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漠綠洲四驅車之旅」親歷罕有沙漠中的瀑布 

「吐澤馬車巡禮」(已包 2 人一車)欣賞舊城古蹟風光 

「仿古海盜船之旅」乘風遊覽地中海及享用船上美食 

「柏柏爾村莊」探訪北非沙漠民族及品嘗特色羊肉料理 

「吉利特鹽湖」前往世界第三大鹽湖，欣賞沙漠之鏡 

   

   

連迫 2 晚椰棗國首都「吐澤」，體驗特色沙漠的綠洲 

連迫 2 晚突國人渡假勝地「哈瑪麥德」感受地中海風光 

突尼西亞 TUNISIA 
沙漠之鏡‧全程 5 星‧花園半島‧荒漠四驅車之旅 

暢遊【突尼斯‧開羅安‧西迪布賽伊德‧吐澤‧瑪特瑪它‧伊利捷‧蘇斯‧哈瑪麥德】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全程 5 星 

FTN10 天 

 

重本增遊 

突尼斯國菜 庫斯庫斯(Couscous)、 

陶瓦燉羊肉(Lamb a la Gargoulette) 

傳統美食 

10 

1 



   

   

   

 

  

吐澤 Tozeur 

突尼斯 Tunis 

FTN10 : 4月 1 日至 9月 30日生效 SIGHT-SEEING 

「迦太基遺址」 昔日古都 

離首都突尼斯（Tunis）只是 20公里的西迪布賽伊德，是當中的表表者。

清一色的小白屋依山而建，雖地方小小只有 5,000 人，但風景媲美希臘，

被封為 10 大浪漫小鎮之一。 

於 1979年列入世界遺產，位於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迦太基」在腓尼

基語中意為「新的城市」。據文字記載，迦太基古城建於公元前 9世紀末

期，城市興建後，國力逐漸強盛，版圖不斷擴大，成為當時地中海地區

政治、經濟、商業和農業中心之一。迦太基古城遺址僅存有石柱、原居

住房屋、休息廳等殘垣。遠眺地中海，風景很美。 

親歷罕有沙漠中的瀑布 「沙漠綠洲四驅車之旅」 

溫馨提示：建議帶備防曬用品、太陽眼鏡、帽子、圍巾及潤唇膏 

「巴杜博物館」 全球第二大考古 

巴杜博物館是北非最重要的一座考古博物館，規模僅次於埃及的開羅博

物館，以收藏精美的馬賽克作品聞於世，這是當時統治突尼西亞的羅馬

人藝術傑作。館內有 40 多個大廳和長廊，展品由全國各地近百個古代遺

址中發掘、挑選，集中近萬件，按 5個歷史時期陳列：史前時期、腓尼

基和迦太基時期、羅馬時期、基督教時期（包括汪達爾人、拜佔庭人統

治時期）、阿拉伯伊斯蘭時期。文化差異大卻都在同一個國家發生，突尼

西亞的文化多元性在博物館裡具體而微的呈現。 

暢遊:【雪碧加、塔瑪哲、米德斯】全程約 3 小時，6 人一車 

西迪布賽伊德 Sidi Bou Said  

欣賞舊城古蹟風光 「椰棗林馬車舊城遊」 
吐澤(TOZEUR)是沙漠邊沿的一個綠洲城鎮，有「沙漠的門戶」之稱！

此外更有 200 處的自然湧泉，椰棗種植超過 1000公頃，總數超過 50

萬棵的椰棗樹。乘坐 2 人一馬車暢遊古城，沿途欣賞特色阿拉伯建

築，感受地道文化。 

沙漠之鏡 「吉利特鹽湖」 
突尼西亞南部有一面來自撒哈拉的鏡子，境內最大的撒哈拉鹽湖，東

西走向佔地達 5,000平方公里，遼闊的鹽湖是突南最美的景點之一，

陽光反射雪白晶鹽，美不勝收，消失的地平線更讓人驚艷天地無邊。 

位於北非的突尼西亞，南部為撒哈拉沙漠，在冰河時期，這裏氣候其

實類似現今的東非，有森林有動物，而不是沙漠，經過多年後，至今

仍可找到 3種綠洲，包括了沙漠綠洲、高山綠洲及海岸綠洲。乘坐四

驅車深入的沙漠高山綠洲途中探索沙漠游牧民族柏柏爾人村落。 



   

 

   

      
MEALS & ACCOMMODATIONS FTN10 : 4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傳統美食 

蘇斯 Sousse 

突尼西亞傳統的特色菜餚，被姜黄，大蒜和洋葱煮

透的小麥「庫斯庫斯」，入口軟綿，最常見配上魚，

羊肉及其他海鮮。 

Couscous 

突尼斯國菜「庫斯庫斯」 

在一個三角形餡餅皮中放入一個雞蛋、香菜、洋蔥、

吞拿魚肉末、哈里薩辣醬，整個下去油炸，最後擠

上檸檬汁提味。 

Brik 

炸三角餅 

古法將羊肉、馬鈴薯、西紅柿、青椒、鹽、胡椒粉

等食材和調料混合放入罐中，用面封上罐口，埋入

炭火下的沙坑燜烤，大概一小時後，甘旨便可出爐。 

Lamb a la Gargoulette 

陶瓦燉羊肉 

突尼西亞 Tajine 是一種帶肉餡的餡餅，吃的時候

配上美味可口的沙拉，加上切碎的青椒配上橄欖

油，更是讓人食慾大增。 

Tajine 

塔津料理 

「麥地那市集」 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有濃厚阿拉伯色彩, 名列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市集售賣的貨品亦充滿阿

拉伯風情。有色彩繽紛的香料, 地氈, 衣服, 玻璃燈, 銀器, 金器, 彩

色瓦碟, 鏡, 玻璃杯等。設計跟歐洲, 亞洲的折然不同, 別具風味 

「仿古海盜船之旅」 乘風遊覽地中海 

全程約 2.5 小時，乘風遊覽哈瑪麥德海灣，觀賞沿岸充滿地中海特色的

建築物，景色優美，享受船上有海盜表演，品嚐，有熱辣辣的燒魚、沙

律配麵包豐富午餐。 



   

 

   

  

Tunis ~ Dougga ~ Kairouan ~ Great Mosque ~ Berber Mausoleum 

ITINERARY FTN10 : 4月 1 日至 9月 30日生效 

(備註 2,5,7,9,11) 

(備註 2,3,4,6) 

酒店 

Hammamet ~ Cap Bon ~ Kerkouane ~ Kelibia ~ Nabeul  

突國人渡假勝地「哈瑪麥德」古羅馬時被發現當地的水有治療功效，後來發展為渡假天堂  

~ 花園半島之旅:   世界遺產的遺址「科克瓦尼」~ 突尼斯第四大漁港「加里比亞」 

~ 全國著名陶瓷產地「那布爾」 與西西里島遙想對望的美麗半島，三面環海風景優美，可以踏足古人洞

穴及自由選購七彩陶瓷陶瓷紀念品 

DAY8 

DAY2 突尼斯 ~ 藍色小鎮「西迪布賽伊德」位於北面的海濱小鎮，面臨地中海。以白、藍兩色為建築的代表

色，仿如置身於希臘小島 ~   ＊昔日古都「迦太基遺址」古時繁榮僅次於古羅馬及希臘，為昔日兵家

必爭之地，現時仍保留有迦太基墓園及軍港、羅馬浴場和劇埸等遺址 ~ 突尼斯 

Tunis(Tunisia) ~ Sidi Bou Said ~ Carthage Ruins ~ Tunis 

早餐  航班上 午餐  Tajine塔津料理 晚餐  西式晚餐 

突尼斯 ~ 杜加古城 ~ 伊斯蘭四大聖城「開羅安」(車程約 2 小時)  

~   ＊北非之冠神殿遺址「大清真寺」建造公元 761 年，長 135 公尺、寬 80 公尺的大清真寺現為，亦

是北非最神聖的伊斯蘭教遺址 ~ ＊柏柏爾陵堡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特色羊肉餐 晚餐  西式晚餐 

DAY3 

DAY5 吐澤 ~ ＊沙漠綠洲四驅車之旅暢遊【雪碧加、塔瑪哲、米德斯】(全程約 3小時，6人一車)  

3 個地方分別在阿拉伯語中代表「泉水」、「瀑布」和「峽谷」。乘坐吉普車前往邊境位於海拔 900 的高山綠洲，

沿途觀賞罕有沙漠中的瀑布，令人難忘 (備註 12,13) ~ ＊馬車舊城遊【已包 2 人一車】全程約 30分

鐘暢遊吐澤市內，欣賞舊城風光 (備註 10) 

Tozeur ~ 4wd Jeep Desert Oasis (Chekiba/Tamarza/Mides) ~ Horse Carriage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西式晚餐 

DAY6 吐澤 ~ 世界第三大「吉利特鹽湖」位於杜茲及吐澤這兩個綠洲之間，面積約 5000平方公里，憑獨特的

地理景觀配上陽光照射的反影，有機會見到海市蜃樓  

~ 星球大戰實景拍攝地「瑪特瑪他」(車程約 3 小時) ~ 柏柏爾村莊 位於中部高原，地形 有如靈

幻地穴，非常奇特, 體驗原住民“柏柏爾” 居住的沙漠 穴居屋 ~ 香料市場 ~ 斯法克斯 (車程約 3 小時) 

Tozeur ~ Chott El Jerid Salt Lake ~ Matmata ~ Berber Vilage ~ Spice Market ~ Sfax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陶瓦燉羊肉餐 晚餐  酒店晚餐 

DAY7 斯法克斯 ~ 著名電影《帝國驕雄》拍攝場地「伊利捷古城」(車程約 1 小時)  

~  ＊古羅馬劇場 古時皇公貴族們喜歡觀看格鬥士與猛獸之間的生死之鬥，可容納約 4 萬多名觀眾，它的

壯觀不僅它在拱牆輪廓仍看見，就連競技場內的觀眾席及困獸房也是完整無缺地呈現  

~ 突尼西亞第三大城市「蘇斯」 ~ 康大維多利亞港 ~ ＊仿古海盜船之旅   全程約 2.5 小

時，乘風遊覽哈瑪麥德海灣，觀賞沿岸充滿地中海特色的建築物，景色優美，享受船上有海盜表演，品嚐有熱辣

辣的燒魚、沙律配麵包豐富午餐 ~   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麥地那市集」售賣充滿阿拉伯風情的貨品，

有色彩繽紛的香料、地氈、衣服、玻璃燈、銀器、金器、彩色瓦碟、鏡、玻璃杯等，別具風味 ~ 哈瑪麥德 

Sfax ~ El Jem ~ Roman Amphitheatre ~ Sousse ~ Port EL Kantaoui ~ Pirate Boat Trip ~ Medina Souk ~ Hammamet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晚餐 

Hong Kong  Istanbul(Turkey)  Tunis(Tunisia) 

午餐  航班上 晚餐  航班上 

香港     伊斯坦堡(土耳其)    突尼斯(突尼西亞首都) DAY1 

DAY4 開羅安 ~ 斯貝特拉古城 (車程約 2 小時) ~ 椰棗國首都「吐澤」(車程約 3.5 小時) 突尼西亞在撒哈拉

地區最繁華現代的綠洲城市，由二百多處地下泉水灌溉種植了二百多萬棵椰棗樹，是著名的沙漠綠洲    

Kairouan ~ Sbeitla ~ Tozeur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晚餐  西式晚餐 連泊 2 晚 
【吐澤 5 星】

 

 

Magic Palm Beach 

Tozeur 

免費大堂及房間 

【突尼斯 5 星】 

 

 

Ramada Plaza Tunis 

免費大堂及房間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晚餐 

連泊 2 晚 
【哈瑪麥德 5 星】 

 

 

Le Royal  

或 

 

Radisson Blu 

免費大堂及房間 

【開羅安 5 星】 

 

 

La Kasbah 

Kairouan 

免費大堂及房間 

【斯法克斯 5 星】 

 

 

Movenpick Sfax 

免費大堂及房間 



 

   

   

  

 Hong Kong 

早餐  航班上  午餐  航班上  

【溫馨提示】 

 如出發前感到身體不適，敬請出發前徵詢家庭醫生意見是否適合 

外遊，以免在旅途中未能獲得適當治療而影響旅程 

 証件必須有效期 6 個月或以上(回程日期計) 

 當地活動工作人員或公共設施收取之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服務費約美金 1-5 元，請客人自行考量 

# 每人每天建議服務費為 HKD150，包括領隊服務費、旅遊車司機服務費 

及旅行社相關人員服務費；並不包括行程內其他服務收費。 

牌照號碼:350217 FTN10(APR)-ITX2021 製表日期:2 FEB 2021 世界文化/自然遺產 
 

如投保【環球尊尚計劃】更能獨享專有「更改姓名、改期、轉團或保留團費三個月」額外保障；而於紅色旅遊警示下，更可獲取消或縮短行程之額外保障。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備註 

1) 【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2)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準， 

恕不另行通知。 

行程、膳食內容及住宿如有任何改動，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如餐廳未能滿足客人的食物要求，將以素餐代替，敬請留意。 

3)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本社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 

隨團領隊及當地導遊將有機會入住另一酒店，不能與客人入住同一酒店，敬請留意。 

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改住宿鄰近城市之酒店代替。 

4)  酒店 WIFI 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5)  餐廳及膳食菜色偶會因應食材之供應或當地節慶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遇個別餐廳休息，將另行安排同類型餐廳，敬請留意。 

如餐食未能滿足閤下的要求，將會以素餐代替，敬請留意。 

6)  如報名時為單人或單數組合，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A) 單人報名，客人可要求安排與同性別團友夾房。敝社將於出發前三日確認，如最終

未能安排，不得藉故退出。 

B) 3 人或以上之單數報名組合，可要求安排與同性別團友夾房 或 試做三人房，三人

房定義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另加一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或沙發床。敝社將

於出發前三日確認，如最終未能安排，不得藉故退出。 

7)  酒店晚餐將以西式 3 道菜或自助餐供應，視乎酒店當天安排為準，敬請留意。 

8)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

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在參與 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

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內容及設施等風險因

素，以決定是否參加。旅客須承擔因 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9)  如遇上特別情況，如宗教活動、維修、休息或關閉而不能入內參觀，各嘉賓只可在外觀

拍照/以其他景點取替，一切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為準。 

10) 【馬車舊城遊】之工作人員建議服務小費為每人美金 1 元，敬請留意。 

11) 部份旅遊觀光景點均須額外收取費用方可攜帶相機及攝錄機入內拍照，約 TND$1(約港

幣$5)，一切以當地為準，敬請留意。 

12) 【沙漠四驅車之旅】6 人一車，故有可能同一組客人會被安排乘坐不同車輛，客人不可

藉此要求賠償或退團，敬請見諒。  

13) 乘坐四驅車的過程中有機會造成搖晃及震盪，客人可自行選擇參加與否。如不參加之客

人將視作自動放棄而相關的費用不會退還，客人可於酒店休息，敬請留意。  

14) 行程上的一切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實物/實況為準，敬請見諒。 

15)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及正常情況作預計，車程只供參考。 

16)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參閱旅 遊 細 則 及 責 任 問 題。 

17)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 223 號指引，旅

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 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手續費及退票費(如

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有關收費請參閱報名表背頁

旅遊細則及責任事項。 

  

【突尼西亞】旅遊資訊 

簽證簡介 

1) 持香港特區護照、BNO：不需辦理簽證 

2) 持澳門特區護照：須 5 人或以上同行，並提供有效 

住宿證明及機票，才可豁免簽證 

3) 持外國護照：需辦理簽證 

★辦理簽證之詳情，可瀏覽本公司網頁 ww.wwpkg.com.hk 

天氣及時差 月份 

4-9月 

天氣(平均氣溫) 

攝氏 11 ~ 33 度 

＊突尼西亞當地時間慢香港 7 小時  

＊因突尼西亞佔地廣闊，不同地方溫度差異較大，敬請注意 

FTN10 : 4月 1 日至 9月 30日生效 

 0 

TK 71  23:05    06:15 +1 

TK 661 08:20    09:20 

【土耳其航空・伊斯坦堡轉機．突尼斯來回】 

香港    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    突尼斯 

TK 664 17:10    22:05 

TK 70  01:35    17:05 

突尼斯    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    香港 

ITINERARY 

 香港 DAY10 

DAY9 哈瑪麥德 ~ 突尼斯 ~ ＊全球第二大考古「巴杜博物館」原址為土耳其皇宮，藏有聞名於世的鑲

嵌畫及世界最大約 2 層高的的馬賽克畫「海神出巡」(備註 11) ~ 露天大市集 在這個大市集，除了商店，

亦有好多民宅夾雜在內，每間住戶的門都有著不同彩繪裝飾，極具特色風味 ~ 伊斯坦堡  香港 

 

Hammamet ~ Tunis ~ Bardo Museum ~ Great Souk  Istanbul(Turkey)  Hong Kong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突尼斯國菜「庫斯庫斯」 晚餐  航班上 

(備註 2,5,7,9,11)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