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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本行程八日設計安排在北韓六天五夜深度探索最美金剛山、神秘妙香    

山、新聞聚焦報導北韓三十八度線板門店非軍事區直擊文川會現場實景

及平壤景點金日成廣場、萬壽山紀念碑(金氏父子銅像)、凱旋門、主體

思想塔、最深地鐵站等。 

★大陸端行程以鴨綠江沿岸斷橋及虎山長城國界一步跨，並住宿丹東讓

遊客對一江之隔的兩極世界有強烈的對比，感受世界僅有的共產社會人

民生活的特殊性。 

★平壤往返瀋陽及丹東特別安排一趟飛機一趟火車，在平壤住宿二家不

同風格特色的涉外酒店，全方面體驗北朝鮮的點點滴滴。 

六大特色餐 

★平壤玉流館冷麵(金正恩指定帶至文川會，紅遍世界的平壤冷麵) 

★朝鮮迎賓歌舞晚宴 

★北韓特色烤鴨餐 

★高句麗銅碗宮廷宴 

★丹東 720火烤兩吃自助餐 

★瀋陽李連貴燻肉大餅特色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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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贈送 

★中部及南部地區遊客安排遊覽車來回免費接送。 

★北朝鮮特色人蔘雞湯。 

★國際友誼展覽館豪華景觀台每人金正恩元帥咖啡西點一份。 

 

第一天、 桃園直飛瀋陽 住宿碧桂園瑪麗蒂姆渡假酒店 

今天集合在桃園國際機場出發，搭乘直航班機抵達遼寧省瀋陽桃仙國

際機場，專車前往酒店。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住宿五星級碧桂園瑪麗蒂姆渡假酒店 

(房間內部裝潢酷似澳門威尼斯人寬敞房間休閒觀景台，為往後的行

程提供充足的休息空間)(如因特殊況無法預定，以同等級酒店代

替)。 

 

 

 

參考航班： 

AE975 桃園→瀋陽 15:40~18:55 / AE976 瀋陽→桃園 19:55~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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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中式桌餐      晚餐:朝鮮風味歌舞迎賓餐                  

住宿羊角島國際酒店(或西山國際酒店) 

早上出發遊覽遼寧省博物館後，前往機場附近午餐，準備至桃仙機場

搭乘高麗航空 JS156班機，導遊發放特殊的朝鮮簽證，辦理登機手續，

遊客開始第一波的照相存証熱潮，發出訊息通告眾好友群組勇闖北朝

鮮正式開始(往後六天手機僅剩照相功能)，接著由媒體網路曾熱烈報

導的高麗航空空服員穿著金正恩元帥指示改變後的新式服裝熱情歡迎

大家登機，此時遊客展開第二波偷拍潮(按規定機上不能拍攝空服員)，

經五十分鐘的飛行飛機接近朝鮮首都平壤順安國際機場。          

經過層層嚴格的安檢出關後，朝鮮二位出色的導遊開始接待大家，驅

車前往平壤市區參觀【萬壽山金氏父子銅像紀念碑】、【千里馬銅像】、

比巴黎鐵塔還高十公尺的【凱旋門】、外觀【人民大學習堂】及噴水池，

晚餐享用朝鮮風味迎賓餐，特別安排朝鮮美女團體迎賓歌舞表演，晚

上入住世界知名大同江上羊角島特級涉外酒店(晚上可自費使用酒店

頂樓旋轉餐廳觀夜景，一樓有卡拉 OK、賭場、三溫暖等設施)。

 

【萬壽台大紀念碑】萬壽臺大紀念碑廣場是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

和國平壤直轄市大同江畔萬壽台的紀念性建築。1972年 4月為慶祝金

日成 60歲誕辰，由萬壽台創作社創製。居中的是金日成、金正日銅像，

高 20米。兩側雕塑所繪內容是紅旗指引下的巨大浮雕，寓意朝鮮人民

在朝鮮勞動黨領導下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歷史。 

 

 

 

 

歡
迎
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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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馬銅像】長 16米，總長度為 46米，

由一男一女騎著千里馬，男子為一名高 7

米、拿著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刊物的工

人，女子是一名高 6.5米、手持一袋大米

的農民。基座由 2500塊大理石組成。千

里馬是朝鮮半島傳說中的神獸，是一頭有

翼的馬，能日行千里。1956年，北韓時

任最高領導人金日成造訪降仙製鋼廠，指

示工人要以「千里馬的精神生產鋼材」，

首度提出「千里馬運動」的概念。1961

年金日成在全國業餘農村藝術家節中發

表演說，指「我們的國家在經濟、文學創

作和藝術上取得快速的發展，絕對值得鑄

造千里馬銅像」。 

 

【平壤凱旋門】為紀念朝鮮的領袖金日成

兩次戰勝侵略朝鮮的日本及美國，使朝鮮

獲得獨立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而

建立。規模居世界諸凱旋門之冠。用 1

萬 5千塊花崗石建造，高 60公尺，寬 52.5

公尺，拱形門洞高27公尺，寬18.6公尺。

4根花崗石枝柱上，刻有金日成先生投身

抗日戰爭的西元 1925年及凱旋歸國的

1945年，並有浮雕。東面和西面的牆面

有長白山的浮雕；南面及北面的牆面則雕

刻朝鮮民謠：《金日成將軍之歌》的歌詞。 

 

 

【人民大學習堂】1982年由金日成命名

為人民大學習堂，成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

共和國國家圖書館。位首都平壤市內的圖書館，面向金日成廣場，後側為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等重要機關辦公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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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鮮古代和現代的建築風格。建築面積 10萬平方米，共 10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E5%8A%B3%E5%8A%A8%E5%85%9A%E4%B8%AD%E5%A4%AE%E5%A7%94%E5%91%98%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3%E9%87%8C%E9%A6%AC_(%E6%9C%9D%E9%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3%E9%87%8C%E9%A6%AC_(%E6%9C%9D%E9%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5%8D%8A%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97%A5%E6%88%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6%97%A5%E6%88%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6%97%A5%E6%88%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5%88%B6%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7%99%BD%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1%E8%B0%A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6%97%A5%E6%88%90%E5%B0%86%E5%86%9B%E4%B9%8B%E6%AD%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97%A5%E6%88%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E6%B0%91%E4%B8%BB%E4%B8%BB%E4%B9%89%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E6%B0%91%E4%B8%BB%E4%B8%BB%E4%B9%89%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5%9C%96%E6%9B%B8%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A3%A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6%E6%9B%B8%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97%A5%E6%88%90%E5%BB%A3%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E5%8A%B3%E5%8A%A8%E5%85%9A%E4%B8%AD%E5%A4%AE%E5%A7%94%E5%91%98%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9%9F%E9%97%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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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高句麗銅碗宮廷宴特色餐 晚餐:北韓烤肉風味餐    

住宿西山國際酒店 

早餐後趨車前往【板門店】，沿途行走朝鮮特有的高速公路欣賞北韓鄉

下風光(途經朝鮮特色休息站販賣飲料食品的服務員是少數我們可以

接觸的朝鮮人民)，抵達板門店北朝鮮軍事要塞，由朝鮮人民軍現役軍

人上車陪同前往，可清楚看到文金會舉行場所和平之家(此時手機有機

會暫接收南韓訊號短暫恢復通訊)，現場視狀況安排與北韓軍人合影，

後參觀【高麗博物館成均館】，午餐享用銅碗古高句麗宮廷宴特色餐，

後返回平壤參觀【萬景台金日成故居】，體驗搭乘【平壤地鐵】，平壤

地鐵深入地下 130公尺，車站建築華麗宛如地下宮殿，安排遊客從光

榮站至復興站感受朝鮮百姓日常生活。參觀世界上最高的石塔-【主體

思想塔】、【少年宮】或學校學生表演(視北韓相關安排而定)，為鼓勵

當地學生的學習，遊客可以自備一些文具或小朋友喜歡的零食送給他

們。 

【板門店】朝鮮停戰協定在這裡簽字，朝鮮停戰後，朝鮮北南雙方在

這個直徑大約為 800米的聯合安全區內，建起了 24座建築物。被稱為

停戰村。 軍事停戰委員會內那張談判桌剛好坐落在這條線的正中。分

界線上，還建有 7幢天藍色的簡易木板房，雙方均不得越過一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9D%E9%B2%9C%E5%81%9C%E6%88%98%E5%8D%8F%E5%AE%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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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博物館成均館】位於開城工業地區。公元 1987年建造，設有

12棟主要建築物及 6棟屬於成均館的附屬建築物，總面積高達 7萬平

方公尺，擁有超過 1千件歷史遺物，亦有石塔、石碑及石燈等展品。

館外「玄化寺」的七層石塔及石碑：建於公元 1020年的高麗時代初期，

原來位於開城市的「長豐郡」之「月古里」，塔高 8.64公呎，屬高麗

時代的石塔中較高的塔，是朝鮮第 41號國寶。

 

【銅碗古高句麗宮廷宴特色餐】餐桌上使用的碗，筷子、勺子都是純

銅製作，小銅碗上面還有個純銅的蓋子，百餘個金燦燦的銅碗統一擺

放在桌面上，揭開蓋子後，裡面呈現的都是朝鮮各式各樣的特色鹹菜

和拌菜美食。是當年朝鮮王室的標準用餐，古時候高麗國的君王才能

吃到這些東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8B%E5%9F%8E%E5%B7%A5%E6%A5%AD%E5%9C%B0%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5%9D%87%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BA%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8B%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BA%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BA%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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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景台金日成故居】是一座普通的茅草房。茅草房四周，圍著低矮

的籬笆。小小的庭院與幾間簡陋的茅草屋，便是金日成誕生並度過童

年時代的地方。金日成的曾祖父、祖父、父親，相繼在這間茅屋裡替

富人們看墓，生活相當困苦。後來，金日成成了“朝鮮人民的偉大領

袖、社會主義朝鮮的始祖”之後，茅草屋成了人們瞻仰的所在。朝鮮

人宣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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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體思想塔】位於朝鮮首都平壤市中心大同江畔，金日成廣場的對

面，為祝賀金日成七十歲壽辰而建，塔基、塔身和塔頂火炬組成總高

度達 170米，由 25550塊白色的花崗岩砌成，象徵金日成在世七十年

的總天數，塔身上半部前後各用朝鮮文嵌有「主體」（주체）兩個大字，

塔頂火炬晚上火炬可以點亮，塔正面立有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三人

塑像，高舉由鎚子、鐮刀和毛筆組成的朝鮮勞

動黨黨徽作前進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9%80%9A/90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9D%E9%B2%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9D%E9%B2%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A9%E5%91%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2%AD%E7%A7%8D%E6%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6%B0%91%E4%B8%BB%E4%B8%BB%E7%BE%A9%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A3%A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0%8C%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97%A5%E6%88%90%E5%BB%A3%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97%A5%E6%88%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5%B4%97%E5%B2%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A5%E8%AD%98%E5%88%86%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E%9A%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AE%E5%8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B%E7%AD%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5%8B%9E%E5%8B%95%E9%BB%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5%8B%9E%E5%8B%95%E9%B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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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宮】是培育優秀下一代才藝體育人才的兒童宮殿，小朋友都身

懷絕技，唱歌、跳舞、體育、雜技、美術、傳統工藝等表現的技藝絕

對是超齡的！宮外觀部份使用花崗岩材質，整體形象如張開的雙手環

抱在一起。象徵「黨」的懷抱將少年兒童抱在懷中，呵護他們健康茁

壯的成長。建築內部則以繽紛色彩作為裝潢特色，考量兒少心理以活

潑取向，並分為藝術館、體育館、科技館等三大主題區。 

 

第四天、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元山濱海風味餐  晚餐:金剛山野菜風味餐    

住宿金剛山國際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趨車前往元山，元山市午餐，餐後前往世人嚮往之世界名山-

【金剛山】，有中國宋代大文人蘇東坡曾以「原生高麗國，一見金剛山」

的詩句為讚美天下第一名山。遊覽三日浦是位於朝鮮的東部之江原道

的高城郡之一個外觀呈南北伸長的天然湖泊清澈見底。 

【金剛山】是朝鮮第二高山，也是歷史名山。為朝鮮金剛山國際觀光

特別區，海拔 1638米，僅次於中國與朝鮮國境上的長白山。東西長約

40km，南北長約 60km，海拔 1,638m，共有 1 萬 2千座大大小小的山峰

及形態各異的岩石和溪流、瀑布，是朝鮮最有名的觀光勝地之一，景

色之秀麗，如夢幻世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7%99%BD%E5%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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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浦】關東八景之一的三日浦是一潭由 36座山峰屏風一樣環抱起

來的湖水，主要繞湖遊覽。可以看到海金剛上的諸島與漂浮在海上，

若隱若現。

 

第五天、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金剛山海味特色餐 晚餐:世界知名玉流館平壤冷麵  

住宿羊角島國際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遊覽非常秀麗的金剛山九龍淵峽谷。後返回平壤晚餐特別安排

(文川會後)在首爾需排隊二小時才吃得到的平壤冷麵 

【九龍淵】有保留下的三層石塔和浮圖古蹟，還有位於玉流洞溪谷的大石

－仰止台，在台上可以觀看到金剛山各種美麗的山形；又有金剛山之旅的

關門－金剛門，象徵著金剛之旅的眞正開始；有作為金剛山第一溪穀的玉

流洞，四季景色各異，特別是秋季，楓葉與瀑布和深潭和諧統一形成壯觀

景色；有因兩個池塘相擁而立，如兩顆珍珠一般而得名的蓮珠潭；有韓半

島最長的瀑布飛鳳瀑布，長達 139米，她從腰部開始斷成幾截，順層層石

叢蹦跳下來的景象，如鳳凰展翅，故得名飛鳳瀑布。並有九龍瀑布、九龍

淵和上八潭等，同樣極富特色。 

第六天、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妙香山特級飯店風味餐 晚餐:朝鮮特色神仙火鍋 

【友誼國際展覽館】外觀為朝鮮古代宮殿式建築，風景非常優美金氏

父子各據一方。經過電動銅門及北韓女士兵嚴密安檢後，由導覽人員

引導參觀，內部亦常神祕，挖空山體與地底占地廣大，以大理石為基

底的內部裝修，恆溫調控、擺設之精美令人瞠目結舌、嘆為觀止，真

是不虛此行，室內參觀後可在北韓領導人視察休息的豪華景觀台，華

麗沙發休息，欣賞妙香山山色美景。返回平壤後參觀國際友誼商店。 

【友誼國際展覽館】位於香山郡是一座朝鮮傳統建築風格的展覽館。

於 1974年建成，1978年開館。主要館藏是世界各國政要、使節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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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領導人金日成、金正日的禮物逾 20萬件。北韓政府用以展現世界

對其認可與擁戴的主要宣傳品之一。展覽廳眾多富麗堂皇，室內常年

恆溫控制為 20℃。 

 

【妙香山普賢寺】位於朝鮮平安北道香山郡、平安南道寧遠郡及慈江

道熙川市的交界處，自古以來，聞名遐爾，是朝鮮的登山觀光勝地，

山勢奇妙，漫山松柏樹馨香撲鼻，故此得名。它集山水、峽谷、森林

美，主峰「毗盧峰」海拔 1,909公尺，分為風景之最「上元洞」、大

小瀑布、名沼碧潭、觀景奇岩眾多的「萬瀑洞」、動植物種類繁多與

許多文物古跡的「毗盧峰」等 3個觀光區。

 

第七天、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平壤火車便當     晚餐:720火烤自助晚餐

住宿丹東五星級萬達嘉華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前往經常出現在電視報導的北朝鮮大閱兵場【金日成廣場】及

美麗大同江畔古蹟【大同門】，後前往平壤火車站，安排在有許多單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6%B0%91%E4%B8%BB%E4%B8%BB%E7%BE%A9%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6%B0%91%E4%B8%BB%E4%B8%BB%E7%BE%A9%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5%B1%B1%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AE%89%E5%8D%97%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AE%89%E5%8D%97%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5%88%E6%B1%9F%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5%88%E6%B1%9F%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6%99%E5%B7%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6%B0%91%E4%B8%BB%E4%B8%BB%E7%BE%A9%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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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沙發的貴賓候車室搭乘國際專列車前往丹東，結束朝鮮的行程。       

當火車站在新義州安檢後，開始駛進鴨綠江大橋，手機也逐漸回復訊

號，大陸丹東鴨綠江邊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晚餐特別安排豐富的火

烤二吃自助晚餐，後丹東安排住宿五星級的酒店，迎接我們回到熟悉

的現實世界，對此強烈的情感甚深。 

【金日成廣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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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竣工。面積達 7萬 5千平方公尺，為世界第 16大

廣場。地面由花崗岩鋪成，廣場周圍的建築上懸掛了金日成的畫像。

是北韓舉行慶典、集會、政治文化活動、閱兵儀式的場所。 

 

【大同門】位首都平

壤市之大同江畔，建

於公元 6世紀高句麗

時代，原來是長安城

的東門，經歷無數次

的改建，現存的建築

是 16世紀的壬辰衛

國戰爭時期後，在公

元 1635年重建的樣

貌。以花崗岩製造地

基，上建兩層樓房，

中間有拱形大門。門

樓上掛著兩塊橫匾，

分別以漢字書寫有：

「大同門」及「挹灝

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A3%A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A3%A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0%8C%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8F%A5%E9%BA%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8F%A5%E9%BA%9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5%B7%E5%AE%89%E5%9F%8E_(%E6%9C%9D%E9%AE%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5%B7%E5%AE%89%E5%9F%8E_(%E6%9C%9D%E9%AE%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AC%E8%BE%B0%E5%80%AD%E4%BA%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AC%E8%BE%B0%E5%80%AD%E4%BA%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5%B4%97%E5%B2%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5%A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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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東北知名李連貴燻肉大餅特色餐 晚餐:為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早餐後搭車前往鴨綠江邊看著名的【鴨綠江斷橋】(外觀，不上斷橋)

與【虎山長城】。在虎山長城與鴨綠江支流的小水溝兩國邊界最窄的距

離，號稱【一步跨】一步之遙竟是兩個世界，令人唏噓。瀋陽參觀【張

學良少帥府】、故宮前【清代一條街】、【中街步行街】遊客可在中街品

嘗老邊餃子、吮指排骨、著名冰點城等小吃。後前往瀋陽桃仙機場搭

乘直飛航班返回溫暖的家。 

【虎山長城】採用毛石和土堆築，沒有用磚遺蹟，牆底寬 2-4米，殘

高僅 0.8-1.2米，牆址、烽燧及土城遺址都與自山海關綿延至遼東的

燕長城遺址極為相似，卻不具備明長城特徵。從而證明虎山長城為燕

長城，呈現出長城最東端的面貌。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歸

併入第五批的長城中。虎山山勢陡峭、怪石嶙峋、山川秀麗、江河清

碧，攀登困難，沿長城拾級而上到達峰頂，舉頭可眺望朝鮮的美麗風

光

，

俯

身

能

看

「

一

步

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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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跨】位於虎山長城腳下，是中國與北朝鮮兩國間相隔僅一步之寬的界

河。這裡屬於鴨綠江的支流，由於河道長年淤積，有些地方只剩下一條小溝，

只要腳跨一步的距離就接壤北朝鮮。 

 

備註 

○1 本行程大陸端的接待是以瀋陽搭機飛進平壤，再由平壤搭火車至丹東來規

劃。如因航班因素由丹東搭火車進平壤，大陸方酒店及餐食安排需另做調整(仍

以同等級價格做安排) 

○2 由於北韓政治情況特殊在北韓之景點、住宿等，因政府政策導致無法入住或

參觀，會另行調整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