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來 斯 樂 旅 遊 

 
   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馬爾它、賽普路斯18日之旅 

 

 

【行程特色】： 

1.特殊景點  

◎本行程除參觀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之外，另就近拜訪地中海古文明的發源地─馬爾他、地中海的明

珠－塞浦路斯。 

◎天然美景之旅： 

【綠洲清泉】：安排突尼西亞四座綠洲－吐澤、雪碧加、塔瑪札及米地斯，四輪傳動車馳騁於荒漠曠

野中，帶您進入高山綠洲清泉。 

【鹽湖蜃樓】：安排突尼西亞鹽湖－捷利德遊覽，溫度夠高，可一窺「海市蜃樓」幻化美景。尤其驅

車橫渡捷利德鹽湖，更可一窺「沙漠玫瑰」神祕風采。 

【海蝕奇景】：搭船前往馬爾他戈左島，參觀藍洞天然美景。 

【蔚藍海岸】：塞浦路斯的海岸，最美藍天美景，傳統歐洲渡假後花園。 

 

◎文明古蹟之旅: 

【純羅馬式】：以三神廟聞名的突尼西亞蘇菲吐拉(史貝特拉)。 

【腓尼基式】：突尼西亞迦太基古文明遺跡及迦太基博物館，讓您了解腓尼基人遠渡至北非建立地中

海邊的強大迦太基帝國的輝煌史，並回味漢尼拔將軍與羅馬的爭霸史。 

【巨石文化】：神遊馬爾他距今六千年的巨石神殿─塔西安及哈格金神殿。 

【希臘文化】：希臘神話中掌管愛與美的女神艾佛洛迪特的出生地－帕佛斯。 



【拜占庭文化】：塞浦路斯特洛多斯山區的教堂與修道院，是拜占庭文化的建築與壁畫的藝術品。 

 

◎宗教文化之旅：  

【回教】：阿爾及利亞－阿爾及爾的卡斯巴赫。突尼西亞－回教第四大聖城開路安清真寺、突尼斯市

的麥迪那古城。   

【基督教】：馬爾他－戈佐島的聖約翰教堂、瓦勒他市的馬爾他騎士宮殿、聖約翰聯合大教堂。 

◎電影追星之旅： 

「英倫情人」拍攝地－突尼西亞的塔瑪札和及米德斯。 

「星際大戰」拍攝地－突尼西亞瑪特瑪它的柏柏人石窟洞穴、麥迪尼。 

「神鬼戰士」拍攝地－突尼西亞的也爾珍。 

◎藍海情調小鎮之旅： 

突尼西亞－走訪以「藝術鳥籠」聞名的西迪布賽德、蘇斯港邊、哈馬邁特海邊渡假勝地。 

馬爾他－造訪瓦勒他市，於城牆上遠眺馬爾他北海岸美麗風光。 

 

【特殊世界遺產景點】 

◎參觀行程參觀 10 處世界遺產：阿爾及利亞的阿爾及爾舊城、提帕馬遺址；突尼西亞的突尼斯舊城

區、迦太基遺址、開路安、可考恩遺址；馬爾他的瓦勒他市城區、巨石神殿群；塞浦路斯的特洛多

斯山區內的彩繪教堂、帕佛斯城。 

 

2. 減少旅途舟車勞頓： 

【特殊交通工具景點】 

◎搭乘吉普車馳騁於突尼西亞沙漠中，前往薩吉連、三大綠洲─雪碧加、塔瑪札和米地斯。 

◎安排突尼西亞沙漠門戶─杜茲騎駱駝，漫步於撒哈拉沙漠之中。 

◎搭船前往馬爾他戈左島，參觀藍洞天然美景。 

 

3. 精心安排食宿風味餐： 

特別安排品嚐當地料理，以餐食的多樣化與豐富的內容，滿足您挑剔的味蕾，體驗當地傳統風味，

一場視覺與味覺的饗宴！ 

◎住宿以四、五星飯店為主或當地具有特色之酒店。 

◎全程飯店內享用自助式早餐。 

◎西式料理三道式或旅館內自助餐或套餐。 

◎安排吐澤沙漠綠洲風味餐。 

◎安排北非 BRIK 炸餡餅風味餐。 

 

4. 增加旅遊時間： 

◎安排阿拉伯酋長航空公司（EK），由台灣經杜拜直抵阿爾及利亞、塞浦路斯經杜拜直飛臺灣，這是

最節省搭機的時間，並減少轉機時間，讓行程有更充裕的時間飽覽最多地中海北非美景。 

◎用心規劃，行程不重複，讓您遊覽更多景點。 

 



出發日期：12/03、2/18、3/10 

                                                                                  

第 01 天  台北杜拜  

         EK 367 2345/0540+1 (飛行時間：10：00 時) 

         今日於桃園機場集合，帶著愉悅的心情搭乘豪華客機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第一大城杜

拜，飛抵後轉機前往非洲第一大國家－阿爾及利亞。當晚夜宿機上。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宿】：機上  

                   

第 02 天  杜拜 DUBAI 阿爾及爾 ALGIERS(阿爾及利亞) 

         EK 757 0810/1240  (飛行時間：07：30 時) 

今日轉機飛往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隨後參觀遊覽▲阿爾及爾大郵局，阿爾及爾大

郵局，是新摩爾風格的建築，建於 1910 年，作為阿爾及利亞首都市中心的標誌性建築，也

是阿國近現代歷史的見證。隨後前往舊城區內的世界文化遺產 ★卡斯巴赫 KASBAH 參觀

歷史古蹟，此城始建於西元前六世紀，並建於陡峭的斜坡上緊挨著布紮裡山，可遠眺望港

口與地中海地麥地那，建築風格融合了羅馬、拜占庭、土耳其、阿拉伯式等風味。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餐             晚餐：酒店內 

        【宿】：NEW DAY HOTEL 或 HANI HOTEL 或 EL DJAZAIR HOTEL 或同級 

 

 

 

 

 

 

 

 

 

 

 

 

 

 

 

 

 

 

 

 

 



第 03 天  阿爾及爾 

早餐後參觀遊覽阿爾及爾三葉塔，三葉塔是阿爾及利亞獨立鬥爭的象徵，坐落在阿爾及爾

馬達尼亞區哈馬山上，因阿獨立革命的 22 位先驅曾在此山開會，做發動阿民族解放戰爭

準備而得名。塔高 92 米，呈三片由外向內斜立的棕櫚葉狀，象徵阿的工業、土地和文化 

三大革命。三葉在 45 米高處交匯，交點以上有 5 層，4 層用於通訊，一層供參觀，可俯

瞰阿爾及爾灣，眺望阿爾及爾全市，隨後參觀非洲聖母院（Notre Dame d'Afrique）坐落在上

山，可以遠眺阿爾及爾海灣和城市的風貌。教堂規模不大，從外形判斷平面是拉丁十字佈

局，穹頂給人一種拜占庭風的感覺，貼上了瓷磚的裝飾又有地中海建築的特色，於 1872 年

落成。在一個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世界能建出如此美麗的教堂實屬不易。建築師 Fromageau

曾於 1859 年被任命為法屬阿爾及利亞教會建築主建築師，他採用了當時在法國教堂建築界

中十分流行的新拜占庭風格。教堂內部拱頂上有一條銘文：Notre Dame d'Afriquepriez pour 

nous et pour les Musulmans，意思是“非洲聖母，為吾眾及穆斯林祈禱”，這在天主教堂中是

很少見的，你可以說是當時教主的博愛，已經跨越了本門宗教，也可以說，也許這在當時

的阿拉伯世界一種能傳播自己教義的手段首先。之後驅車前往蒂巴薩，午後參觀世界文化

遺產的提帕馬遺址，提帕薩始建於西元前 7 世紀，最早是腓尼基人的貿易驛站，西元一世

紀被羅馬佔領，成為羅馬帝國的殖民地，也是北非最重要的基督教徒定居點之一。西元五

世紀，隨著汪達爾人入侵，大多數居民逃往歐洲。到了西元 7 世紀阿拉伯人佔領該地是，

這裡就已經是一片廢墟了。在腓尼基和古羅馬文化的影響下，這個坐落在西那瓦山脈腳下

的遺址成為了北非著名的遊覽聖地。包括教堂、公共澡堂、露天劇場、噴泉公園等遺跡，

隨後參觀著名的公主墓（Tombaeu de la Chretienne），此墓葬著埃及豔后之女。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中式餐 

      【宿】：NEW DAY HOTEL 或 HANI HOTEL 或 EL DJAZAIR HOTEL 或同級 

 

第 04 天  阿爾及爾 突尼斯 TUNIS─迦太基 CATHAGE─西迪布賽德 SIDI BOU SAID－突尼斯 

         TU 339 1215/1325  (飛行時間：01：10 時) 

今日轉機飛往突尼斯，抵達突尼斯國際機場，出關後隨即前往迦太基參觀 ★腓尼基人古

王朝遺跡及★迦太基博物館。腓尼基人於西元前 8 世紀在北非建立了個強大的迦太基帝

國，其強大海軍稱霸西地中海。續往突尼斯市城北的西迪布賽德，在這如詩一般的浪漫小

鎮漫步著，感受有藝術家花園之稱的地中海情調小鎮，其藍窗白牆配上亮藍的地中海，有

如置身畫中。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自助餐或套餐 

        【宿】：RAMADA HOTEL 或 AFRICA HOTEL 或 EL MOURADI HOTEL 或同級                   

 

 

 

 

 

 

 



第 05 天  突尼斯－道格 DOUGGA－開路安 KAIROUAN 

         道格位於突尼西亞的西北邊，古時相當重要的古努米底亞人的城市，羅馬帝國時代的穀倉，

是皇家貴族居住的城市，繁榮發展且留下許多壯觀的古蹟，★道格遺址包括羅馬劇場、神

殿、羅馬浴池、市場及住宅區等。隨後再往回教第四大聖城─開路安，並參觀★阿赫拉比 

         蓄水池，夜宿於開路安或 HAMMAMET。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自助餐或套餐 

        【宿】：LA KASBA HOTEL 或 HAMMAMET MOURADI HOTEL 或同級           

  

第 06 天  開路安─史貝特拉 SBEITLA─吐澤 TOZEUR 

         在回教的聖地中，其重要性僅次於麥加、麥地那、耶路撒冷的 開路安，在 9-13 世紀曾是

伊斯 蘭教北非宣教中心，亦是阿拉伯文學、科學、建築等黃金時期的傳播中心，在此參觀

★西迪烏克巴大清真寺，始建於西元 672 年，是一座雄偉、莊嚴又內斂的清真寺，共用 414

根柱子，為大理石、瑪瑙或班岩所打造而成，大多取自迦太基時期所留下的建材。內院裡

的兩層迴廊及羅馬式石柱更是壯觀，隨後再參觀★理髮師清真寺。午後轉往史貝特拉參觀

羅馬古城★「蘇菲吐拉」，在此遊覽三座神廟，廟內分別供奉羅馬神話朱比特、朱諾及密涅

瓦（等同希臘神話宙斯、希拉及雅典娜）諸神。夜宿吐澤。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套餐 

        【宿】：PALM BEACH HOTEL 或 KSAR ROUGE HOTEL 或 MOURADI HOTEL 或同級    

                                     

第 07 天  吐澤─捷利德鹽湖 CHOTTE EL JERID─杜茲 DOUZ 

         上午搭乘★吉普車馳騁於沙漠中，前往三個大綠洲─▲雪碧加、▲塔瑪札和▲米地斯，可欣

賞類似於美國大峽谷景觀和綠洲特有的沙漠瀑布。續驅車橫渡巨大的●捷利德鹽湖，一窺〞

沙漠玫瑰 〞神祕風采。隨後再轉往沙漠之門戶─杜茲，著上沙漠人的服裝來體驗撒哈拉沙

漠中★騎駱駝的趣味。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套餐 

        【宿】：SAHARA DOUZ HOTEL 或或同級                    

 

第 08 天  杜茲─麥迪尼 MEDENINE－瑪特瑪它 MATMATA─迦比斯 －斯法克斯 SFAX 

         突尼西亞南部山區村落中最值得造訪的即是柏柏人居住的地方，麥迪尼是電影”星際大戰” 

拍攝的地方之一，也是柏柏人村莊，這裡有捌千多個游牧家庭組成而建的▲房舍，這些房

舍可作為穀倉或居民的會議室，現在卻是色彩繽紛的藝品店。隨後前往瑪特瑪它欣賞荒漠

自然美景，並參觀原著民★柏柏人生活起居之洞穴及影片"星際爭霸戰"中之實景。迦比斯

是位於海邊的綠州城市，以出產香料而聞名。夜宿斯法克斯。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自助餐或套餐 

        【宿】：OLIVERIE HOTEL 或 GOLDEN TULIP HOTEL 或同級                    

 

 

 

 



第 09 天  斯法克斯－也爾珍 EL JEM－蘇斯 SOUSSE－哈馬邁特 HAMMAMET 

         前往世界第三大和非洲第一大羅馬競技場－也爾珍，讓您感受電影『神鬼戰士』中的場景，

她擁有羅馬帝國時代第三大的★競技場，外牆高 40 公尺、共三層、每層 68 個拱門，可容

納 35000 觀眾，中央場地長 65 公尺，寬 37 公尺，這裡就是人與獸拼生存的場地。在這也

可看到獸廄”表演人”的地牢及出場表演的通道，也讓您緬懷羅馬帝國時期的富裕和威風。

隨後轉往突尼西亞第三大城、亦是地中海邊之渡假勝地蘇斯，蘇斯康大維港碧海藍天，風

景優美，點綴地港邊的小商家，更是地中海。傍晚轉往地中海渡假勝地、風光秀麗、氣候

適中的哈馬邁特市。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自助餐或套餐 

        【宿】：LE ROYAL HOTEL 或 LAICO HOTEL 或 LELLA BAYA HOTEL 或同級                     

 

第 10 天  哈馬邁特－邦角半島 CAP BON－突尼斯瓦倫塔 VALLETTA（馬爾他共和國） 

         KM 685 1900/2000 (飛行時間：01：00 時） 

         好角半島位在突國的東北角，像根指頭伸入地中海並將北邊的突尼斯灣和南邊的哈馬邁特

灣給分開來。因其多樣性景緻，使它贏得了『突尼西亞的花園』之稱號。我們在這半島參

觀凱里比亞—是個重要漁港和農業市集中心，而▲拜占庭堡壘也是參觀景點之一； 可考

恩遺址是西元前 6 世紀迦泰基人所建的，以中產階級的住宅為主有很好的排水系統、客廳

及浴室等。午後突尼斯市觀光包括：▲獨立廣場、●布吉瓦大道和▲大清真寺等。並尚有

短暫時間可一窺突尼斯市最大之古市集─▲麥迪納，是個充滿回教味的市集，內有回教風味

的各事商品，琳瑯滿目。傍晚搭機飛往馬爾他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自助餐或套餐 

        【宿】：THE PALACE HOTEL 或 RADISSON BLU RESORT 或 FORTINA SPA 或同級 

 

第 11 天  瓦倫塔  

馬爾他位於義大利西西里島南方約 93 公里處，面積約 264 平方公里。全國共由 5 個島嶼組

成，其中馬爾他島最大，其次是戈佐島；是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而且完整的保存了許 

多極具歷史價值的美麗建築，也擁有 400 座以上的教堂，有些還是 3200 多年前建的；馬爾

他的五座島嶼都處於大海深藍色的背景中，所以可想而知她的風景當然是非常的美。今日

前往寂靜之城─邁迪納，參觀★聖彼得與聖保羅教堂，並可於城牆上遠眺馬爾他北海岸美

麗風光。隨後搭船造訪美麗的海蝕奇觀─★藍洞（若遇天氣不佳，則於戈左島觀賞），但見

海水如寶石班的忽藍、忽綠真是亮麗，隨後再造訪馬爾它巨石神殿─★哈格金神殿，沿途

經過▲丁格里懸崖、魚村並欣賞美麗的馬爾他黃昏景緻。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三道式西式套餐      晚餐：三道式西式套餐   

        【宿】：THE PALACE HOTEL 或 RADISSON BLU RESORT 或 FORTINA SPA 或同級 

 

 

 

 

 



第 12 天  瓦倫塔  

首都 瓦倫塔市，是一個四週被城牆包圍著有如一個城堡的城市，而三面被湛藍的海水所

繯繞，標準的美麗而藍天白雲百看不厭的海港城市－真的很美。曾經被腓尼基、迦太基、

希臘、羅馬、拜佔庭及阿拉伯人所統治，所以古蹟特別多，文藝復興、洛可可、巴洛可及

新古典主義式的建築隨處可見。今日參觀包括 1522－1798 年間建的★馬爾他騎士宮殿、▲

大港口、★聖約翰聯合大教堂、二戰受損正在維修的▲歌劇院，並★參觀國立考古博物館。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三道式西式套餐      晚餐：三道式西式套餐   

        【宿】：THE PALACE HOTEL 或 RADISSON BLU RESORT 或 FORTINA SPA 或同級 

                    

第 13 天  瓦倫塔 40km 戈左島 GOZO ISLAND 40km 瓦倫塔 

         今日搭乘渡輪前往★戈佐島，參觀▲古城堡與▲聖瑪麗亞教堂及史前 3600 年的★甲提亞巨

石神殿遺跡，而這些馬爾他巨石神殿都是用來祭祀儀式而建的。隨後搭船造訪美麗的海蝕

奇景─★藍洞，由於洞內光線折射，在海面上形成如寶石般鮮亮動人的藍色而聞名、謂為

奇觀（若遇瓦倫塔天氣不佳時，則安排於此參觀）。傍晚返回首府瓦勒他市。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三道式西式套餐      晚餐：三道式西式套餐   

【宿】: THE PALACE HOTEL 或 RADISSON BLU RESORT 或 FORTINA SPA 或同級 

 

第 14 天  馬爾他島拉納卡 LARNACA（賽普路斯共和國）－利瑪索 LIMASSOL 

         EK 110 1455/1815  (飛行時間：02：20 時) 

         今日造訪 ★塔西安巨石神殿，在此晚期巨石文化神殿裏處處可見美麗的動物浮雕，而螺

紋飾亦被視為生命之象徵。中午前往機場搭機前往賽普路斯第三大城拉納卡，抵達後再前

往前往利瑪索。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轉機餐 15 歐元       晚餐：酒店內用餐 

【宿】：MEDITERRAREAN BEACH HOTEL 或同級 

 

第 15 天  利瑪索－特洛多斯山區 TROODOS MOUNTAINS－利瑪索 

今日前往塞普路斯的綠色心臟：特洛多斯山區，種植不少蘋果樹和杏樹，內有迷人的小鎮、

村落和 10 間中古世紀遺留至今的拜占庭式教堂和修道院，聯合國於 1985 年因此而將 特

洛多斯山區內的彩繪教堂群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拜占庭藝術的重鎮，被譽為「山中傳奇」。

山區共有十座山，其中最高的是奧林帕斯峰，在希臘羅馬神話中為眾神的居所。參觀 ★

啟明者聖約翰教堂和大天使麥克爾古教堂，內有自拜占庭帝國時期遺留至今的壁畫，保存

之完整讓您彷彿穿越時光隧道，回到遙遠的中古世紀。續前往建於 11 世紀的★奇可斯修道 

院(KYKKOS)，位於海拔 1318 公尺的特洛多斯山區，是當地人民心中神聖的象徵，為最有

名也最富有的拜占庭修道院。塞普路斯第一任總統曾經在此修行，死後葬於附近。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酒店內用餐   

        【宿】：MEDITERRAREAN BEACH HOTEL 或同級 

 

 

 



第 16 天  利瑪索－帕佛斯 PAPHOS－利瑪索 

上午沿西海岸至希臘神話中描述愛與美之女神愛芙羅黛蒂（維納斯）出生地。續往充滿渡

假氣氛之 帕佛斯漁港(PAPHOS)，帕佛斯為信仰維納斯及希臘女神的中心，西元前 12 世

紀邁錫尼人已在此地建立維納斯神殿，因此現存的宮殿、劇場、堡壘、陵墓都極具歷史意

義，此地於 1980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參觀聞名於東地中海的★酒神之家馬賽克拼圖，被

認為是世上最美麗的馬賽克拼畫之一。續往國王岩石陵寢，隨後參觀建築風格迴異之★東

正教堂(ST. PARASKEVI CHURCH)─建造於西元九世紀的拜占庭式教堂，您可觀賞其內部

十五世紀的壁畫及美麗的五座圓頂建築。續往參觀★庫里翁遺跡(KOURION)，欣賞古羅馬

劇場、浴池及保存完整的馬賽克藝術。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酒店內用餐   

        【宿】：MEDITERRAREAN BEACH HOTEL 或同級 

 

第 17 天  利瑪索－拉納卡杜拜  

         EK 110 1930/0110+1  (飛行時間：03：40 時) 

早晨參觀新石器時代殖民地，也是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西羅科提亞遺址，這裡曾發現

地中海最早的人類社會。前往★拉納卡城堡，17 世紀由威尼斯統治者所建，曾做總督府，

內有小型博物館及美麗的庭園，隨後參觀市區的知名主教堂★聖拉薩路教堂，當地人傳說

拉薩路死而復活後就來到塞普路斯宣教、度過餘生。教堂內保存許多珍貴的聖畫像。晚間

搭機前往杜拜。 

         早餐：旅館內使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機上   

        【宿】：機上 

 

第 18 天  杜拜台北 

         EK 366 0340/1535  (飛行時間：07：55 時)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灣，在親友的迎接聲中愉快的結束此次地中海風情之旅。 

                                  

 

 

【特別說明】：行程表中標示★為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參觀，標示 為世界文化遺產。                 

行車時間及距離依實際路況為準。 

            航班、飯店與餐食僅供參考，確定行程以出團前之行前說明會為主 

 

 

 

 

 

 

 

 



【所需證件】: 

     ●護照正本。自出發日起需有 9 個月以上之效期。 

     ●護照上需有持照人本人簽名，且不得重覆簽名。 

     ●不可有以色列簽證或以色列出入境章。 

     ●三個月內之二吋照片 3 張。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領有身分證之子女得以戶口名簿或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替代) 

     ●旅客基本資料 (家裡電話及公司名稱電話地址職稱) 

     ●工作天: 20 天 

     ●如您需要提早或延後個別個簽，請提早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