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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摩洛哥：遥远西方的浪漫国度

“摩洛哥”在阿拉伯文中为“遥远西方”之意。这是一片受到了上天眷顾的土地，西部面对着大

西洋上的海风，北部扼守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门户直布罗陀海峡与欧洲的西班牙遥遥相望，南部和

东部与神秘的撒哈拉沙漠接壤。在历史上，几次大战的远征军从来都是从这里进入非洲腹地。

(图片由网友 @未计时 提供)

摩洛哥是一个让人牵挂的国度。风尘滚滚的撒哈拉沙漠，蕴藏着数不尽的漂泊故事，三毛前世的

淡淡乡愁，都曾在这书写。电影里走出来的卡萨布兰卡，熙熙攘攘的各种风情依旧上演，只是不

见了重重谍影，有的是浪漫气息流动。地中海边的童话世界，媲美爱琴海小岛的精致风景等待赏

识⋯⋯如果你曾痴迷撒哈拉、卡萨布兰卡、地中海的海风，那么你应该去摩洛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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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地图

一边是大西洋，一边是撒哈拉沙漠，沙漠和海洋奇异般地在摩洛哥混杂：碧蓝得透明的天空，静

默矗立的蓝白色房子，色彩斑斓的古城，带着香味的Argane木制小鼓，放着糖的薄荷茶，吹着笛

子的舞蛇人，庄重的拉巴特，浪漫的卡萨布兰卡，百转千回的非斯，包着头巾的阿拉伯妇女，繁

复缭乱的阿拉伯风情，红色的撒哈拉沙漠，古罗马遗迹，萦绕全城的清真寺诵经钟声⋯⋯这一切

的汇聚成了这地中海畔的传奇——摩洛哥。

最佳旅游时间：

3月-10月。春天的摩洛哥整个国家郁郁葱葱、春意盎然；夏季的摩洛哥气候适中，海风阵阵；而

秋季的摩洛哥天气凉爽，花果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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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持有普通护照者申办摩洛哥签证须准备以下材料：

1、当地国居留证或身份证

2、须具备有效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上）

3、填写一式两份表格、阐明前往目的地国原因目的和逗留时间的文字材料

4、须具备往返机票

5、前往目的地国逗留所住旅店或房主的证明

6、4张相片

7、邀请函（或工作合同、或旅行社组织旅游的计划书）（邀请函或工作合同：需经过目的地居留

处所在地镇一级政府、市级政府和摩洛哥外交部立法办公室三层审核）

持有外交和公务护照者申办摩洛哥签证须准备以下材料：

1、由当地国外交部出具照会

2、持有有效护照

3、填写表格

4、持有驻在国身份证

5、2张相片

摩洛哥签证申请程序：

申请摩洛哥签证者须将以上材料提交摩洛哥驻当地国使领馆，然后由摩使领馆寄回摩洛哥外交部

领事与社会事务司审查，审查之后交摩洛哥国家安全局审查备案，再返回给领事与社会事务司，

再回寄给摩洛哥驻外使领馆。所需时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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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邮件：sifama.beijing@moroccoembassy.org.cn

网址：http：//moroccoembassy.cn/Ch/Main.asp

电话：010-65321489/1796

传真：010-65321453

地址：中国北京三里屯路16号

旅人提示：请以摩洛哥王国驻华使领馆签证部门提供的最新信息为准，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2、海关信息

摩洛哥关于短期来摩者出入境的有关须知

1、进出摩洛哥国境须持有有效护照

2、进出摩洛哥国境所持有效护照上必须具有有效的摩洛哥签证

3、不得携带危险品、爆炸品、易腐蚀品进出摩洛哥国境

4、不得携带不利于摩洛哥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政治、宗教信仰、公共道德和有损于摩洛哥王室

形象和不利于摩洛哥关于涉及西撒问题立场的出版物、文件、磁带、视听制品等物品、资料或文

件进出摩洛哥国境

5、不得携带麻醉品进出摩洛哥国境

6、不得携带枪支弹药进入摩洛哥

7、摩洛哥海关规定严格禁止带进带出摩洛哥本国货币迪拉姆。

若为再次进入摩洛哥方便起见而携带超过自身旅途最基本生活需要的本国货币迪拉姆进出摩洛哥

国境，譬如超过500迪拉姆，则有可能被视为超过了基本生活需要

8、携带外汇现钞进入摩洛哥不须申报，但若带出外汇现钞则必须提供入境时填写的携入外汇申报

单

9、可携带旅行支票、银行支票、邮政支票和信用卡等进出摩洛哥国境

摩洛哥入出境分为绿色通道（A）和红色通道(B . C)

无任何可申报项目时经过绿色通道，有申报项目时经过红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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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

A 总条款

10、可携带个人使用的衣着用品进入摩洛哥国境

11、摩洛哥海关规定进入摩洛哥国境可携带1升瓶装的葡萄酒一瓶和1升酒精类饮料或同等含量的

烈酒一瓶

12、摩洛哥海关规定可携带香烟数量为两条或者重量为250克此类产品的配料

13、摩洛哥海关规定可携带容量为150ml的香水一瓶和容量为250ml的化妆水一瓶

14、进入摩洛哥国境可携带的纪念品、礼品等的总价值限制在价值2000迪拉姆之内

15、旅客可携带个人使用或职业需要的照相机、摄像机、望远镜或读盘机等入境，但必须于离境

时将此类物品带出

16、可携带个人使用的少量的药品入境

B 特别条款

17、进入摩洛哥国境可携带个人使用或职业需要的录音机、收音机、便携式电视机、打印机、笔

记本电脑进入摩洛哥，但出境时必须带出

C 须办理有关手续的商品

18、动物和动物制品，需兽医证明（饲养机构出具）

19、植物产品，需植物卫生检疫证明（植物检验机构出具）

20、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类（依据华盛顿公约，由水和森林资源局出具证明）

21、外国电视解码器（需经过摩通信局许可）

22、打猎用枪支弹药，需经过国家安全机构的许可

23、非个人需要的药品，需经过健康机构的许可

24、书籍、出版物、磁带、视听制品等，需经过省市级相关机构的许可

25、已录制的磁带、CD牒等物品，需经过摩国家安全机构的许可

出境

不需办理手续的物品

1、带出原产于摩洛哥的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等无价值限制，但须出具可证明其付款方式、地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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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原始发票。

2、装饰性矿石制品、化石等（不超过10件），须出具可证明其付款方式、地点和价格的原始购物

发票。

须办理相关手续的物品

3、艺术品、收藏品和古董，须文化事务局的许可，同时，须出具可证明其付款方式、地点和价格

的原始发票。

摩洛哥海关关于短期来摩者的有关须知 

1、摩洛哥明确禁止摩洛哥本国货币迪拉姆的进口和出口。

2、携带外汇现钞入境自由，但出境时则有非常严格地限制，即携带超过50，000迪拉姆的等值外

汇现钞则必须持有入境时的申报单方可携带出境。

3、对于携带旅行支票、银行支票、信用卡等的出入境则没有限制。

4、不得携带不利于摩洛哥国家安全、政治、宗教信仰和有损于摩洛哥王室形象和不利于摩洛哥关

于涉及西撒问题立场的出版物等资料或文件进出摩洛哥国境

5、不得携带超过自身旅途需要的比如电器用品、衣物等大宗商品进出摩洛哥国境

6、摩洛哥海关规定所携带含酒精类饮品数量不得超过一瓶

7、摩洛哥海关规定可携带香烟数量为两条

8、摩洛哥海关规定可携带香水数量为一百五十毫升

9、旅客进出摩洛哥国境所携带的照相机、摄像机等贵重物品入境时需进行申报

10、摩洛哥海关规定随身携带超过等值于5000欧元的外汇必须进行申报

11、摩洛哥海关规定禁止带进带出超过自身旅途最基本生活需要的本国货币迪拉姆进出摩洛哥国

境，譬如超过600迪拉姆，则有可能被视为超过了基本生活需要

   

3、货币与小费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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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本国货币是：迪拉姆（英文：Moroccan Dirham (MAD) 、阿拉伯文 ����

、另有1，200等迪拉姆、100、50、10、5：摩洛哥迪拉姆的钞票面额有。（�����

2、5、10、20、50分及1迪拉姆铸市。辅市及进位为1迪拉姆等于100分（Centimes）。

摩洛哥ATM机很普遍，很多地方都可以接受Visa卡、Maester-Card卡、Electron卡、Cirrus卡、Maest

ro卡和InterBank系统的服务。

旅人提示：

1、摩洛哥当地的货币是管制的，BMCE是唯一收取支票佣金的银行。游客在机场兑币时会遇到只

收现金、银行人员效率慢甚至停止营业等情形，但这并不会出现在一般银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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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MCE和BMCI银行有自动提款机，许多银行接受Visa、MasterCard预借现金。

3、摩洛哥商店接受信用卡，但商家会收取5%的额外费用。

小费：

在摩洛哥小费是很普遍的，通常被给予任何服务都是要付小费的。在餐馆中的小费通常5%-10%的

消费。

   

4、其他准备

通讯：

1、公用电话 

一些城市和小镇的邮局附近会有公用电话办公室，而更加常见的是私人经营的话把，几乎可以在

每一个城市和小镇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

2、移动电话

摩洛哥有两个GSM移动电话网络；摩洛哥电信和Medi电话，这两个网路覆盖了大部分摩洛哥地区

。摩洛哥的移动电话号码以061-068开头。

3、电话号码

在摩洛哥所有的国内电话都是9位数，包括3为区号（或者GSM号码）。从摩洛哥打国际长途时，

先拨打国际电话接入号00，从海外往摩洛哥拨打时，先拨打摩洛哥的国家编号212。

互联网：

在摩洛哥网吧很普遍，通常费用为每小时1-1.5美元。

时差：

比北京时间早8.00小时。夏时制时差相应早1.00小时。

语言：

摩洛哥使用阿拉伯语，全国通行法语，部分地区可讲西班牙语，说英语的人不多。

电压：

电压/频率：220V，50Hz(双圆孔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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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摩洛哥最棒体验

   

1、在Rick＇s café看一场永恒的《卡萨布兰卡》

(图片由网友 @未计时 提供)

在摩洛哥最浪漫的部分，当然属于前往瑞克咖啡馆（Rick's café）。那部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

好莱坞著名电影《卡萨布兰卡》，让这个城市名声大噪。在电影的演绎下，卡萨布兰卡几乎成为

了浪漫城市的代表，人们也记住了纯情的Rick's café。在这个充满浪漫氛围的咖啡馆惬意而坐，

品着香醇的咖啡的同时去欣赏那不停放映的《卡萨布兰卡》。不禁让人沉醉在电影的主题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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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飞逝（As time goes by）的动人旋律之中。

   

2、漫步“蓝色之城”舍夫沙万，追寻蓝色梦想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舍夫沙万是一个安静而神秘的山区小城，位于摩洛哥北部的里夫山脉（RIF）中。舍夫沙万的海拔

不算高，面向背靠着2座石头山，安安静静地舒展在山谷间，宛若一方桃源净地。踩上城内细碎而

不规则的鹅卵石路面，一步步沿着街道上的拱形土墙门而上时，便会最真切地感觉到蓝城的魅力

。这里的蓝铺天盖地，蓝得几乎使人窒息！门、窗、信箱、电闸、招牌甚至地面，都被漆上深浅

不一的蓝，好像翻腾而至的海浪，依据远近的不同而折射出不同的蓝色，间或点缀着白色浪花⋯

⋯而这湾海潮竟又如此宁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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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从丹吉尔或非斯驱车前往舍夫沙万通常需要３小时左右。

   

3、多面摩洛哥让镜头恍如隔世

(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永恒浪漫的白色之城卡萨布兰卡，尽是喧嚣的赤红之城马拉喀什，迷失灵魂的蓝色梦想之城舍夫

沙万，充满神秘的玄黄大漠撒哈拉，色彩斑斓的五彩古城非斯，以及那集市上堆成小山的暖色系

列调味粉，直布罗陀海峡旁风姿绰约蔚蓝爱琴海⋯⋯迷人、多面而又富有历史的摩洛哥，让手中

的镜头恍如隔世。

   

4、享受摩洛哥沐浴，体验阿拉伯的美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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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未计时 提供)

与土耳其浴相仿的摩洛哥浴让人体验最自然的身心释放。在50℃的浴场中放松地躺下，身边的沐

浴材料全都是阿拉伯远古流传下来的古方。待治疗师戴上手套，先以橄榄树脂制成的黑番搓按全

身以去死皮和洁净；冷水洗净后再以摩洛哥特产灰绿Ghassoul矿物泥(又称Rhassoul)涂于身体及头

发，具有深层清洁和排毒的功效；再作数分钟劲道十足的按摩，舒筋活络焕然一新；最后再涂上

淡淡芬香的橙花花水，全身香味十足，短短几十分钟就让人有重生的感觉。

   

5、在Djemaa El Fna广场踏入最真实的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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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未计时 提供)

马拉喀什闻名于世，全因为城内拥有北非最大最热闹的广场Djemaa el-Fna。作家Paul

Bowles说：“没有Djemaa el-Fna，马拉喀什就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摩洛哥城市。” 古老广场的历

史围绕着沙漠商队和强盗展开，充满迷人色彩，而如今的这里则是体验最真实摩洛哥风情的不二

之选。这里汇聚了印度的舞蛇人、出售香料茶叶的阿拉伯人、讲故事和算命的摩洛哥老人，各种

卖艺的表演，还有数不清的小摊位，从日出到深夜一直热闹。Djemaa

el-Fna充满异域风情为你带来五脏六腑的感官刺激，尽享摩洛哥风情。

   

6、品尝最具特色的米饭“酷司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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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日成欢 提供)

“酷司酷司”是摩洛哥的一种主食，也是摩洛哥的特色美食。它是根据摩洛哥大厨的发音写下来

的，然而这种美食的“真身”其实是“中东米”。在一个深口大盘里装上北非的米食——粗粒小

麦粉，用鸡汁蒸熟后轻敷陈年奶油再蒸，反复三次，鸡汁的甜、奶油的香郁都入渗后再将各式肉

类、蔬果、汤汁淋上。米饭最后看起来黄橙橙、金灿灿的，像金黄的小米一般。

   

7、在撒哈拉追寻迷失的撒哈拉之王——柏柏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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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那些赋予了撒哈拉生命的沙，远远看去，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时而如浓滑的巧克力、时而如舞动

的绸缎，在接触到它的那一瞬，便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而最早居住在这里的便是撒哈拉中的柏

柏尔人。在这迷情的撒哈拉中寻找曾经撒哈拉之王——柏柏尔人，看着他们牵着一群骆驼在沙漠

中行进。柏柏尔人的影，撒哈拉的金黄，远处的沙丘，近处的骆驼，一切就如优美的画卷，浑然

天成。

   

8、在拥有梦幻阿拉伯风格的Riad民宿中酣然入睡

                                             20 / 10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847&do=album&picid=30739


�������

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在摩洛哥旅行至少要住一晚具有阿拉伯当地特色的民宿riad，这是一种摩洛哥风格的庭院。通常ri

ad中庭是个小花园，一般中间有喷泉，四周摆满鲜花。在中庭里与民宿主人聊聊家常仿佛您就是

这里的主人，在欢笑中打发掉中午炎热的时光是件很惬意的事。

   

9、摩洛哥的奇趣生活“毛驴宅急送”你HOLD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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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在马拉喀什和非斯，城中有着众多百转千回小巷。巷子中经营着的众多小店，每一扇敞开的门，

都有对游客充满了诱惑。但在这样九曲回肠难以驶入汽车的巷子里，店铺是怎么运送货物呢？在

小巷中悠然的逛上半天您定会找到答案——那就是“阿凡提的小毛驴”。在这些阡陌、拥挤的巷

子里，毛驴无疑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大到房屋维护的建材、小到店铺里的饮料；重如砖瓦、轻如

布料，全都依靠“毛驴宅急送”。

   

10、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中翻看最珍贵的非洲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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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有1100多年历史的卡鲁因清真寺位于非斯城内。与众不同的是，这座宏伟的清真寺同时也是一所

著名的大学——卡鲁因大学。这所伊斯兰高等学府，其历史比英国牛津大学还要早几百年，堪称

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在大学的图书馆中藏有非洲珍贵的古籍——珍本、善本和手抄本，它们在

书架之上凝住了时间定格了历史待您翻看。

   

11、邂逅阿特拉斯山脉玫瑰谷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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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在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大阿特拉斯山脉中，藏着一座玫瑰谷。每年五六月的“玫瑰节”期间，整

个山谷从拂晓开始就飘满了玫瑰的芬芳，犹如来自天堂的味道。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玫瑰

都可以被称为人类文化和生活中最重要的花卉之一，对她的无限钟情，甚至赋予她现实与乌托邦

的双重魅力。赴一次玫瑰的邀请，点燃生命中的更多激情、愉悦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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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四、畅游摩洛哥

   

1、拉巴特——摩洛哥王国的心脏

(图片由网友 @未计时 提供)

摩洛哥首都，位于摩西北的布雷格雷格河口，濒临大西洋，与非斯、马拉喀什、梅克内斯同为摩

洛哥四大皇城之一，自1912年以来，一直是摩政治首都。12世纪穆瓦希德王朝创业者阿卜杜勒�

穆明为了出海远征，在河口左岸的海角建立军事要塞，取名拉巴特—法特赫，简称拉巴特。在阿

拉伯语中，拉巴特是“营地”的意思，法特赫意为“出征、开拓”的意思，拉巴特—法特赫有“

出征之地”的含意。12世纪90年代，是这一王朝的鼎盛时期，君主雅各布�曼苏尔下令在此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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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后又多次扩建，逐渐把这个军事要塞改建成了今日的城池。

 1、穆罕默德五世墓 

(图片由网友 @未计时 提供)

穆罕默德五世为前国王哈桑二世的父亲，逝世于1961年。其墓1962年开始修建，1971年竣工。墓

室内两侧分列为哈桑二世及其弟阿卜杜拉亲王墓，并建有陈列馆，藏有阿拉维王朝历代君主画像

和五世遗物及其统治时期的历史资料与文献。墓左侧建有清真寺，再左侧为讲经台。墓正面是拉

巴特的象征--哈桑塔及哈桑大清真寺遗址。哈桑大清真寺原是北非最大的清真寺，建于12世纪，

长183米、宽 拉巴特139米，据说毁于1775年一场以里斯本为震中的著名大地震，从仅存的312根大

石柱仍可想象其昔日的雄伟。哈桑塔保存较好，占地单边长16米，高44米，四周雕刻图案各异，

具有摩传统艺术特色。整个建筑群庄严雄伟，风格典雅，体现了阿拉伯穆斯林优美的建筑工艺和

摩特有的建筑风格和装饰艺术。

门票：免费

地址：Avenue Mohamed Lyazidi， Ra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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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2、乌达雅堡 

(图片由网友 @未计时 提供)

乌达雅堡位于拉巴特老城以东，布雷格雷格河入海处，濒临大西洋，为一古城堡建筑群。始建于1

2世纪柏柏尔王朝，后为阿拉伯王朝所用，曾被葡萄牙人和法国人占领。现存乌达雅堡对外开放区

域分三部 拉巴特分：一是院内花园，为伊斯梅尔国王于17世纪所建，小巧玲珑，幽雅精致，花木

繁茂，具有安达鲁西亚园林建筑的典型风格；二是博物馆，分两个展室，一是展出历代珠宝乐器

，另一个展出历代民族服装，包括柏柏尔人、撒哈拉人、摩洛哥犹太人服饰以及古代红铜和土陶

器皿；三是高空平台，为古时空中市场遗迹。站在平台上可俯视布雷格雷格河入海口、拉巴特古

港口和萨累市全景。乌达雅堡内保留着柏柏尔民居和街道，别具风格。堡旁靠海外的一组平房，

原为葡萄牙军事监狱，法国占领后改为饭馆，至今一直开放。

地址：摩洛哥拉巴特

3、舍拉废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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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舍拉废墟为舍拉古城和摩洛哥梅里尼德王朝时期皇家陵寝遗址，1980年被列为摩国家重点保护文

物。舍拉在1775年一场以里斯本为震中的著名大地震中被夷为废墟，如今已成为树木丛生和大量

鹳类的栖息处。舍拉废墟遗址上古罗马时期的台地园、凯旋门、元老院、论坛、法院、公共浴池

等建筑群落依稀可见，梅里尼德王朝时期修筑的外围城墙、清真寺宣礼塔、王妃墓碑和放生池等

基本保持了原貌。站在台地园可鸟瞰布雷格雷格河谷和舍拉古城遗址全貌，外围城墙的正门上用

古阿拉伯语记录了当年修陵的情况，从王妃墓碑上游人可以读到王圮的生平概志，放生池偏居古

遗址一隅，供养着被视若神明的银鳗，游人可向池中抛掷钱币以乞福祗。

地址：摩洛哥拉巴特

4、Andalucian Gardens 

                                             28 / 10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847&do=album&picid=30815


�������

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Andalucian Gardens花园位于奥戴亚城堡的南部一隅，它在殖民地时期由法国人设计建造。花园中

心是庄严的17世纪宫殿，内部设有Musee des Oudaia博物馆。

门票：10迪拉姆

地址：26， Rue Chellah. Rabat 10000， Morocco

电话：037-731537

开放时间：9：00-17：00

5、哈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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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阿尔穆瓦希德王朝的苏丹雅各比�曼苏尔（Yacoub al-Mansour）在1195年开始建造一个巨大的伊

斯兰光塔，计划将它建成穆斯林世界中最高的塔。可是，建塔工程还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而

这个哈桑塔（Le Tour Hassaan）成为了拉巴特的标志性建筑。

门票：免费

地址：Avenue Mohamed Lyazidi， Rabat

开放时间：全天

6、拉巴特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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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拉巴特王宫，位于拉巴特市中心，始建于1785年，占地2平方公里，是典型的阿拉伯宫殿建筑。

地址：摩洛哥拉巴特

   

2、卡萨布兰卡——浪漫的白色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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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这是个比摩洛哥国家名气还大的城市。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城市像卡萨布兰卡这样因为一部电影

而名扬天下，也没有几部电影会把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渲染得像卡萨布兰卡这样令人神往。城

中那有些陈旧的建筑、略显破旧的街道，使得这里更多地具有了一些沧桑感。晨光斜照在麦地那

的城墙和城塔上，昏黄而温暖⋯⋯这一部著名的电影和同名歌曲，给这座城市烙上了永恒爱情的

商标。

1、哈桑二世大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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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它是世界著名的清真大寺，亦是西北非地区最大的现代化清真寺。它是由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提

议修建的，因此被命名为哈桑二世大清真寺。这座可同时容纳10

万人作祷告的清真寺坐落在摩洛哥首都西部最大的海滨城市卡萨布兰卡，距首都拉巴特90 公里。

由于当地濒临大西洋，受海洋气候的影响，冬暖夏凉，阳光充足，气候宜人，因此成为建寺的理

想好地方。

门票：成人100迪拉姆 学生50迪拉姆

地址：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电话：022-440448

开放时间：10：00-19：00

2、古麦地那澡堂

古麦地那澡堂（Ancienne Medina Hammam）是一个十分传统，但肯定更让你满意的澡堂。

门票：7.5迪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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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地址：Place Ahmed EI Bidaoui

开放时间：6：00-12：00对男性开放，13：00-22：00对女性开放

3、卡萨布兰卡犹太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位于被郁郁葱葱的花园所环绕的美丽别墅之中，它是伊斯兰世界中唯一一家犹太博物

馆。

门票：2.3美元

地址：81 Rue Chasseur Jules Gros Oasis

电话：022-994940

开放时间：10：00-17：00

   

3、马拉喀什——富有活力的红色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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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以为摩洛哥只有《北非谍影》的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可游吗，那你就过气了。现在崛起的新星

是马拉喀什(Marrakesh)，其贵为摩洛哥第二大城市，该城位于西南部荒漠边缘，天生流着非洲和

法国的血。马拉喀什是一个沙漠上的尤物，到这里享乐，找到你的阿拉伯天堂⋯⋯

马拉喀什像一块内地的磁石，吸引着来自南方的庞大驼队，对于他们而言，这片绿洲是他们所见

过的最美的城市。如今的马拉喀什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使难以数计的游客对它趋之若鹜，纷纷

探究这里中世纪的传奇和神秘。炎热、尘土、泥砖堡垒使马拉喀什成为独一无二的非洲摩洛哥城

市。

1、Djemaa el-Fna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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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Djemaa el Fna就是一个鲜活的舞台。你可以看到千百年来当地人日复一日的生活状态，他们就像

活着的历史教科书。马拉喀什，因为Djemaa el Fna广场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另一种生存。而在黎明时分的马拉喀什，喧嚣的Djemaa el Fna广场此时安静得出奇。

门票：免费

地址：摩洛哥马拉喀什

开放时间：全天

2、巴哈依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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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这座城市中最著名的宫殿，Palais el-Badi宫殿位于阿拉伯人社区南部的皇城内。它于1578年到1620

年建造完成。当时被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宫殿之一。遗憾的是宫殿中的珠宝首饰以及其他贵重物

品没有逃脱穆莱�伊斯梅尔（Moulay Ismail）苏丹贪婪的双手，最终，它被洗劫一空。

门票：100迪拉姆

地址：摩洛哥马拉喀什

开放时间：8：30-17：45

3、马拉喀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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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马拉喀什博物馆，在一座重新修复的19世纪riad老实建筑Dar

Mnebbi中。不断变化的展览内容包括众多艺术品和手工制品。

门票：30迪拉姆

地址：Avenue Mohammed V， Marrakech， 摩洛哥

电话：044-390911

开放时间：8：30-18：30

4、Kasbah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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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未计时 提供)

Kasbah清真寺（Rue de la Kasbah）旁边的Saadian坟墓长期以来免幸于世人的侵扰，曾经是先知穆罕

默德的后来专有的墓地。然而，今天人们看到的这片装饰豪华的墓地却是萨迪王朝的王公们的陵

寝，其中最显赫的是艾哈迈德�曼苏尔（Ahmed al-Mansour）之墓。

门票：10迪拉姆

地址：Ek Ksour， Rue de la Koutoubia， Marrakech

开放时间：8：30-17：45

5、Jardin Majorelle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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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末日成欢 提供)

Majorelle花园原本为法国艺术家Jacques Majorelle所有。他用毕生的心血设计、建造了这个传说中二

十世纪最神秘的花园。花园中心是画家自己居住的别墅。整个园林景观都围绕着别墅设计。他从

世界各地搜罗了各种植物，建造了仙人掌园、藤蔓长廊、莲花池塘、竹林小径⋯⋯花园中，充斥

着画家喜欢的蓝色。别墅、花瓶、墙壁、水池，到处可以看到那种令人魅惑的蓝色，就似燥热中

的一股清凉，令人神清气爽。这种蓝色，被后人称作Majorelle蓝。

门票：20迪拉姆

地址：Marrakech， 摩洛哥

开放时间：8：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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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4、非斯——色彩斑斓的千年古城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非斯是摩洛哥最古老的一座皇城。它的历史，几乎就是摩洛哥的历史。非斯古城的麦地那里，有

很多密密麻麻、狭窄细长、百转千回的小巷。而麦地那里的店铺，传说多达9000个。走在千年古

巷中，与牵着毛驴的当地人擦肩而过，闻着‘臭名昭著’的皮革味道、看着五光十色的各色店铺

，耳边不时传来石匠铺的凿击声、铜铺里清脆的叮当声，还有孩子们的欢笑声⋯⋯这样的时光，

非斯人已经过了一千多年，却仍旧历久弥新。

1、法斯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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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法斯巴利位于老非斯阿拉伯人社区的城墙内，有大约将近9400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因此，想辨清

道路并不是很容易，不过穿梭于这个古城中，迷路和寻路相伴，欣赏这里最出门的“皮子染缸”

也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

门票：免费

地址：摩洛哥非斯

开放时间：全天

2、卡鲁因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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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这是摩洛哥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建于公元859到862年，曾作为突尼斯难民的避难所，是目前穆斯

林世界最完好的图书馆之一。非穆斯林禁止进入，但是你可以参观与之联办的古兰经学校。

门票：10迪拉姆

地址：摩洛哥非斯

开放时间：8：30-17：00

3、Nejjarine木制工艺品和手工制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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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Nejjarine木制工艺品和手工制品博物馆（Nejjarine Museum of Wooden Arts & Crafts）在1998年对外

开放，设于一座重新装修一新，装饰镶嵌画的美丽旅馆（funduq）。另一个古代艺术品和手工艺

品收藏地是摩洛哥艺术和工艺品博物馆。

门票：20迪拉姆

地址：Place an-Nejjarine

电话：055-740580

开放时间：10：00-17：00

4、Borj Nord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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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如果你想领略非斯独特的景色，你可以登上Borj

Nord堡垒，这里可以把整个非斯尽收眼底。建于16世纪的Borj Nord堡垒现在是一座军事博物馆。

马里尼德王朝墓地尽管绝大多数已经被破坏，但是在整个城市的背景下扔显得十分的突出，特别

是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更加的壮观，但是最好不要单独去游览，墓地远离市区，会让人感觉特别

荒凉和危险。

门票：10迪拉姆

地址：摩洛哥非斯

电话：055-645241

开放时间：8：30-18：30

   

5、丹吉尔——风光明媚的海滨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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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未计时 提供)

摩洛哥北部古城、海港丹吉尔，位于非洲大陆西北角进入直布罗陀海峡的入口处，同欧洲大陆隔

海相望，座落在世界交通的十字路口，东进地中海和西出大西洋的船只，从这里经过或停泊，大

西洋东岸南来北往的船只，也要在这里调整航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争夺之处。丹

吉尔城沿海滨山坡而建，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白色住宅、绿色山野和蔚蓝海水交相辉映，是一

座风光明媚的海滨山城。

1、摩洛哥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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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未计时 提供)

  以前伊斯兰领袖苏丹的宫殿，现在成为摩洛哥艺术博物馆。其内部包括各种不同的宫殿，花园

和休闲区，还有1320年建造的一个神学院。其中的一个宫殿-- Dar el

Qimma是整个宫殿的极至，有复杂而精细的雕刻和镶有壁画的天花板。王宫东南边是Rue Bou

Khessissat街道，从大街上就能看到宫殿一侧典型的住宅装饰。

门票：10迪拉姆

地址：12 Rue de la Kasbah，Tangier 90000

电话：039-932097

开放时间：周三至周一9：00-12：30，15：00-17：00

2、美国使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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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未计时 提供)

在阿拉伯社区的东南角坐落着美国使节博物馆(American Legation Museum)，馆内藏有大量的古地

图、家具、油画、印刷品和一些到过丹吉尔的艺术家们的绘画作品。

门票：免费

地址：Rue de la Plage， Tanger

电话：039-930306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3：00，15：00-17：00

   

6、梅克内斯——品味摩洛哥流风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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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从阿拉伯人社区蜿蜒，狭窄的街道到帝国古城恢弘的建筑，梅客内斯表现处曾经是摩洛哥苏丹王

朝统治中心的流风余韵。因为梅客内斯规模较小，更加宁静。旅游部门可能会将其排在马拉喀什

和非斯之后，列为帝王之都的第三位，但梅客内斯也因此更显得悠闲和祥和，更加栩栩如生地展

现出摩洛哥的历史和它的神秘。

1、穆莱�伊斯梅尔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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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穆莱伊斯梅尔陵园——穆莱伊斯梅尔陵园位于梅克内斯境内。陵园的主人曾经是摩洛哥最大的统

治者，他在17世纪层把梅克内斯作为自己的首都。陵园有三座装饰豪华的庭院、一座清真寺和数

座安葬着苏丹及其家人的墓冢。人们相信到穆莱伊斯梅尔的最后安息朝拜可以给自己带来拜尔凯

神的祝福。

门票：免费

地址：Meknes，摩洛哥

开放时间：8：30-18：00

2、Dar Jamai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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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Dar Jamai Museum博物馆，收藏了众多当地以及全国各处的精美藏品。这里是了解摩洛哥风土人

情与悠久历史的好去处。

门票：10迪拉姆

地址：Place el-Hidim

电话：055-530863

开放时间：9：30-17：00

3、古兰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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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阿拉伯人社区的深处，大清真寺对面是古兰经学校Medersa Bou

Inania，是马里尼德王朝重大建筑所特有的内部装修景致豪华的典型。

门票：10迪拉姆

地址：Rue Najjarine

开放时间：9：00-18：00

4、沃吕比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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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位于梅客内斯以北33公里肥沃的平原中部，是摩洛哥现存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罗马古迹。全国最

重要的朝圣地之一Moulay Idriss圣城距沃吕比利斯仅约4.5公里。

门票：20迪拉姆

地址：摩洛哥梅克内斯

开放时间：8：00-18：00

   

7、阿加迪尔——大西洋畔度假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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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阿加迪尔风景优美，气候温和，既是摩洛哥少有的天然良港，又是休闲度假的好所在。在许多摩

国人心目中，它是本国最漂亮的城市。

阿加迪尔面向碧波浩瀚的大西洋，背依富饶的苏斯平原，南行不远就是著名的撒哈拉大沙漠，阿

特拉斯山脉在东南两面阻隔了大漠的热浪，使得这座沙漠边缘的城市，一年四季气候如春。

沿着大西洋海岸，各式风格的旅馆群绵延长达几公里，可以说，这些度假村式的建筑风格就代表

了阿加迪尔新城的风格。除此之外，各家夜总会也各具特色。入夜之后，只见霓虹闪烁，家家歌

舞升平，时有驻店的乐队竞相献技，成为阿加迪尔的又一处胜景。

                                             54 / 10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857&do=album&picid=30997


�������

摩洛哥:北非花园
  

五、摩洛哥美食王国

摩洛哥传统菜肴的美味在非洲北部可谓是独树一帜，其特色在于往肉、鱼及蔬菜上加有多种辣子

和佐料。摩洛哥菜整体的感觉比较清爽，煎、炸的食品不多，大多数菜品均为焖、煮而成，而且

使用很多天然花草香料，不使用味精，是很健康和天然的食品。此外因为摩洛哥地处北非，曾作

为法国殖民地很多年，菜式的口味受了欧洲很大影响。

   

1、摩洛哥美食

COUSCOUS  

这道菜是摩洛哥菜肴的标志。“酷司酷司”是摩洛哥的一种主食，这是根据摩洛哥大厨的发音写

下来的，其实就是“中东米”，在一个深口大盘里装上北非的米食——粗粒小麦粉，用鸡汁蒸熟

后轻敷陈年奶油再蒸，反复三次，鸡汁的甜、奶油的香郁都入渗后才将各式肉类、蔬果、汤汁淋

上，米饭最后看起来黄橙橙的，像小米饭一般，“酷司酷司”吃到口里感觉松松软软，没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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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的味道和感觉，不觉间就吃下小半碗。

薄荷茶  

摩洛哥人酷爱喝茶，在摩洛哥人的家里，都会闻到一股浓郁的茶香，其中薄荷茶更是他们的最爱

。薄荷茶由于薄荷所产生的清凉感觉，不同于一般冰品直接式的冰冻快感，而是让人啜饮之后，

由体内慢慢挥发出一种沁入周身毛孔的感觉，不仅令人暑气全消，头脑也为之清醒。

此外摩洛哥人煮茶的方法也十分讲究，人们先把绿茶和新鲜的薄荷叶放在一个特制的铁壶里，然

后用开水冲煮，待香气四溢后饮用。

旅人提示：喝薄荷茶时需要耐心地等待，因为喝之前会有相应的敬茶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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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Tajine 

Tajine其实是用来盛这道菜的锅子的名字，它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做法。其中有些是家喻户晓

，自古流传的。比如这道橄榄鸡肉柠檬Tajine，它将风味浓郁的橄榄与柠檬完美搭配，并且与鸡肉

的鲜味相得益彰，再配上微辣的酱汁来画龙点睛。这道菜可以配上粗面通心粉和面包，很美味的

哦。

烧烤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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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摩洛哥还有比较有名的是烧烤串，摩洛哥是伊兰斯国家，所以牛肉和羊肉在市场上是常见的肉类

。一根竹签上串上羊肉再串些洋葱、青椒之类一些烤，烤熟之后再洒上一些孜然，味道绝对地好

。这里的牛羊肉吃在非常有嚼劲，再加上洋葱和青椒的组合，味道非常好！

斋月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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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北非花园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这是一种糊糊汤，里面有肉丁、大米、鹰醉豆及各种香料，吃的时候再往里挤一些鲜柠檬汁。这

种汤味道可口，能润肠，增食欲。

蒸粗麦粉

这种粗麦粉是摩洛哥的主食由粗粒小麦粉制成，放在一种叫作couscoussier的特质罐子里反复地蒸

。然后浇上蔬菜辣汤，或是用蔬菜和鸡肉、羊肉或鱼肉混合而成的辣汤。

羊肉炖豆饭

这道羊肉炖豆饭是在一种特殊的摩洛哥陶制厨具之中烹调出来的，用的是穆斯林羊肉，通常都要

炖几个小时直到羊肉酥烂为止，如果评价它的味道就是原始的做法，原汁原味的羊肉。

咸橄榄炖鸡肉

橄榄是非洲的特产，当作调味品用在肉菜里可以压制肉类原本的腥味，让味道更鲜美。这道橄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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炖鸡也是一样的道理，把鸡肉同橄榄放在特制的器皿中煮很久，直至把骨头里的水都带到汤里，

吃完鸡肉，香浓稠厚的汤汁还可以用来蘸面包吃。

Briouat（三角酥饼）

这是一道十分经典的开胃菜。它的外皮是长方形的，卷成三角形后炸一下或者放进烤箱烤一下，

便呈金黄色。里面的馅有碎肉、鱼肉和蔬菜等，其口感酥脆，香味扑鼻，一定要趁热吃，那才是

最佳风味。

大酥饼

其外面是一层极薄而酥脆的面皮，上撒一层糖粉，里面包有鸽子肉、鸡蛋、巴旦杏、蔬菜等。一

张大饼直径2尺、厚2寸，可七八人同桌而食。

   

2、美食地推荐

1、拉巴特

City VIPS

无论是VIP顾客，还是LIP顾客（非贵宾客户）都喜欢在这个快餐店用餐。素食者也会发现这里有

多种选择。

地址：47Ave Allal ben Abdallah

电话：037-202840

消费参考：主菜20-40迪拉姆

营业时间：11：00-23：00

Café Waimar

这家令人愉悦的餐厅提供可口的菜肴，店内保持传统风格，一切井井有条（也不必为高昂的价格

担心），是阿拉伯人社区地区比较精致的饭店。

地址：8Rue Damas

电话：037-73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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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参考：主菜65-85迪拉姆

营业时间：时间周日不营业

La Mamma 

由于Benenatis一家经营的这家餐馆的美味佳肴，Rue Tanta大街可以称得上是拉巴特的“小意大利

”，除了制作奶油冰淇淋和比萨饼外卖服务，他们还供应比萨饼和意大利面食。

地址：037-707329

电话：6Rue Tanta

消费参考：主菜100迪拉姆

2、卡萨布兰卡

Rick's café 

(图片由网友 @未计时 提供)

人人都知道电影《卡萨布兰卡》电影中的Rick's café店，但其实这个店是有一位快电影的美国人

，所仿建的。但是这里的烂漫绝对不亚于电影之中。在卡萨布兰卡怎能错过这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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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48, Casablanca

电话：212-22274207

Epsom

这是一家舒适而现代化的餐馆，在优雅的店内您可以惬意的品尝香醇的咖啡和美味的比萨饼、烤

肉和意面。

地址：Rue Tata街与Mouftakar街交会处

电话：022-220746

参考消费：三明治25迪拉姆，比萨饼30-35迪拉姆

Café Maure

这里的菜肴主要是海鲜和沙拉，但特色菜是新鲜的异国果汁调制品。

地址：Blvd des Almohades

电话：022-260960

参考消费：主菜60-80迪拉姆

营业时间：11:00-19:00

3、马拉喀什

La Maison Ar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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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向日葵 提供)

这是马拉喀什非常有名的一家店面，来自摩洛哥各地的大厨精心烹制每一道菜肴，是您品尝摩洛

哥美食不可错过的。

地址：1, DerbAssehbe,Bab Doukkala,Marrakech Medina

电话：212-24387010(须预约)

参考消费：套餐包前菜、主菜、甜品约人民币400元

营业时间：7:30pm-11pm

网址：www.lamaisonarabe.com

4、非斯

Medina Café

这是一家别具特色的小饭馆兼咖啡店，店铺布置得典雅舒适，比其他咖啡店多了一份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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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6Derb ,emissi Bab Jeloud

电话：055-633430

参考消费：套餐95-105迪拉姆

营业时间：8:00-22:00

Case Nostea

一家很受年轻人喜爱的西班牙/意大利式的餐馆，每逢晚上这里都会显得异常地活跃和有趣。

地址：16 Rue Arabie Saoiudite

电话：055-932841

参考消费：主菜约80迪拉姆，比萨饼或者意大利面约30-65迪拉姆

5、丹吉尔

La Case della Pizza 

这个令人愉快的快餐比萨饼店简直无与伦比，提供可口的带馅比萨饼和意大利面食。

地址：3Rue Quevade，Rue Bouhtouri

电话：039-324817

参考消费：每块比萨饼40迪拉姆起

营业时间：12:00-01:00

Agadir

一家看似不起眼的小店提供绝对超值的本地菜肴，以及法式麻花状面包

地址：21 Ave du Prince Heritier

电话：068-817696

参考消费：主菜30-40迪拉姆

Restaurant Popularire Saveur

这是一家很受欢迎的海鲜饭馆，提供很多的优质美味套餐。其中香辣小虾pil-pil和烤鱼都好似很不

错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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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Escalier Oualillis

电话：039-336326

参考消费：套餐100-150迪拉姆

6、梅克内斯

Restaurant Oumnia

这是一家开在民居中的别致餐厅，摩洛哥式的服务让人很受欢迎。

地址：8Ain Fouki Rouamzine

电话：055-533938

参考消费：套餐65迪拉姆

营业时间：7:00-22:00

Pizzeria LE Four

漆黑的木质建筑，粉刷的雪白的墙，使这家有名的比萨饼店具有一种意大利的氛围，真是恰到好

处。

地址：1Rue Atlas

电话：055-520857

参考消费：比萨饼38-49迪拉姆，主菜65-85迪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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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摩洛哥甜美入梦

   

1、拉巴特

Hotel dorhmi

这家酒店的房间非常的干净，服务友好，而且还有一个中央庭院。

地址：313 ave monhammed v

电话：037-723283

参考房价：单人间15美元

Hotel ro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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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这里经过不错的装修房间非常舒适，且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独立的小阳台。

地址：1 rue Jeddah ammane

电话：037-721171

参考房价：双人间45美元

Hotel al-Maghrib al-Jadid

一家小旅馆，小巧的窗户和鲜艳的粉色墙壁，使内部蜂窝式的小房间显得暖意融融。公用的亚洲

式卫生间非常干净。

地址：2Rue Sebbahi

电话：037-732207

参考房价：双人间130迪拉姆

Hotel Splendid

惬意的房间内配备了现代化的卫生间，本质家具和油漆地板。

地址：8Rue Ghazza

电话：037-723283

参考房价：124迪拉姆

Hoteld orsay

一家气氛友好的旅馆，所有的房间都配有电视和电话。

地址：11Ave Moulay Youssel

电话：037-708208

参考房价：双人间264迪拉姆

   

2、卡萨布兰卡

Moussafir Casabl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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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干净舒适酒店，有热水，有空调，隔音效果也不错；而且距离火车站很近。

地址：Casa Voyageurs

电话：022-401984

参考房价：470迪拉姆

Youh Hostel青年旅舍

位于阿拉伯人社区，正对着一个小型广场，这家青年旅舍非常舒适、整洁，并且设施齐全。

地址：6Place Ahmed el-Bidaoui

电话：022-220551

参考房价：标准间180迪拉姆

Hotel Rialto

这家旅馆设施一般，但是干净整洁、气氛好友并且非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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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9Rue Salah ben Bouchaib

电话：022-275122

参考房价：标准间160迪拉姆

Hotel du Palais

提供干净、宽敞且最近翻新的房间。顶层的房间更便宜，共用亚洲风格的洗手间。

地址：68 Rue Ibn Farhat Hachad

电话：022-276191

Hotel Gallia

房间空气清新，整洁干净、友好、高效的管理使其成为最经济实惠的旅馆之一。

地址：19Rue Ibn Batouta

电话：022 481694

参考房价：标准间220迪拉姆

   

3、马拉喀什

Ksar Char-Ba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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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再丰富，也说不尽Ksar Char-Bagh这间酒店有多完美。曾被英国旅游杂志《Conde Nast

Traveller》选为全球50间最佳酒店之一，又入选Tattler Travel Guide全球101间最佳酒店。皇宫酒店

虽大，却只有13个房间，每间最少也有60平方米。我住的8号房有客厅、火炉、大睡房、衣帽间、

浴室及私人天台，在帐幕下可以看日出日落，花6000元住一晚，绝对超值。

地址：Palmeraie de Marrakech， Morocco

电话：212-24329244

参考房价：双人房每晚人民币6000元起，房租已包接送。

Tala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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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中带静是这里的特质，一踏入玄关穿过走廊，厚厚的大门如超级隔声器，街外市集的车水马龙

通通听不到，画面一转就是开阔明亮的天井，玫瑰花池流水潺潺，鸟儿在橙树上高唱，如变魔术

般神奇。

地址：12 talaa ben youssef， marrakech medina

电话：212-24429045

参考房价：双人间150欧元

Hotel Mimosa

这是一家深居在旧城的酒店，离超热闹的广场近但不至于太喧哗，交通方便，半夜有门禁。

地址：16， Rue des Banques Quenaria

电话：212-44426385

参考房价：双人间150迪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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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斯

Hotel erraha

价格公道且房间布置很用心，房间宽敞，庭院也很好。

地址：Pl bou jeloud

电话：035-633226

参考房价：单人间15美元

Dar bouanania 

非斯从来不缺少摩洛哥庭院风格的住宿酒店。Dar

bouanania就是一座非常传统的摩洛哥庭院建筑，精致的布置吸引了很多的游人。

地址：21 derb be salem

电话：035-63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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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房价：双人间35美元

Moussafir Fés

酒店干净，热水强，有空调，隔音效果不错。

地址：Avenue Ahmed Chouki, Fes

电话：212-35652230

参考房价：400迪拉姆

Pension Talaa

这是阿拉伯人社区最经济实惠的住宿地。这里仅有四个小房间，不过这些房间都非常整洁，卫生

间（西式）和热水澡沐浴都是公用的。

地址：pacohicham@hotmail.com;14Talaa Seghira

电话：055-633359

参考房价：每人75迪拉姆

Pension Batha

这个小旅店可以提供私密但是并不奢华的住宿条件。

地址：8Sidi Lkhayat

电话：055-741150

Hotel Cascade

这里是众多旅游者们的最爱，以其屋顶阳台迷人的景色而著名。

地址：26Rue Serrajine

电话：055-638442

参考房价：标准间120迪拉姆

   

5、丹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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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Hostel

丹吉尔的青年旅社和其他地方的青年旅社别无他样，很干净。

地址：8 rue al-antaki

电话：039-946127

参考房价：单人间60迪拉姆

Hotel continental 

这是一家丹吉尔酒店中的老字号，房间舒适服务周到，有着迷人的摩洛哥风情。

地址：36 rue dar el baroud

电话：039-931024

参考房价：双人间4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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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sion Mauritania

每个房间带有一个小阳台，可以一览无余地俯瞰Petie Socco广场。

地址：Rue des Almohades

电话：039-934677

参考房价：公寓床位30迪拉姆

Pension Agadir

这家公寓气氛友好，宾客盈门，房间干净整洁。

地址：16 Rue de Palmier

电话：039-938084

参考房价：公寓床位35迪拉姆（含热水浴费用）

   

6、梅克内斯

Hotel Maj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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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梅克内斯城内一家古老的酒店，建于20世纪30年代，房间宽敞明丽。

地址：19 Ave Mohammed V

电话：055-522035

参考房价：单人间136达拉姆

Maroc hotel

这是一座经济型酒店中的一颗宝石，尽管看似外表并不漂亮，但是房间舒适，服务周到。

地址：7 rue rouamzine

电话：035-530075

参考房价：标准间120迪拉姆

Hotel Excels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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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迷人的镶花织物和五彩的卫生间固定装置，给众多的游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地址：57Ave des FAR

电话：055-521900

参考房价：90迪拉姆

Hotel Toubkal

这是一家友善、忙碌的旅馆，在淡季时可以和这里的管理人员讨价还价。

地址：49Ave Mohammed V

电话：055-522218

参考房价：双人间120迪拉姆

Youth Hostel青年旅舍

该青年旅舍在一个安静的居民区里环境安静、房间舒适。

电话：055-52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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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摩洛哥特产及购物

   

1、特产

坚果油(Argan Oil) 

据说自公元1世纪，摩洛哥妇女就深明坚果油有滋润、抗老化之功效，故代代相传，直接把坚果油

涂到身上发上，难怪她们在如此干旱的荒漠生活，皮肤都保持嫩滑。今天坚果油除制成润肤膏、

按摩油外，更因证实了其食用疗效，当地人还把坚果制成蜜糖和食用油等。

彩绘工艺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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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是一个充斥着色彩的国度，这里的建筑、服饰和香料等都是五彩的。而色彩斑斓的摩洛哥

彩绘工艺陶盘这是这个国度色彩的浓缩。

精美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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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器艺术的历史久远，摩洛哥的手工艺着一直以来秉承着传统的精湛工艺来制作银器。当精雕细

刻的摩洛哥银器呈现在您的眼前之时，您一定会为陶醉。

木制品

利用先在胡桃木上挖出凹槽，然后镶嵌贝壳的传统手工艺方法做成的八角木几，上面摆放的托盘

、玻璃杯和台灯，都是典型的摩洛哥风格。这一切与果敢而华丽的艺品搭配，营造出艳丽夺目的

感觉。有着条纹图案的金色靠垫，是用绸缎面料做成的。

色彩明艳的玻璃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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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杯都是工匠采用手工技法进行着色的。充满神秘感的彩色玻璃上简单地绘制着唐草纹或几何

图案。各种图案都是典型的摩洛哥装饰要素，不仅实用，也增添了餐桌的装饰魅力。

陶瓷制品 

有着丰富色感的纯粹手工制作的陶瓷制品，不仅体现了手法的技巧性，还成就了丰饶异色的派对

桌面。应用了多种色彩要素的彩色陶瓷，以及四层的点心架和铜质烛台，都是引人注目的装饰品

。此外，木质桌子和绿色丝绒布艺品，也给空间注入不少亮点。

青铜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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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设计的镀银青铜茶壶和托盘，是摩洛哥人饮用传统的薄荷茶时常常使用的茶具。节日或任何

一个亲朋好友相聚的场合，这样一套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茶具一定可以为聚会增添不少魅力。

纺织品

摩洛哥织物以直线条为主，混合了丝绸面料，既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又能够体现一种特别另类的

高贵气质。从直线条图案到繁复的刺绣装饰，从自然雅致的象牙色到浓烈的酒红色，丰富多样的

图案与色感为它的使用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更便于和既有的家居环境搭配。

陶瓷盒子

盒子因其上面精细的花纹和金属装饰显得古朴而华丽，无论是放在梳妆台上装首饰用，还是放在

家中其他可以摆放饰品的地方，其丰富的装饰要素和色感都会令它脱颖而出。

洋铁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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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铁台灯是代表摩洛哥风格的又一种台灯。镂空、雕花，种种复杂的工艺用于洋铁材料上，制作

出来的是极具装饰效果的别致台灯，很有神秘感，可以放在阳台或其他休闲角落。

   

2、购物地推荐

非斯

非斯一直都是摩洛哥的工艺品之都，在此可选的手工艺品非常之多，且质量上乘，并且价格很有

竞争力。这里城内的街巷之中布满了各色店铺，丰富的手工艺品让您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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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喀什

充满活力的马拉喀什可以说是摩洛哥的购物天堂这里，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精美商品。由以Dje

maa el-Fna广场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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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摩洛哥交通

摩洛哥交通图

   

1、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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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航班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开通有北京拉巴特航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汉莎航空公司和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开通有北京飞卡萨布兰航班。阿联莤航空公司开通有上海飞卡

萨布兰航班。

详情可查阅上述航空公司网站：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http：//www.airchina.com/

法国航空公司：http：//www.airfrance.com/indexCOM.html

汉莎航空公司：www.lufthansa.com/cn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http：//www.klm.com/travel/cn_cn/index.htm

阿联莤航空公司：http：//www.emirates.com/cn/chinese/index.aspx

境内航班

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Royal Air Maroc，简称RAM，电话：09000

0800，www.royalairmaroc.com，44Avedes

FAR）几乎垄断了摩洛哥的航空业，此外还有一个较小的的国内航空公司与之竞争，即：Regional

Air Lines航空公司（电话：022-538080）。这两家航空公司都以卡萨布兰卡为运输中心，许多国内

航班在穆罕默德五世国际机场起落。学生和26岁以下的青年可以在RAM所有的国内航班上享受7.5

折的优惠，但必须从RAM的售票点预订机票。

机场信息：

穆罕默德五世国际机场

������� ������ ���� ����

Aéroport international Mohammed V

地址：卡萨布兰卡东南30公里处

电话：022-539040

网站：http：//www.onda.ma

马拉喀什-迈纳拉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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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éroport international Marrakech – Menara

地址：马拉喀什西南4公里处

电话：044-447865

网站：http：//www.onda.ma/onda/an

拉巴特-塞拉国际机场

Aéroport international Rabat – Salé

地址：塞拉以东10公里处

电话：037-808090

旅人提示：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航空局（Offic National des

Aeroports）的网站（www.onda.org.ma）。

   

2、铁路

摩洛哥的火车运输网由Office National des Chemins defer公司经营（简称ONCF公司，网址：www.on

cf.org.ma）运营。基本上有两条客运路线：从北部的丹吉尔到马拉喀什；从东北的乌季达（Oujda

）到马拉喀什，并在Sidi Kacem与丹吉尔线交会。

相比汽车，这些比利时制造的火车速度更快，更加舒服。所有火车分为一等车厢和二等车厢，票

价不同，但舒适度上没有差别。二等车厢在任何线路上都更多。马拉喀什到丹吉尔的夜间车设有

卧铺，每个车厢共有六个铺位，需要加收90迪拉姆，但物有所值。

摩洛哥提供两种火车打折卡。26岁以上的人士持Carte

Fidelite卡（149迪拉姆）可以在12个月内享受8次往返或16次单程的5折优惠。Carte Jenue卡（99迪拉

姆）可以给26岁以下的乘客提供同样的优惠。办理这两种卡时，你需要一张护照大小的照片和护

照复印件。

   

3、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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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毗邻地中海和大西洋，轮船每天定时从摩洛哥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港口出发，驶向欧洲。最

繁忙的港口是丹吉尔，轮船由此可到达；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22-25欧元，60-70分

钟，每小时一班）；西班牙的塔里法（Tarifa，21欧元，35分钟，每天五班）；法国的塞特（Sete

，53欧元，36小时，每周二班）。从休达（Ceuta）出发的轮船可以到达阿尔赫西拉斯（18欧元，

35分钟，每小时一班）。此外，还有从胡塞马（Al-Hoceima）、梅利利亚（Melilla）和纳祖尔（N

ador）驶出的轮船可以到达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Almeria）和马拉加（Malaga）。携带自行车上

船须加收8-15欧元，汽车加收50-80欧元。船票可以在港口直接购买，也可以委托旅行社购买。

主要轮渡公司：

Comarit

地址：卡萨布兰卡blvd d anfa/丹吉尔Tangier Port

电话：022-293320/039-947402

网址：www.comarit.com

Freey Rapidos del Sur

电话：039-942612/039-947402

Transmediterranea

电话：902-454645

网址：www.transmediterranea.es

   

4、公路

长途巴士

摩洛哥的Compagnie de Trandors Marocains公共汽车公司（简称CTM，位于卡萨布兰卡，电话022-4

58080，www.ctm.com.ma）每天都有公共汽车从卡萨布兰卡开往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和意

大利的各主要城市。另一个公交车公司是Tramesa（电话022-245274，ww.tramesa.ma），开通了开

往西班牙的很多城市的汽车，向摩洛哥提供汽车服务的英国公司包括：Eurolines(www.euroli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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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和Busabout（电话：020-79501661，www.busabout.com）

公共汽车 

摩洛哥境内的公共汽车网点非常密集，许多私人公司都与主要国营汽车公司相竞争，CTM（电话

：022-753677，www.ctm.co.ma），位于拉巴特的Autoroute，离卡萨布兰卡13.5公里。

Offic National des Chemins de Fer（ONCF，www.oncf.org.ma）是一家铁路运营公司，经营Supratpur

巴士，以扩大其铁路运输网络。摩洛哥的其他公交公司均为私营公司，并且只在各地区内往返，

建议你最好提前预订CTM和Supratpurs的车票。

旅人提示：行李运输通常会收取行李托运费。

私家车和租车

开私家车去摩洛哥旅游相当方便。除了带上车辆登记文件和国际护照（不过许多外国证件，包括

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国内驾照也有效），汽车保险需要出示绿卡。

在摩洛哥租车并不便宜，不限制里程的普通汽车的租费一般是每天500迪拉姆，即每周3500迪拉姆

。而且，很多公司要求以现金支付押金（3000-5000迪拉姆），除非你用信用卡支付。

旅人提示：

1、在摩洛哥，你应该向右行驶，在环岛处应给从右侧进入的车让道。

2、城区限速40公里/小时。全国城外限速100公里/小时，高速公路限速120公里/小时

3、停车管理员通常身着蓝色外套；大城市街边很多发放停车票的蓝色机器。

出租车

大出租车 Grand Taxi

法文原意是「大的出租车」，大多是奔驰200，乳白的陈年老车要坐满6人才开车，如等了很久招

不足6人，则须补到6人份的总车资车程在1-2小时的，车资通常约10-20迪拉姆如果 Grand Taxi

采包车，就是以6人费用计算

小出租车 Petit Taxi

只行驶于市区内，在许多城市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尽管不同城市中小出租车的颜色会不一样，

不过在同一个城市内小出租车的车型和颜色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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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城市小出租车都采跳表制，日间出租车从1.4迪拉姆起跳，夜间加成时会从2.1迪拉姆起跳

，由于小出租车只在市区内行驶，所以车费很少超过10迪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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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程推荐

   

1、摩洛哥4日精华游

D1：卡萨布兰卡

在被誉为“北非花园”之称的卡萨布兰卡，漫步海滨大道，迎着海风，瞭望蓝色大西洋寻找《北

非谍影》中的场景，之后前往卡萨布兰卡最浪漫的Rick's café。午后前往哈桑二世大清真寺，观

赏这座西北非地区最大的现代化清真寺。晚上在公共浴室体验富有美肌功效的摩洛哥浴。

D2：卡萨布兰卡——马拉喀什

清早从卡萨布兰前往红色之城——马拉喀什。抵达后首先参观法国艺术家Jacques

Majorelle用毕生的心血设计、建造的这个传说中二十世纪最神秘的花园Jardin Majorelle花园。游园

后参观巴哈依宫——这座城市中最著名的宫殿。之后前往马拉喀什最著名的Djemaa

el-Fna广场，在这里可以欣赏神秘的印度蛇舞，聆听摩洛哥老人的故事，品尝地道的摩式美味。

D3:马拉喀什

从马拉喀什前往阿伊特�本�哈杜，这个在摩洛哥南部的古城在古代曾是重要关口，保存异常完

好，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是最美古旧村落。这里更是有北非好莱坞的美

称在这里拍摄过众多的电影如：《埃及艳后》、《情陷撒哈拉》、《尼罗河宝石》、《阿拉伯的

劳伦斯》、《间谍游戏》等。

D4：马拉喀什——非斯

非斯，这里曾被美国著名杂志《Traveler》评为全球最浪漫的10大城市之一。到达后首先前往卡鲁

因清真寺，同时它也是摩洛哥最好的图书馆之一收藏了众多的非洲古籍。之后前往Nejjarine木制

工艺品和手工制品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众多的精美展品。最后在非斯古城的阡陌小巷中漫步感受这

里的仿佛被凝注的历史。

   

2、摩洛哥7日全景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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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马拉喀什

参观法国艺术家Jacques

Majorelle用毕生的心血设计、建造的这个传说中二十世纪最神秘的花园Jardin Majorelle花园。游园

后巴哈依宫——这座城市中最著名的宫殿。之后前往马拉喀什最著名的Djemaa

el-Fna广场，在这里可以欣赏神秘的印度蛇舞，聆听摩洛哥老人的故事，品尝地道的摩式美味。

D2:马拉喀什——卡萨布拉卡

从马拉喀什前往阿伊特�本�哈杜，这个在摩洛哥南部的古城在古代曾是重要关口，保存异常完

好，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是最美古旧村落。这里更是有北非好莱坞的美

称在这里拍摄过众多的电影如：《埃及艳后》、《情陷撒哈拉》、《尼罗河宝石》、《阿拉伯的

劳伦斯》、《间谍游戏》等。然后前往撒哈拉，这里以形态各异的沙丘闻名，更因为它会随着自

然光线的变化，展现出金色、粉色等不同的美丽色泽。此外在这里更可以去探访曾经的撒哈拉之

王——柏柏尔人。之后前往卡萨布兰卡。

D3：卡萨布兰卡

哈桑二世大清真寺，观赏这座西北非地区最大的现代化清真寺。之后游览位于被郁郁葱葱的花园

所环绕的美丽别墅之中的卡萨布兰卡犹太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它是伊斯兰世界中唯一一家犹太博

物馆。下午漫步海滨大道，迎着海风，瞭望蓝色大西洋前往Rick's

café寻找《北非谍影》中的场景。

D4:卡萨布兰卡——拉巴特

早餐后前往摩洛哥王国现在的首都和悬崖上的老城——拉巴特。抵达后首先游览始建于1785年，

占地2平方公里的拉巴特王宫。之后参观体现了阿拉伯穆斯林优美的建筑工艺和摩特有的建筑风格

和装饰艺术的穆罕默德五世墓。然后参观拉巴特的标志性建筑哈桑塔。

D5：拉巴特——梅克内斯——非斯

早餐后动身前往梅克内斯，抵达后首先参观穆莱�伊斯梅尔王陵。这座陵园的主人曾经是摩洛哥

最大的统治者，他在17世纪层把梅克内斯作为自己的首都。陵园有三座装饰豪华的庭院、一座清

真寺和数座安葬着苏丹及其家人的墓冢。之后游览Dar Jamai Museum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众多当

地以及全国各处的精美藏品，是了解摩洛哥风土人情与悠久历史的好去处。午饭后前往——非斯

，这里曾被美国著名杂志《Traveler》评为全球最浪漫的10大城市之一。到达后首先前往卡鲁因清

真寺，同时它也是摩洛哥最好的图书馆之一收藏了众多的非洲古籍。之后前往Nejjarine木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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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手工制品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众多的精美展品。

D6非斯——舍夫沙万——丹吉尔

早餐后在非斯古城的阡陌小巷中漫步感受这里的仿佛被凝注的历史。之后前往“蓝色之城”舍夫

沙万。这是一个安静而神秘的小城，踩上城内细碎而不规则的鹅卵石路面，一步步沿着街道上的

拱形土墙门拾阶而上时，便会真切感觉到了蓝城之魅。之后动身前往丹吉尔。

D7丹吉尔

丹吉尔摩洛哥北部古城，位于非洲大陆西北角进入直布罗陀海峡的入口处，同欧洲大陆隔海相望

可谓是一座风光明媚的海滨山城。首先在这样唯美的海滨山城中漫步感受来自大西洋的海风。然

后前往摩洛哥艺术博物馆，欣赏精美的摩洛哥艺术品。之后前往美国使节博物馆，馆内藏有大量

的古地图、家具、油画、印刷品和一些到过丹吉尔的艺术家们的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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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1、特别提示

1、摩贫困人口较多，失业率较高，偷盗活动时有发生，因此，外出、购物要提高警惕，防止被偷

盗。如发生意外，应及时报警。

2、Rif山区等地种有大量罂粟，毒品走私和买卖横行，游客需注意。

对女性旅行者，一定程度的性骚扰在摩洛哥很常见。尽量不要一个人晚上单独行动，有危急状况

一定要寻求警察帮助。

3、相对于欧洲，摩洛哥物价还是比较便宜的。尤其皮革制品、阿甘精油、仙人掌纤维制作的围巾

、手工地毯等，都是具有当地特色的不错礼品。

4、在摩洛哥，圣诞节与复活节前后二周宜避免访问。

5、长途巴士公司最好选CTM，要是去一些边缘地区旅行也可以尝试其他私家小巴士，但要做好

吃苦耐劳的准备。

6、交通时刻表：可以去机场、火车站、巴士站旁的游客中心索要时刻表。

7、摩洛哥居民绝大多数人信奉伊斯兰教，因此一定要尊重当地人的宗教信仰，诸如去人家做客，

进屋一定要脱鞋；主人宴请宾客前后要上茶三次，客人就要“入乡随俗”；禁食猪肉、忌讳猪制

品等。

8、在旅游区要注意防骗，热情跟你讲解景点或者带路的，很多都是要收费的；说带你去家里参观

或者喝茶，很多是推荐去买东西的。

9、旅游区饭馆中提供的小面包、茶、小菜通常不是免费的，但是在外面的普通餐馆这些都免费。

10相关网站：

摩洛哥旅游局网址：www.visitmorocco.org/

摩洛哥政府网站：www.mincom.gov.ma/

11、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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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必要的人身安全和医疗等方面保险。您将要面对国外陌生的环境，存在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

，而国外医药等费用普遍较高，建议您选择合适的险种，以防万一。

12、体检：

进行必要的预防接种，并随身携带接种证明（俗称“黄皮书”）。有条件的话，最好做一次全面

体检。

13常用电话：

报警（在城区发生交通事故）：19

宪兵（在城外发生交通事故）：117

消防（火警）：15

电话咨询（收费）：160

14边防检查：

摩洛哥与欧洲大陆仅隔14海里的直布罗陀海峡，近年来，非法移民活动十分频繁，故出游时一定

写好自己的相关证件，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15摩洛哥节日

固定假日：

独立宣言日(1月11日)，

劳动节(5月1日)，

国王登基日(7月30日)，

EDDAHAB WADI回归日(8月14日)，

国王与人民革命日(8月20日)，

青年节(国王生日，8月21日)，

绿色进军节(11月6日)，

独立日(11月8日)；

回历节日：回历新年，开斋节，宰牲节和先知生日(回历节日按回历计算，每年有所不同)。每年8

月前后为摩休假期，摩政府等公职部门、企业等职员将陆续休假。

特色节日：新娘节（9月）

16.在摩洛哥多带些现金，部分酒店、餐厅、集市和商店不介绍信用卡。

17.在拍摄他人或是户外照相时，要有付小费或是买点东西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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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避免拍摄当地女性的照片，因为大部分妇女对被外国人或是陌生人拍摄感到反感。

19.不要接受号称自己是在酒店或是租车公司上班的陌生人为你做向导，除非你认识这个人。

20.如果当地人要求你删除在他们门前拍摄的相片，要听从，避免麻烦。

21.如果当地人拦住你或是坚持要你到一边去看他们出售的商品时，除非你打算买东西，否则直接

走开。此外如果你不打算在弄个商店买东西，最好直接走开。

22.参加旅游团要不自由行安全，除非你会说阿拉伯语或是法语。

23、攻略内涉及到的价格及相应时间仅供参考，以实际费用为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摩洛哥王国大使馆

网址：http：//ma.china-embassy.org/chn/

使馆地址：16，Charia Ahmed Balafrej - Souissi - Rabat

电话：（00212）537 754056/ 92

传真：（00212）537 757519 / 653793

E-mail： chinaemb_ma@mfa.gov.cn

经商处地址：2， Cadi Mekki El Bitaouri Souissi-Rabat

电话：(00212) 537 752718

传真：（00212）537 756966

E-mail： ma@mofcom.gov.cn

文化处地址：100， Rue Jaafar Essadiq Appt 3R. Belveder Agdal-Rabat

电话：(00212) 537 670286

传真：（00212）537 670324

E-mail： maroc@chinaculture.org

na-embassy.org/chn/

遗失护照办理手续

一、中国内地居民申请办理旅行证

持摩洛哥旅游签证、访问签证临时出国人员，护照遗失后可申请旅行证，供回国旅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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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的材料：

1、当地警察局出具的护照报失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护照及签证的复印件；

3、彩色照片两张，小2寸，规格为48X33毫米，头部长度为28-33毫米，头部宽度为21-24毫米，照

片底色为白色或淡蓝色 ；

4、填写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海员证/回国证明申请表》；

5、护照丢失经过的说明。

办理时间：约20天（节假日除外），无加急服务。

费用：新发260迪拉姆；补发520迪拉姆。

注意事项：

1、需持照人本人来本馆申请办理，不能委托他人代办。

2、请在申请表上写明便于联络的电话或手机号码，以便通知您领取旅行证。

二、港、澳、台同胞申请办理旅行证

未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台胞证）的港、澳、台同

胞，往返中国大陆需申请旅行证。

需提交的材料：

1、护照及长期居留签证（原件及复印件）；

2、彩色照片两张，小2寸，规格为48X33毫米，头部长度为28-33毫米，头部宽度为21-24毫米，照

片底色为白色或淡蓝色 ；

3、填写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旅行证／海员证/回国证明申请表》。

办理时间：4个工作日。

费 用：新发260迪拉姆；补发520迪拉姆。

注意事项：

1、需持照人本人来本馆申请办理，不能委托他人代办。

2、请在申请表上写明便于联络的电话或手机号码，以便通知您领取旅行证。

   

3、相关影音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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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北非谍影》 

《北非谍影》又名《卡萨布兰卡》，是一部传奇影片，也成就了一个传奇都市卡萨布兰卡。这一

部著名的电影更是给这座城市烙上了永恒爱情的商标。尽管达尔贝达已成为其正式的名称，但人

们仍然乐意接受卡萨布兰卡这个电影为它带来的称呼，只为这个单词已深入人心。

《黑鹰坠落》

本片描述1993年的摩加迪沙战争的战争情况，片中描述美军由三角洲特种部队以及游骑兵特种部

队所组合而成的战斗队伍，与索马利亚千计的武装民兵缠斗的故事。1993年这支特种部队任务是

要捉拿当时在索马里军阀艾迪德两位重要手下的任务，原本任务预计约半小时，由三角洲部队先

逮捕两位目标后，再由丹尼�麦奈中校（汤姆�赛斯摩饰演）所指挥的悍马车队护送回营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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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由克里夫顿�威考驾驶的「超级61」黑鹰直升机遭到索马里民兵RPG-7火箭的攻击而坠机，使

得在目标建筑物附近建立防线的游骑兵部队必须前往坠机地点检查有无生还者，结果最后演变成1

5小时的持久战斗。

书籍：

《异境奇观》 

作者伊本�白图泰生长于丹吉尔，在那里一直待到公元1325年。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伊本�

阿布杜拉�伊本�穆罕默德�伊本�伊布拉欣�赖瓦蒂�团智，号称阿布�阿布杜拉，闻名于世

。于回历703年（公元1303年）七月十七日生于丹吉尔，在丹吉尔一直住他二十二岁时。他在家里

过着安逸富裕的生活，从未有过离乡背井与家属分别的念头。后来终于为了朝觐而应邀出游。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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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旅行家笔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

极高的著作，被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

《北非花园摩洛哥》

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欧洲和远东从古至今不断地交流和碰撞，独特的民风和自然环境，让摩洛哥

充满着与众不同的异国情调。西方人说她是欧洲的后花园，中东人说她是西方穆斯林世界的典范

。对中国人来说，这里还是一片未知的遥远彼岸。建筑是历史的缩影，不同年代的建筑能把历史

痕迹保留下来，城市不仅是无数固定房屋的集合体，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

准，游走其间，感悟时空的流转，生命的价值。 本书通过作者亲历和镜头聚焦，记录了摩洛哥主

要城市的规划、特色建筑、园林绿化、环境艺术及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再利用等，文字通俗易

懂，内容丰富多彩，读后令人神往。各阶层人士都能从中获得情感及视觉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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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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