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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個(google )搜尋不到的社會主義國度，北朝鮮正是我想去瞧一瞧的地方。 

    看著旅遊注意事項和親朋好友的不可思議想像，仿若要上戰場一樣，只不過去旅行有這麼恐怖嗎？

姑且不管，帶著美金、歐元或人民幣，打包送給少年宮小朋友的國民外交禮物，糕餅和文具，準備快

樂出帆去。 

出發：09.07 (五) 桃園直飛瀋陽      

中午搭高鐵北上和團員會合，一行共 16名。 

深圳航空 17：20 ─ 20：30的班機，下瀋陽後小馬 9點接機，介紹瀋陽城市和進出北朝鮮注意事項，

和同居小史(史艷文的後代？)聊到夜深入眠！ 

遼寧省省會東北第一大城瀋陽，1634年清太宗皇太極改名盛京，1644年清朝遷都北京瀋陽成為陪都，

1657年清朝以「奉天承運」之意，在瀋陽設奉天府，奉天也是瀋陽別號，瀋陽市位於渾河北岸，渾

河古稱瀋水，取義(瀋陽之水)故稱瀋陽。 

 

09.08(六) 瀋陽直飛平壤   

 

來到東北歷史翻一翻，五一廣場毛主席屹立路口，先到「北市場廣場」看看滿族愛新覺羅家族，建立

清朝 12帝王青銅像，栩栩如生廣場排開，銅像前記載著每位皇帝生平簡介，帝王也要關心民生，現

在座落市場來來往往買菜的天天瞻仰，不知地下有知的帝王們是否同樣關心老百姓的死活？ 

還是王朝已滅淪為市井之徒最佳寫照？ 

總之百年王朝也只不過五分十分就走過看遍世間了。 

 

遊瀋陽暫且打住，下午要上北朝鮮早早用午餐，飯後一定要到水果市場帶點水果，彼岸缺水果，歡迎

帶水果進入，旅行社也要打點關節運送物資的！ 

市場水果各式各樣都有，買多少給多少不得揀選，爛了可以換，幾天的份量準備好出發往機場，這還

是第一次經歷水果拎著自由出入的國家。 

 

高麗航空一點辦登機搞很久，午後三點正累，睡著了不知何時起飛，醒來正好送茶水準備下飛機，時

差┼1進入神秘國度層層關關，問有沒有手機相機，手機統一在瀋陽小馬那保管，至於相機還是給他

瞧一瞧，乖一點省事。 

出關上了最有特色的廁所，一瓢水等著如廁後自(己)動(手)沖，沖後再舀一瓢放著給下一位，讚！ 

金導遊、韓司機、趙小姐，帶我們五天四夜的重要人物，沒有他們將寸步難行。 

 

平壤，朝鮮語是平坦的土壤，1950-1953年韓戰期間，美軍在這塊 40萬人口的土地上投下 42.8萬枚

炸彈，每個人都有分至少吃一顆彈，古城被夷為平地成了名符其實的平壤了。 

現在的平壤是戰後重建，沿途高樓新穎林立，馬路寬闊整齊又乾淨，到處樹木植栽花草爭豔，公園裡

的都市，綠化達到 80%，沒有汽機車和工業汙染，空氣清新無比舒暢，過去柳樹遍布享有「柳京」名

號。 

 



從機場搭車農村景象純樸迎接，路乾乾淨淨，村舍集中建築，沒有任何廣告看板，只有偉大的領導肖

像在村口微笑。 

金導六十多歲了侃侃而談，中文講得雖不好，倒是吹捧國家功夫一流，不時強調他們已經準備好天不

怕地不怕，奇怪就怕相機，所以沒有得到允許，我們的鏡頭是不敢輕舉妄動的。 

更宏偉的建築都在市區，紀念碑世界之最，我們也下車在市區盡情拍照吧！ 

 

夕陽西下，回到樓高 47層開房 1000間超大飯店，在大同江(流入西海，中國稱黃海)上的獨立半島。 

羊角島飯店，集中管理關在這裡比較安全，誰能保證這些遊客趴趴走，把不良思想帶進國民腦中可就

不好了。 

 

 

                               
  

                               
 

晚上的重頭戲是阿里郎超級大

秀，六到十萬人團體透過舞蹈講

述北韓歷史，經歷革命歷程，當

然偉大的領導金氏父子的豐功

偉業一定要顯揚，建國成就、當

代風貌、未來發展都要呈現。 

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是「人肉

LED」完全由 2萬人來操控變

化，迅速靈巧的背景動畫，不禁

教人吒舌，場上演出波瀾壯觀輝

煌浩大，動作整齊劃一包羅萬

象，民族舞蹈、藝術體操、特技、

現代化燈光照明，這樣綜合藝術

表演有小娃五歲也有三十成年

人，全世界唯一可以全國總動員

的國家，偌大體育場盡是人，演

者驚豔連連，觀者驚訝不斷，90

分鐘絕無冷場保證值回票價，大

家都直呼過癮！ 



09.09 (日) 自由日，各類閒雜車禁行；國慶日，向主席致敬  

 

六點又要早起，累！ 

帶一天的行囊上金剛山，其他的寄放 36樓領隊房間。 

羊角島是這樣的，你在北朝鮮期間去別的地方玩，回來仍然保留原來的房號給你的， 

一天 24小時有人監控，絕對安全，放心去玩吧。 

 

 

 

 
 

在這裡看不到想看的東西，給你看他想給你看的東西，所以規定參觀的功課結束，11點半午飯後向

朝鮮名山金剛山挺進。 

 

按規定一定買花獻上，我方派兩位德高望重的七十多

爸爸和八十多的媽媽獻花，其他獻三鞠躬禮就好了。

拍照請全身入境，嚴禁缺手缺腿的，也有官方提供拍

合照，離開之前鐵定看得到買得到的，來，保持笑容

態度要好，七~~~~~卡擦！ 

萬壽台還有噴水公園可以參觀，偌大的廣場一個人也

沒有的奇景喔。 

 

1958到 1961北朝鮮實施第一個五年計畫，重工業優

先發展，由於礦產豐富加上蘇聯支持，一直到 20世

紀 70年代南韓經濟發展之前，生活水準一直高於南

韓，1961年建的千里馬銅像高 46米，代表當時經濟

以千里馬速度前進，稱為「千里馬運動」。 

 

主席的故居一定要去參訪，口渴了喝了井水再上萬景

台，純樸風光盡收眼底。 

 

今天是國慶日依慣例都要到萬壽台大紀念碑鞠躬

獻花的。 

1972年北韓國父金日成主席 60壽辰建的紀念碑，

背景是白頭山(在中國境內稱長白山)景色，金日成

父子銅像高 20米，踞於層層高台之上，據說每天

早上平壤的第一道陽光都會射在主席身上，銅像反

射出萬道金光，給人視覺和心理上的衝擊相當巨

大，朝鮮民眾對銅像的集體性瞻仰和致敬活動是司

空見慣的，甚至新婚夫婦婚禮程式之一。 

外國遊客更要前往銅像獻花致意，尤其今天是北韓

國慶日更是人山人海，各機關團體民眾百姓攜老扶

幼全家總動員來到萬壽台，瞻仰偉大主席領導順便

郊遊啦！ 



元山是金剛山的門戶城市，朝鮮江原道首府，位於朝鮮半島東岸元山灣，瀕臨日本海永興灣，市區背

山面水，是朝鮮重要貿易港口，設有朝鮮人民軍海軍和空軍基地，想當然爾我們不能隨意下車逛街的，

只能用眼睛攝影，所見房舍整齊高大金導說政府鼓勵生產報國，有三個孩子就配有 150坪大的房，房

屋配給當然不能買賣了，街上見不到晾在陽台的任何東西，只有統一的花盆喔，神奇吧！ 

 

   

 

沿途沒有住家只有農作物，車子更是稀少，窗外陽光燦爛，禾黃稻熟、田埂、青翠樹草，山巒起伏很

美，路旁萬壽菊、波斯菊爭豔，經過海灣完全的純淨，村子是集中建築再分配居住，很乾淨整齊，只

有一排紅字標語，不難猜測肯定又是讚頌偉大的金正恩同志，再不就是村口必繪父子肖像，或加個國

母三人圖像。真是徹底的崇敬呦！ 

   

途經東海風景不錯，想下車走走，對不起請在車上等，能隨意下車就不叫北朝鮮了！ 

金導交涉結果 4點半在這用晚餐吧！媽呀皆冷食！  

 

下午行程可遠著呢！ 

既定的三日浦已然消逝夕陽中，六點多又進入山區。 

                         

天陰陰的沒路燈，我們

的金剛山飯店在哪裡？

跑錯地方又折回五星級

國際電話不通的飯店，

去年 2011八月才開放

的，晚餐還是冷食。 

今夜跟韓劇演的一樣舖

床而眠。 



09.10 (一) 挺進金剛山  

宋朝大文豪蘇東坡曾以「願生高麗國，一見金剛山」，可見對名山仰慕之情。 

 

從金剛山飯店望下面停車場，果然是隔離的區域，今天還得先遊海金剛(三日浦)，自古以來即是關東

八景之一，景色迷人，傳說古時有國王到此攬勝，本想當日往返不料流連忘返於湖光山色中，竟然一

連遊三日，因而稱為三日浦，本該昨日行程，被迫壓縮時間只剩 30分，行匆匆！ 

   

 

 

金剛山之於韓國，就像黃山之於中國一般。 

華嚴經曾提到金剛山有 12000峰，正好這兒峰群相連

怪石嶙峋，非常符合佛經所說因而得名，文人雅士嚮

往之世外桃源。 

金剛山毗臨南韓，是百分百石頭山，充滿岩石陽剛之

美，賞怪石嶙峋海景則在海金剛三日浦， 

山景在外金剛，九龍淵區飛瀑漱石，奇潭深淵密布。 

 

朝鮮三大名瀑：九龍瀑布，座落期間是最美的地段。 

上名山訪武俠小說奇人練功秘境，預定花三小時， 

事不宜遲，趕緊置身其中感受流傳神話， 

感染幾分靈氣，不枉這一趟金剛山假期之旅。 

 

一路上不難看到中國在北朝鮮的足跡，刻在石頭上的

文字全是漢字，不爭的事實！ 



午飯在景區餐廳，飯後下山趕回程，景色依舊：松樹、稻草、村鎮、、、 

晚上七點才回到平壤，久違了羊角島。 

飯店油畫部超級領隊帶大家殺油畫也修他的畫，逛書店買地圖逛超市買丹路各取所需。 

 

09.11 (二) 38度線內少年宮&成均館      

 

 

一早，大學實習生趙小姐著穿韓服？是的！所有領隊導遊都穿著正式，要上 38度線豈可隨便？雖然

38度線只剩下 257M的電話線。 

驅車沿著寬闊平坦依山傍水的高速公路，前往古朝鮮第一個統一的國家高麗(西元 918-1392)首都：開

城，在北緯 38度以南 5公里處，一家用木板搭成的小雜貨店鋪，板門店這個不起眼的小村莊，世上

唯一戒備森嚴的停戰警備區，兩韓的傷心地，朝鮮戰爭結束就在這兒簽署停戰協定，板門店名聲大噪，

如今成了觀光景點，雙方協議各方營業時間北韓是上午參觀，所以我們來了，等候辦文件和解說可要

依序號好好排隊。 

   

經過幾道巨石陣，層層往後延伸，通道兩邊是高坡用鋼絲繩連著方形圓形混凝土石塊，必要時一聲令

下砍斷鋼絲繩瞬間封堵通道。 

朝鮮實施全國要塞化，龐大的系統工程第一線就在 38線附近，幾十公里寬度縱貫日本海和黃海的「馬

其諾防線」，韓戰時中國志願軍挖掘坑道基礎上，經過幾十年的修建早已形成密密麻麻蜘蛛網狀的地

下長城，地面上碉堡、防坦克壕、地雷區、、、莫怪為了大家的安全要排隊跟著走呢！ 

                              

平
壤
的
晨
曦
濛
濛
霧
！

霧
！ 

管它幾度線通通要說讚，還

可以快速和帥哥拍一張，共

同警備區藍色三棟談判房，

膽敢一腳跨過去就是南韓，

被抓起來嚴刑拷打可不干我

的事。 



裡面電話線分你我，外面玉米田各自插國旗，希望通關照片不會被關心被刪除，阿門！ 

   
 

聞名的高麗人參產地在開城距南韓才 70公里，中午就自費來個人參雞吧！ 

給金導賺外快，不枉他天天讚賞花甲之年體力好精神好，全來自他太太用這味人蔘雞補來的健康，我

們當然也要喬下去！  

  

  

 

告別古朝鮮回平壤市區搭乘深入地下 100-200M的輝煌宮殿，地下鐵，這條中國出資蘇俄設計的地鐵，

1968年動工，1973年 9/6第一條「千里馬線」通車，雖然我們只體驗一站，但是 17個車站各具風格

特色，水晶吊燈最具象徵，美輪美奐讓人嘆為觀止！ 

也許是下班時間人群上上下下，據說不管搭乘幾站都是 3毛錢，遊客免費，最特別的是人人衣襟絕對

別有領導的徽章，我想徽章不小心掉了肯定不是鬧著玩的恐怖吧！？ 

司機在下一站出口等大家準備上少年宮，當然我們丹路也要帶著，一群 8-12歲的小朋友表演各種才

藝，歌唱、樂器、舞蹈、體育等等的少年宮大秀，表演者不論年紀笑容可掬落落大方，職業化的表演

贏得掌聲和鼓勵，金導找到他們的負責領導老師致贈禮物拍照合影，DVD表演光碟贊助性買 2片回去

觀賞吧！ 

北韓無高中，11年義務教育，1年幼稚園，4年小學，6年中學直接考大學，中學畢業必須修一門外

文，上大學還要再修另一門外語，難怪我們的趙小姐中文說得好，學俄羅斯語又上英文，可怕的精進，

未來的競爭勢必立足神速。 

菜色看似多樣其實還是泡菜

冷食，人參雞 65人民幣花下

去，吃得津津有味有元氣再到

商店買回去。 

 

不管是商店外的街道還是道

路都一樣，沒什麼人和車，當

然也沒有商店，因為我們也不

能擁有朝鮮的錢幣，何況買

賣？ 

 

一切聽從最高領導指示來

走。飯後到 14世紀高麗時代

國子監大學：成均館參觀。 



出了少年宮交通大亂，大家車子亂停沒有人指揮，車種更妙有日本車右駕有中國車左駕，簡直災難嘛！ 

 

天色還早市區回顧巡禮，由 10500多塊白色花崗石築城的「凱旋門」不容錯過，高達 60米是世界上

最大的一座凱旋門，比巴黎的凱旋門高 10M，上頭刻 1925金日成走上革命道路的年度，1945代表朝

鮮人民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光復祖國的年份。 

      

應該不難發現，諾大的建築幾乎沒有閒人在那裏徘徊，這就是北韓，想看的都看不到。 

 

明天七點半的班機，上級指示趕在今天把所有行程一口氣介紹完畢，連忙收拾行囊，開始憂心明天闖

關是否順利？ 

看這幾天的表現好像沒有過去的嚴格，不過我還是換了記憶卡胡亂拍一些好交差！ 

有收藏藝術品的把握最後機會，北韓國家級的畫家作品 1800-2000人民幣可成交，也許等個 20年後

增值十倍百倍呢！ 

沒財力的我們純欣賞就好，晚安，北韓！ 

 

北韓想早早趕人，下午飛機改早班，所有遊客全數趕走。 

很早草草就出關什麼也沒檢查，一小時就到瀋陽，連小馬都來不及接人，下午只好遊鴨綠江回望朝鮮。 

 

從丹東新橋搭火車出境到新義州只需五分鐘，到平壤就要熬個 5-7小時了(約 220KM)。 

還有平壤的地標：主體思想塔，還在興建中的特特級酒店容量

更大等級更高，下回來北韓就可以感受他們可怕的企圖心。 

 

鴨綠江大橋本是鐵橋 12孔，1911年日本駐朝鮮總

督府鐵道局建成，1943年在不足百米處建第二座鐵

路大橋(現在中朝友誼橋，第一橋開閉梁失去功用改

為公路橋。1950-1953年韓戰爆發，美軍懼蘇俄參

戰神準的炸毀北韓部分，慘留四孔殘橋中國部分孤

立鴨綠江上，誰也沒想到 40年後造就丹東旅遊市

場著名景點，莫名其妙為政府賺進大把鈔票。 

走過斷橋憑弔戰時的砲聲轟隆，只見中國一邊高樓

林立車水馬龍，熱鬧非凡，另一岸人煙稀少，幾棟

樣板屋孤立江邊，一江隔絕兩個世界。 

搭船遊江更靠近，只要跳下水就是北韓了。 



2012.09.13  星期四  虎山長城咫尺天涯一步跨  

 

咫尺天涯一步跨，爬上明代萬里長城最東端「虎山長城」，拾級而上一覽北韓新義州的市容。 

明朝(公元 1469年)為了抵女真侵擾建長城，努爾哈赤稱王後為保住「龍興之地」(滿族各部發祥地)興

修柳條邊包含虎山長城，明史.兵志記：「終明之世，邊防慎重，東起鴨綠，西至嘉裕」明確長城東起

遼寧虎山，西甘肅嘉峪關全長 8851.8KM。 

   

如果想了解東北軍閥張作霖之子，可走訪張學良故居少帥府。 

他可稱為中共一大功臣，挺老蔣卻挾持他西安事變失去江山，終被老蔣軟禁 54年。 

高壽 102的他對自己一生評論：平生無憾事，唯一愛女人。 

  

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是滿族所建，女真族後裔世居東北白山黑水之間，十六至十七世紀初

崛起遼寧東部山區，公元 1616年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在蘇子河畔建都稱汗，1621遷都遼寧東京城，1625

再遷盛京(瀋陽)，史稱后金；其子皇太極繼位北聯蒙古，西進寧錦同時擴建瀋陽城，改十字街為井字

街，四門變八門，增築宮殿諸王府第，改女真「滿洲」1636年稱帝改國號清，瀋陽成為清初開國二

帝之政治統治中心，1644年順治帝入關完成清帝國統一大業，建立三百年清朝帝國，遷都北京漢化，

使得建築文化有滿族遺跡和漢族的特色。 

瀋陽故宮已有 350年歷史，就是滿清入關前所建皇宮，興建年代分三區(東、中、西)，東路乃努爾哈

赤所建，融合漢、滿、蒙、藏文化特色，大政殿像蒙古包，屋頂頂端立著藏族的寶瓶，到康熙帝又擴

建才有今日規模，黃色琉璃瓦建構之宮殿陽光照耀輝煌壯麗，炕上煙囪意表：一統天下！ 

來瀋陽怎可錯過？ 

    
旅行尾聲，看昭陵思人生總有盡，落葉該歸根，米粉的遊記也該告一段落， 

對於東北這段歷史，好像要重執書本給個回答。 

空中的黃河燦燦，你的心不該黑暗，收拾遊心充實下一次的出走。  

(後記：感謝陳素粉理事從中、朝邊境深度旅遊中，以多角度忠實報導，提供我們寶貴和正確的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