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韓

妙香山+瀋陽八日遊

世界級的十萬人・阿里郎大表演
北韓(朝鮮),至今仍是完全封閉的社會主義共產國家，也是世界唯一僅存未開放的社會
主義國家。世人對此神秘的國度，無不充滿好奇，我們特別設計了此中朝密境及北朝
鮮旅遊，掀開高麗古國的神秘面紗，除了一窺北朝鮮與世隔絕未受汙染的美景外，更
深入探索北朝鮮的民俗風情，也品嚐朝鮮民族的特色風味，讓您在滿足了好奇心外，
更能讓您眼見為實的感受到。北韓沒有外界所稱的危險問題，觀光業是他們唯一不受
經濟制裁的外匯來源。所以對待觀光旅客，絕對是安全第一、服務至上!

Flight

為本行程暫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 1 天

臺

北

瀋

陽

華信航空

AE 975

15:35

18:45

第 2 天

瀋

陽

平

壤

高麗航空

JS 156

10:55

12:50

第 7 天

平

壤

瀋

陽

高麗航空

JS 155

11:50

12:00

第 8 天

瀋

陽

臺

北

華信航空

AE 976

19:55

23:20

詳細行程（朝鮮六天五夜）(飛機進出)
Day01

台北(飛行約 3 小時)瀋陽

早集合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華信航空直航客機飛往遼寧省會也是東北第一大城的－瀋
陽；別稱盛京、奉天；1634 年清太宗皇太極改瀋陽為盛京。1644 年，清朝遷都北京
後，改瀋陽為陪都；1657 年，清朝以「奉天承運」之意在瀋陽設奉天府，「奉天」二
字取自聖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前八個字中的頭兩個字。瀋陽市位於渾河北岸，
因渾河古稱瀋水，取義「瀋水之陽」，故稱瀋陽。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東北菜風味 50

Day02

住宿
5★

希爾頓逸林酒店 或 龍之夢酒店 或 同級

瀋陽(約 1.5 小時) 本溪(約 1.5 小時)瀋陽

早餐後，前往『本溪市』是一座聞名遐邇的煤鐵之城，是國家重要的原材料工業基地。
這裏峰嶺聳翠，重巒疊嶂，山地約占總面積的 80％。本溪市依山建城，群山環繞,又有

太子河穿城而過。登高俯瞰全市，樓群在高崗低丘間鱗次櫛比，街道于山嶺之中縱橫
交錯。山中有城，城中有山，構成獨特的城市景觀。
午餐後，前往瀋陽桃仙機場，搭機飛往神秘的國度－【朝鮮 (北韓)】
【本溪水洞】水洞隱於遼東群山之中，是數百萬年前形成的大型石灰岩充水溶洞，洞
內深邃寬闊，是世界上已發現的最長的充水溶洞，有力駁證了“水洞生南國”之說，
融山、水、洞、泉、湖、古人類文化遺址一體。遊船入洞，盪舟河上，欣賞洞內形態
萬千的各種鐘乳石，讓您感嘆大自然造物的鬼斧神工。
參觀後，返回瀋陽午餐〜

【瀋陽故宮】見證滿清盛衰的瀋陽故宮，是滿清在入關前所建造的皇宮，黃色琉璃瓦
所建構的宮殿在陽光照射下更顯得壯麗輝煌，而在當時不僅是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進攻
中原的根據地，且當年年僅 6 歲的順治皇帝，由其叔父多爾袞輔政時，也是在此登基，
之後才遷都北京，可說極具歷史價值，更是中國現今僅次於北京故宮最完整的建築。
同時悠然散步於附近的【滿清一條街】其建築大都依清朝建築風格而建，古味十足，
而街上的古玩城，販售著一些小玩意、字畫、古玩…等。
【九一八事件紀念館】九一八事件指 1931 年 9 月 18 日在中國東北爆發的一次軍事衝突和政治事件；
衝突雙方是中國東北軍和日本關東軍。 九一八事件爆發后，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
在日本國內，主戰的日本軍部地位上升，導致日本走上全面侵華的道路。九一八事件爆發后的幾年時
間內，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佔領，因此被中國民眾視為國恥，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國許
多非正式場合都被稱為「國恥日」。
【北陵公園(含單段電瓶車)】北陵又稱清昭陵是清朝第二代開國君主太宗皇太極以及孝端文皇后
博樂濟吉特氏的陵墓，占地面積 16 萬平方米，是清初“關外三陵”中規模最大、氣勢最宏偉
的一座。園內古松參天，草木蔥蘢，湖水蕩漾，樓殿威嚴，金瓦 奪目，充分顯示出皇家陵園
的雄偉、壯麗和現代園林的清雅、秀美。昭陵是清初關外陵寢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帝陵，是中
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墓建築之一。 昭陵陵寢建築的平面佈局遵循“前朝後寢”的陵寢
原則自南向北由前、中、後三個部分組成，其主體建築都建在 中軸線上，兩側對稱排列，系仿
自明朝皇陵而又具有滿族陵寢的特點。 昭陵共分三大部分；由南至北依次為： 前部，從下馬
碑到正紅門，包括華表、石獅、石牌坊、更衣廳、宰牲廳； 中部，從正紅門到方城，包括華
表、石象生、碑樓和祭祀用房； 後部，是方城、月牙城和寶城，這是陵寢的主體。 昭陵的另
一特色是漫漫數裏的古松群。現存古松二千餘棵，松齡達三百多年，搖曳挺拔，參天敝日。這
些蒼翠的陵松在金瓦紅牆中構成昭陵又一壯麗景觀，其中的“神樹”、“鳳凰樹”、“夫妻樹”、
“姐妹樹”、“龜樹”等更是別具特色。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農家宴 50

晚餐

燻肉大餅或餃子風味
70

Day03

住宿
5★

龍之夢酒店 或 希爾頓逸林酒店 或 同級

瀋陽(飛行一小時，時差快一小時)平壤(約 3 小時)妙香山

早餐後，前往瀋陽桃仙機場，搭機飛往神秘的國度－【朝鮮 (北韓)】。

抵達【平壤】後，搭乘專車前往市區，沿途高樓聳立，馬路寬闊，整齊乾淨，到處樹
木林立，花草爭豔，有如公園裡的都市；平壤是世界上少數綠化達 80%的城市；又因
為無汽車排放二氧化碳及工業的污染，所以空氣清新無比。“平壤”在朝鮮語裡即“平坦
的土壤”之意；1950—1953 年韓戰期間，美軍的轟炸機在平壤上空投下了 42.8 萬枚炸
彈，當時平壤的人口僅 40 萬，也就是說，平均每位市民都承受了一顆以上炸彈的襲擊；
平壤古城被夷為平地，絕大多數古跡化為烏有，所以有人感歎道：平壤已經真的成為
一片“平壤”了。平壤還享有“柳京”之稱，其意是“柳樹遍佈的京城。
抵達平壤市區午餐後，隨即驅車前往【妙香山】（車程 3.5 小時），位於北韓西北部，
距離平壤 160 公里，平均海拔 1000 米以上，橫亙於平安南道、慈江道和平安北道的
交界處，是北韓著名的旅遊勝地。因山勢奇妙、神秘，山上側柏散發著清香而被稱爲
妙香山，山中蒼松翠柏密布，溪流瀑布衆多，還有亭臺樓閣寺庵散落其間。四季景色
各異，春暖花開，夏綠盎然，秋色斑斕，冬雪茫茫，十分壯觀，自古被譽爲北韓八景
之一，史有「三千里錦綉江山皆名勝，未見妙香山莫談景」之響名。
特別安排入住真正的五星酒店-香山酒店。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朝鮮風味
晚餐 酒店內用餐

Day04

住宿
(特 A 級) 香山酒店

妙香山(約 3 小時)平壤

【國際友誼展覽館(1、2 館)】
，此處陳列著世界各國元首和知名人士贈送給金日成的幾十萬多件珍貴
禮物，別館則陳列了許多贈送給當前領導者金正日的禮品，展示的禮品種類繁多，琳琅滿目，都是極
爲珍貴的物品，令人驚嘆不已。尤其 2 館的台灣禮品室內，有本公司所贈之禮品的陳列，值得鑑賞一
番!

【菩賢寺】
：妙香山先後有過 360 多座寺廟，如今規模最大的是建于西元 1042 年的菩

賢寺。在北韓戰爭中，菩賢寺曾經被嚴重損毀，現乃經過修復恢復原貌。步入菩賢寺
大門，可見到古木參天，宏大的殿閣掩映其間。普賢寺共有 24 處殿閣，一派中國建築
風格。每座殿閣大門上方，都掛著用中文書寫的橫匾：
「天王門」
、
「萬歲樓」
、
「解脫門」
、
「大雄殿」、
「萬壽閣」等等，足見中華文化對於北韓的影響。
※若妙香山路況損毀，尚未開放時，則改至【牡丹峰】【朝鮮國際禮品館】【朝鮮電影
製片廠】
下午返回平壤。抵達後〜
搭乘專車前往市區，沿途高樓聳立，馬路寬闊，整齊乾淨，到處樹木林立，花草爭豔，
有如公園裡的都市；平壤是世界上少數綠化達 80%的城市；又因為無汽車排放二氧化
碳及工業的污染，所以空氣清新無比。“平壤”在朝鮮語裡即“平坦的土壤”之意；
1950—1953 年韓戰期間，美軍的轟炸機在平壤上空投下了 42.8 萬枚炸彈，當時平壤
的人口僅 40 萬，也就是說，平均每位市民都承受了一顆以上炸彈的襲擊；平壤古城被
夷為平地，絕大多數古跡化為烏有，所以有人感歎道：平壤已經真的成為一片“平壤”
了。平壤還享有“柳京”之稱，其意是“柳樹遍佈的京城。
抵達平壤後，前往【萬壽臺】是朝鮮首都平壤中心的丘崗，是平壤城將臺的古萬壽臺
址。這裏彙集了眾多名勝，是朝鮮的核心。有萬壽臺大紀念碑、朝鮮革命博物館、千
萬壽臺議事堂、萬壽臺藝術劇院、萬壽臺噴泉公園、崇靈殿、崇仁殿、平壤學生少年
宮等。
【萬壽臺大紀念碑】在 1972 年 4 月金日成主席的 60 壽辰之際，建立在平壤的萬壽臺
山崗上。是以造型藝術貓寫在金日成主席領導下，朝鮮人民進行的不可磨滅的革命面
貌的大型紀念碑。現增加金正日將軍的銅像，並列於此!
【千里馬銅像】矗立在萬壽臺的丘崗上，是 1961 年 4 月 15 日，在金日成同志的 49
壽辰之際建立的。座基是用 360 多種 2，500 多塊不同規格的花崗岩壘起來的，銅像
為一匹伸展雙翅的騎有工人、農民的“千里馬”。銅像總高 46 米，長 16 米。其中，
馬高 14 米，座臺高 32 米。千里馬銅像象徵著為儘快恢復朝鮮戰爭後的國家經濟而鬥
爭的朝鮮人民的英雄氣概。
【少年宮】若遇少年宮休館期間，則前往同屬性的一所【青少年學校】在一位導覽老
師之帶領下首先會參觀書法、刺繡、鋼琴、吉他、舞蹈等才藝教室；然後前往其劇院
欣賞 50 分鐘的幾乎職業化的表演，我們暫稱讚它為【少年宮大秀】其整齊畫一之跆
拳道、舞蹈、樂器、合唱表演、絕對值得一看；令人不太敢相信所有演員都是 8-12 幾
歲的小朋友。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酒店內用餐

晚餐

朝鮮歌舞歡迎宴

Day05

住宿
特一級 高麗酒店 或

羊角島國際酒店

平壤(1.5 小時)南浦( 0.5 小時)西海水閘(2.0 小時)平壤

早餐後，前往朝鮮最大的港口城市【南蒲】
，是朝鮮貨運中心，全國最大的國際貿易港，
市區內林蔭夾道，交通秩序井然，市容整齊。而這裡也是朝鮮遠洋船舶製造基地，水
利資源更是豐富。同時是平壤西通海洋的門戶，有臥牛島、台城湖等遊覽勝地和體育
村。在許多地區還分佈著高句麗古墓。臥牛島島的形狀似臥著的牛，故名，臥牛島上
有一個亭閣，島上設有划船場、休養所、化草園、排球場、籃球場、乒乓球場等。位
於南浦市西部的南浦體育村，於 1973 年 9 月完工，體育村競技區占地面積 80 萬平方
米，有體育場、體育館、游泳場。
【西海水閘】西海水閘位於朝鮮西海大同江入口處，是為攔截海水而建的。水閘大壩
長 8 公里，有 3 間閘室，36 個閘門，還留有 3 條魚路。水閘的修建只用了五年時間。
水閘既可以防止海水倒灌，又可以儲存數十億立方米的淡水，灌溉平安南道和黃海南
道開墾的約 10 萬公頃的土地，解決了大同江下游地區城市和村莊用水及南浦、大安等
地區的工業用水，一舉數得，是世界上有名的攔海大壩之一。
【朝鮮農場參觀】是朝鮮的偉大領袖金日成主席創造與體現主體思想，集這一思想的
革命群眾的地方，亦是金正日將軍轉變為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的典範、史意深遠的地
方。農場立有金日成主席銅像和革命事蹟碑、雅致的文化住宅、農業大學、中學、幼
稚園、文化會館、蔬菜溫室等建築。
參觀後，驅車返回平壤〜
【萬景台－金日成故居】有偉大領袖金日成同志誕生並度過童年時代的舊居，是一座
普通的茅草房。裡面有一些傢俱，它們清晰的展現了艱苦勞動時的印記和在困苦時刻
的艱難生活。這些傢俱包括廚房器皿、陳舊退色的衣櫃、火盆和在暗淡的房間裡的矮
腿桌子上的硯臺、一個 A 字形的行李架、在穀倉裡有梨木制的杯子、一個畸形的水壺

等。從 100 多年前,偉大領袖金日成同志的曾祖父起四代(曾祖父金膺禹 、祖父金輔鉉 、
父親金亨稷 、金日成)居住在這個茅草房裡。
【朝鮮電影制片廠】位于平壤市兄弟山區的“電影城”，占地約 100 萬平方米。朝鮮
藝術電影制片廠 1947 年在平壤成立，這座影視基地包括劇本創作大廈、音視頻合成樓、
導演樓等。它與朝鮮人民軍 4•25 電影制片廠、朝鮮紀錄科學制片廠、朝鮮兒童電影制
片廠等同為朝鮮主要的影視基地。
【光復路百貨商場】常在電視上看到的報導，讓大家有機會參觀一般市民購物商店的
情況及消費程度。在此可以兌換朝鮮幣(國際不流通幣種，限定國內使用)，享受朝鮮
購日常用品的樂趣。剩餘花不完的錢幣，再由指定窗口換回人民幣。
【雜技秀】欣賞節目中聞名的【空中飛人馬戲團】係由國家級之體操選手演出 ,90 分
鐘的表演中表現了人體運動的極限,也展現了美感的極現 ；高潮戲碼的高空後翻五圈
的不可能表演，榮獲『世界馬戲表演冠軍』;更令現場尖叫聲不斷,震撼不已。人民藝
術雜技團出訪過世界眾多國家，獲得過眾多國際雜技比賽大獎，有令人歎為觀止的“跳
板”“雙人秋千”“空中飛人”等驚險的精品節目。
晚餐後，特別安排漫步【未來科學家大街】是一條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都
平壤市中區域的大道。該大街由時任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提議興建，目的為向金策工業
綜合大學的教職員和其他科技人員提供住宅。由於整個工程從動工至完工僅用了一年
時間，朝鮮中央通訊社故這是一個「平壤速度」的工程。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朝鮮風味

晚餐

烤鴨肉風味

住宿
特一級 高麗酒店 或

羊角島國際酒店

Day06 平壤(2.0 小時)板門店( 0.5 小時)開城(2.0 小時)平壤
早餐後, 驅車沿寬闊平坦，依山傍水的高速公路前往古朝鮮第一個統一國家高麗(西元
918-1392)的首都－【開城】並前往北緯 38 度分界線【板門店】曾經是個不起眼的小
山村，北緯 38 度線以南 5 公里處，因有一個用木板搭成的小雜貨鋪而得名。朝鮮戰爭
結束時，交戰各方在板門店簽署停戰協定，從此，板門店聞名世界，被載入史冊。前
往板門店參觀的路上可以清楚的看見地面上的巨石陣，這些巨石陣是好幾道，一層一
層向後延伸。通道兩邊是高坡，坡上用鋼絲繩連著方的和圓狀的混凝土石塊，每個都

有幾米大小。只要一聲令下，砍斷鋼絲繩，這些巨大的混凝土石塊就會瞬間封堵通道。
據說，朝鮮實行“全國要塞化”；這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第一線是三八線附近幾
十公里寬度縱貫日本海與黃海的“馬其諾防線”。在韓戰時中國志願軍所挖掘坑道的
基礎上經過幾十年的修建早已形成密如網狀的地下長城，地面上是碉堡、防坦克壕、
地雷區。參觀其停戰談判會場及停戰協定簽署儀式場，至今仍留存完好。
【停戰談判會場】【停戰協定簽署儀式場】【金日成主席題詞碑】參觀聯合國與北韓的
共同警備區裡屬於北韓的三棟藍色談判會場營房，營房外面地上一線之隔，區分兩個
世界，由北韓這邊看著一尺之隔南韓及美國的守衛士兵，令人感受雜陳。
【高麗博物館】是 14 世紀高麗時代的國子監大學(成均館)的舊址是當時的朝鮮最高學
府。
【開城高麗蔘商店】開城高麗蔘由於特殊的水土、氣候條件和獨特的栽培方法，其藥
效特佳；但是比人蔘製品更吸引觀光客的是身著鮮艷「照古麗」(長裙+短上衣的韓國
傳統女姓服飾)，粧化的美美的美女銷售員，讓人不知是身在北韓還是南韓。
下午返回平壤，途經〜

【正方山】位於沙里院以北約 8 公里，最高峰處是 481 公呎，是朝鮮國花無窮花的原
產地、正方山瀑布、懸崖峭壁、櫸樹叢林繁茂。近期修建「政治思想教育區」、「文化
休息區」和「體育娛樂區」等服務設施。
【沙裡苑-民俗村】是朝鮮已故領導人金日成 16 次視察過的朝鮮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的
旗幟，也是山巒翠綠、湖水清澈的朝鮮著名的療養勝地。
抵達平壤〜

【祖國統一三大憲章紀念碑】座落在北韓平壤南郊統一大街路口的祖國統一三大憲章
紀念碑。紀念碑高 30 米。朝中社稱，“紀念碑象徵著 7000 萬北韓半島人民盼望統一
的強烈願望。
晚間安排舉世聞名的【阿里郎秀（此為朝方規定必須參加）表演期間 9/9－10/10，今
年提早 6 月演出】北韓官方舉辦的大型團體體操表 演活動、阿里郎節，在首都平壤的
五一體育館盛大表演，照例吸引來無數觀光客，10 萬名學童與專業表演者，動作一致，
展現嚴格訓練的成 果，觀眾被這大陣仗的排場吸引的目不轉睛，尤其來自西方的觀光
客，首次體驗共產文化，也迫不及待要回去昭告親朋好友，自己親身體驗了阿里郎。
阿里郎節從 2002 年開始不定期表演。這種大型歌舞表演的劇情通常是北韓人民的歷史
奮鬥史，因此被外界視為是北韓政府的宣傳工具，不過即便如此，阿里郎舞蹈，已經
在國際社會跳出了知名度。

早餐
午餐
晚餐

飯店內
十二銅碗套餐 (贈四人一
份人參雞湯)
朝式小火鍋風味

住宿
特一級 高麗酒店 或

羊角島國際酒店

Day07 平壤
【祖國解放戰爭勝利紀念館】
，館外露天兵器陳列場，陳列抗美援朝戰爭中使用的飛機，
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裝備，以及繳獲敵人的各重型武器及各項殘骸機具。其中也包
括原放置於大同江邊而移置於此的【普韋布洛號（美國武裝間諜船）】
，是美國一個印
第安部落的名稱，被美國第七艦隊用來命名它的一艘 60 年代裝備的大型電子偵察船。
該船長 53.8 米、寬 9.8 米，航速為每小時 13 海裏，排水量為 906 噸。該船於 1932
年建造，原為美國海軍中的運輸船。1966 年被改裝為武裝間諜船，裝備著當時最先進
的各式偵探設備，基地在日本，其任務是在日本海一帶巡弋，主要用於探測和監視朝
鮮人民軍在東海岸地區配屬的雷達及通訊設施。當時美國共有 3 艘這種間諜船，而被
朝鮮捕獲的是“普韋布洛 2 號”。 館內則以富麗堂皇的建築內裝及各項重要文獻的展
示為館內主題，頂樓以圓形的全景畫館為主題，高 28.4 米，直徑 46 米的圓形建築，
建築面積 3350 平方米，陳列有全景畫《清川江畔圍殲戰》
。畫面以抗美援朝戰爭第二
次戰役為背景，以清川江畔三所裡，龍源裡、松骨峰等阻擊戰為重點，形象地反映朝
軍在戰場上的英雄氣概。畫面高 16 米，周長 132.6 米，配置地面塑型、燈光和音響效
果，藝術地再現了壯觀的戰爭場面和恢宏的戰爭氣氛。隨著全景展區的旋轉平臺緩緩
移動，當年戰爭殘酷的場景幾乎真實再現。
【平壤牡丹峰公園】牡丹峰層巒疊翠，酷似一朵盛開的牡丹，因此而得名“牡丹峰”。
牡丹峰自古被稱為“朝鮮八景”之一。牡丹峰至今還保存著高句麗的古式亭臺樓閣，
如乙密台、最勝台、浮壁樓、清流亭等。牡丹峰有松樹、五葉松、椴樹、杏樹、山櫻
等各種樹木成林，春天寬闊的公園開遍鮮花。金鐘花（百合）和金達萊開花後，杏花、
桃花、櫻花、杜鵑花、李葉繡線菊，還有山躑躅花、木蘭花、芍藥花等開滿遍地。
【人民大學習堂】朝鮮最大的圖書館，坐落於朝鮮首都平壤的金日成廣場以西，與大
同江畔的主體思想塔遙相呼應。係平壤市區內一所國家圖書館，也是朝鮮最大的圖書
館。落成於 1982 年。人民大學習堂提供有座位 5000 多個，可容納一萬多人。藏書 3000
萬卷，有 600 多個房間可供讀者閱讀書籍．設在大小 10 個閱覽室的圖書傳送裝置迅速
把讀者需要的圖書傳送到讀者面前。17 個錄音室可錄放譯成朝語的外國書籍，讀者可

以借錄音帶學習。1982 年（朝鮮主體 71 年）開館，總建築面積 10 萬平方米，是朝鮮
的國家圖書館，定期舉辦朝鮮各種外語學習班、講座等，被朝鮮人稱為“社會教育中
心”。
【地下鐵(首創搭乘六站-停留三站)】
深入地下 100-200 餘公尺的地鐵站，由中國出資、
蘇俄設計營建於 1968 年動工，1973 年 9 月 6 日第一條『千里馬線』通車；17 個車站
各具風格、特色；每個車站之美輪美奐讓人嘆為觀止，尤其是其水晶吊燈更有象徵；
如榮光站的吊燈形狀猶如戰勝之夜，廣場上煙火升騰。
【凱旋門】由一萬五千塊精雕花崗岩砌成的，是為紀念朝鮮領袖金日成推翻日本帝國
主義的殖民地。
【金日成廣場】金日成廣場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都平壤市的中央廣場，臨大
同江畔，主體思想塔的對面，於 1954 年 8 月竣工。金日成廣場面積達 75,000 平方米，
為世界第 16 大廣場。地面由花崗岩鋪成。這裡是北韓舉行慶典、集會、政治文化活動、
閱兵儀式的場所，並常在外國拍攝的與北韓有關的電視紀錄片中出現金日成廣場一瞥，
也象徵朝鮮人民的英雄氣魄。於此遠眺【主體思想塔】顧名思義是為了宣揚偉大領袖
金日成提出的主體思想而建立的。主體元年是金日成出生的那一年。而且很好記的是
主體年和民國年是一樣的，也就是說現在是民國 92 年，也就是主體 92 年。主體思想
塔位在大同江東側，是江東最主要的紀念建築，面對大同江和人民學習堂(也就是中央
圖書館)遙遙相望，大同江是貫穿平壤市中心的最大河流。思想塔尖有個火炬，到了晚
上會發出紅色的光，這本來沒啥稀奇，可是北韓是非常缺電的地方，所以事實上到了
晚上整個城市幾乎是黑暗一片的，只有思想塔尖的紅色火把，一直供電發光到深夜成
為最明顯的地標。
晚間特別安排登船用餐及觀賞美麗動人的歌舞表演。目前為平壤第一遊船，2014 年
10 月台灣三立電視台前往拍攝報導，百聞不如親眼見為憑。
【大同江號】2013 下水營運之係高 4 層的豪華江輪，約一小時的航行中將可盡覽:金日
成廣場、國家圖書館、蒼田大街、主體思想塔、及大同江上的：清流橋、綾羅橋、玉
流橋、羊角橋和忠誠橋等平壤主要建築物及平壤的夜色美景一洗多年來被評論為缺電
城市之污名。大同江是朝鮮的第五大河流。長 450.3 公里，流域面積達 20000 平方公
里。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
石鍋拌飯
大同江號遊船歌舞表演宴

住宿
(特一級) 高麗酒店 或

羊角島酒店

(價值: RMB 250 元 /人)

Day08 平壤(飛行一小時，時差慢一小時)瀋陽(飛行約 3 小時)臺北
【張氏帥府】張學良故居又稱〝少帥府〞
，是原奉系軍閥張作霖及其子張學良官邸，1988
年更成立了『張學良舊居陳列館』，保留文物重點以供參觀。
【趙四小姐樓】400 多平方米，樓體赭石紅，東方的框架結構，與人字梁結合構成大
屋頂，木板封簷，西式仰瓦，形成典型的日本建築風格，看上去好像一座獨立的城堡。
一樓設接待室、舞廳、餐廳等，二樓設會客廳、起居室、琴室、臥室、衛生間等。1996
年列入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2001 年 11 月底，正式向遊人開放。整個小院清靜幽雅，
精巧別致。它由門廳、餐廳、琴房、舞廳、辦公室、臥室和書房兼會客廳等十餘個房
間組成。經過精心維修和多方考證，復原陳列後的趙一荻故居再現了趙四小姐與張學
良將軍當年共同生活的真實場景，向人們講述著他們傳奇的愛情故事。
參觀後，前往瀋陽桃仙機場，搭乘機返抵桃園機場。結束這趟神秘國度-朝鮮之旅!
早餐
午餐
晚餐

飯店內
滿族菜風味 50
機上餐

住宿
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本行程得視航空公司班機的確認，本公司保留有行程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行程資料為準日。
朝鮮段的食、宿、交通、景點等，若遇變更時，皆按朝鮮旅遊局及國家旅行社規定安排。敬請見諒!
行程內容將根據當地航班實際飛航狀況、路況及火車班次，保留調整之權利，請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此行程朝鮮圖片皆為芳華旅遊版權所有。

前往北朝鮮注意事項：
1. 絕對禁止攜帶專業攝相機和長焦照相機、高倍望遠鏡，可以攜帶常規家用攝相機和
照相機、手提電腦。絕對禁止在朝鮮進行任何形式的採訪、取材工作。
2. 朝鮮允許攜帶部分水果食品菸酒礦泉水，可購買部份小禮品贈送朝鮮兒童和友人
(可在中國購買)

3. 平壤時間比台北時間提前半小時，氣候四季分明。飛機飛行 60 分鐘左右可以到達
平壤，朝鮮邊防和海關人員進行檢驗，遊客要主動配合邊境檢查人員。
4. 由於目前中朝兩國未簽署有線電信協議，可將手機帶進朝鮮，但需購買朝鮮規定的
國際卡，此卡基本費用為 50 歐元，僅限於國際通話使用，每分鐘接跟打出約 3 元
左右。
5. 在朝鮮旅遊期間，要聽從朝鮮導遊的安排，不允許擅自脫團行動，不要拍照朝鮮軍
警人員，不允許拍照的地區不要拍照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不要隨地丟東西。
6. 朝鮮導遊是朝鮮國家接待外賓的專業工作人員，一般素質較高，漢語水準較好，要
尊重朝鮮導遊的服務和規定，有特殊要求要及時和領隊協商。在朝鮮購物不能殺價，
國家統一售價。
7. 在朝鮮購物只能在外匯商店購買，用人民幣或歐元即可。
8. 朝鮮國情特殊，風俗獨特，非常敬仰領袖，民族自尊心強，人民講文明、有禮貌，
所以遊客要尊敬朝鮮的領袖、尊重朝鮮國情和風俗，不要對朝鮮政府的方針政策品
頭論足，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費用說明

出發日期

2019/7/27

現金優惠價 $58,500 元

訂金:$10,000 元

全程機票、食宿、行程中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除每人投
保旅遊契約責任險 200 萬元，20 萬元意外醫療險，海外救援險。

費用包含

(因朝鮮國情的特殊性，保險業務未能與國際接軌，特由芳華旅行
社，加贈每人 200 萬旅遊平安保險。)、朝鮮簽證費用、導遊領隊
司機小費、機場接送。

費用不含

護照工本費、床頭、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行李超重費及私人開
銷等、台胞證。

住 宿
兩人一房，酒店按行程表所述。如單人貴賓報名，需加購單房(單
人單床房型)價差，以維護個人權益，或同意旅行社將主動幫您搭
配室友於國外旅遊期間無異議。

溫馨提醒

膳 食
按行程表所述之餐標安排。北韓境內若有改變時，則依境內旅遊
局適當調整。
遊 覽
如行程表所列之各景點門票及各項觀光秀場節目等。北韓境內若
有改變時，亦與上述同。
1. 報名後，前不前往需依當地實際狀況而定，無法依一般旅遊自由意識觀點看
待。就如兩韓對伺、核試爆、試射飛彈、媒體報導等狀況因素 ，而想自行取
消時，因北朝鮮團非一般旅遊團，報名參團後，恕無法適用制式旅遊契約書中
第十三條，旅客自行取消參團者，需扣全額訂金無法退還。
2. 如有任何安全疑慮，旅行社不需旅客提醒會依安全考量自動取消。則本公司會
退還參團者訂金，但不負任何賠償款項。
3. 北朝鮮團非一般旅遊團，恕無法適用制式旅遊契約書中第九條；導遊司機服務
小費是必須要支付的，不得以任何藉口拒付。
4. 北朝鮮是共產主義國家因此當北朝鮮政府因某些情況要求變更行程或飯店或

訂金說明

餐廳時一定要配合調整，一但變更無法要求退費。
5. 北朝鮮比較保守又屬強人領導型態的國家，所以有其獨特性及封閉性，旅遊品
質的穩定性並不如其他先進國家，若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旅客的寬心與諒解。
6. 如遇定期或包機航空公司停飛，且為本公司不可抗力之因素，或者因參團人數
不及 10 人，參團人不願改期或與第三方旅行社併團時，我方將全額退費，不
另外收取任何手續費，本公司亦無賠償之責任。

7.

目前航班時間為航空公司表定之申請經兩國【中國與北韓】民用航空局批准之
時段，由於包機為不定期班機，航班起降時間，會因兩國政府實際核准時間或
班機調度而有所差異或更動，實際班機起降時間與降落機場，請依航空公司或
民用航空局最後公告為準，若航空公司更改班機時間，本公司唯有配合變更，
旅客並不得以航班時間問題為由更改出發日期，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出團前 7 日備齊(皆可用掃描件)
1. 護照、臺胞證影本 x1
2. 二吋彩色照片 x2 張(一年內、不限底色)
3. 旅客的連絡電話、職業別、公司單位名稱、聯絡地址或在職名片一

簽證資料

張請提供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x1(或口述基本資料即可)
4. 50 歲以下如在上班 請書寫公司、機關在職證明或執照影印本(自行
開業者)；(55 歲以上皆可以填為退休；女士皆可以填為家管)

5. 小孩請和大人一起申請，附上戶口名簿影本(本項無論大人小孩都
須附上)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7 號 7 樓
TEL：(02)2990-5868

FAX：(02)2992-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