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天 突尼西亞『荒漠甘泉．文明結晶』    

暢遊：突尼斯、西迪布賽伊德、開羅安、斯貝特拉、吐澤、杜茲、瑪特瑪它、斯法克斯、哈瑪麥德、花園半島、那布爾 

『閃亮推介』
『藍白小屋』西迪布賽伊德 

到訪充滿希臘風情的北非小鎮，感受藍天碧海的閑適。 

『度假天堂』花園半島 

參觀迷人沙灘，更親睹極具歷史建築。 

『綠洲城市』吐澤 

乘坐吉普車，馳騁於沙漠中的綠洲，親身領略浩瀚的撒哈拉沙漠。 

『星球大戰取景地』瑪特瑪它柏柏爾人村  

到訪突尼西亞最大原住民聚居地，體會原住民的建築智慧。 

            『歷史遺產、一一到訪』世界文化遺產巡禮 

到訪突尼西亞六個『世界文化遺產』: 

「迦太基遺址」 

漫步遺址內，聽著當年的故事，感受曾經的繁榮光輝。 

「杜加古城」 

參觀北非保存得最完好的羅馬遺址之一，欣賞嘆為觀止的建築。 

「奧克巴大清真寺」 

位於古時首都開羅安，用途之多，足見清真寺於當地人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伊利捷競技場」 

參觀古羅馬帝國在非洲留下的輝煌建築，感受古羅馬帝國的盛大。 

「蘇斯古城」 

遊覽古時兵家必爭之地，一邊細聽歷史故事，一邊欣賞沿海的迷人景色。 

「麥地那市集」 

漫步於突尼斯的舊城區商店街，尋找各式商品同時，回味古時熱鬧情景。 

 
『極致享受』 
           撒哈拉沙漠吉普車之旅，趣味十足。 

           馬車市內觀光(二人一車)，難忘體驗。 

           花園半島之旅，感受南歐風情。 

 連續兩晚住宿吐澤及哈瑪麥德，休閒舒適。 

【貼心安排】包全程午，晚餐汽水飲品。 

 

『精選美饌』 

西迪布賽伊德 ~ 地中海海鮮 

斯貝特拉     ~ 阿拉伯燒雞餐 

花園半島     ~ 中東烤魚餐 

 
 

Tour Code: MTTA10 

新西蘭 

西迪布賽伊德 

重本安排 

無須自費 

 
尊貴安排全程住宿當地五星級酒店。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19年 11月 1日起適用 



第 1 天 香港突尼斯(突尼西亞)                                     
Hong Kong  Tunis (Tunisia)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
坐土耳其航空經伊斯坦堡飛往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 
I突尼斯：公元 8 世紀已成為突尼西亞首都，13 世紀後更發
展成 10 萬人口居住的大城市。 
第 2 天 突尼斯~西迪布賽伊德~迦太基遺址(世界文化遺產)    
Tunis ~ Sidi Bou Said ~ Carthage Ruins (UNESCO)                                                                       
航班到達後，專車前往西迪布賽伊德觀光。 
I西迪布賽伊德：小鎮極富希臘色彩，白屋藍窗隨處可見；純
白、靛藍、火紅、清綠、艷黃，在這裡揮灑出繽紛圖畫。 
迦太基遺址：昔日地中海女王的國度，後來幾經戰火蹂躪，
凱撒大帝下令重建。現時雖只剩下殘坦斷壁，不過仍能由失落
的遺址透露出過去時的繁榮光輝。 
： 5 星級 Ramada Plaza Gammarth 或同級 
第 3 天 西迪布賽伊德~泰斯圖爾~安達魯西亞村莊~                        
杜加古城(世界文化遺產)~開羅安                          
Sidi Bou Said ~ Testour ~ Andalusian Village ~               
Dougga(UNESCO) ~ Kairouan                                                                                                   
早餐後，遊覽杜加及安達魯西亞村莊。遊畢，前往開羅安。 
I泰斯圖爾：起源於 17 世紀，是突尼西亞最古老城鎮之一。 
漫步街上，可感受到濃濃的西班牙風情。 
I安達魯西亞村莊：西班牙數千名被宗教迫害的穆斯林以及
猶太人的避難所，村內的清真寺結合了不同宗教及國家的建築
風格，別具特色。 
杜加古城：迦太基帝國發源地。曾被羅馬帝國佔領，成為帝
國的穀倉。亦為現時北非保存得最完好的羅馬遺址之一。矗立
山坡上的半圓形羅馬劇場遺跡、宙斯神殿等，令人嘆為觀止。 
：5 星級 La Kasbah 或同級 
第 4 天 開羅安~奧克巴大清真寺(世界文化遺產)~斯貝特拉~ 
吐澤                                                       
Kairouan ~ Great Mosque of Kairouan (UNESCO) ~               
Sbeitla ~ Tozeur                                                
早餐後，市內觀光，及後驅車途經斯貝特拉，前往吐澤。 
奧克巴大清真寺：開羅安是古時回教在北非的首都，亦是前
往聖城麥加的必經之地。對突尼西亞人而言，大清真寺不僅是
禱告的地方，也是區內的學校。建築刻繪精細，值得一看。 
斯貝特拉：整片建築群於羅馬時代構成一個富裕的城鎮，有
古羅馬神殿群凱旋門、劇場、細緻的地板等，可見當時人民富
足講究的生活。 
I吐澤：素有「椰棗國首都」美譽，是撒哈拉地區最繁華的綠
洲城市。市內擁有大量的椰棗及棕櫚樹木。 
：5星級Palm Beach或同級 
(註：如吐澤 5 星級酒店未能提供團體房間，將改為入住同區 4 星級酒店並

退回房差每位每晚 200 港元，敬請留意。) 

第 5 天 吐澤~撒哈拉沙漠吉普車之旅(雪碧加、塔瑪哲、        
米德斯)~乘坐馬車市內觀光(二人一車)                                                  
Tozeur ~ 4WD Drive ExcursionChebika, Tamerza,               
Mides) ~ Horse Carriage (2 Paxs Per Ride)                                                                                    
早餐後，安排乘坐四輪吉普車進入接攘亞爾及利亞邊境沙漠
內的 3 座鬼斧神工的高山綠洲；及後轉乘馬車觀光。 
I雪碧加：岩石乾燥的山巖起伏之間，有潺潺的泉水流過，沿
著水源在深山幽谷中長成一片椰棗樹林，當地人將此地稱為
「Qasrel-Shams」，為「太陽城堡」的意思。 
I塔瑪哲：塔瑪哲位於海拔 900 米及擁有沙漠中的瀑布，險峻
的峽谷也成為電影熱門拍攝場地。 
I米德斯：綿長峽谷經年累月風化，板塊互相撞擊，大片岩壁
上形成了優美的弧形。電影《別問我是誰》亦於此地取景。 
：5星級Palm Beach或同級 

第 6 天 吐澤~吉利特鹽湖~杜茲~瑪特瑪它~星戰地穴~              
柏柏爾人村~斯法克斯                                                 
Tozeur ~ Chott El Jerid ~ Douz ~ Matmata ~ Star Wars            
Shooting Place ~ Toujane ~ Sfax                                                                               
早餐後，途經吉利特鹽湖前往有『撒哈拉之門』之稱的杜茲。
及後前往瑪特瑪它參觀柏柏爾人村。遊畢，前往斯法克斯。 
吉利特鹽湖：面積約 5200 平方公里，推算古時是汪洋大海，
現卻是一望無際的沙漠鹽湖。有機會觀賞海市蜃樓。 
I杜茲：由於靠近撒哈拉沙漠，又被稱為「撒哈拉之門」。 
I瑪特瑪它：突尼西亞原住民柏柏爾人聚居地。 
星戰地穴：著名電影《星球大戰》取景地之一。 
柏柏爾人村：柏柏爾人為適應當地的地理環境及氣候，而洞
穴裡皆是背風面，所以柏柏爾人向下挖掘 6 至 10 公尺深並建
設起居室、廚房及等設施。這不僅可以遮蔽酷熱的烈陽，亦可
阻擋風沙的吹襲，建築智慧可見一斑。 
I斯法克斯：突尼西亞第二大城市，城市東臨地中海，其餘地
區則種滿橄欖樹。而橄欖亦成為城市最著名出口商品。 

：5 星級 Les Oliviers Palace 或同級 
第 7 天 斯法克斯~伊利捷(世界文化遺產)~                        
蘇斯古城(世界文化遺產)~哈瑪麥德                                                   
Sfax~ El jem(UNESCO)~ Sousse(UNESCO)~ Hammamet                                           
早餐後，遊覽伊利捷及蘇斯古城。遊畢，前往哈瑪麥德。 
伊利捷：建於公元 3 世紀初，是古羅馬帝國在非洲留下的輝
煌建築，當中以城內的競技場最為著名，它是羅馬所興建的 25
座競技場中最大的一座，規模僅次於古羅馬鬥獸場。高大的拱
廊圍牆，精美絕倫的石雕、宏偉的廊柱，是羅馬帝國在非洲存
在的象徵。著名電影《帝國驕雄》亦於此地取景。 
蘇斯古城：突尼西亞第三大城市，建於西元前 9 世紀。由於
地理位置優越，多年來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I哈瑪麥德：距離蘇斯約一小時車程，建於公元 1 世紀，是個
建於海邊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成為德軍總部。 

：5 星級 Golden Tulip Taj Sultan 或同級 
第 8 天 哈瑪麥德~花園半島(加利比亞古城、蓋赫庫阿勒)~         
那布爾                                                    
Hammamet ~ Cap Bon(Kelibia , Kerkouane) ~ Nabeul                         
早餐後，遊覽花園半島。及後參觀那布爾。 
花園半島：全年氣候溫和，一路風光如畫，恍若置身南歐，
因而有「花園半島」之稱。 
加利比亞古城：當年迦太基帝國之建築，並於十六世紀由西
班牙人重建，堡壘充滿拜占庭特色，佈滿神祕色彩。 
蓋赫庫阿勒：是古人當時的度假別墅集中地，而遺址內更設
有華麗的浴池，可見當年迦太基人的奢華生活。 
I那布爾：是北非最古老城鎮之一，曾多次被戰火破壞，現時
出產各款陶器，當中以七彩磁磚最為著名。 
：5 星級 Golden Tulip Taj Sultan 或同級 
第 9/10 天 哈瑪麥德~突尼斯~巴杜博物館~                            
麥地那市集(世界文化遺產)香港                                                                                                          
Hammamet ~ Tunis ~ Bardo Museum ~                     
Medina Souk(UNESCO) Hong Kong                                                                    
早餐後，驅車返回突尼斯並於市內觀光。遊畢，專車前往機
場，乘坐土耳其航空經伊斯坦堡飛返香港。航班於第 10 天
安抵香港，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巴杜博物館：北非一座重要的考古博物館，由舊皇宮改建而
成，館內收藏了大量馬賽克鑲嵌畫。 

麥地那市集：「麥地那」一詞在阿拉伯語可解釋為聚居的城
鎮。市集於 1979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暢遊於古色古香的
街道，團友可於露天咖啡廳感受市集的熱鬧氣氛或自由選購各
種工藝品。 

 

 Day 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 7 Day 8 Day 9 Day 10 

早 -- 航機上/自理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航機上 

午 -- 地中海海鮮 當地餐廳 阿拉伯燒雞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中東烤魚 自理 -- 

晚 航機上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晚餐 航機上 --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
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客人
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MED19-021-1022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