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瘋高雄，非玩不可

關於高雄

人
口 277.3萬人
面
積 約2,952平方公里
行政區類別 直轄市
別
稱 打狗、港都
氣 候 特 色 高雄大部分區域屬熱帶季
風氣候，四季從涼到暖熱，區分以月均
溫度25度為基準，超過25度為暖季，不
足25度為涼季，每年4月至10月為暖季，
11月至隔年3月為涼季。

高雄市，舊名打狗，發音來自馬卡道語Takau，
是中華民國的直轄市，臺灣六都之一。

早期以傳統重工業為主，後因現代化發展，
由工業城市逐步改變成為重要的

發行者: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1樓
電話: (07)799-5678

經濟、文化、觀光重鎮。

擁山有海的自然資源，充滿各樣特色建築，

旅遊諮詢及實用電話

隨處的藝術與文化驚喜及可口美食，
有都會區也有生態鄉村風情...

高雄旅遊網

高雄旅遊網FB

如何抵達高雄

一起來探索、

高雄

KAOHSIUNG

觀光旅遊指南

國內班機 高雄航站國內線服務台(07)805-7630
台灣高鐵 左營站(07)960-5000/高鐵客服電話(02)4066-3000
台灣鐵路 高雄站(07)237-1507/台鐵客服0800-765-888

造訪這個充滿魅力的宜居城市!

高雄市內交通

高雄捷運 www.krtco.com.tw
捷運票價 單程票價20元至60元不等，旅程長短不同計價，
另有一日效期票等優惠。

節慶活動

全年高雄嗨翻天，
熱情的高雄，

每個月分有不同的大活動!

2月
︳
FEB

不論您何時抵達高雄，
有趣新鮮的活動，

2

高雄燈會
(元宵節前後)

月
︳
FEB

6

內門宋江陣鬥藝
(元宵節前後)

月
︳
JUN

10月

端午龍舟競賽

︳
OCT

左營蓮池潭萬年季

1012月

︳
OCT

高雄設計節/好漢玩字節

(兩者交替進行，每兩年舉辦一次)

113月
︳
NOV

公車 高雄市公車語音查詢電話(07)749-7100
公車處官方網站 http://ibus.tbkc.gov.tw/bus/
公車票價 單程票價12元
計程車 計程起跳1.5公里85元，每超過250公尺加5元。
高雄旅遊網 http://khh.travel

交通部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高雄服務處TEL:(07)281-1513
交通部觀光局旅遊諮詢服務熱線:0800-011765
高雄國際機場旅客服務中心TEL:(07)805-7888，(07)805-7889
高雄國際機場國內航廈旅遊服務中心TEL:(07)801-9206
高雄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TEL:(07)236-2710
高雄左營站旅遊服務中心TEL:(07)862-9110
月世界遊客中心TEL:(07)636-7036
西子灣遊客中心TEL:0910-579032

茂林紫斑蝶季

都準備好迎接您。

2-6月

︳
FEB

高雄春天藝術節

5

月
︳
MAY

高雄鳳荔文化節

7-8月

︳
JUL

旗津黑沙玩藝節

11月

︳
NOV

虱目魚文化節

11月

︳
NOV

高雄已跨出港灣城市轉型的第一步，營造世界級港區，打造「亞洲新灣區」，
吸引文創、資訊科技、觀光等產業聚集，轉型為國際港灣都會。

高雄亞洲新灣區

國際貨櫃藝術/
鋼雕藝術節

12月
︳
DEC

掛失或查詢國際電話100國際台
國際電話「客戶直接撥號順序」002+國碼+區碼+客戶電話號碼
查詢國際電話服務事項080-080100
查詢國際電信業務電話(免費)0800-731123
英語查詢台106

跨年演唱會

Welcome to Kaohsiung City

邀請大家拋下世俗壓力，把時間扔擲在藍色悠閒裡，
在高雄和身邊的人訂下一場特別的藍色體驗。

暢遊高雄想像無限

愛河

城市光廊

位於交通繁華的市區中心，藝術與公
園在燈光轉換及微醺的城市氛圍下，
形成獨特氣質，並成為高雄都會夜晚
的代表。伴隨著音樂和咖啡香，旅客
們在此享受城市裡的寧靜及悠閒。

情定港都，
藍色愛情海

高雄擁有令人稱羨的山河海港。
陽光、海洋與濃厚的人情味
一起溫暖包覆著整座城市。
不論是藝術、都會、大地、科技、生態農村、
地方風情或是探險，
旅人都能找到嚮往的旅行方式。
歡迎來探索、體驗，從熱情而生的美好高雄。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號
交通：捷運至紅線中央公園站(R9)1號出口，
步行約5分鐘

壽山情人觀景台

以「LOVE愛情」為主題的觀景平台，
可鳥瞰高雄港夜間景緻，城市裡璀璨
的燈火襯托出都會區的浪漫。玻璃圍
欄上印有各式語言的「我愛你」，是
情侶們來到高雄見證愛情的絕佳去
處。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忠義路30號
交通：捷運站鹽埕埔(O2)4號出口，右轉搭乘56
號公車，在情人觀景台站下車

HOLO Park映像鹽埕

運用世界頂尖科技技術，打造全球首座7D全息浮空劇場，週邊鹽埕老街一棟
棟樸實的販仔厝，徬彿穿越時空邊界，「 綿綿舊情懷 」異想「 波普新幻彩」，
正呼應了鹽埕區榮獲「 臺灣經典小鎮3.0 」。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高雄港七號碼頭
電話：07-5217534
時間：周一～周五 11:00-20:00、周六～周日 10:00-21:00（含國定假日)
交通：捷運至橘線西子灣站(O1)2號出口，步行約15分鐘

西子灣

棧貳庫/香蕉碼頭

地址：中山大學(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70號)入
口處
交通：捷運至橘線西子灣站(O1)2號出口出，轉成
橘1公車至中山大學行政大樓站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17號
電話：07-5318568
時間：周日至周四 10:00-21:00
周五與周六 10:00-22:00
交通：搭乘捷運至橘線西子灣站(O1)2號出口，
步行約7分鐘

觀看夕陽的絕佳之處。傍晚時分金光灑
落，駐足於沙灘上觀賞落日之美浪漫氣
氛爆表。知名學府中山大學即座落於西
子灣。

將原舊棧庫重新打造，是一處結合休
閒旅遊、文創展覽、餐飲美食、藝術
與美麗海景於一場域的新文創基地。
此處可搭船往來旗津，帶領旅客直達
旗津半島。

愛之船.貢多拉

遊愛河賞美景，多數人傾向以乘坐愛
之船或貢多拉的方式遊河。入夜後的
愛河，霓虹燈閃爍，更添迷人風情。
愛之船乘船處
愛之船國賓站(前金區河東路176號對面)
營運時間：15:00-22:00(不分平假日)
電話：07-2918787
貢多拉乘船處
1.前金區河東路188號對面親水平台
2.鹽埕區河西路園道親水平台
營運時間： 16:00-23:30
電話： 0908-103866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南臺灣音樂的發聲地，流行音樂展演核心場館、培育國內流行音樂人及產業扶
植串連。除音樂展演外，更結合港灣景緻，打造觀光休憩新場域。

駁二藝術特區

地址 : 高雄輕軌駁二大義站(C12)旁
開放時間 : 08:00-22:00
運轉時間 : 15:00，週五至週日加開19:00場次。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
電話：07-5214899
交通：捷運橘線至鹽埕埔站(O2)1號出口，沿
著大勇路向南步行約5分鐘即可抵達。
時間：週一到週四10:00-18:00；
週五至週日及國定假日10:00-20:00

座落於高雄港第三船溝渠，也是亞洲
最長跨港旋轉橋，可在3分鐘內完成水
平運轉。結合高雄水岸輕軌，串連駁
二藝術特區、高港棧庫群及亞洲新灣
區，形塑高雄港水岸觀光廊道。

興達港、情人碼頭

交通：捷運至橘線西子灣站(O1)1號出口，步
行約7分鐘抵達鼓山輪渡站，轉乘渡輪
至旗津輪渡站

地址：高雄市茄萣區崎洛里大發路88號
電話：07-6988233
交通：於台鐵大湖站外中山路一段上搭乘紅71
公車至興達港或情人碼頭

蚵仔寮漁港

那瑪夏螢火蟲季

地址：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二路32號
電話：07-6194100
交通：於台鐵新左營站外站前路上搭乘紅53公
車至蚵仔漁港站

地址：高雄那瑪夏區
電話：07-6701001
時間：每年4-5月螢火蟲季節
交通：於高雄車站外南華路上搭乘E32(高旗甲仙
快線)至甲仙站，轉乘H21公車至那瑪夏區
公所站

旗津舊名「旗後」，面積雖小，卻有
多樣吸引人之處。乘載著歷史記憶的
建築聳立於老街上，各式攤販的吆喝
聲充斥著整條街道，熱鬧非凡。這裡
還有全台僅存的人力載客三輪車。來這
裡絕不能錯過味美價廉的海鮮滋味。

地址 : 高雄市鹽埕區真愛路1號
電話 : 07-5218016
時間 : 戶外場域全面開放(週一至週五)
交通：1.礁群、鯨魚提岸：搭輕軌至光榮碼頭站(C10)
2.高低塔：搭輕軌至真愛碼頭站(C11)
3.LIVE WAREHOUSE：搭輕軌至駁二大義站(C12)

高雄港大港橋

旗津

高雄著名的觀光漁港市場，同時也
是烏魚子的重要產地，鮮漁獲產量居
全國現撈漁獲之冠，民眾可參觀漁市
拍賣過程，並品嘗鮮美的海產。

藝術人在此聚集創作，成為在地藝術平
台集結手創、藝術、劇場、文創市集的
多元藝術園區。使原已廢棄的陳舊倉庫
再次重生。在此能感受到新與舊的衝突
中所衝撞出勃發的生命力。

茄萣為「烏魚之鄉」，興達港為傳統
漁村，現已改造為以情人為主題的多
功能遊憩碼頭。最適合在黃昏時刻與
情人或家人漫步於漁港，一起欣賞落
日餘暉的景緻。

那瑪夏是高雄螢火蟲主要現蹤秘境，
也是家庭相邀露營、體驗部落及賞螢
的最佳選擇。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科工館應高雄產業文化而生，台灣第
一座應用科學博物館，長期以科技
原理應用主題展出，並有互動式體
驗設施，適合親子一起來探索自然
與科學的奧秘。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20號
電話：07-3800089
時間：週二至週日09:00-17:00，每週一、除夕；
年初一休館
交通：搭乘火車至科工館車站下車，步行約10
分鐘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看書也看藝術，全館建築採特殊設計，
為全世界第一座懸吊且穿透性最高的
綠建築。獨特綠色環境引入大量自然
光導入，讓這座綠色圖書館仿佛隨時
因思考而有生命，從裡到外，是高雄
人的城市閱讀也是驕傲。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61號
電話：07-5360238
時間：週二至週日10:00-22:00，每週一休館
交通：捷運至紅線三多商圈站(R8)2號出口，步
行約10分鐘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隨處的城市藝術，
晝夜皆迷人
藝術是城市市民的重要的生活能量，
隨處都有可見的藝術創作。
高雄從書店到藝術園區，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
不論是白天或夜間，
藝術都能為旅人旅程帶入不同的風情。

於2018年開幕的世界級國家藝術中心，匯聚世界級的藝術能量在此激盪交流；
各家工作坊、劇團、舞團輪番演出，日夜粉墨登場。劇場與生活零距離的空間
感，是接受藝術薰陶的最佳之地。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1號
電話：07-2626666
交通：搭乘捷運橘線衛武營站(O10)下車，自6號出口
時間：每日11:00-21:00

高雄擁有許多獨特的自然景觀特色，
有山有海更有特殊地形生態，
喜愛探索踏入自然的人，
一定要花更多時間與高雄獨特的大地生態相處，
獲得身心靈的滿足。

旗津貝殼博物館

崗山之眼天空廊道

地址：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887號2樓
電話：07-5718920
時間：週二至週日09:00-17:00，每周一休館
交通：捷運至橘線西子灣站(O1)1號出口，步行
約7分鐘抵達鼓山輪渡站，轉乘渡輪至旗
津輪渡站，再轉乘紅9公車至電信局 (旗津)
站後，步行約5分鐘

地址：高雄市岡山區
電話：07-6282100
時間：週二至週五09:00-17:00，
假日09:00-18:00，每週一休館
交通：捷運至紅線南岡山站(R24)，1號出口出站
後，轉乘紅68至大莊路口站，再轉乘崗山
之眼觀光公車或共乘計程車

擁有全台最大量的貝、蟹類收藏，堪
稱國內第一。由知名貝殼收藏家黃葛
亮先生無私捐贈給高雄市政府。五大
天王貝殼、全世界最大的「二枚貝」
及各類珍貴貝種皆珍藏於此館。

高雄市電影館

金馬賓館當代美術館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10號
電話:：07-5511211
時間：週二至週日13:30-21:30，每週一、除夕
及大年初一休館
交通：捷運至橘線鹽埕埔站(O2)2號出口，步行
約10分鐘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11號
電話：07-9721685
時間：週二至週日10:00-18:00
交通：捷運至橘線鹽埕埔站(O2)，轉乘99公車至
金馬賓館站後，步行約1分鐘

以電影為主題的藝術館，為南部電影
文化帶來豐富、多元的影像視野。電
影館位於愛河旁，潔淨而帶有透明感
的建築，沉靜且迷人；當微風拂過，
電影館與波光粼粼的河水互動對話，
形成水岸最美麗的風景。

踏上獨特的
大地禮讚

全台碩果僅存冷戰時期軍事建築，金
馬賓館自1967年建成，隨著1998年
軍方撤離走入歷史。2018年金馬賓
館由永添藝術ALIEN Art重啟為當代
美術館，四季推出當期國際藝術與設
計展演。

天空廊道以音樂為設計理念，全長88公
尺；鋼構斜張橋設計結合提琴意象，
意表琴瑟合嗚之意。邀請旅人漫步雲
端俯瞰小崗山，享受自然的聲音饗宴，
思索美好的生命樂章。

高屏溪舊鐵橋溼地公園

為台灣唯一第二級古蹟的鐵道用橋梁，
其特色在修復整建過程中特地以「不
損及任何一根原始構件」原則活化修
復；因此有了新生命-舊鐵橋天空步道
之稱。濕地公園經多年整治與維護現
今不只是鳥類重要的棲息地，更是高
屏地區最佳戶外教學與生態旅遊的景
點。
地址：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109號
交通：搭乘台鐵至九曲堂站，步行約15分鐘或轉
乘橘7公車至舊鐵橋溼地(三合瓦窯)站

田寮月世界

田寮月世界因地殼「回春作用」長年經雨水、河水強烈侵蝕，形成有著荒漠
之感的惡地地形。惡地全為光禿的特殊景觀，地景公園多處特色步道，環湖
步道、登月步道、惡地步道等，讓人彷佛有踏上月球之感。
地址：高雄市田寮區崇德里月球路36號
電話：07-6367036
時間：全天候開放
遊客中心：09:00‒17:00
交通：搭捷運至紅線南崗山站(R24)後搭乘港都客運紅70B至月世界/日月禪寺站即可抵達

寶來花賞溫泉公園

高雄市六龜區以溫泉與梅花聞名。此
處的溫泉為碳酸氫鈉泉，特色為無色
無味且泉質溫和，有滋潤皮膚功能；
故有「美肌之湯」之稱。冬季時一邊
將手腳放置於溫泉水中暖身體，一邊
欣賞梅花的孤潔之姿。
地址：高雄市六龜區中正路137號
電話：07-7409803
時間：週二至週日09:00-17:00，每週一休園
交通：於高鐵左營站第6月台搭乘E25(高旗六龜
快線)公車至六龜農會站或E01(旗美國道
快捷)公車至旗山轉運站，再轉乘H11公車
至寶來7-11後，步行約11分鐘

茂林紫斑蝶季

世界二大越冬型蝴蝶之一的「台灣紫斑
蝶」，每年11月到隔年3月為重要的
賞蝶季節。走進漫天紫光飛舞的林木
中，宛如與蝶共舞，茂林彷若進入陶
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是旅人不可錯過
的部落與自然風景。
地址：高雄茂林區
電話：07-6801045
時間：每年11月至隔年3月
交通：於高鐵左營站第6月台搭乘E01(旗美國
道快捷)至旗山轉運站，再轉乘H31至茂
林風景區入口站

美濃黃蝶翠谷

黃蝶翠谷獨特條件提供黃蝶幼蟲最適
合的成長空間，每年5-7月為重要的
賞蝶季節。賞蝶季外，這裡有豐沛的
溪流、鳥類生態資源，最適合漫步，
享受大自然生態帶來的洗禮愉悅。
地址：高雄市美濃區高109鄉道31號
電話：07-6612031
交通：於高鐵左營站第6月台搭乘E01(旗美國道
快捷)至美濃站下車，再轉乘計程車前往

以港都為別名的高雄，不容錯過河海港的藍系浪漫 ! 邀請大家拋下世俗壓力，
把時間扔擲在藍色悠閒裡，在高雄和身邊的人訂下一場特別的藍色體驗。

喜愛探索踏入自然的人，
一定要花更多時間與高雄獨特的大地生態相處，獲得身心靈的滿足。

探索山城景致

展演高雄魅力四射

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

位於高雄市桃源區的藤枝國家森林遊樂
區，風景優美、有南臺灣「小溪頭」之
稱，林木蒼翠茂盛，微風吹拂宛如海濤，
故又名「森濤」，園區生態十分豐富，
擁有多樣的秋海棠、蕨類及苔蘚類，
更有以此為名的「藤枝秋海棠」。
地址：高雄市桃源區寶山巷150號
電話：07-6893118(需預約)
時間：08:00-17:00
交通：於國道10號下25號交流道出口，
沿台28線和台27甲線。

左營蓮池潭

預約入園QR Code

高雄藤枝

旗山車站-糖鐵故事館

地址：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號
電話：07-6621228
時間：週一、週三至週五10:00-18:00，
假日及國定假日10:00-19:00，每週二休館
交通：於高鐵左營站第6月台搭乘E01(旗美國道快
捷)公車至旗山轉運站後，步行約5分鐘

高雄過往的絢爛無法以紙筆言語，
最適合以身歷其境體驗的方式，感受老高雄之美
許多遺跡已與現代美麗共融，
給城市古蹟再次重生的機會，
高雄是一個尊重並接納多元宗教的都會城市，
大多數的信仰都能在這裡找到歸屬。

輕軌
綠線輕軌建置中，現營運範圍C1籬仔內站至C17鼓山區公所站
C32凱旋公園站至C37輕軌機廠
電話:(07)793-9696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鳳明街62號
電話：07-7405362
時間：週二至週五10:30-17:30，假日及國定假日
10:30-18:30，休館前30分鐘停止售票，
每週一休館
交通：捷運至橘線鳳山站(O12)，2號出口出站後，
步行約6分鐘

逍遙園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20號
電話：07-5250100
時間：週一至週五09:00-19:00，
假日及國定假日09:00-21:00
交通：捷運至橘線西子灣站(O1)2號出口，轉乘99
或橘1公車至雄鎮北門站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55巷
電話：07-235-1216
時間：平日11:00-17:00，假日11:00-18:00，
週一公休
交通：捷運至信義國小(O6)1號出口，步行約3分鐘

回味高雄，五感體驗
美食夜市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明德新村2,3,4,5,10,11,12-1號
電話：07-581-2886
時間：週二至週五11:17:00、週末10:00~18:00
交通：於左營高鐵站戰前北搭乘(紅53A至明建里站
或紅51A至海公路口(軍校路)站，步行3-5分
鐘抵達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

位於哨船頭山丘上，可盡收西子灣日落以
及高雄港美景。英式建築凸顯出特殊氣
質，吸引著遊客前來朝聖，踏上這座內外
兼美的古蹟，仿佛來到英國擁有藝術與古
蹟共好的時光。

佛陀紀念館

鳳儀書院

以「再見」為題，一方面向流逝的眷村歲
月致意，另一方面為迎接眷村新生表示喜
悅。展出如勳獎章、紀念牌等，介紹眷村
後所面臨的衝擊與轉變，並加入AR體驗
再現眷村。

糖鐵故事館結合了火車以及早期糖鐵元
素的有趣好玩，打造出一個跨域玩樂的
場景。可看性包含古蹟、車站故事、火
車鐵道，適合親子共遊，再一次咬下幸
福的冰棒，這一站超幸福滿足。

走入文化，
歷史古蹟探訪

再見捌捌陸-臺灣眷村文化園區

瑞豐夜市

建於昭和14年，最早為日本知名宗教家與
探險家大谷光瑞在台灣居住的農園別莊，
2010年公告為歷史建築，2017年重新修
復，2020年11月開園啟用，重現風華。

六合夜市

鹽埕美食

位置：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與自立
二路之間的六合路段
時間：每日18:00-隔日01:00
交通：捷運至紅/橘線美麗島站(O5/R10)，
11號出口，步行約5分鐘

位置：高雄市鹽埕區週邊
交通：捷運至橘線鹽埕埔站(O2)

岡山羊肉

位置：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
時間：週一至週日17:00-01:00
交通：搭乘100號公車至「光華路口站」，
下車即可抵達

位置：高雄市旗津區週邊
交通：捷運至橘線西子灣站(O1)1號出口，
步行約7分鐘抵達鼓山輪渡站，再轉
渡輪至旗津輪渡站後，步行約5分鐘
至廟前路

位置：高雄市岡山區週邊
交通：捷運至紅線南岡山站(R24)1號出口，
轉乘紅69公車至岡山農會站，步行於
公園路週邊

四面環海，旗津海產聲名遠播，
店家會在大街上吆喝招攬客人，
成為一種獨特的在地聲音。平價
海鮮料理，店家多以簡單裝潢搭
配著在地熱情，期盼讓旅人吃到
經濟實惠的新鮮漁獲。

大立百貨公司 (07)261-3060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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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S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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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區公所站 C17

10

西子灣遊客中心

11

凱旋公園站

12

衛生局站

C34

岡山有三寶，羊肉、辣豆瓣醬及
蜂蜜，早期因地理位置便利性，
形成以羊隻在此交換，造就了岡
山羊肉品質保證的美譽。來到岡
山，不可不嚐在地岡山羊肉，一
飽口腹之慾。

01

04

C33

有著高雄繁華的歷史，老店品牌
和特色小店藏身於巷弄內，適合
漫步，嚐一口在地特色美食，再
到鄰近駁二特區走走，人生一大
愜意。

旗津海產街

百貨商圈 / 特色商圈

C15

地址：高雄市旗津區下巷34號
電話：07-5715021
時間：11月-3月，週二至週日09:00-17:00；
4月至10月，週二至週日09:00-18:00，
每週一公休
交通：捷運至橘線西子灣站(O1)，1號出口出站後，
步行約7分鐘抵達鼓山輪渡站，轉乘渡輪至
旗津輪渡站后，步行約10分鐘；搭乘紅9公
車至旗后燈塔站

光華夜市

光華了半世紀有餘，人們仍舊談
笑漫步於川流不息的街道上，用
平易近人的價格掃蕩傳統老店，
鹽水意麵、炒鱔魚花枝、豆花八
寶冰，五花八門的南部口味夾雜
一點藥膳甜，淹沒老街的人聲鼎
沸。

壽山公園站

位於高雄旗津區旗后山頂，為全台唯一白
色八角形磚造燈塔，興建燈塔有助於確保
商船往返安全，燈塔至今已有百年歷史，
雖於二戰時期遭機槍掃射，依然不減魅力
風采。旅客可登塔眺望高雄市全景。

歷史悠久的國際觀光夜市，當華
燈初上，此區自動轉變為徒步的
美食天堂。每一步都有新鮮好玩
雜貨或好吃的在地小吃，漫
步體驗街道，是在六合夜
市最大樂趣。

位置：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和南屏路段
時間：每周二、四、五、六、日18:30
至隔日01:00
交通：捷運至紅線巨蛋站(R14)1號出口，
步行約5分鐘

C32

旗后燈塔

走訪過多處景點，更要用感官留下對高雄的記憶。從美食口感、料理香氣、文創設計品等，
不論吃的或帶走的，都讓人再一次回味最美好的高雄，並期待下次的相聚。

北高雄著名夜市，步行路線可從
四面八方進入，五花八門的上千
攤位成為在地最喜愛的夜市，並
緊鄰高雄巨蛋商圈，已成為北高
雄不可不逛的地區。

文武聖殿站 C16

源自於「有鳳來儀」，意旨文風鼎盛、文
采輝煌，是鳳山區最早的民辦學校，現為
全台保存清朝古書院中規模最大且最完整
的一所，見證了當時清代學習制度過程。
鄰近還有許多歷史古蹟以及美食小吃，可
收進旅程中。

大統百貨五福店 (07)281-3111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62號
(07)338-9888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

義享天地

(07)559-9888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15號

統一夢時代

(07)813-5678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

高雄大遠百

(07)972-8888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21號

新光三越三多店 (07)336-6100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3號
新光三越左營店 (07)346-9999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23號
漢神巨蛋

0800-621-688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

MLD台鋁

(07)536-5388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漢神百貨公司 0800-018-980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1號
JOY PLAZA悅誠 (07)955-5888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27號

五權國小站
C35

凱旋武昌站

C36

C37

凱旋二聖站
輕軌機廠站

新堀江商圈

原宿玉竹商圈

南華觀光商圈

位置：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與中山路口
交通：捷運至紅線中央公園站(R9)，2號出口出站後，步行約5分鐘

位置：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與中山路口
交通：搭乘捷運至紅線中央公園站(R9)，2號出口出站後，步行約2分鐘

位置：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與中正路口郵政總局旁進入
交通：搭乘捷運至紅/橘線美麗島站(O6/R10)，3號出口出站後，步行約3分鐘

建國電腦街

新樂金飾街

義大遊樂世界

位置：高雄火車站建國二路以東至民族路段
交通：捷運至紅線高雄車站(R11)2號出口，步行約15分鐘

位置：高雄鹽埕區新樂街
交通：捷運至鹽埕埔站(O2)2號出口，步行約1分鐘

位置：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0號
電話：07-6568080
交通：於高鐵左營站第3月台搭乘8501(義大客運)公車至義大世界站

鄰中央公園，年輕人最喜愛聚集之地，巷弄間有各類潮牌、日
韓服飾以及在地美食小吃，每到週末夜晚，總能感受青春流
行氣息。

高雄主要的資訊軟硬體設備中心，又稱電腦街，不僅可選購配
備，更有許多專業人士在這裡提供消費者資訊交換、解決電腦
設備問題等服務。

位於舊大統百貨後方，貼近年輕族群的商圈，主打各樣配件服
飾、流行小物，一同走訪新堀江與玉竹商圈，可找到更多
YOUNG娛樂。

早期鹽埕因地理位置而盛行海港通商，繁華時期成為高雄富庶
首善區域。新樂街金飾以作工精細聞名，漸漸打出商圈口碑，
成為最珠光寶氣的一條街。

又稱「新興市仔」，許多老高雄人的共同記憶，挖寶的絕佳點。
是晴雨逛街兩相宜的好去處，知名傳統小吃白糖粿、愛玉冰是
必嚐美食。

全台唯一希臘情境式主題樂園，擁有遊樂設施、室內娛樂館、
電影院、購物商場，漫步異國風的街道盡情拍照，與好友家
人留下難忘的回憶。

草衙道/鈴鹿賽道樂園

後驛商圈

旗山商圈

位置：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
電話:07-7969999
交通：捷運至紅線草衙站(R4A)2號出口，步行約1分鐘

位置：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
交通：搭乘33、73、92號公車於「大連街口站」下車即可抵達

位置：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
交通：搭乘高雄客運至「旗山站」下車步行即可抵達

以運動概念出發的綜合購物商圈，集結百貨、電影、遊樂園、
賽車、棒球打擊場等運動娛樂，適合親子、情侶用運動共度美
好時光的夢幻之地。

綿延千尺的成衣街道，有「高雄五分埔」之稱，進駐約四百家
以上的成衣批發店，皮件、童裝、男裝、女裝等應有盡有，風
格更是涵括了美、日、韓、香港各地同步流行的衣物服飾。

漫步在歷史與人文氣息匯集的百年山城老街，巴洛克立面裝飾
的紅磚建築與砂岩堆砌的石拱亭仔腳，無不散發優雅古典的氣
息，更有多棟建築物被指定為古蹟或文化資產，值得一一尋訪
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