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航空 朝鮮假期

10/24 - 10/29 尊貴探祕之旅
朝鮮美麗的空姐、專業的導遊、美麗的市景、最沒有汙染的大自然的風光，邀請您一起來探祕

高麗航空 朝鮮假期
酒店參考
★北京建國飯店

★麗景灣國際酒店

★假日智選酒店

★朝鮮高麗飯店

★朝鮮羊角島酒店

★朝鮮香山酒店

高麗航空 朝鮮假期
美食照片
★太婆磨菇宴

★北京烤鴨風味餐

★朝鮮美食

高麗航空 朝鮮假期
參考航班(正確航班，以實際作業為準!)
天數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15:20
18:50
10/24 (四)
13:05
15:35
10/25 (五)
10:05
11:35
10/29 (二)
20:20
23:35
10/29 (二)

起飛城市/抵達城市
TPE / PEK
PEK / FNJ
FNJ / PEK
PEK / TPE

航空公司
中華航空
高麗航空
高麗航空
中華航空

航班編號
CI‐517
JS‐152
JS‐251
CI‐518

第一天 桃園  (3.5H)北京
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集合，由專人為您辦理登機手機，搭機前往【北京】
早餐: ×
午餐: ×
住宿:北京建國飯店/麗景灣國際酒店/假日智選酒店或同級酒店

晚餐:機上餐點 + 精緻宵夜點心

第二天 北京  (1.5H)平壤【萬壽台大紀念碑、千里馬銅像、凱旋門】
今早於酒店享用完早餐，就出發至機場搭乘高麗航空前往平壤，名氣響亮的空服員可都是國家精挑細選的，
除了面貌姣好之外，高貴的氣質肯定更讓您難忘！抵達平壤機場之後，通關時要將您的 3C 產品拿出來登記
檢查，同時專業又美麗的高麗航空旅行社導遊，已經帶著親切的微笑迎接著您了~~在此我們將展開精彩的
朝鮮探索之旅。
【萬壽台大紀念碑】這座紀念碑坐落在平壤市中心萬壽台崗上，總佔地面積達 24 萬平方米，是由金日成同
志和金正日同志的銅像及其左右兩旁的大群像雕塑‐《抗日革命鬥爭塔》、《社會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
塔》、朝鮮革命博物館正面的大型鑲嵌壁面《白頭山》所組成。
【千里馬銅像】歷時三年的朝鮮戰爭(1950‐1953 年)結束後，朝鮮人民進行戰後恢復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
響應"以跨上千里馬的氣勢向前奔馳"，這口號點燃千里馬運動的烈火，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掀起了革命大高
潮。銅像在 1961 年四月建立，銅像高 46 米，塔身由 360 多種形狀的 2500 多塊花崗石建築而成。
【人民大學習堂/愛情公園】是一所圖書館，面向金日成廣場，館旁有大同江流經，後側為朝鮮勞動黨中央
委員會等重要機關辦公所在地，落成於 1982 年。人民大學習堂隸屬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在行
政上領導全國各圖書館。該館藏書約三千萬本，其中外文書籍約一千五百萬本。 建築充份結合了朝鮮古代
和現代的建築風格。建築面積 10 萬平方米，共 10 層。
【凱旋門】朝鮮凱旋門建於 1982 年，採用精雕細琢的花崗石建築而成，具有傳統的多層石塔結構特徵位於
平壤牡丹峰區的牡丹峰大街及凱旋大街的交界處，鄰近金日成體育館及凱旋青年公園，是為了慶祝朝鮮獨
立而建的。朝鮮凱旋門的規模為世界凱旋門之冠，總共用了 10,500 多塊花崗石建造，高 60 公尺，寬約 53
公尺，拱形門洞高 27 公尺，寬約 19 公尺。四根花崗石枝柱上，刻有金日成參與抗日戰爭及凱旋歸國的年
份。東面和西面的牆面有長白山的浮雕；南面及北面的牆面則刻有朝鮮歌曲「金日成將軍之歌」的歌詞。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 機上餐點
住宿:今日為您安排平壤特級高麗酒店或同級羊角島酒店

晚餐: 烤鴨肉風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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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平壤 (2.5H)開城【三十八度線、板門店、高麗博物館】‐晚間觀賞精彩的雜技秀
今早於酒店享用完早餐後，就前往舉世聞名的三十八度線、板門店，這個一直在國際新聞上出現的地方，
我們將真實的帶您前往，這裡有很多朝鮮軍官荷槍實彈駐守著，抵達登記後還會有軍官搭上我們的遊覽車，
陪同我們一起參觀喔!!
結束板門店軍事區的參觀之後，我們要帶您到在古裝韓劇中必定出現的‐成均館，想像著和韓劇人物走在一
樣的道路上，欣賞充滿歷史的古文物以及千年樹齡的自然遺產，體驗著跟早上在板門店完全不同的氛圍，
這種感覺真的很讓人難忘啊~~
今天的午餐很特別，是朝鮮傳統的宮廷銅碗餐，銅碗數越多代表官位越大，開動之前別忘了數一數!!(肯定
是為您安排皇帝、皇后等級的啊!)
【板門店】離開城 8 公里處，南北雙方規定以軍事分界線為中心，由“聯合國軍隊”與朝鮮軍隊共同把守，
故名“共同警衛區域”，1976 年以前，雙方的守衛人員本可自由往來，後來因當年 8 月 18 日，“板門店事件”，
其後在軍事分界線之上設置一道寬 50 釐米，高 5 釐米的水泥線，規定雙方的均不得越過一步。朝鮮戰爭結
束時，朝鮮和美國簽定停戰協議(1953 年 7 月 27 日)的地方。這裡有金日成同志關於統一祖國的親筆碑、停
戰談判會場、停戰協定簽屬場、軍事停戰委員會會議室和中立國監督委員會會議室都在此。
【高麗博物館】原名為成均館，高麗時期和朝鮮封建王朝時期以培養國家官吏為目的建立的最高教育機關，
這裡保存並展出許多珍貴的歷史遺跡和文物。總佔地面積達 2 萬平方米，主建築有 12 棟，附屬建築有 6
棟；館內有千年樹齡的銀杏樹和櫸樹，以被指定為自然保護遺產。
【朝鮮雜技團】雖名為雜技團，但是所有表演者個個神懷絕技，不論是高空特技、球類雜耍、空中飛人、、
從開場一直到結束，沒有 1 分鐘的冷場，保證讓您掌聲不斷！有別於其他國家的表演音樂是錄放的，最厲
害的是這裡安排了超過 20 人的樂團現場伴奏，配合著精采的表演節奏，讓您體驗到完全不一樣的觀賞氣
氛！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 宮廷銅碗餐人蔘雞風味㊣
住宿: 今日為您安排平壤特級高麗酒店或同級羊角島酒店

晚餐: 朝鮮傳統料理

第四天 平壤【金日成主席萬景台故居、地鐵體驗、祖國解放戰爭勝利紀念館】-朝鮮名
山-妙香山
今天早上我們來到金日成故居，對於朝鮮人民來說，是一個極具意義的地方，這裡會有專業又美麗的現場
導覽員為我們解說，除了故居，周遭的自然景觀更值得您慢慢觀賞，相信您這二天遊覽下來，一定會有跟
我一樣的感覺，怎麼每個景都好好拍啊~~
整個旅程中最接地氣的活動就是跟著平壤居民一起搭乘地鐵，很多國家都有地鐵，但是平壤的地鐵真的不
只是地鐵，它就像是一座座地下的藝術宮殿，高挑的空間、藝術的壁畫、閃閃發亮的水晶燈飾，不論在哪
一個站裡，您一定會有一種感覺:車子來的好快啊!因為欣賞壁畫燈飾的時間不夠用啊~~
早上還會到戰勝紀念館參觀，看到朝鮮旅遊的景點介紹，也許您會感覺好像都是看一些建築物、紀念館的，
但朝鮮每一個景點建築除了有其獨具意義的歷史故事之外，在有限的資源之下，大型的建築物、細膩的工
法，都值得您仔細的觀察喔!!
下午搭車前往最美的妙香山，在車上您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但也別忘了欣賞沿途的自然美景，純淨無汙染
的景致，千萬別錯過啦!!中途停留的小小休息站，有當地農民自種的水果，雖然看起來醜醜的，但保證沒
有農藥，豪氣地在身上擦一擦就可以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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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安排入住的頂級妙香山酒店，雄偉的建築座落在深山之中，豪華舒適的房間，絕對能消散您搭車的疲
憊，祝您有個好夢~~迎接明日最美的清晨時光
【金日成主席故居】位於萬景台，是一座茅草房，四周圍著低矮的籬笆建築。在平壤西南 20 公里的大同江
畔，以能看到萬景而得名。金日成在這裡出生並度過了童年時代。由於萬景台的景色極佳，風水很好，於
是富人死後就葬在這裡。金日成的曾祖父、祖父、父親，相繼在這裡替富人們看墓。金日成成了朝鮮人民
領袖後，茅草屋成了人們瞻仰的所在。朝鮮人稱：“萬景台是朝鮮革命的播種機，是今天朝鮮人民汲取力量
的一個源泉，也是朝鮮人民心中的故鄉。”於是，就把“聖地”附近那些富人的墓統統遷走，鋪上草坪、廣植
樹木，使周圍的景色如同園林。
【地鐵體驗】平壤地鐵深入地下 100‐200 多公尺，是由中國出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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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7 個車站，每個車站都美的讓人嘆為觀止，我們特別安排貴賓們搭
乘一站地鐵，感受兩個不同風情的車站，體驗一下平壤居民的日常生活。
【戰勝紀念館】紀念館由主樓、大田解放作戰館、露天武器展場組成，共有 80 多個展覽室。在記念館外的
江上，展出 1968 年 1 月被朝鮮人民海軍截獲的美國武裝間諜船”普韋布洛號”。
【玉流館】朝韓會談晚宴天菜‐平壤冷麵，韓國總統文在寅指定的朝鮮特色料理；朝鮮領導人金正恩，更特
地將平壤高級冷麵餐廳「玉流館」的廚師、連同製麵機器一同帶到板門店，讓文在寅能品嚐到最原汁原味
的平壤冷麵。
平壤冷麵清涼爽口，湯頭略為酸甜卻相當鮮美。以蕎麥製成的麵條韌性極大，麵中的肉類品質也都非常美
味，除此之外，盛裝冷麵的器具以全銅製成，形狀像是水果盤，非常美觀。
【妙香山】坐落在朝鮮西北部，山勢奇妙秀麗，林中飄溢清香，由此得名妙香山。這裡具有自然的一切美
和雄偉的氣勢，所以妙香山在朝鮮名山中被譽為最秀麗的名山。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 玉流館(冷麵宮)風味餐㊣
住宿:今晚入住朝鮮特級妙香山酒店

晚餐: 妙香山酒店

第五天 妙香山【普賢寺、國際友誼展覽館】-主體思想塔、建黨紀念碑、平壤綜合百貨商場
今天無論如何您一定要早點起床，起來看看這深山的幽雅景致、寧靜的氛圍、深呼一口氣，享受這美妙的
清晨時光；有位貴賓第一次到來時，忍不住讚嘆的說:"這裡的空氣彷彿是甜的"，朝鮮的五大名山之一-妙
香山，保證不會讓您失望的。
早餐過後我們就前往友誼展覽館，美麗專業的導覽員將再次出現帶領我們全程參觀，各樣千奇百怪的禮品，
除了目不暇給、讚不絕口外，真的驚訝到說不出話了，也別忘了找找，有沒有看見台灣民間贈送的禮品呢?
除了展覽館，這座隱身在深山之中的建築物，也是一大看點，搭配上周邊的自然景觀，真的是絕美景致啊!
參觀完現代感十足的展覽館後，我們將前往前年古寺-普賢寺，傳統的工藝建築、千年的自然景觀，又讓人
彷彿進入了時光隧道一般，在這您還可以跟美麗的服務員買一束香，向菩薩許個願，由廟裡的師父為您簡
單的誦經祈福一番喔!
下午返回平壤後，我們將逛逛當地的百貨商城，跟著平壤居民一起體驗最真實的生活，在這裡除了進口商
品外，建議您找找朝鮮國產的商品，不論是美味的泡菜、百搭的辣椒醬、天然的人蔘牙膏、不會過多調味
的零食泡麵，物美價廉，真的是送禮自用兩相宜啊~~只要人民幣 500 元，大概就會提不動了吧...
【普賢寺】是朝鮮有名的大寺廟之一，為傳播佛教寺裡有八角十三層塔，每層屋檐石的飛檐上懸掛著風鈴，
遇風就會發出優雅的聲響，在古老的石塔中，藝術技巧最為突出；寺裡還有一處八萬大藏經，是用八萬多
張木板印刷的佛教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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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展覽館】是六層樓建築收藏著各國送來的禮物，總建築面積 4.6 萬平方米，分為本館、一館和二館。
展出物品達數萬件，按照看一件禮物需要一分鐘時間計算，想要看完館內展出的所有禮物，需要 2 年。特
別的是這座展覽館沒有使用木材卻像是木材建造，沒有一扇窗戶，卻看上去似乎有窗戶，館內還可以自動
調節光線和溫度。
【主體思想塔】坐落於大同江畔，採用朝鮮傳統石塔建築而成，由塔身和火炬組成，塔高 170 米，其周圍
有三人群像石雕、副主題群像石雕、亭格和大噴水。
【建黨紀念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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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復百貨商場】這裡售賣的貨品包括 LCD 電視、洗衣機、食物、啤酒、服裝、文具。經中國而來的進口
貨，如李錦記醬油、立頓茶包、以及藍帶啤酒等。也有古巴、俄羅斯、越南的進口零食和食品。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 妙香山酒店
住宿:今日為您安排平壤特級的高麗酒店或羊角島酒店

晚餐: 文秀海鮮餐廳風味㊣

第六天 平壤  北京【798 藝術村】  台北
今早由我們專業又美麗的導遊為我們辦理出關手續，在此結束精采的朝鮮旅遊，我們將飛往北京，下午把
握時間遊覽這首都城市一番。
【798 藝術村】是由原國營 798 廠等工廠的老廠房改造而成的藝術創意園區，現在已成為北京最著名的文
藝青年聚集地，也是北京的一座新地標。園內駐紮了很多畫廊、展覽館和獨立藝術家，經常在園內舉辦展
覽活動。另外，這裡的街道大多新銳時尚，設計感十足，還有不少藝術品商店、咖啡館等小資店舖，是喜
愛文藝的年輕人逛街看展，感受文藝氣息的絕佳去處。 798 藝術區的範圍較大，大約長寬都在 1 公里左右，
各個畫廊和展覽館、藝術中心等分佈在一座座改造的廠房內，沿路步行一一參觀即可。街上除了各個畫廊
和藝術中心外，還有不少的藝術品商店、咖啡館和餐廳等，藝術品商店裡售賣各種很有特色的小藝術品，
如彩陶、布藝等，可以根據個人興趣前去選購。

早餐:酒店內享用
住宿:溫暖的家

午餐:北京蘑菇或烤鴨餐

晚餐:機場自理／機上餐

現金特惠價格:NT$47,800

高麗航空 朝鮮假期
【團費內含服務說明】
1.包含台北‐北京來回機票及當地旅遊團費
2.包含北京‐平壤來回機票及當地旅遊團費，朝鮮簽證
3.包含旅遊契約責任險 500 萬含 20 萬醫療險
4.包含雜技秀、開城人蔘雞湯(4 人 1 份) 、玉流館平壤冷面、文秀海鮮餐廳海鮮餐
5.包含領隊、導遊、司機小費
6.包含台北‐桃園機場接送機
7.不包含台胞證及護照費用。
8.不包含 10 萬人大秀(阿里郎)，費用為每人￥800 元。
(若旅遊期間有開演，依照朝鮮國家規定，觀光客需前往觀賞)，

【我們的行程特色】
◎四段飛機，把握旅遊時間，不浪費在交通上
◎平壤旅遊景點精華安排，停留朝鮮時間最充足，讓您好好認識這個神祕國度
◎妙香山、三十八度線、板門店、平壤地鐵、北京一級景區……
◎吃的最好:北京傳統料理、朝鮮傳統冷麵、宮廷銅碗餐人蔘雞、平壤海鮮、烤肉……
◎住的最好:安排住宿朝鮮特級酒店、妙香山特級酒店、北京 4 星酒店住宿
◎高優質旅遊團，商店(餐廳或景區可能附屬有)都自由參觀，無強迫購物

【朝鮮觀光簽證應備資料】
1.護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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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掃描檔」(本子有照片那一面上下對頁/卡式正面)
3.兩個月內近照（脫帽，白底、彩色照片、不戴眼鏡）【2 吋需要一張掃描檔】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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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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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注意事項】
1.行程航班飯店僅供參考；實際以行前說明會之資料為準
2.本行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單人房入住須補房差 NT$6,000
3.報名時需繳交訂金 NT$10,000 (朝鮮作業和一般國家不同，費用為作業四段國際機票費用)。
4.最晚於出發前 15 天需繳交辦理簽證資料
5.再次提醒您上列行程時間及餐食僅供參考，我們提供的餐點及酒店皆是當地招待貴賓的較好水平，
但千萬別跟台灣或其它國家做比較，如有變動以主辦當地旅行社及導遊安排為準；朝鮮為典型共產
國家，偶爾會有因為國家活動而臨時更動行程內容，還請報名貴賓諒解。

高麗航空 朝鮮假期
【特別說明事項】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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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到朝鮮旅遊的行程、餐食、酒店是由朝鮮政府全程安排，如因天候、整修、道路狀況等因
素，則以政府安排為準。
03.因為朝鮮的物資較不豐富，所以不論是酒店早餐及餐廳是什麼星等，都不像台灣或其他國家
那麼豐富多樣，敬請理解。
04.當地酒店硬體設備也不若其他國家豪華，但是非常乾淨整齊；另外基於環保考量，也建議您
自備盥洗用品。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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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參加朝鮮旅遊嘉賓，其身分如為媒體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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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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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朝鮮允許攜帶部分水果食品菸酒礦泉水，觀賞少年宮/六九中學表演時，建議您可購買部份
小禮品或文具用品贈送朝鮮兒童和友人。
09.朝鮮時差比中國快 1 小時，氣候四季分明，氣溫和大陸東北地區相同。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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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邊防和海關人員
會進行檢驗登記，請遊客要主動配合邊境檢查人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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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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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水平也很好，要尊重朝
鮮導遊的服務和規定，有特殊要求要及時提出協商。在朝鮮購物不能殺價，國家統一售價。
13.在朝鮮購物只能在外匯商店購買，國家統一售價，使用人民幣或歐元即可。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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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懷著入境隨俗的心情看待。

承辦單位:太豐旅行社有限公司
連絡電話:02-2393-0449
傳真號碼:02-2395-7116
服務人員:丁 朝 明 0928-811-691
陳 小 蓁 0988-811-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