: 55 23 : 45 約 5小時 50分 

第十天 阿酋航空 EK 366 杜拜 台北 04 : 45 16 : 50 約 8小時 05分 
 

http://www.emirates.com/english/index.aspx
http://www.emirates.com/english/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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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天 台北／杜拜                       

讓夢與愛飛翔,出發了！  

今日帶著裝滿希望的行囊，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快樂且充滿期待的心情，

從起飛開始，懷著年輕且奔放的心，前往杜拜夜宿機上。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豪華客機上 

======================================================================== 

第 二 天 杜拜／突尼斯 TUNIS－迦太基 CARTHAGE－西迪博賽德 SIDIBOU 

SAID(珈瑪特) 

班機經杜拜轉機，稍事休息後飛往沙漠國度，

於今日抵達北非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首先

我們將有機會一睹傳說中的迦太基文明，在神

與人的國度中，千古流傳的故事，在此不再是

遙不可及，強盛的古羅馬帝國浴場、古遺跡，

更讓此歷史古國展現出無限的文化深度，前往

參觀★迦太基遺址、★德非(TOPHET)祭壇、

★安東尼大澡堂。傍晚前往北部有藝術家花園

之稱的地中海濱小鎮—★西迪博賽德，白屋藍

窗是這個如詩一般小鎮的特色，精緻的圓頂拱門與阿拉伯特有的建築與地中海相揮映，空氣中滿是

綠草、花香所散發出一淡淡的清新與芬芳。(如遇卡關導致時間來不及則改隔日早上參觀) 

突尼斯(Tunis): 

突尼斯是突尼西亞的首都，也是第一大城，人口 160 萬，分為新市區和舊城兩部分。突尼斯的景

觀與一般國際都市一樣，有現代化的高樓大廈、網路密集的有軌電車、以及銷售時尚流行的精品店，

使她成為北非最現代化的都市之一，有「日內瓦第二」和「非洲的巴黎」美稱。 

迦太基遺址(Carthage): 

著名的迦太基遺址位於突尼斯東北方 17 公里的海邊，沿海岸分布從南到北約 6 公里多。大約在西

元前 9 世紀，腓尼基公主艾莉莎(Elissa)帶領她的子民，從現在的黎巴嫩遠渡重洋，千里迢迢來到

地中海南岸的這塊陌生的地方，並以她的聰明機智，讓當地的原住民－柏柏人賜給她土地，建立起

著名的迦太基。由於腓尼基人是一個善於航海和經商的民族，讓剛茁壯的羅馬帝國備感威脅，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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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了 3 次布匿戰爭，戰勝的羅馬人採用焦土政策，使得迦太基城像謎一樣地從歷史上消失，後

來在考古學家推敲和研究下，終於讓曾經在歷史上散發短暫光芒的迦太基城，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 

西迪博賽德: 

素有藝術家天堂的西迪博賽德，坐落於地中海

濱的岬角上，距離突尼斯只有 20 公里，是突

尼西亞境內最美麗的地中海村落。街道兩旁是

一些販賣雕刻銅盤、磁器、布偶、皮件，以及

紀念品的商店，並有幾處露天咖啡座，休閒氣

氛非常濃厚。此地的居民許多是為了躲避西班

牙的宗教迫害，而從伊比利半島渡過地中海遷

居此地，所以此地的房子，融合了安達魯西亞

與阿拉伯的建築風格，每間漆上白牆的屋子都

有座耀眼的藍窗，精雕細琢的圓頂拱門還以黑

色圓釘扣出特別的圖案，美得令人心醉，每一處巷弄都是一種驚豔，漫步在這裡的巷道，腳步不知

不覺跟著放慢，心中溢滿著幸福的感覺。迎著徐徐的和風，望著湛藍的天空，青翠的海水，頓時那

份久違的悠閒，將再次充滿你的心頭，和你一起徜徉在慵懶的地中海，尤其夕陽西下時，海天奇幻

多變的色彩更是令人難忘。 

參考行程距離：突尼斯-20KM-迦太基遺址-3KM-西迪博賽德 

早餐：機上空廚 午餐：機上空廚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五星 MOURADI GAMMARTH 或 GOLDEN TULIP 同級 

========================================================= 

第 三 天 突尼斯－杜加 DOUGGA－開路安 KAIROUAN 

清晨醒來，地中海陽光落入眼簾，美麗的一天，

又是令人期待隨後沿著突尼西亞綠色原野前往山

城★杜加，遠在迦太基時期即繁盛興旺，於羅馬

統治時期成為帝國穀倉，保護良好的遺址宛如北

非龐貝城。突尼斯西南方的杜加，位於海拔 600

公尺的山上，可俯瞰一片金黃色的麥田，居高臨

下，具備極佳的戰略位置。西元前 2 世紀，這裡

是馬西尼薩(Massinisa)的基地，他曾幫羅馬對抗

迦太基，佔地達 25 公頃，所有公共建築和私人

民宅綿延山丘，於 1997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參觀古羅馬劇場、 天神殿、羅馬浴場、市場、羅馬百姓住宅等，傍晚抵達前往回教聖城－開路安。 

杜加: 

突尼斯西南方的杜加，位於海拔 600 公尺的山上，可俯瞰一片金黃色的麥田，居高臨下，具備極

佳的戰略位置。由名字與建造的位置，可看出杜加與一般建在平原的典型羅馬城市不同，因此可知

杜加在西元 2 世紀羅馬人抵達之前，便已經存在。事實上，有關杜加的記載早在西元前 4 世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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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此古遺跡也於 1997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參考行程距離：突尼斯-112KM-杜加-168KM-開路安(或Sousse 或Hammamet)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五星 LA KASBA HOTEL 或同級 (因當地五星較少,如遇客滿則改其他城市五星飯店) 

========================================================= 

第 四 天 開路安 KAIROUAN－史貝特拉 SBEITLA－吐澤 TOZEUR 

★開路安此一泉水中建立的城市，是回教朝聖者往麥加必經之路，也是古時回教王朝北非的首都，

懷著朝聖般的心情，造訪古老且莊嚴的清真寺，彷若讓人感覺更接近真神－阿拉，逛逛古市集也是

來此，不容錯過的行程，隨後續往古羅馬重鎮－★史貝特拉，正如其名字一般的獨特，著名的古羅

馬神殿群凱旋門、劇場等，古羅馬帝國時期武功之強盛可見一般，帝國餘暉雖已不再，風華郤依舊，

傍晚前往綠洲城市－吐澤。   

開路安 KAIROUAN: 

開路安是回教第四聖城 (其他三個分別是麥加

(Mecca) ，麥迪納  (Medina) ，及耶路撒冷 

(Jelusalem)，建於西元 761 年，同時也是阿拉伯

回教徒在北非所建立的第一個首都。傳說當初回教

先知穆罕默德的弟子 Ogba Ibn Nafaa，他曾帶領 

15 萬回教大軍在此地作戰，有一回他所騎乘的馬

匹突然失足倒地，而倒地處竟湧出了泉水，就在泉

水下赫然發現多年前在麥加失蹤的金色高腳杯，這

些奇妙的現象使 Ogba 將軍決定在這裡建造一個阿拉伯帝國位於北非的首都。突尼西亞人民將它

視為聖城，若是一生無法親自到麥加朝聖，就要到這裡朝拜 7 次。 

史貝特拉: 

位於開羅安西南方約 100 公里的史貝特拉，擁有非常豐富和瑰麗的古蹟，其中以羅馬神殿最為著

名，保持得相當完整。這座城市建立的確實年代已不可考，大約是建於西元 2、3 世紀，在拜占庭

時代一度成為首都。史貝特拉最著名的是她的三座並列的古羅馬神殿群，分別供奉天神朱比特、天

后朱諾和朱比特的女兒蜜妮娃。整片建築群構成一座羅馬時代非常富裕的城鎮，羅馬時代稱為

Sufetula。 

參考行程距離：開路安-117KM-史貝特拉-270KM-吐澤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Palm Beach Palace Tozeur 或同級(因當地五星較少,如遇客滿則改其他城市五星飯店) 

========================================================= 

第 五 天 吐澤(沙漠綠洲之旅)－吉利特鹽湖 CHOTT JERID－杜茲 DOUZ 

如電影般的情節，今日轉乘★四輪傳動沙漠吉普車，馳騁於無垠的沙漠，★雪碧加（CH-EBIKA）

綠洲特有的沙漠瀑布，可謂沙漠中的奇珍，★塔瑪澤（TAMERZA）經風化過的岩石壁呈現壯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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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路痕跡，有如美國大峽谷一般特殊，★米德斯（MIDES） 是一個山中綠洲，奧斯卡得獎名片－

【英倫情人 THE ENGLISH PATIENT】其中一段拍攝地就在此地，絕美的愛情故事，無以取代的景

緻，真實與夢幻，彷若故事中的主角，再也分不清，接著前往星際大戰首部曲：（Star Wars Episode 

I: The Phantom Menace）是 1999 年拍攝的場景－★歐各杰媚 Oung Jamel，充滿陽光充足時易

見到海螫蜃樓。午後搭乘巴士橫渡巨大的吉利特鹽湖，吉利特鹽湖因烈日強風已漸漸枯竭，道路兩

旁盡是販賣沙漠玫瑰的小販，運氣好的話，陽光強的時候還可看到讓人摸不清的海市蜃樓，在大漠

風光的伴隨下抵達突尼西亞撒哈拉的門戶－★杜茲。 

吐澤(Tozeur) 

這個素有「椰棗國首都」美稱的吐澤，是突尼西亞在撒哈拉地

區最繁華現代的綠洲城市，不僅舖設柏油公路，還有各種現代

化設備及一座國際機場。到了吐澤，還可以搭乘四輪傳動吉普

車，到位於吐澤西北方的 3 個高山綠洲─ 雪碧加(Chebika)、

塔馬札(Tarmerza)、米德斯(Mides)。當車子進入山區後，一路

上可以看到類似美國大峽谷的壯麗景觀。 

吉利特鹽湖 CHOTT JERID 

吉利特鹽湖是一片廣達 5000 平方公里的沙漠鹽湖，也可稱為

鹽質沙漠。吉利特鹽湖是連結杜茲及吐澤這兩個大綠洲的橋

樑。這片廣大乾涸的地帶長約 160 公里，寬 55 公里，約占

了突尼西亞土地面積的 32 分之一。據地質學家推測，這座鹽

湖應是在造山運動時隆起的，因為它高於海平面 20 公尺，而

且這片湖區曾發現鯊魚的骸骨，因此這個地區在古時應是一片

汪洋大海，獨特的地理景觀令人難忘。 

參考行程距離：吐澤-146KM-杜茲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四星 MOURADI HOTEL 或 SAHARA DOUZ 或同級 

========================================================= 

第 六 天 杜茲－沙吉浪 KSAR GHILANE(撒哈拉沙漠之旅) 

向沙漠中的綠洲，輕輕道聲早安，無可取代的沙漠陽光明亮而柔和，您可與三倆好友隨處逛逛。今

日前往中轉站，將轉乘★吉普車前往位於突尼西亞撒哈拉沙漠的★沙吉埌，今日將是您一生中難忘

的記憶，沙吉埌位於沙漠深處，一般車輛無法到達，一般人須從突尼西亞的沙漠前緣城市，駕駛四

輪傳動的沙漠吉普車，經過長途跋涉才能來到這裡，不過，愈難得到的往往是心中最嚮往的，有人

說，沙吉埌遼闊的沙漠美景和清朗明亮的天空是最能吸引旅人的魔力，可以讓囚禁在都市籠牢的身

心獲得解放，您可實地感受一番，晚間我們也特別安排住宿★沙漠帳篷旅館，體驗與星星共枕而眠！

我們也特別安排體驗於沙漠中漫步的悠閒★騎乘駱駝的難忘經驗！(或隔日早晨體驗) 

（今日轉乘吉普車前往沙漠帳篷旅館住宿，請敬備一日過夜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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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茲 DOUZ: 

沙漠綠洲杜茲，是前往撒哈拉沙漠的門戶，從凱比利

(Kebili)往杜茲的途中。景觀漸漸地變換，兩旁的礫石

逐漸轉為沙質，而草叢也越來越稀疏，到了杜茲就可

看到一片起伏的沙丘，這裡就是撒哈拉沙漠的邊緣，

壯觀的景象十分震撼。 

沙吉浪: 

搭乘吉普車前往沙吉浪將是您一生難忘的回憶，漫漫

無際且高低起伏的沙丘，獨特的沙漠帳棚旅館，在晚

上，星星又多又亮，這時沙漠已不熱，吹著陣陣涼風，登上摘星樓或躺在細細的沙漠看星星，真有

說不出來的幸福的感覺。 

參考行程距離：杜茲-144KM -沙吉浪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晚餐 

住宿：CAPEMENT YADIS(沙漠綠洲帳篷旅館) 如遇滿則改住其他城市四星飯店 

========================================================= 

         ~ 體驗柏柏文化之旅 ~ 

第 七 天 沙吉浪－瑪特瑪他 MATMATA－迦貝斯 GABES－斯發克斯 SFAX 

昨夜有無好夢，無所謂，清晨醒來，怕來不及享受撒哈拉沙漠日出絕美，光與影的變化，令人迷絢，

享用過美味的沙漠早餐後，續奔馳於浩翰無際的沙漠中，遙望無盡黃沙堆積而成的沙丘，不禁感覺

到人類何其渺小，阿拉伯的勞倫斯電影情節在腦中飛掠過，今天我們就在此，臨別前可別忘記帶點

撒哈拉沙漠獨特而美麗的細沙；隨後抵達★瑪特瑪他，遼闊的黃沙高原景色，就像外星人降臨的地

方，當地的原住民－柏柏人，就居住於其下，獨特的地理景觀與生活方式，難怪【星際大戰】、【印

第安那瓊斯】等名片，皆在此取景拍攝，可謂好萊塢的常客。之後來到濱海的★迦貝斯，因此地的

鹽質土壤非常適合「指甲花」的栽種，當地居民喜用其葉磨成粉後當成天然染劑(黑那 Henna)使用，

在五顏六色的★香料市集裡任君挑選。晚間夜宿斯發克斯。晚間夜宿斯發克斯。 

瑪特瑪他 MATMATA: 

「瑪特瑪它」位於一處由黃土、礫石所構成的

崎嶇山區中，有壯觀的山丘、峽谷、谷地，然

而卻沒有蒼鬱的樹林，也不見青翠的草地，放

眼望去只見灌木叢零星地散布其間，有一種荒

涼的美感，電影「星際大戰」、「法櫃奇兵」便

是在此拍攝。如果來到突尼西亞而沒有到瑪特

瑪它，將會非常遺憾，因為當地擁有獨特的「穴

居」建築，這是中部的高原最主要的原住民－

柏柏人（the Berbers）為適應當地的地理環

境和氣候，發明的一項獨特的建築物。穴居的好處很多，不僅可以遮避酷熱的烈陽，還可以防止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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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的吹襲。在瑪特瑪它有供觀光客參觀的柏柏人穴居屋，參觀時最好帶著小禮物送給小孩。典型穴

居屋的進口門牆上會有一個「愛莉莎手印」，並掛有魚尾巴，用來祈求平安、豐收。 

 

參考行程距離：沙吉浪-107KM-瑪特瑪他-44KM-迦貝斯-137KM--斯發克斯 

早餐：沙漠早餐 午餐：Couscous 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五星 OLIVIER PALACE 或 Borj Dhiafa Sfax Hotel 同級 

      (因當地五星較少,如遇客滿則改其他城市五星飯店) 

========================================================= 

第 八 天 斯發克斯 SFAX－也爾真 EL JEM－蘇斯 SOUSSE－哈瑪麥德濱海度假區

HAMMAMET(珈瑪特) 

今早前往位於開羅安東南方約 50 公里的★也爾

真，有一座建於西元 230 年的古羅馬競技場 

(Amphitheater) 遺跡，在羅馬帝國時代，這座競

技場可是居國土內第三大，這座古羅馬競技場也是

非洲地區最漂亮，而且保存得最好的競技場，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更把它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途經★蘇

斯市的老城區麥地那，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

世界遺産名錄。行程到此已進入尾聲，之後前往突

尼斯近郊，突尼西亞地中海的濱海渡假勝地─ ★哈

瑪麥德，這裡林立許多度假飯店，回到飯店享用設

施，也可以到附近海灘走走，感受地中海式的悠閒浪漫。 

也爾真 EL JEM： 

也爾真，有一座建於西元 230 年的古羅馬競技場(Amphitheater) 遺跡，在羅馬帝國時代，這座競

技場可是居國土內第三大，僅次於卡布亞競技場 (Capua)及羅馬的 Colosseum ，可見得當時此

地的富饒。這座古羅馬競技場長 148 公尺，寬 122 公尺，呈橢圓狀，圓周長超過 425 公尺，高

約 35 公尺，其 3 層樓的席位總共可容納約 4 萬多名觀眾，整座競技場看起來十分壯觀，氣勢雄

偉，1979 年被 UNESCO 明令為世界珍貴遺產。 

蘇斯 SOUSSE： 

蘇斯老城之所以出名應歸功於它的古城堡和大清真寺。城堡修建於西元 821 年，歷史上曾作為燈

塔和警備烽火臺，是沿海防禦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參考行程距離：斯發克斯-104KM-也爾真-70KM-蘇斯-80KM-哈瑪麥德(突尼斯)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LAICO HAMMAMET HOTEL 或 MOURADI GAMMARTH 或 VINCCI LELLA BAYA 或同級 

========================================================= 

第 九 天 哈瑪麥徳(珈瑪特)－突尼斯／杜拜／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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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安排參觀突尼西亞最重要的★【巴杜博物館】，館藏馬賽克工藝作品堪稱世界一流，不容錯過

的鎮館之寶─ 威吉爾(Virgil)的「詩人與謬斯女神」馬賽克鑲嵌畫，作品臉上的表情和衣服的摺皺

皆是用馬賽克拼貼藝術而成，遠看猶如一幅瑰麗的油畫，令人流連再三。如有時間則前往★突尼斯

市區，因經歷過法國的殖民，讓突尼斯在阿拉伯文化的背景下融合了法國文化，城內佇立一座★凱

旋門，將突尼斯二分為★新城市區(New Town) 與★舊城市集(Medina)，舊城也是最能體會市井

小民生活的所在，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明令為世界珍貴遺產之一，臨走前別忘記，

享受人生的一大樂事【血拼一番】， 與當地老闆殺殺價，以促進國民外交【因為當地人認為殺價是

溝通情感的開始】。之後隨後告別北非古國， 搭機飛返台北因飛行時間及時差的關係，於次日抵達，

夜宿機上。 

享受旅遊的幸福: 

今天是行程最後一天，北非突尼西亞 10 天之旅肯定是與您曾經旅遊過的地方有許多不同，迦太基、

古希臘羅馬、阿拉伯、撒哈拉等，旅遊也許有許多不便，但隨遇而安與輕鬆的心情是您出外所必備

的，北非奇幻之旅，希望您在追求與探索不同的新世界時每一天每一刻都是繽紛與多彩的！ 

參考行程距離：哈瑪麥德-60KM-突尼斯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機場自理 晚餐：機上空廚 

住宿：豪華客機 

========================================================= 

第 十 天 杜拜／台北 

今日班機抵達台北，生命該浪費在美麗的事物，旅遊真能感動人們心中久未滋潤的靈魂，另一次的

相逢，期待吧！ 

  (本公司保有依行程中內陸航班、交通狀況及政治等因素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 

 

 

 

 

 

 

 

 

 

★行程特別注意事項★  

1. 當地因大多為落後或偏僻區域，故當地有許多休息站和土產商店或地毯店結合之廁所，方便讓

旅客休息或如廁之用，並非強迫購物或是購物站，請旅客明白。  

2. 因為行經部分山區以及沙漠地帶，因此路況較蜿蜒，溫差較大，請旅客做足準備。 

3. 搭乘吉普車途中停點或騎駱駝停點時，可能會兜售當地手工藝品，此行為純屬吉普車司機或駝

夫之行為，並非強迫購物。 

簽證所需資料： 

1.護照正本(效期需 10 個月以上、本人親自簽名，不得塗改) 

2.身份證正反影本 1 份（沒有身份証的小孩請準備戶口名簿影本） 

3.兩吋相片 2 張(備用) 

4.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職稱 公司電話 公司地址 住家電話 住家地址 

           (學生請給學校名稱、住址、電話) 

5.工作天 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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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服務專員。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但不

含景點之摄像卷)、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以及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基於國際禮儀，全

程司機、導遊、領隊建議小費為每日 10 歐元，10 日共計 100 歐元。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二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2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開票，

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原

則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18,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付房價

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不

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的三人房，會以標

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安排，且房間室內空間不若東南亞地區寬敞，可

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本公司會向飯店提出您的需

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差別

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親友一

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摩洛哥餐食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級替

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列資料為準。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本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 

 

其他說明 : 

當您繳付訂金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趟旅程的旅館、

餐廳或機票等費用。 

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的費用，向您收取

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訂金。 

多數外籍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旅客若因懷孕、生病、

意外受傷等因素取消機票，航空公司皆無法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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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國家有程度高低的旅遊風險，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的旅遊權益，若有

慢性疾病、年滿 70 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且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可接受報

名。如未告知身體特殊狀況以致無法成行或衍生其他問題，旅客需自行負責。 

無護照、護照頁數不足、效期不足（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期為基準）、過期者或護照汙

損（包含髒污、封面與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有非出入境之印章等）、蓋有爭議國家之入出境章

以及相貌／姓名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變更等...旅客有義務自行檢查審核，上述說明如有疑問請來電

洽詢。 

 

 行程路線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