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醉愛北韓│飛越 38度 
 

神秘北朝鮮 平壤.妙香山.開城【雙飛】探秘之旅六天 

 

 
★特別安排搭乘高麗航空，瀋陽直飛【北韓平壤】往返直飛航班，只需 1小時即可抵達！省時省力！ 

 



 

 



 

 

 

 

 
 

 



 

 

 

 
 

 



 

 

 

 

 

第一天【星期二】 桃園／濟南／瀋陽 

桃園／濟南 SC-4098 11:50/14:30＋濟南／瀋陽  SC-47971  16:50/18:35 

    今日集合桃園機場，搭乘山東航空直航班機飛往山東省省會《濟南》。隨後轉機飛往中國東北

五大名城之一的瀋陽。瀋陽是東北最大的城市，也是遼寧省省會。瀋陽位處中國東南部，清朝時稱盛京，

為滿清皇朝大都，進入北京之後改為陪都，設為奉天省。辛亥革命之後奉系軍閥張作霖的軍事中心，東

北易幟之後，改為瀋陽。該區曾先後被偽滿洲國、日本、俄國占領。現為東北重要大城。 

餐食：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李連貴熏肉大餅 60 

住宿：瀋陽：今旅國際大酒店 或 北約客維景國際酒店 或同級【準★★★★★】 

 

第二天【星期三】 瀋陽／平壤     瀋陽／平壤 JS-155  13:55/16:05 

    景點：少帥府、萬壽台噴水公園、凱旋門、友誼塔 

■少帥府【張學良故居】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之故居花園建有假山、花壇、通路、亭臺水、河池和隧道，

東北有關帝廟，為國家重點保護單位和觀光勝地，部份建築於 1988年闢為張學良故居陳列館。融合了

中國傳統建築及西方歐式建築的風采。 

■【萬壽台噴泉公園】是專門為紀念金日成主席所建立的，公園於 1976年 10月竣工。公園裡有不同高

度、不同種類的噴泉，在中心有噴水高度 80多米的主噴泉。水中矗立一組白色噴泉雕像，名為《下雪》，



刻畫 28 名婀娜多姿的舞蹈演員。 

■【朝鮮凱旋門】位於首都平壤牡丹峰山腳下的凱旋廣場，建於 1982年，是一座紀念碑式的建築。凱

旋門高 60米(比巴黎的凱旋門高 10米)，寬 52.5米，整座建築用 1.05萬多塊精雕細琢的高級花崗石砌成，

規模宏大。拱門是朝鮮傳統的城門形式，可同時開行幾輛汽車。 

■【友誼塔】友誼塔塔高 30米，由 1025塊花崗岩和大理石砌成，象徵著 10月 25日志願軍赴朝參戰紀

念日，是為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而建的。塔內有一個圓形石室，可進入塔身，石室中央放置一塊重

1噸重的大理石基座，裡面保存著 10本志願軍烈士的名冊原本。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朝鮮石鍋拌飯風味 

住宿：平壤-羊角島、高麗、西山大酒店  或同級【當地最好：★★★★★】 

 

第三天【星期四】 平壤－妙香山－平壤 

    景點：普賢寺、國際友誼展覽館、人民大學習堂、地鐵體驗 

■【妙香山】位於朝鮮西北部，其第一高峰為 1909米的毗盧峰，距平壤東北方向約 170公里。妙香山

與金剛山齊名，山勢奇妙，景致佳絕，尤其以上元洞、萬瀑洞、毗盧峰的景色為最佳，是登山的好去處。

這裡有 700種植物，33種走獸，115種禽鳥，20多種魚類。妙香山文物薈萃，由公園 11世紀修建的普

賢寺、石塔等古跡和顯示印刷技術發展水準的文物古跡。素來有〝三千里錦繡江山皆名勝，未見妙香山

莫談景〞之譽。 

■【普賢寺】建於西元 1014 年，寺前有冷杉、海松、水曲柳等多種樹木。寺內主要建築物有大雄殿、

萬歲樓、解脫門、天王門以及一座四角的 9 層塔、一座八角的 13 層塔。殿內保存著 13世紀刻印的 6780 

卷佛教大經典，普賢寺八角 13 層的石塔就在此殿前面。萬歲樓上保存有李朝時期 500 多年的政府日誌

《李朝實錄》，是朝鮮的寶貴史料。普賢寺是朝鮮五大寺院之一，在朝鮮戰爭時期曾被美國飛機炸毀，

現在的寺院是戰後重新修建的。 

■【國際友誼展覽館】朝鮮著名的國際友誼展覽館就坐落在妙香山，這裡展示了世界許多國家、組織及

其個人向金日成和金正日贈送的禮物 21.3萬餘件中的一部分。其中，屬中國的贈品數量最多。 

■【朝鮮人民大學習堂】建於 1982年，是朝鮮的國家圖書館。建築面積 10萬平方米，共 10層。該館

藏書約三千萬本，其中外文書籍約一千五百萬本。人民大學習堂還定期舉辦各種外語學習班、講座等，

被朝鮮人稱為“社會教育中心”。金日成親自將這裡命名為人民大學習堂。 

■【平壤地下鐵道】是世界上最深的地鐵。其路線由首都中心伸延到東西南北。車站有富興、榮光、烽

火、勝利、統一、凱旋、戰友、紅星、光復、建國、黃金平原、建設、革新、戰勝、三興、樂園等，結

構多樣，富麗堂皇，仿佛完美的地下宮殿。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朝鮮料理   ／晚餐：朝鮮料理 

住宿：平壤-羊角島、高麗、西山大酒店  或同級【當地最好：★★★★★】 

 

第四天【星期五】 平壤－開城－平壤 

    景點：北緯 38度線、板門店非軍事區、高麗博物館、沙里院民俗街、69中學+表演 

■【北緯 38度線】停戰談判 1951 年 6月由蘇聯駐聯合國代表提出，經美國和朝中雙方協商，7月 10日

開始在開城舉行停戰談判。美國毫無誠意，一再企圖以談判掩護其軍事進攻，以軍事進攻迫使朝中在談

判中屈服。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美方則以“海空優勢的 補償”為藉口，要求朝、中方面退出 1.2萬平

方公里土地，在停戰協定生效後 3個月內， 召開雙方高一級的政治會議，協商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

隊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 

■【板門店非軍事區】板門店是位於朝鮮與南韓之間的朝韓非軍事區，主要是舉行會談的建築物在內的

其周邊之場所，板門店與柏林圍牆一同被視為冷戰時期的象徵。板門店，為南北之間唯一的接點，並且

設有中立國監督委員會，由瑞士、瑞典、捷克與波蘭四國監察。附近除了會議室之外，還設有南韓的和

平之家與北韓的統一閣等設施。板門店是於軍事分界線上設置的，在東西 800m 南北 400m 長方形的共

同警備區，相隔聯合國軍和朝鮮人民軍的警備崗哨。板門店每日的觀光名額有限，且並非每天都有導覽

團開放名額。參觀時不得穿有洞的牛仔褲、工作服、T 恤、短褲及其他過於暴露的服裝，不得飲酒及攜

帶酒類，並且必須攜帶身份證件（如護照、住民登錄證等）。該地所代表的南北韓非軍事區由於長久以

來屬軍事管制，除軍事人員之外罕有人煙，因此當地自然生態沒有外來人為的干擾，各種野生動植物棲



息、繁衍相當的多元，計畫將該處列為國際生態保護區。 

■【停戰談判會場│停戰協定簽署會場】板門店位於朝鮮半島中部的北緯 38度線南 5公里處、60年前

韓戰的《停戰協議》在這裡簽署，使得這個以前默默無聞的村莊名聲鶴起，幾十年來一直成為了世界關

注的焦點。今天板門店地區是韓戰和朝鮮半島分裂的見證，也是當今朝韓雙方最為敏感的前線陣地，更

是地雷埋設密度和對峙雙方的武器威力居世界第一，隨時會爆發武裝衝突的世界上最危險的邊境地區，

而這一切也使得這裡具有了重要的戰略意義和旅遊價值。 

■【高麗博物館】這是一千多年前高麗王朝培養人才的地方也稱〝國子監〞，這裡可以找到歷史的見證

是—1000 多年歲數的銀杏樹和櫸木，還保存著朝鮮最大而最完整的高麗青瓷（原物）等 1000多件的歷

史文物。 

■【沙里院民俗大街】沙里院民俗大街位於黃海北道道會沙裡院市著名名勝景岩山山腳下，修建了一條

朝鮮民族色彩濃厚的新街—民俗大街，體會朝鮮民族五千年的文化遺產、生活習俗。 

■【少年宮或中學】瞭解學生課外小組活動情況並觀看學生演出的文藝節目。 

■【外賓友誼商店】選購朝鮮紀念品及伴手禮。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朝鮮料理   ／晚餐：古鍋拌飯 

住宿：平壤-羊角島、高麗、西山大酒店  或同級【當地最好：★★★★★】 

 

第五天【星期六】 平壤／瀋陽／青島   

平壤／瀋陽  JS-155  11:50/12:00＋瀋陽／青島 SC-4716 18:15/20:00 

    景點：金日成廣場、瀋陽故宮、滿清一條街 

■【金日成廣場】是首都的中央廣場，1954年 8月竣工，地面是花崗岩鋪地。這裡是朝鮮舉行重要政治

文化活動、慶祝大會、公眾集會、閱兵式的場所。金日成廣場的南北分別是主題思想塔和人民大學習堂。 

※隨後驅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瀋陽，抵達後淺往享用午餐。 

■【瀋陽故宮】清太祖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皇宮，始建於後金天命 10年(西元 1625年)，建成於崇德元

年 (西元 1636年)，後經康熙乾隆擴建始有現在規模。分東、西、中路三個主要部分，中路的崇政殿是

國事活動中心；東西兩路，一面有用於國事慶典的大政殿，一面有收藏＜四庫全書＞的文溯閣。整體結

構完整而富於變化，並珍藏豐富的清宮文務，是中國現存僅次於北京故宮的最完整建築。 

■【滿清一條街】在故宮大門前面，其建築大都依清朝建築風格而建，可以說是古味十足，而街上的古

玩城，販售著一些小玩意、字畫、古玩....等。信步其間，別有一番情趣。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青島：鑫江溫德姆大酒店 或 紫玥鉑爾曼大酒店  或同級  【★★★★★】 

 

第六天【星期日】 青島／台北 

    享用完豐盛早餐後，隨即我們準備行囊，帶著愉快的北朝鮮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搭機直飛台

灣，返回溫暖的家，結束豐富快樂的飛越３８度神秘北朝顯之旅。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或同級 

 

 

※由於高麗航空是使用包機方式運作，一經開票則不能變更，轉讓及退票。由於旅遊團機票均為團隊票，

航空公司不給退票、改票及改期，如果遊客因個人原因臨時自願放棄行程的，機票費用均無法退還，敬

請諒解！ 

※如因航空公司航班調度，導致起飛或降落時間變動，則本公司保留調整餐食之權利，敬請旅客見諒。 

※行程安排以當地旅行社為主；會依當地交通狀況前後順序調整，保證景點不會縮減；敬請放心！！ 

※團費報價已包含 60歲以上老人及小孩優惠票，若有產生恕不退還。 

※如貴賓為單 1人報名時，若經旅行社協助配對卻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時，則需另補單人房差額，

差額視住宿飯店之不同由旅行社另行報價，敬請了解並見諒，謝謝! 

 



※本公司遵照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每位旅客投保旅行社責任保險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二百萬元、  

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十萬元 (實支實付)】(註：旅客未滿 15歲或 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

額新臺幣二百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十萬元 (實支實付))。另外，依「國外旅遊契約」中規定，本

公司有告知旅客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之義務。因此，為了確保您的權益及避免出國旅遊可能產生的風

險，特別提醒及建議您，可視需要購買旅遊平安保險及旅遊不便險。 

 

※朝鮮簽證資料： 

◎護照原件（半年以上有效期）、2吋證件照兩張（要白底）、身份證正反面影本、簽證申請書、朝鮮旅

遊報名表。 

◎注意：簽證申請截止時間為出發前 7天（即 5個工作日）的上午 10點前收到“朝鮮旅遊報名表”，

朝鮮簽證資訊以“朝鮮旅遊報名表”內資訊為準。請真實、準確、完整填寫，並需要確保所填資訊的真

實、準確性，如“ 朝鮮旅遊報名表 ”內資訊錯誤，將直接導致簽證資訊錯誤，會被北朝鮮方罰款或直

接拒簽！ 

◎凡因客人故意隱瞞真實身份、提供假資料或之前有過朝鮮簽證拒簽史、以及其他個人原因而導致此次

簽證被拒簽，所產生的機票、酒店住宿等費用由客人自行承擔，與旅行社無關！ 

 

※朝鮮服務標準： 

1.用餐：特別安排風味餐：開城特色銅碗套餐、平壤烤鴨、特色小火鍋；全程視航班時刻含餐，用餐時

間在飛機上，落地不補餐，請遊客自行解決。     

2.交通：高麗航空客機、當地空調旅遊車，保證每人一個正座。   

3.門票：行程中所列景點門票。            

4.導遊：朝鮮當地中文導遊服務。 

 

※朝鮮旅遊特別注意事項： 

1.新聞媒體工作人員在無朝鮮方面特殊邀請的情況下，絕對禁止任何形式的採訪、取材等工作，敬請諒

解！ 

2.出團時務必攜帶有效期內身份證原件、有效期在 6個月以上的護照原件。 

3.溫馨提醒：為保證旅遊安全，請患有心臟病、氣喘病、癲癇症、精神病、法定傳染病、孕婦及行動不

便者等，或經醫師診斷不宜出遊者請勿報名。 

4.由於散客成團的特殊性及國家旅遊局對出境團隊遊客不得擅自離團的規定，遊客在境外需隨團活動。 

目前朝鮮尚未開通自助遊，故在朝鮮期間遊客需全程隨團活動，旅遊期間不允許私自離團，不與外籍人

士同行參團，更不允許客人親屬臨時上車參團。任何人不得逾期或滯留不歸。 

5.朝鮮不允許短期訪問者（包括遊客）擅自自由活動，更不允許進入非開放（對外國人）景區或商店進

行參觀購物。同時不允許導遊帶領遊客前往對外國人非開放的景區或商店。 

 

■朝鮮觀光旅遊須知■ 

※為了讓您的旅行更加順暢愉悅，請您在出發前詳細閱讀我們為您準備的旅遊須知。 

◎您可以攜帶家用攝像機、照相機、平板電腦、遊戲機進入朝鮮。禁止攜帶誹謗朝鮮的刊物、宣傳片，

美國、日本、南朝鮮（韓國）電影或者連續劇、媒體專業攝像機、軍用望遠鏡進入朝鮮。不要拍攝朝鮮

的軍警人員。當地導遊不允許拍照的地點、落後和不好的景物一定不要拍照。 

◎在參觀板門店南北軍事分界線時，不要和對方的士兵打招呼，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入境朝鮮所攜帶

的各種宣傳資料、出團通知書、紀念刊物等書面資料裡，均不允許印有朝鮮人民的偉大領袖的銅像或肖

像。否則後果自負。 

◎在朝鮮境內，請全程關閉電子設備的 WIFI功能。否則後果自負。朝鮮可以攜帶手機入境。如有需要

在機場購買當地的 SIM 卡，裝在自己的手機直接打通家人電話。 

1.嚴禁在朝鮮進行觀光以外的任何活動及自由活動【如探親、商務考察、新聞採訪、取材等】。決不允許

擅自進入朝鮮百姓的家中。如有需要進行其他活動，應該提前另行申請。 

2.您攜帶現金超過人民幣 20000 元或美金 5000元，需向中國海關申報。在朝鮮刷不了信用卡，應該攜帶

現金。您在朝鮮消費可以使用歐元、人民幣、美元。但不能使用朝幣。所以人民幣與朝幣之間不需要【也



不建議您】兌換【物價比較：人民幣 1元=朝幣 16元】。 

3.在朝期間，您要聽從朝方導遊的統一安排，嚴禁擅自脫團自由活動。若遇身體不適等特殊情況，也需

要告知朝方導遊，徵得其同意後，方可脫團休息。計畫行程以外的地區，一般不允許參觀。 

4.朝方規定，每輛旅遊車將安排兩位導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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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水準較好。要尊重朝鮮導遊的服務與規定。同朝方人員交往，態度要熱情友好、不卑不亢，防

止舉止輕浮、言語失態、服飾不整，嚴禁酗酒。要愛護朝鮮的一草一木。若有特殊要求應及時和隨團領

隊協商。 

5.在朝鮮沒有強迫自費項目。但會有一些表示中朝友誼的禮節性費用【如朝中友誼塔獻花、萬壽台大紀

念碑金日成主席銅像獻花等，CNY30 元/束】。朝鮮景點大部分都有朝語、英語的專門解說員，朝方導遊

進行翻譯。在其正常完成講解後，按慣例可以送給其一些小紀念品。 

6.行程您將很難買到、吃到新鮮的水果。所以建議您自帶水果入境。赴朝可免稅帶進白酒 4瓶、香煙 2

條。另外，您可帶些糖果、餅乾、學習用品【贈與少年宮或者中學的小朋友們，以示中朝友誼】及日常

藥品，以備您在朝期間自用。帶入朝鮮的水果不允許再次帶出朝鮮回中國。 

7.朝鮮的氣候為溫帶季風性氣候，雨、旱季分明，年平均降水量為 1200mm。年均氣溫 8-12攝氏度。 

8.朝鮮的飲食習慣主要以湯、米飯為主，餐餐必以泡菜下飯，很少用炒菜。團隊用餐上儘量照顧客人的

飲食習慣，配以炒菜，但是菜式不多。早餐在酒店的餐廳用。旅遊旺季【遊客多的時候】，一般為自助

餐。旅遊淡季【遊客少的時候】，則為桌餐。桌餐分為方桌【4-6位】與圓桌【8-10位】。無論方桌還是

圓桌，朝鮮的桌餐以份兒餐安排【3-4位/組】。每組上同樣的幾樣菜和主食。所以在用餐時，一個餐桌上

會有同樣的幾盤菜。但是您不必擔心，只要能夠吃得下、吃得慣，在量上是能夠得到保證的。朝鮮的團

餐廳環境總體上都很不錯，接待及服務很規範。朝鮮團餐中一般都包含基本酒水【純淨水、當地啤酒、

白酒】。儘管有時用不上，我們還是建議您適量帶些食品入境，以備不時之需。 

9.因語言不通，您想在平壤搭車，必須要有朝方陪同出面。否則無法自行叫到計程車。 

10.朝鮮沒有任何強迫性的旅遊購物，完全自願，也沒有時間上的要求。在朝鮮購物一般不能殺價【國家

統一售價】，導遊沒有拿回傭的說法。您在朝鮮購買的商品，一般要保管好購物憑證。以備出境時朝鮮

海關檢查。 

11.平壤時間比北京時間提前 1 個小時。飛機飛行兩個小時即可抵達平壤順安國際機場。在飛機上提前填

寫入境卡、海關申報單、健康檢查證。下飛機後過邊檢。領取托運行李後，通過海關檢查站。具體為：

（1）入境證件檢查【護照、入境卡】（2）取托運的行李【有兩個取行李的傳送帶。過了入境檢查口右

手邊即是】（3）海關檢查【海關申報單必須如實填寫電腦、攝像機、貨幣等】。您在平壤順安國際機場

內不要大聲喧嘩，禁止吸煙吐痰。 

12. 朝鮮國情特殊、風俗獨特。人民十分敬仰領袖，民族自尊心極強。有禮貌、講文明。請您入鄉隨俗，

尊敬朝鮮的國家領袖【稱呼為：金日成主席、金正日將軍、金正恩同志】。我們赴朝旅遊的宗旨是通過

民間交往，加強國民的傳統友誼，增進人民之間的瞭解，朝鮮實行的則是國家計劃經濟。所以，您對朝

鮮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不要妄加評論，不要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 

要講究文明禮貌。特別要杜絕隨地吐痰、亂扔煙頭、隨手扔果皮等。不能橫穿馬路、踩踏草坪。 

 

 

 

 

 

 

 

 

 



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입국사증신청서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入境簽證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ISSUE OF VISA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이름 
姓名 

Name in full 
 

 

 

 

 

 

성별 
性别 

Sex(M/F) 
 

생년월일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민족별 
民 族 

Nationality 
漢族 

국적 
國籍 

Citizenship 
R.O.C 

출생지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현주소 
現住址 

Present address 
 

현직장직위 
現單位及職位 

Current working place & 
position 

 

려권종류 및 번호 
護照種類及號碼 

Number of passport 
 

발급날자 
簽發日期 

Date of issue 
 

려권발급기관 
護照簽發機關 

Authority of issue 
M.O.F.A. 

발급장소 
簽發地點 

Place of issue 
R.O.C 

방문목적 
訪問目的 

Purpose of journey 
旅遊 

초청기관 및 초청자의 이름, 주소, 직장직위 
邀請機構及邀請者的姓名，位址，單位及職位 

Name, address, occupation of the inviter or inviting agency 
 

입국예정일 
入境日期 

Date of entry 
年    月     日 

출국예정일 
出境日期 

Date of exit 
年     月      日 

동반자의 이름, 성별, 년령, 국적, 본인과의 관계 
同伴者的姓名，性別，年齡和國籍，與本人關係 

Name, age, sex, citizenship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accompanying 
with you 

 

조국을 방문한 일이 있는가?(언제 무슨 일로?) 
您何時因何事到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The last visit to D.P.R.K(when and what for) 
 

비고 
備註： 
Remarks 

本人聯繫電話： 

신청자수표: 
申請人簽字: 
Signature of application: 

날자: 
日期:          年   月     日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