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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西亞 15 天 
【行程特色】 

1 天數長才能深度及全覽 

因為天數的關係，市場上的行程大同小異，來回飛機就扣掉 2 天，於是只能走馬看花、到此一遊。

了響應市場的需求，特別安排 15 天的行程，讓您不用浪費時間與金錢在坐飛機上，也不用早出晚

歸累壞了身體又掃了遊興，且有充裕的時間參觀每處景點。 

2 迦太基文明 

迦太基曾是歷史上著名的航海及經商民族，強盛了數百年之後才結束在羅馬帝國手中，昔日遺址至

今成為觀光客必訪的景點。今日的迦太基區，不僅是總統府的所在地，也是達官貴人及各國使館聚

集的區域，整齊的街景，成為突尼斯的豪宅區域。 

3 沙漠與綠洲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最大的沙漠，突尼西亞的吐澤與杜茲即是撒哈拉的綠洲城市，這裡出產世界最有

名的椰棗及沙漠玫瑰，慢活的民居生活，讓時間彷彿停留在上個世紀。特別安排搭乘四輪傳動吉普

車馳騁於綠洲之間。 

4 地中海的盛宴 

位於地中海濱岬角上的西迪布蕯德全是一片藍白對比，藍色代表地中海的藍，白色代表純潔，讓人

誤以為身處在希臘的聖托里尼，景色美極了。 

5 歷代統治古蹟 

古羅馬統治時期、拜占庭統治時期與伊斯蘭時期，皆在這片土地上留下豐富的人類文明遺跡。杜加

古城、開羅安清真寺、伊爾捷古羅馬競技場、斯貝特拉古城，都讓我們更加了解昔日突尼西亞曾有

的光輝。 

6 柏柏人的聚集地 

瑪特瑪他是典型的柏柏人聚集地，其遼闊的黃土景象，吸引電影星際大戰、阿拉伯的勞倫斯及印第

安那瓊斯等知名大片在此取景，旅客在此彷彿來到外星人的世界。 

7 歐洲人的渡假天堂 

突尼西亞北部及東部突出於地中海上，即使是冬季，氣溫仍十分宜人。哈瑪麥德及蘇斯是二大渡假

勝地，到了旺季，街上每四個人就有三個是外國人，陽光/遊客/咖啡吧/遊艇構成一幅休閒的景象。 

8 深度導覽：UNSCEO 世界文化遺產 

【UNSCEO 1979，迦太基遺址】、【UNSCEO 1979，突尼斯老城】、【UNSCEO 1979，伊爾捷古羅馬競

技場】、【UNSCEO 1988，開羅安】、【UNSCEO 1997，杜加古城】、【UNSCEO 1988，蘇斯】 

9 貼心提供每日礦泉水及佐餐礦泉水 

於突尼西亞旅遊期間，每日提供貴賓們 1 人 1 小瓶礦泉水。全程除了中式料理提供熱茶外，午、晚

餐皆提供佐餐 4 人 1 瓶礦泉水。 

10 貼心安排飯店行李服務 

貼心安排飯店行李服務，讓貴賓們不用為提行李傷腦筋，可以輕輕鬆鬆地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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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參考(僅供參考，最後出發航班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天 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飛行時間 

第 01 天 23 : 35 05 :05 +1 台北杜拜 阿酋航空EK367 約 09 小時 30 分 

第 02 天 09 : 00 12 : 25 杜拜突尼斯 阿酋航空EK747 約 06 小時 25 分 

第 14 天 14 : 05  23 : 10  突尼斯杜拜 阿酋航空EK748 約 06 小時 05 分 

第 15 天 03 : 15+1 16 : 15 杜拜台北 阿酋航空EK366 約 08 小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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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門票景點、＊不需門票景點、▲行車遊覽、 拍照需付費、 UNESCO 指定為世界遺產） 

第 1 天  台北 TAIPEI 杜拜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住宿: 機上 

滿懷著快樂且充滿期待的心情與行囊，集合於桃園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搭機前往杜拜，稍做休

息後，繼續轉乘阿酋航空前往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 

第 2 天  杜拜 突尼斯 TUNIS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 5★ Mouradi Hotel 或同級 

中午班機抵達地中海畔的燦爛古文明與白色天堂－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 Tunis。抵達突尼斯迦太基機

場後，前往參觀 【迦太基遺址 Site of Charthage】，《1979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UNESCO世

界文化遺產》、Ⓞ德非祭壇 Tophet、Ⓞ安東尼大澡堂 Antoninus Baths。傳說西元前九世紀，來自腓尼

基的艾麗莎公主，智取柏柏人領袖，以一片牛皮換得了新土地，於是迦太基就誕生了。接著驅車前往北

部有藝術家花園之稱的▲西迪布蕯德 Sidi Bu Said，曾被美國國家地理旅遊雜誌評為全球十大浪漫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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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您在

這裡閒坐一會兒，★貼心致贈您一杯清涼透心的松子薄荷茶,享受美麗浪漫時光。今晚夜宿突尼斯近郊迦

瑪斯 Gammarth。 

景點介紹 

＊ 【突尼斯 TUNIS】：突尼斯是迦太基古城過去的所在地，也是現今突尼西亞的首都，為突尼西亞第一

大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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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一座具有國際色彩的歷史名城。 

◎ 【迦太基遺址 CARTHAGE】【UNESCO,1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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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公主艾麗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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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迪布蕯德 SIDI BU SAID】：素有藝術家天堂的西迪布蕯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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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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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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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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突尼斯→20KM(約 30 分)西迪布蕯德→13KM(約 10 分)迦瑪斯 

 

第 3 天  迦瑪斯 GAMMARTH →霍貝布瑪荷斯古城遺跡 THUBURBO MAJUS  

→杜加 DOUGGA →開羅安 KAIROUAN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 5★ Kasbah Hotel 或同級 

早上行程前去參觀Ⓞ霍 貝 布 瑪 荷 斯 古 城 遺 跡 The site of Thuburbo Majus，參觀饒負盛名的

古羅馬遺跡，如主神殿、浴池及競技場等，緬懷古羅馬人的昔日風光。接著車子沿著滿山綠

野農田映入眼中，行車漸漸進入山區，道路愈趨狹窄，原來越過山野，隱藏了一座美麗的世外桃源 杜

加古城 Douga，《199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這是座已擁有二千餘年歷

史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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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劇場、天神殿、羅馬浴

場，羅馬大道、市場、羅馬百姓住宅等保護良好的遺址宛如北非龐貝城。非洲聖城 開羅安 Kairouan，

《198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西元 671 年，阿拉伯將軍阿卡巴率領千軍

萬馬攻到北非，一連串神蹟促使他選擇此地建立阿拉伯帝國在北非的第一座首府。由於地位獨特，開羅

安甚至曾經如麥加一般，不對非穆斯林開放，現代開羅安雖已不再不近人情，卻也是突尼西亞宗教氣息

最濃厚的城市，突尼西亞人說著：「到開羅安朝聖七次，可抵過到麥加朝聖一次。」開羅安曾是強盛的阿

赫拉比王朝首都，整座城市建築瀰漫著阿赫拉比王朝中規中矩的簡約細緻風格。城內的Ⓞ大清真寺不僅

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更是北非清真寺建築的設計典範。續參觀與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相關的Ⓞ聖

友祠清真寺，寺內的「安達魯西亞手工磁磚與灰泥雕刻」，讓人驚艷。 

景點介紹 

◎ 【霍 貝 布 瑪 荷 斯 古 城 遺 跡 THE SITE OF THUBURBO MA JUS】：距離突尼斯約 60 公

里，參觀饒負盛名的古羅馬遺跡，如主神殿、浴池及競技場等，緬懷古羅馬人的昔日

風光。 

◎ 【杜加古城 DOUGA】【UNESCO,1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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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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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 【開羅安 KAIROUAN】【UNESCO,1988】：開羅安是回教第四聖城(其他三個分別是麥加(Mecca)，

麥迪納 (Medina)，及耶路撒冷 (Jerusal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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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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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迦瑪斯→187KM(約 2 小時 50 分)布拉雷吉→76KM(約 1 小時 10 分)杜加→183KM(約 2 小時 45 分)開羅安 

 

第 4 天  開羅安 KAIROUAN → 斯貝特拉 SBEITLA →吐澤 TOZEUR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 4★ Ras El Ain Hotel 或同級 

早餐過後，乘坐巴士南下，來到另一座羅馬古蹟▲斯貝特拉 Sbeitla，它可是有二千年歷史的古羅馬眷村，

原是為了駐守阿爾及利亞邊界的羅馬軍隊安排的休息站，後期因種植橄欖樹與壓製橄欖油而致富，城內

居民為了感謝神明保佑，特別興建一座世界獨二的Ⓞ三殿式大神殿，拜占庭時期成為基督教重鎮，欣賞

早期基督教【受洗池】，其鑲嵌畫的細緻讓人讚嘆。午後南下前往沙漠綠洲城市-▲吐澤 Tozeur。 

景點介紹 

◎ 【斯貝特拉遺址 SBEITLA】：位於開羅安西南方約 100 公里的斯貝特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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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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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競技場一般，神殿也是富裕城市才有

的建築，但一般都只是興建一座供奉一神或是供奉多神的神廟，但這裡卻是三座神廟各自供奉一位

神祇，為什麼？這是因為這個地區的人民為了誇耀財富，於是就想出了這個建立三座並列神殿的點

子。 

行車距離：開羅安→115KM(約 1 小時 45 分)斯貝特拉→223KM(約 3 小時 15 分)吐澤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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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吐澤 TOZEUR–綠洲撒哈拉沙漠吉普車之旅 

(雪碧加 CHEBIKA→塔瑪澤 TAMERZA→米德斯 MIDES)→吐澤 TOZEUR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 4★ Ras El Ain Hotel 或同級 

早餐後搭乘四輪傳動吉普車，前往突尼西亞與阿爾及利亞邊界的高山綠洲，馳騁於無垠的沙漠，拜訪有

著清徹泉水的▲雪碧加 Cheb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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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路跡，有如美國大峽谷一般特殊，▲米德斯 Mides 是一個山中綠洲，奧斯卡電

影得獎名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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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點介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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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瑪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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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吐澤綠洲→59KM 雪碧加→15KM 塔瑪澤→6KM 米德斯→60KM 吐澤 

 

第 6 天  吐澤 TOZEUR→吉利特鹽湖 CHOTT JERID→杜茲 DOUZ  

→沙吉埌 KSAR GHILANE(撒哈拉沙漠之旅)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 4★ Ksar Chilane Camp 沙漠綠洲帳篷旅館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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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橫渡巨大美麗的【吉利特鹽湖

CHOTT JER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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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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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 Dou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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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每人一人騎乘一

隻駱駝。接著我們將★轉乘吉普車前往位於突尼西亞撒哈拉沙漠的▲沙吉埌 Ksar Ghil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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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級★沙漠帳篷旅館，體驗與星星共枕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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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點介紹 

＊ 【吉利特鹽湖 CHOTT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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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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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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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沙吉埌 KSAR GHILANE】：搭乘吉普車前往沙吉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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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吐澤→125KM(約 2 小時)杜茲→100KM(約 2 小時)沙吉埌 

 
第 7 天  沙吉埌 KSAR GHILANE→其尼尼 CHENINI→緬地因 MEDENINE 

→瑪特瑪它 MATMATA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 4★柏柏人洞房旅館 DIAR EL BARABR HOTEL 或同級 

「怪怪建築大師－柏柏人」在突國東南部的廣大沙漠區域，有著許多由「柏柏人」建立的聚落，他們擁

有一雙巧手，胼手胝足在撒哈拉留下許多「怪怪屋」，其中最享盛名的，分別是「穴居屋」、「穀倉」和「防

禦式建築」。早上前往首先來到▲其尼尼 Chenini，一個由柏柏人建立在山頂的「防禦式村落(Ksour)」，

他們開鑿山壁興建居屋，將穀倉與居屋獨立設置，柏柏人在這裡自給自足地生活著，彷彿另一個世界……。

接著造訪▲緬地因 Medenine，柏柏人在此地留下造型古錐可愛的「穀倉銀行 Ghorfas」，還吸引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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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大戰 Star War』攝影團隊到此拍攝。最後參觀突尼西亞最大的原住民柏柏人集中區－▲瑪特瑪它

Matmata，首先來到Ⓞ星戰旅館 Hotel Sidi Driss，這裡是『星戰首部曲』、『二部曲』和『四部曲』的

取景地。接著帶您看看瑪特瑪它的【柏柏穴居屋】則是星戰前輩景點，第一次拍攝就在這裡取景了。接

著到一戶柏柏人家裡「高官」一下，瑪特瑪它獨特的高原軟土，讓柏柏人又成功地創造出另一種沙漠怪

怪屋，從空中往下看，一個個「大洞」就是柏柏人家的中庭，各種功能的房間散佈在露天中庭四週，想

把糧食放在二樓，拉著繩索往上爬就行了，而且穴居屋具有中央空調能力，冬暖夏涼，終年維持 18-24

度均溫，了不起吧！ 

景點介紹 

＊ 【其尼尼 CHENINI】：柏柏人洞穴屋村莊，是個用無數石塊順著山勢往上砌成的大型聚落；沿著幾

條平緩的環山上坡路，柏柏人在靠著山壁的這一側蓋滿了各式各樣的房舍，它們緊密相接，層層相

疊，他們用土黃色石材，建造了千百座土黃色的一致性。 

＊ 【緬地因 MEDENINE】：緬地因歷來是突國與南部地區最大、且是最重要的城鎮，一直是此區域的

穀倉中心。在法國佔領前，此地每星期的交易市場，就吸引突尼斯與鄰近的阿爾及利亞、利比亞與

遠自奈及利亞的商人來此貿易。為防止收成的穀物被偷搶，柏柏人就選定一個地方，然後建築穀倉，

集中存放；穀倉的地點亦因此成為柏柏人社交與生活中心，目前傳統穀倉幾乎已全廢棄不用了。 

＊ 【瑪特瑪它 MATMA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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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的「法地瑪(Fatima)之手」，並掛有魚尾巴，用來祈求平

安、豐收。 

行車距離:沙吉埌→170KM(約 2 小時 33 分)其尼尼→75KM(約 1 小時 10 分)緬地因→105KM(約 1 小時 45 分)瑪特瑪它 

 

第 8 天  瑪特瑪它 MATMATA→傑爾巴島 DJERBA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 4★ MOURADI DJERBA MENZEL HOTEL 或同級 

今日將搭船前往美麗的地中海島嶼－▲傑爾巴島 Djerba，傑爾巴島是突尼西亞休閒度假的天堂。優質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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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環島沙灘，島上覆蓋著大片的椰棗樹和橄欖樹配以白色的房屋，把這個島裝飾成了地中海上的綠色

寶石。突尼西亞人稱美麗的傑爾巴島是「撒哈拉遺落地中海的一粒沙」，足見對其的珍愛傑爾巴島還有個

特別美的名字，叫「天堂島」。坐船來到島上，才發現「天堂島」的名字毫不誇張。這裡的環島沙灘優質

綿長，氣候環境舒適宜人，很多法國遊客都把這裡當做度假首選。 

景點介紹 

＊ 【傑爾巴島 DJERBA】：傑爾巴島（Djerba）位於梅德寧省東部海域，面積約 500 多平方公里。該島

的最大寬度和長度均為 28 公里，環島沙灘 128 公里。清真寺和白色的房屋分散坐落于棕櫚樹林間，

島的最高處不超過 56 公尺。傑爾巴島與陸地距離約為 2 公里，遊輪每半小時一班往返于大陸與小島

之間。這裡的居民主要以種植橄欖、椰棗、織造地毯和打漁為生。傑爾巴島全年氣候宜人，氣溫常

年保持在攝氏 15 度以上，土地富庶沒有絲毫的沙化現象出現。沿著柔軟的沙灘漫步，你將來到一個

種滿了橄欖樹和蜜橘樹的園林。傑爾巴島曾在 Trip Advisor 雜誌的評選中，被選為「世界第一海島」

旅遊目的地。 

行車距離:瑪特瑪它→174KM 傑爾巴島 

 

第 9 天  傑爾巴島 DJERBA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 4★ MOURADI DJERBA MENZEL HOTEL 或同級 

今天將有整天的悠閒時間進行傑爾巴島市區觀光。島上最熱鬧的地方是首府▲霍蘇克 Houm Souk 漁港，

島上有一座非洲地區最古老的Ⓞ猶太教堂，島上還有數以百計的陶瓷工廠，仍舊沿用古代腓尼基人留下

來的土法製陶工藝，前往參觀Ⓞ格拉拉陶藝村。另外參觀ⓄSidi Zitouni museum 民俗博物館，展出當

地古代男女服裝和金銀飾物外，還有房屋建築雕刻和各式陶器。 

行車距離:市區觀光 

第 10 天  傑爾巴島 DJERBA→迦伯斯 GABES→斯發克斯 SFAX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 4★ GOLDEN TULIP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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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過後，我們將離開傑爾巴島，隨後前往▲迦伯斯 Gabes，因其鹽質土壤，成為指甲花(Henna)最適合

生長的環境，於是乎，迦伯斯指甲花粉成為突尼西亞新娘必敗的婚前化粧品。我們將在▲香料市集停留

片刻，除了可以選購指甲花粉(用以染髮和護髮)，突尼西亞清香的加味薄荷茶、烹調聖品番紅花、咖哩五

香粉… 等等，也是世界旅人喜愛的採購品。參觀完香料市集後，前往突尼西亞第二大城▲斯發克斯 Sfax。

市集位在城市中心的麥地那（Medina），高聳綿延城牆所圍起的麥地那，自古便是城市的起點，文明的

發源地。這座市集也是電影「英倫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的拍攝地點，電影中的埃及市集便是在

此取鏡。和首都突尼斯的市集比較起來，這裡少了觀光味，市集內的商家幾乎都是以服務當地居民為主。

雖然現在城外已有許多新型購物商場，但市集中窄小的巷弄內，每天還是擠滿了購買日常物品的人們。

只要發揮觀察力及好奇心，這裡處處有驚喜，點點皆趣味。   

景點介紹 

 【迦伯斯 GABES】：迦伯斯本身是個靠海的綠洲都市，也是突尼西亞第 6 大城，也是突尼西亞最大

的工業城市之一，它跟吉利特鹽湖在 2008 年 5 月 28 日同時被列入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的暫訂

名單當中。迦伯斯(Gabes)因其鹽質土壤，成為「指甲花」最適合生長的環境，於是乎迦伯斯指甲花

成為突尼西亞新娘必敗的婚前化妝品；天然的指甲花粉用以染、護髮，而突尼西亞清香的薄荷茶、

調味用的辣椒粉和各種辛香料，也是世界旅人來突尼西亞喜愛的採購品。 

＊ 【麥地那 MEDINA】：麥地那是指阿拉伯人的老城區，在老城區內充滿豐富的文化元素，宗教中心、

住宅區、商業區等，漫步在阿拉伯人的老城區能體驗多元的阿拉伯式的文化風情。 

＊ 【斯發克斯 SFAX】：人口約 40 萬，為突尼西亞第二大城。經濟活動主要產業為磷酸鹽工業加工中心、

橄欖油及其他堅果加工農業、漁業和貿易進出口等。斯發克斯由窄軌鐵路系統 SNCFT 載運磷酸鹽和

鐵礦石出口。斯發克斯 Thyna 國際機場有定期航班飛往巴黎戴高樂和的黎波里，和包機到吉達到麥

加朝 聖，並有 A1 高速公路與首都突尼斯連接。從逛斯發克斯老城區市場，不難發現這個城市曾經

有過多麼繁榮！一路狂逛穿過斯發克斯老城區市場，出城門可以看到非常現代化新市區。 

行車距離: 傑爾巴島→138KM(約 2 小時 13 分)迦伯斯→142KM(約 2 小時 15 分)斯發克斯 

 

第 11 天  斯發克斯 SFAX→伊爾捷 EL JEM→莫納斯提爾 MONASTIR→蘇斯 SOUSSE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 5★ MOURADI PALACE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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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前往位於開羅安東南方約 50 公里的 伊爾捷 El Jem，《1979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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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爾捷競技場也是五月天樂團取景『為愛而生』MV 的地點喔。

隨後前往突尼西亞國父的故鄉▲莫納斯提爾 Monastir，突尼西亞國父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先生

是讓突尼西亞脫離法國殖民的關鍵人物，首先參觀布爾吉巴先生的陵寢，接著參觀莫納斯提爾最大的Ⓞ

瞭望台 Control Tower。繼續前往地中海觀光大城－ 蘇斯 Sousse，《198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為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自腓尼基人建成至今，蘇斯老城列名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是突國第三

大城，為重要商港，有「地中海的花園港」美稱。參觀美麗的地中海港－【康大維港】。首先映入眼前的

是成群白色遊艇，這些遊艇多數屬於前來渡假的歐洲遊客，海港旁的白色出租公寓與白色遊艇，搭配地

中海湛藍海水，讓人倍感心曠神怡。我們在康大維港安排些許自由時間，讓您漫步海港，或可於露天咖

啡座品味香濃薄荷茶。 

景點介紹 

◎ 【伊爾捷 EL JEM】【UNESCO,1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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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羅馬競技

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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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 【莫納斯提爾 MONASTIR】：位於突尼西亞東中部，是突國前總統布爾吉巴的出生地及安葬地，也

是突國著名的避暑勝地，城內有前總統布爾吉軋在位時為自己家族所建的陵墓。 

◎ 【莫納斯提爾瞭望台 Control Tower】：莫納斯提爾擁有全國保存得最好的軍事堡壘 Ribat，這 Ribat 

於 8 世紀建成，其後幾個世紀均有擴建至現有的容貎。裡面保存得出奇地完好，當局也盡量提供了

很多行人輔助，遊客差不多可以在堡壘任何地方穿踆爬上爬落，也可爬上它鎮內最高的的瞭望塔環

看莫納斯提爾的市貎。 

＊ 【蘇斯 SOUSSE】【UNESCO,1988】：是突國第三大城，位於東部的哈瑪麥德灣，這裡是突尼西

亞境內歐洲客人最多的地方，來自嚴寒氣候的歐美旅客到了這裡簡直就是愛死了，這裏的沙灘細白，

氣候溫暖，配上清澈碧藍的海水與各式遊艇，好像電影情節一般美麗。 

行車距離:斯發克斯→70KM(約 1 小時 10 分)伊爾捷→67KM(約 1 小時 6 分)莫納斯提爾→33KM(約 42 分)蘇斯 

 

第 12 天  蘇斯 SOUSSE→哈瑪麥德 HAMMAMET→克觀 KERKUANE→突尼斯 TU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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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 5★MOURADI HOTEL 或同級 

▲哈瑪麥德，突尼西亞第一大觀光重鎮，是一座海灘渡假聖地，全年氣候溫和，多數國際旅館都是依海

而建，為的就是讓旅客享有美麗的海景。除了浪漫的沙灘之外，還有賭場及海水醫療健康中心。這裡是

歐洲觀光客最喜歡的海濱渡假勝地之一。我們將在哈馬麥德參觀麥地那，在彎彎曲曲的巷弄中，將再度

欣賞到地中海藍白色的建築。專車來到位在突尼斯東北郊的加彭半島（Cap Bon）上的 克觀 Kerkouane

遺址，《1985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是過去迦太基的首都所在地，從依

稀、好像可見的街道和兩旁密集的住家以及排水設施等斷壁殘垣中，可以推想數千年前的繁華。這個靠

近地中海畔的迦太基城，約興建於西元前六世紀，在第一次布匿克戰爭後遭遺棄，此後再也沒有人煙，

所以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可以了解迦太基城市規劃的地點。遺址內可以見到染缸、坐浴盆、坦尼特(Tanit)

女神圖騰，及民宅和商店街。今日夜宿突尼斯。 

景點介紹 

◎ 【克觀迦太基遺址 PUNIC TOWN OF KERKUANE AND ITS NECROPOLIS【UNESCO,1985】：
這座腓尼基城市大約在第一次布匿克戰爭（約西元前 250 年）期間被廢棄，此後羅馬人也沒有重建

這座城市，因此成為唯一倖存的腓尼基布匿克城市遺址，設計構造與複雜縝密的城鎮規劃標準相符

合。 

行車距離: 蘇斯→105KM(約 1 小時 22 分)哈瑪麥德→93KM(約 1 小時 40 分)克觀→129KM(約 2 小時)突尼斯 

 

 第 13 天  突尼斯 TUNIS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 : 5★MOURADI HOTEL 或同級 

早餐後，將走訪 【突尼斯老城 Tunis】，《1979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

自十二世紀開始即成為首都，於 12~16 世紀之間，是整個伊斯蘭世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老城的城牆因

現代化建設而拆除了大部份，目前殘留片段城牆和城門以茲紀念。舊市區位於市西部和南部，當地人稱

▲「麥地那」(Medina)，是「城中之城」之意。舊市區麥地那，可說等於是突尼斯的代表，已於 1979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第九世紀阿拉伯 Aghlabids 王國在這裡所建的Ⓞ橄欖清真寺

Zitouna Mosque 為中心以來，歷代王朝都在這裡增添並留下文化遺產，使這市場反映出突國多采多姿

的文化特色。前往世界上收藏最多馬賽克藝術品的Ⓞ巴杜博物館 Bardo Museum，擁有世界最大的馬賽

克圖─海神出巡。除了馬賽克，迦太基和羅馬雕刻品也是重要館藏，博物館建築因曾是土耳其皇宮，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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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樑畫棟，精雕細琢。 

景點介紹 

＊ 【麥地那 MEDINA】：麥地那是指阿拉伯人的老城區，在老城區內充滿豐富的文化元素，宗教中心、

住宅區、商業區等，漫步在阿拉伯人的老城區能體驗多元的阿拉伯式的文化風情。 

＊ 【突尼斯老城 TUNIS】【UNESCO,1979】：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79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具

有濃濃的阿拉伯風格，建城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狹窄巷弄裡隱藏了超過七百座的歷史建築群。

突尼斯老城的傳統手工藝相當有名氣，瓏其是這裡的阿拉伯市場，一個小巷接一個小巷，每條小巷

就只賣一種工藝品，每家店舖就是一個小作坊，有銅器巷、金銀手飾巷、香料巷、阿拉伯帽巷、阿

拉伯服裝菤、橄欖木製品巷、地毯巷等等。 
◎ 【巴杜博物館 BARDO MUSEUM】：巴杜博物館位於突尼斯市郊，是突尼西亞排名第一的博物館，

館內收藏的馬賽克工藝作品堪稱世界第一，館內收集的馬賽克藝術，可溯及地中海每個文明歷程，

包含著古羅馬和拜占庭的馬賽克畫。這座博物館，本建築本身，在顎圖曼土耳其時代曾是皇宮，外

表雖不太起眼，館內卻是雕樑畫棟，精彩非凡，也是伊斯蘭皇室建築的經典，早年是突尼西亞統治

者貝尹(Bey)的宮殿。館內的鎮館之寶是詩人威吉爾(Virgil)的馬賽克畫，在蘇斯(Sousse)地方發現。 

行車距離:市區觀光 

 

第 14 天  突尼斯 TUNIS 杜拜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退餐費)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   

今日我們將離開突尼西亞，搭乘阿酋航空班機飛往杜拜 

第 15 天  台北 TAIPEI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溫暖的家 

今日班機抵達台北，返回台灣溫暖的家，結束這趟難忘的旅程，期待下次再相逢。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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