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購物站】 

1. 大陸 東北（無購物站）       2. 北韓 當地土特產 

 

航空公司 天數 航班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B7-110 桃園 TPE 瀋陽 SHE 10：20 13：35 

 
第二天 JS-156 瀋陽 SHE 平壤 FNJ 13：55 16：05 

 

第八天 B7-109 瀋陽 SHE 桃園 TPE 14：35 18：05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瀋陽【故宮】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隨後搭機直飛【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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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機上簡餐  原味齋烤鴨 50 

 

 龍之夢酒店 或 逸林希爾頓酒店 或同級 

 



 

第 2 天 瀋陽【帥府、趙四小姐樓】 平壤  妙香山 

【帥府】位於瀋陽市區，又稱為“大帥府”，是原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愛國將領張學良父子的官邸和

舊居。府前坐落著張學良將軍身著戎裝的雕像，正氣威武。府內有雕樑畫棟的四合院、恢宏的歐式洋樓、

水榭亭台的花園，十分氣派別致。 

【趙四小姐樓】稱趙一荻故居。趙四小姐樓從五十年代一直作為瀋陽文史館辦公室，於 1996 年列入國

家級文物保護單位。2001 年按歷史原貌陳列復原，對外開放。這座樓是採東方的框架結構，與人字樑

結合使用構成大屋頂，木板檐，西式仰瓦。錯落的檐脊，綠的望板，彷彿是座獨立的莊園。 

【妙香山】妙香山（韓語：묘향산），位於朝鮮平安北道香山郡、平安南道寧遠郡 及慈江道熙川市的交

界，自古以來，聞名遐爾，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登 山觀光勝地，山勢奇妙，漫山松柏樹馨香

撲鼻，故此得名。  

 

酒店內享用早餐  因中午航班發餐費 50  朝鮮料理 40 

 

香山特級酒店 或同級 

 

第 3 天 
妙香山【普賢寺、國際友誼展覽館】  平壤【祖國解放戰爭勝利紀念館、

普韋布洛號間諜船】  平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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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雄殿的牆壁很高，歇山式屋頂，

仿流線型的粗腰房柱，神妙雕塑的裝飾，顯得和諧、端莊。殿內保存著13世紀刻印的6780 卷佛教大經

典，後前往耗資5000萬英磅，於1978年8月建館的 

【國際友誼展覽館】，歇山式的屋頂及閃閃發光的碧瓦，總面積28000平方公尺，館中100多間展覽著由

130多國，地區、政府首長等玫贈給朝鮮國家領導人的禮物，共收集約十萬多件珍品。 

【祖國解放戰爭勝利紀念館】館內盡是當年領導解放戰爭的第一代領導人，金日成肖像，第三代金正恩

相貌酷似祖父的話題，被認為，有將對第一代的支持，投射金正恩的效力。在60周年慶這一天，正式落

成，青年領導人金正恩元帥邀請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共同剪綵，現場邀請到數百位國際友人，北朝鮮

各軍種代表，以及當年參戰老兵數千人參與見證，浩大陣容，再次展現社會主義國家的動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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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內享用早餐  朝鮮料理 40  朝鮮料理 40 

 

平壤－羊角島酒店 或 高麗飯店  

 

 

第 4 天 平壤【萬壽台噴水公園、凱旋門、友誼塔、人民大學習堂、乘坐地鐵】 

【萬壽台噴水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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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的一側是平壤人民學習堂，也是平壤年輕人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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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誼塔】平壤市內遊覽為紀念志願軍而建的友誼塔，世界上最高石塔—主體思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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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一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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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內享用早餐  朝鮮料理40  古鍋拌飯+6 小菜 40 

 

平壤－羊角島酒店 或 高麗飯店 或 西山飯店 或同級 

 

第 5 天 

平壤  南浦【西海水閘】  平壤【朝鮮農場參觀、金日成廣場、大同

門、練光亭、建黨紀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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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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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門】位於大同江畔，建於6世紀中葉，是高句麗時期平壤城內城的東門。 

【練光亭】位於大同門的平壤鐘附近，為“關西八景”之一。初建於高句麗時期，1111年重建，樓亭名

字稱為山水亭。朝鮮王朝時期再次重建，取“經受風雨磨練之亭閣”之意，命名為“練光亭” 

【建黨紀念塔】位於東平壤大同江區，與萬壽台隔江相望。於1995年10月10日朝鮮勞動党建黨50周年

時揭幕。紀念塔高50米，內徑42米，外徑50米。紀念塔由高舉鐮刀、錘子和毛筆的三條手臂組成，分別

代表農民、工人和勞動知識份子階級。 
 

 

酒店內享用早餐  朝鮮料理 40  朝鮮火鍋 40 

 

平壤－羊角島酒店 或 高麗飯店  

 

第 6 天 

平壤  開城【三八線、板門店非軍事區、高麗博物館】  平壤【朝鮮

學校參觀+看表演】  平壤 

並前往北緯38度分界線【板門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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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舊址是當時的朝鮮最高學府。 

【朝鮮學校參觀+看表演】在朝鮮受教育一律免費，孩子上午上課，下午學習才藝課程，音樂、繪畫、

雜耍、體育、語言……只要你有興趣，國家都會栽培。走過幽暗潮溼的穿堂，來到一間點著幾盞燈泡的小

禮堂，少女們早畫好全妝，身穿洋裝和高跟鞋歡迎我們到來。老師一聲令下，她們整齊劃一左右擺動身

體，搖頭晃腦唱起民俗歌曲，笑容之真摯甜美，彷彿眼前的觀眾是奧斯卡典禮嘉賓，而非灰頭土臉的觀

光客。 
 

 

酒店內享用早餐  高麗宮廷銅碗餐 40  朝式烤鴨風味 40 

 

平壤－羊角島酒店 或 高麗飯店 或 西山飯店 或同級 

 

第 7 天 平壤  新義州  丹東【火車上遊鴨綠江斷橋】→搭乘動車→瀋陽 



【火車上遊鴨綠江斷橋】在抗美援朝期間，跨越鴨綠江的鐵橋，遭到美軍飛機的轟炸，鐵橋在中間斷為

兩半，靠近中國這一邊的鐵橋未被炸，還剩下四個橋孔，但在北韓這邊的全被炸斷，沒入江中。戰後中

朝兩國決定不再復建，要留給後人記取戰爭的教訓，這座鐵橋被稱為「鴨綠江斷橋」，斷橋不斷，現在慕

名來參觀的人潮更多，成為丹東一大名勝。 
 

 

酒店內享用早餐  火車上盒餐  中式簡餐 50 

 

龍之夢酒店 或 逸林希爾頓酒店 或同級 

 

第 8 天 瀋陽 【北陵公園含電瓶車、九一八事變紀念館】 桃園 

【北陵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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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地面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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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瀋陽（盛京）古城北

約十華里，因此也稱“北陵”，是清代皇家陵寢和現代園林合一的遊覽勝地。園內古松參天，草木蔥蘢，

湖水蕩漾，樓殿威嚴，金瓦奪目，充分显示出皇家陵園的雄偉、壯麗和現代園林的清雅、秀美。昭陵除

了葬有帝后外，還葬有關睢宮宸妃、麟趾宮貴妃、洐慶宮淑妃等一批后妃佳麗，是清初關外陵寢中最具

代表性的一座帝陵，是我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墓建築之一。北陵公園瀋陽市最大的公園，佔地330

萬平方米。1643年（清崇德八年）清太宗皇太極和孝端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的陵墓昭陵建成。1927年，

奉天省政府將昭陵闢為公園，因位於瀋陽市市區北部，故得此名。昭陵是瀋陽名勝古迹之一，是我國古

代建築的精華，漢滿民族文化交流的典型。來看北陵公園大揭秘，尋找新奇的北陵公園旅遊攻略，展現

不為人知的北陵公園風景。 

【九·一八事變紀念館】館內陳列著大量的史實照片、檔案，還有各種侵華罪證物件、抗日烈士遺物等文

物展品，從各個方面展示了侵華日軍的史實罪證，以及淪陷區人民的苦難生活與不屈不撓的鬥爭事蹟。

博物館的主體建築很有特色，是一座殘曆碑造型的巨大石雕，碑形為翻到事變日期的檯曆，上面佈滿了

彈痕與骷髏，寓意著倒在槍口下的千萬個冤魂在呼號，殘曆碑上鐫刻著“九·一八”事變的日期和時間，

以及事變簡介。 

 

酒店內享用早餐  紅旗公社 50  機上簡餐 

 

溫暖的家 

備註：到北朝鮮旅遊的行程,餐食,酒店是由北朝鮮政府全程安排，旅遊期間若有調整以政府安排為準。 

小費 每人 NT250*8天 2000 

◎貼心說明： 

1. 以上行程順序可能因天侯、交通航班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但絕不會減少。 

2. 旅程中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250元，小孩亦同。 

3. 本行程因需辦理北朝鮮簽證及預訂平壤／丹東火車票，提醒您可於預計出發日的至少 15 天工作天（不含假日, 

   國定假日）前進行報名，以便順利安排您的假期。 

4. 若遇朝鮮舉辦大型團體操表演“輝煌的祖國”表演(暫定 9/9-9/30)入境團體還是必須觀看，每人 800RMB。 
 



 

赴朝鮮旅遊相關須知 

1. 赴朝旅遊用餐，係以桌餐為主，如因當地行程或交通工具無法安排桌餐時，以餐盒替代。且朝鮮糧 

食，皆為糧票制，故每家餐廳菜色及菜量有限。變更菜色或菜量時，需出團前提出，以利申請作業。 

2. 飲食方面，朝鮮旅遊每人每天供應一瓶礦泉水，不足部分請自行購買，敬請理解。 

3. 朝鮮旅遊行程之酒店部分是由朝鮮政府全程安排，旅遊期間若有調整，一切以政府安排為主(朝鮮常

因會議徵收酒店，酒店會臨時改變，但會以同級酒店代替)。 

4. 朝鮮的酒店不管是什麼星等，自助式早餐皆非常簡單，因為朝鮮的物資不豐富，因此飯店早餐不像台

灣或歐美國家那麼豐富，敬請理解。 

5. 北韓(朝)行程皆由政府核備，如因天候、整修、道路狀況等因素，需做調整或取消時，必須接受當地 

作業方式。 

6. 北韓(朝)當地並無旅遊強制保險制度，僅以朝鮮旅遊局規定，旅遊所衍生的相關理賠問題。除台灣旅 

行社的責任險外，鼓勵旅客另行投保旅遊平安險。 

7. 每個行程的天數及安排的食宿交通不同，皆有其不同的報價，可鑑賞旅遊的行程內容，參加適合的 

旅遊行程及報價。其他旅遊事項，並以簽署台灣旅遊契約書，作為雙方保障。 

8. 參加赴朝旅遊嘉賓，其身分如媒體記者、平面記者、軍警方等特殊身分者，報名時，請如實告知， 

以利朝方代表辦理赴朝簽證事宜。並承諾不從事非法活動，不竊取重要情資、不做不實的報導。 
 

◎注意事項：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位於亞洲東部的朝鮮半島北半部東北與俄羅斯接壤北部與中國相鄰東西南，三 

122,762 平方公里其中山地約占國土面積的80%， 

朝鮮為單一民族，現有人口2200 多萬，通用朝鮮語，世界上唯一全面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 

朝鮮四季分明，春季為3 月至5 月，夏季為6 月至8 月，秋季為9 月至11 月，冬季為12 月至2 月。 

朝鮮位於溫帶地區，冷熱適中。年平均氣溫為8~12℃，最熱的8 月平均氣溫為23~27℃，最冷的1 月 

分平均氣溫為零下5~零下20℃。年平均降水量為1，120 毫米。一年總日照為2，280~2，680 小時。 

雨季為 7-8 月，旱季為 4-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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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鮮時差比中國快1小時，氣候四季分明，氣溫和我國東北地區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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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手機及其他 3C 產品可以攜帶入境(需申報)，但無電信及網路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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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水平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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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一售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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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朝鮮「團體觀光簽證」應備資料】 

1. 護照「影本彩色掃描檔」+簽名頁影本（有照片那一面上下對頁，需清晰不可書寫任何字樣） 

2. 台胞證「影本彩色掃描檔」(本子有照片那一面上下對頁/卡式正、反面)。 

3.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彩色掃描檔」（需清晰不可書寫任何字樣） 

4. 近兩個月內近照（需脫帽，白底、彩色照片、不戴眼鏡）【２吋需要二張 掃描檔】 

  (相片掃瞄彩色檔, 解析度要高畫質,725KB以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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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55歲以上皆可以填為退休；女士皆可以填為家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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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附上）。 

7. 請於出發前１５天前給齊所需資料掃瞄檔（不含假日及國定假日）。 

 (證件不可用手機拍照的檔案；或是可提早給證件正本,我公司自行掃瞄)。 

8. 簽證費用【已含在團費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