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長
的話

局 長 特 別 推 薦

欢迎您！
YANCHENG
時代淬鍊出鹽埕風華
對鹽埕的認識，從老街的集體記憶開始蔓延

觀光，就是走出戶外，賞美景、品好味，讓你樂在其中
魅力，代表獨特吸引，有自信、有特色，令人回味無窮

鹽埕，這個倚靠打狗港海濱，從漁鹽發跡的小村落，曾經是高雄市的政治經濟中心，
最繁華奢靡的地區。隨著商業中心東移及人口減少，鹽埕在 80 年代後經歷過一段沒落
的時光。現在的鹽埕，在市府及地方人士積極進行社區總體營造下，開始有了另外的
樣貌，以及嶄新的文化風景。
老街、古物，歲月的痕跡吸引年輕人在此地落腳，新舊世代交錯的美麗，激盪一個個
藝術家的靈魂。駁二藝術特區是鹽埕新時代的心臟，綠色廊道是披覆在寧靜中的氧氣，
愛河則是充滿能量的血液，鹽埕再次帶來雋永的記憶。

來觀光吧！魅力高雄！這一站我們來到鹽埕。請跟著《細說鹽埕》的腳步，探尋鹽埕
的老生活和新創意。走進鹽埕彷彿進入時光之流，被活化的歷史就在眼前，訴說著令
人回味的往事。

－從早到晚遊鹽埕－

自行車步道及輕軌，讓鹽埕多了慢活的步調。未來，透過流行音樂藝術中心的設立，
鹽埕將脫胎換骨轉變為文化藝術的重鎮。鹽埕，這個歷史與歲月共同輝映的地區，正
以一股青春的氣息，向您活力招手，邀請您來探訪巷弄間的小驚喜。

細細品味 走進鹽埕的日常
人文 老街 新藝
歡迎您前來體驗最美好的時光
高雄市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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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埕見證高雄歷史的軌跡，在歷經新的變革後，呈現健康活力的新貌。這裡依山傍海，
隨著亞洲新灣區的啟動，創新的大高雄文化藝術新生活，正在此地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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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2 號
(07) 531-2560
週二至週日 09:00-17:00（週一休館）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位於愛河畔的中正四路，
原為高雄市政府所在地，民國 81 年 (1992)
市政府搬遷後，鑒於此地五十多年來肩負著
市政龍頭的角色，同時承載著城市發展的軌
跡與市民生活的印記，也是 228 事件時的歷
史現場，無論建築的外型與內涵都刻劃著高
雄的光榮、傷痕與過去，因此市府將古蹟再
造，改裝成歷史博物館，成為臺灣第一座由
地方政府經營的歷史博物館。

愛河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路接前鎮區河東路、河西路

愛之船 / 貢多拉船

愛河除了擁有浪漫的河岸風情外，在沿線也設有多處停靠站，可搭乘太陽能「愛
之船」瀏覽河岸美景。行駛在愛河上的還有充滿異國風情的「貢多拉船」，讓
人有彷彿置身在威尼斯河般的浪漫。
愛之船
駁二線 / 駁二循環線 / 愛河循環線
詳細時刻表請上官網

高雄市電影館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 10 號
(07) 551-1211
週二至週日 13:30-21:30（週一及除夕至大年初一休館）

座落在愛河畔的高雄市電影館，於 2001 年成立，
館內每天定時播放售票電影，並提供多種放映設
備、電影叢書、藝術類影片及紀錄片，是高雄第
一個電影文化推廣的社教單位。電影館緊鄰愛河
旁，吸引許多熱愛電影的高雄市民前來，在夜晚
散發的點點藍紫光芒與愛河波光互相呼應，當微
風輕拂，在電影館前廣場散步的戀人低頭私語，
透露出愛河的浪漫情懷。

228 和平公園及 228 和平紀念碑

貢多拉船
【登船處】河東路鰲燈旁
河西路黃金愛河旁親水平台
【營業時間】16:30-23:00

高雄燈會藝術節

228 和平公園過去名為仁愛公園，曾經是體育場，也是高雄最熱鬧的地下街商場
舊址。和平公園內樹木草坪遍佈，綠意盎然，是市民休閒活動的最佳去處。而原
在壽山公園內的 228 紀念碑，也於 2006 年遷至此地，以現代化地景式建立新紀
念碑，具體刻載事件的始末，以供後人紀念臺灣政治史上重要的歷史事件。

愛河兩岸
農曆春節至元宵節期間

2001 年臺灣燈會選擇在高雄愛河舉辦，
是臺灣首次於首都臺北市以外的地點舉辦
之燈會，自此愛河畔的高雄燈會便成為高
雄春節活動的傳統，透過高雄市豐富多元
獨有的山、海、港意象及特色，以「愛 ‧
幸福」為理念，融合國際及多元文化為亮
點規劃，並以民俗值年生肖為概念創作，
傳遞元宵民俗慶典之燈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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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08

景點報馬仔

景點報馬仔

愛河可說是高雄最具代表的河流，靠近港口的河岸是市區內散步休憩的好去處，也是
端午節划龍舟與高雄燈會的舞台。入夜以後，水面映射出點點霓虹彩光，別有一番風
情。到河岸旁的商家逛逛、欣賞街頭藝人作品或表演、或到咖啡店點杯飲料配點心，
很能感受高雄夜間悠閒氣氛。

哈瑪星駁二線迷你小火車

哈瑪星台灣鐵道館駁二蓬萊倉庫 /B8（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99 號）
(07) 521-8900
開館時間及票價請洽哈瑪星台灣鐵道館

駁二藝術特區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07) 521-4899
週一至週四 10:00-18:00；週五及例假日 10:00-20:00

駁二藝術特區最近有個新玩法，就是搭乘復刻版的
迷你小火車遊逛園區。全國第一條可載人的 5 英寸
鐵道，全長 600 公尺，繞行一圈約需十分鐘，是一
趟新奇又有時代意義的火車體驗之旅。行駛在「哈
瑪星駁二線」的迷你小火車有 CT688 蒸汽車頭、
BR24 蒸汽車頭電力火車、創意路面系列電車車頭
及小輕軌電車。目前一般時間搭乘的都是小輕軌電
車，蒸汽小火車只在過年期間開放，來駁二千萬別
錯過搭乘全國唯一的迷你小火車，感受鐵路電氣化
前後的轉變。

高雄環狀輕軌

沿著高雄港邊行走的高雄輕軌，連結夢時代
購物中心、高雄展覽館、駁二、哈瑪星等高
雄知名景點，是高雄最新最熱門的觀光交通
工具，亞洲新灣區景色一覽無遺。輕軌車身
造型以象徵高雄「水」與「綠」的白色與珍
珠綠，營造出低碳環保、活力海洋首都的氣
息，是高雄亮眼的新移動地標。

由廢棄倉庫改建的多元藝文展演空間，主要區域分為四部分：有適用於大型展演的「駁
二 P2 倉庫」、適合小型作品展覽用途的「C5 台糖倉庫」、專用於表演的「月光劇場」，
以及作為社區市民休憩場所、藝術市集的「藝術廣場」。駁二藝術特區周遭有著許多
大型藝術裝置，以及象徵高雄勞工精神的巨型勞工公仔，隨處都是拍照的絕佳場景。

藝術文創市集

駁二每到假日，在各倉庫區都有來自各界舉辦的藝術文創市集，手作、古著、
二手拍賣應有盡有，獨特又鮮明的市集特色，吸引許多年輕人前來遊逛，也
因此匯聚了不少同好，在此地激盪出各種年輕的創意火花。

高雄文化遊艇

文化遊艇駁二船務櫃台：(07) 521-9306

高雄身為一座海洋城市，擁有發展水岸旅遊
的獨特潛力，高雄市政府近年極力發展的遊
艇產業，將為高雄帶來新的觀光旅遊商機。
結 合 高 雄 海 岸 線「 打 狗 英 國 領 事 館 文 化 園
區」、「駁二藝術特區」及「紅毛港文化園區」
三大文化園區的文化遊艇船隊，目前有六條
觀光航線，民眾可從駁二哨船頭搭乘文化遊
艇，飽覽港都水岸風光。
09

10

景點報馬仔

景點報馬仔

「駁二」位於高雄港第三船渠內，原為一般的港口倉庫，經過轉型改造，成為獨特的
藝術開放空間，不定期的舉辦各類藝文活動，提供藝術家及學生一個創作發表的環
境，為高雄帶來濃厚的藝術氣息。而過去於港邊載送貨物的鐵道，現已成為高雄最熱
門的自行車道。

高雄市霞海城隍廟
高雄市鹽埕區富野路 81 號
(07) 551-8630

從台北分靈過來的高雄市霞海城隍廟，
已有百年歷史，又稱「鹽埕埔城隍廟」
或「城隍廟」。最有名是城隍夫人的那
雙馭夫鞋，吸引許多已婚人士來這裡祈
求婚姻幸福美滿，更有人慕名前來拜月
老求好姻緣。

大五金藝術造街

三山國王廟

新化街一帶（駁二藝術特區旁）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 54 號
(07) 551-1440

建於 1706 年 ( 清乾隆 25 年 ) 間，迄今
已有二百多年歷史，奉祀的主神是三山
國王。高屏地區有多座三山國王宮廟，
但以鹽埕區的三山國王廟歷史最為悠久，
已是鹽埕區的守護神，因此當地人又稱
為「鹽埕廟」。

舊崛江商圈

五福四路及七賢三路一帶

鹽埕因靠近高雄港，商品進口往來方便，舊崛江
商圈便成為高雄早期舶來品的集散地，有服飾精
品、骨董、金飾、茶葉、南北貨，以及許多稀奇
古怪的商品，至今仍是許多人挖寶的好地方。

文武聖殿

高雄市鹽埕區富野路 170 號
(07) 551-4717

大溝頂

七賢路與瀨南街一帶

早期是一條位於七賢路和瀨南街之間的排水溝渠，之
後因於溝渠上加蓋成為路面，「大溝頂」便成為一條
不存在於地圖上，卻是老鹽埕人口耳相傳的商圈。大
溝頂有著各種服裝訂製產業的相關店家，其中「藍白
旗袍」及「上海雅琪旗袍」是許多官夫人與明星訂製
旗袍的名店，可說是當年高雄的時尚中心。

新樂街

捷運橘線 O2 鹽埕埔站 2、3 號出入口旁

新樂街是知名的金飾珠寶街，街上滿是銀樓店，
可以想見當年的繁華景象。現在新樂街在每年農
曆過年期間的年貨市集，更是吸引大批民眾前
往，十分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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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鹽埕聖帝廟」，1912 年由移居高
雄的澎湖人，從澎湖紅毛城武聖廟神尊
分靈至高雄而創建。一樓供奉武聖關公，
二樓供奉孔子、文昌和魁星爺，三樓則
主供奉玉皇大帝。文武聖殿常有考生來
祈求考運，是高雄知名的廟宇。

基督教長老教會 - 高雄鹽埕教會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 53 號
(07) 561-1315

鹽埕教會於 1923 年創立，擁有近百年的歷史，
穩重的石造外型與哥德式尖塔，帶有濃厚的歐
式情調的建築，有「童話王國」的美名，尤其
聖誕節華麗溫馨的燈飾布置，更是民眾拍照熱
門景點。
12

景點報馬仔

景點報馬仔

鹽埕新化街一帶早期為知名的五金街，近年來，許多藝術家運用五金街的廢料製作成
各種公共藝術品，創造符合當地產業特色的藝術創作，藉由鐵材與五金構件的應用，
回顧早期鹽埕區拆船產業的興衰。

傳統
小吃

阿財雞絲麵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街 11 號
(07) 521-5151

阿財雞絲麵已營業四十多年，從湯、麵、
配料到香料，全都是自家一手包辦製作。
老闆自己研發出雞蛋、鴨蛋特定比例及精
選麵粉製作的雞絲麵，粗細適中，口感彈
牙，雞高湯為底加上獨門秘方調味，美味
不在話下，是當地人大推的老店家。

冬粉王

米糕城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 168 號
(07) 551-4349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107 號
(07) 533-3168

開店逾 60 年的米糕城是鹽埕埔知名老字
號，就算是小小的一碗米糕，從糯米、
肉燥、魚鬆到小黃瓜，整個製作過程全
都不假手他人，Q 彈的糯米淋上香濃的
肉燥，加上新鮮的魚鬆與清爽的小黃瓜，
不會太鹹，也不會軟黏，吃起來蘊含著
傳統小吃的古早美味。

鴨肉珍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 258 號
(07) 521-5018

沒有醒目的招牌，鴨肉珍靠著好口碑
傳頌千里。強調原汁原味的鴨肉，不
需多餘的佐醬，就能吃出鴨肉的鮮嫩
甜美。人氣紅不讓的鴨肉飯是用超大
片的厚切鴨肉，加上醬油、蔥酥和古
早味肉燥，讓人食指大動，吃的一顆
飯粒都捨不得剩。

郭家肉粽

高雄市鹽埕區北斗街 19 號
(07) 561-6020

大溝頂虱目魚米粉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 198-38 號
(07) 521-4919

沒有招牌，隱身在大溝頂巷弄間的老店，
是當地人從小吃到大的老字號。虱目魚
米粉的湯頭清淡鮮甜，招牌的魚皮是把
魚漿沾附在魚皮上，吃在嘴裡，口中有
魚皮也有魚漿味，搭配米粉更是一絕。

尚芳土魠魚羹

郭家肉粽口味很簡單，憑著材料
實在，服務迅速，贏得消費者青
睞，每天可賣出將近千顆粽子！
累積三代五十年製作肉粽的經驗，
在高雄市小吃界享有一片盛名，
吸引對台灣傳統小吃喜愛者的光
臨。

高雄市鹽埕區富野路 22 號
(07) 521-4520

尚芳土魠魚羹在鹽埕區屹立近三十年之
久，店裡所使用的土魠魚，不參雜其他
口感不同的魚，處理過程也非常嚴謹，
一點也沒有腥味。外酥內嫩有層次的口
感，讓人一口接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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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9 年開店以來，冬粉王搬過三次家，從公園二路、大勇路，到現在的七賢三路，
雖然只是簡單的冬粉料理，但蘊藏的美味，卻教許多離鄉遊子念念不忘。大骨高湯
是店家的美味秘訣，搭配彈 Q 滑順的冬粉，不論乾的或是湯的，都很好吃。

冰品
甜點

樺達奶茶、雙妃奶茶

【樺達奶茶】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 99 號｜ (07) 551-2151
【雙妃奶茶】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 173 號｜ (07) 521-8300

鹽埕新樂街上有兩家著名的奶茶老店：「樺達奶茶」
及「雙妃奶茶」，雙妃是樺達老員工出來自行開業的。
兩家店都是以普洱茶與紅茶不同比例條配出的奶茶，
每逢假日一定都是滿滿的排隊人潮。

李家圓仔湯

婆婆冰、阿婆仔冰

【婆婆冰】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 135 號 ｜ (07) 561-6567
【阿婆仔冰】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 150 號｜ (07) 551-3180

50 年杏仁茶

李家圓仔湯開店已有 60 多年，光看店家
煮湯圓的灶台就知道歷史有多久了。純
手工製作的圓仔又軟又 Q，像在吃麻糬
一樣，花生也煮的很軟爛綿密，其他配
料如紅豆、綠豆、薏仁、芋頭，全都是
店家自製，來這裡夏天吃八寶冰，冬天
則是圓仔湯，便宜又好吃。

天池芳香冬瓜茶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 223 號
(07) 531-4979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 113 號
(07) 551-7165

打著「50 年杏仁茶」招牌的這家杏仁
茶，其實已經開店超過 60 年了，仍堅
持每天晚上 6 點半賣到隔天 12 點半，
這裡的杏仁茶採用南北杏原豆依比例
混和後，先予以泡水、手工去膜，再
磨漿熬煮，堅持不添加任何人工香料，
忠實呈現最精純的杏仁清香。

吳家金桔豆花

高雄市鹽埕區富野街 70 號（與瀨南街交叉口）
0981-615230

第一代老闆於民國 14 年從台南到鹽埕落腳，
古早味的手工製法，一直是鹽埕人從小到大
的回憶。最特殊的就是豆花上淋上的是糖漬
過的金桔，從原本在 7-11 騎樓下的小攤車，
現在已經有了新的店面，即便是冬天也常見
排隊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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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池冬瓜茶是許多高雄人心中第一名的
冬瓜茶，在店內常可看到老闆親自大鍋
熬煮冬瓜。以傳統古法純手工製作的冬
瓜茶，感受得到天然的冬瓜與糖拌炒出
來的香氣，再搭配其他如烏龍、綠茶、
紅茶等茶飲，順口甘甜，清爽又多層次
的風味，難怪遠近馳名。

小堤咖啡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 40 巷 10 號
(07) 551-4703

小堤咖啡是高雄市最老的咖啡店，超級
復古的外觀，走進店內彷彿進入時光隧
道，有著濃濃的懷舊氣氛。早上 10 點前
點咖啡還免費贈送一份輕食西式早餐，
用酒精燈烹煮出的咖啡香，讓人感受到
老鹽埕舊時光的人情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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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鹽埕示範市場發跡的高雄婆婆冰，是第二代老闆娘為懷念婆婆，特別取的店名。
婆婆冰的蜜餞、芋泥、紅豆泥等配料，用家傳祕方煉製，使得高雄婆婆冰成為港都
老饕們的唯一選擇。而位在婆婆冰斜對角的阿婆仔冰，則是堂哥所開，兩家口味不
同，各有各的支持者，來鹽埕記得去品嘗看看喔！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 234 號
(07) 521-1418

伴手
好禮

合泰行 純手工冬瓜糖老舖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 211-1 號
(07) 551-8364

合泰行手工冬瓜糖，出自逾 50 年經驗老
師傅的獨門手藝，精選優質的大冬瓜，
經刨皮、切塊、洗滌、靜置等繁複工序
後，再入大鍋與糖熬煮 4 小時而成，香
氣十足，順口道地。可買冬瓜糖回家煮
冬瓜茶，或冬瓜片直接加紅棗沖泡，是
純天然的健康飲品。

阿囉哈滷味

三郎麵包

【阿囉哈滷味創始店】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158 號｜ (07) 561-6611
【大溝頂阿囉哈滷味 - 杏】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154 號 ｜ (07) 531-6035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 198-8 號
(07) 551-5841

三郎餐包是爆漿餐包的始祖，早年六合
路上的許多牛排館用的就是他們的餐
包。餐包裡面包著奶油餡，加熱後一口
咬下，濃郁奶香四溢，真材實料的爆漿
口感，不只本地人愛吃，更有不少外地
遊客慕名前來搶購。

東順記烏魚子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 107 號
(07) 521-7012

經營了 40 幾年的東順記食品，其工
廠所生產的烏魚子，常有挑嘴到不
行的日本人遠來高雄訂貨，深受日
本眾多大企業的好評，價格不但比
外面便宜，製作不偷工減料，又有
一年食品不變質保證，難怪遠銷國
外，名聲遠播。

瑪莉食品行

巴堂蜂蜜蛋糕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27 號
(07) 561-3649

巴堂蛋糕創立於 1974 年，為日本巴堂
株式會社授權在台灣製造，鹽埕展店。
當年巴堂蜂蜜蛋糕可說是高雄很高級的
送禮禮盒，逢年過節才吃得到的奢侈品，
現在則是高雄知名的彌月禮盒。

阿綿麻糬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 25 號
(07) 561-4475

座落在愛河旁的老店鋪。店內代表性商品為
1998 年高雄市政府推薦承製的高雄市餅「木
棉酥」、2000 年十大伴手禮代表「旗鼓餅」，
與近年最適合搭配綠茶或阿薩姆紅茶的「愛
河栗子燒」，是高雄頗具知名度的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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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 198-27 號
(07) 531-9177

以一張摺疊桌擺攤起家的阿綿麻糬，是鹽埕
熱門名店，老闆阿綿克服困境賣麻糬的故事
讓人感動，店內賣的麻糬口味多樣又特殊，
現點現包，內餡超誠意十足的有料又不過分
甜膩，是甜點控絕不能錯過的小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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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溝頂發跡的阿囉哈滷味創立於 1949 年，可說是鹽埕區眾多知名老字號小吃最負
盛名的代表，左右雙胞店家熱情攬客，更是當地特殊的風景。阿囉哈滷味以多種中藥
材配方滷汁，小火慢熬入味，其中俗稱「口香糖」的鴨腱腸極有咀嚼感，老客人必吃。

沙普羅糕餅小舖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 198-18 號
0953-058099

沙普羅糕餅小舖是由知名三郎餐包第三代所
創 立， 沙 普 羅（SAPULO） 正 是 三 郎 的 日
文發音。老闆曾在多間五星級飯店甜點部工
作，更拜師學習法國藍帶廚藝的正統技術，
店內專門製作各種西式甜點，店內乳酪蛋糕
是超夯的人氣搶購商品。

婁記饅頭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 137-10 號
(07) 532-3525

/ 高雄市鹽埕藝術勞動社區推廣協會

相關活動訊息 http://www.facebook.com/YANCHENGCLUB

因為駁二藝術特區的蓬勃發展，吸引不少年輕的藝術文化工作者在鹽埕區落腳，讓鹽
埕藝術聚落逐漸成形。「埕人俱樂部」便是由一群有心以藝術推動社區營造的年輕人
所創立。埕人俱樂部透過推出各種創作展覽與藝文活動，進入社區長期耕耘，凝聚在
地藝術創作與社區工作的年輕人，也結合地方傳統價值與老店職人的專業，讓鹽埕文
化向下扎根，永續發展。

李二甜甜圈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 213-7 號
0929-125667

非油炸製作，而是現烤的甜甜圈，標榜著用
時間換取低熱量的美味。李二甜甜圈隱藏在
新樂街第一公有市場的巷弄內，可是在地行
家才知道的鹽埕美食，每到下午時段飄來的
麵包香，經過都會讓人忍不住嘴饞起來。

華成糕餅食品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 112 號
(07) 551-2816

華成可說是鹽埕第一家糕餅店，傳統古
早味的中式糕餅、年節喜慶的拜拜貢品
和壽桃等應有盡有。另外華成的包子也
十分超人氣，一上架就被搶購一空，老
店給顧客的就是最真實的人情味和那傳
統的老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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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捌地方生活 3080s Local Style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 226 號 / (07) 521-5938
官網：http://3080s.com

叁捌地方生活透過旅行、導覽、展覽、體驗、出版品等生活提案深耕鹽埕在地文化，
其中「鹽埕，行灶腳」的客製化導覽遊程，以提供高雄鹽埕生活的在地體驗，透過輕
鬆漫步的方式，深入了解鹽埕的人、事、時、地、物。同時，也為不同需求的遊客設
計出「濱線討海人」、「鹽埕醉水手」和「鹽埕煉金師」等不同主題的「港都情人三
部曲」，透過達人帶路及產業 DIY 課程，體驗鹽埕最古老傳統的庶民生活，認識鹽
埕的風華興衰。
20

在地趣味體驗

好呷好買

位在鹽埕公有市場內的婁記饅頭，開業
已經 60 多年了，小小幾坪的空間，賣的
是很傳統的手工饅頭，只有原味、微甜、
黑糖及胚芽四種口味，饅頭口感紮實帶
勁，沉甸甸的重量非常經濟實惠，是許
多鹽埕人從小吃到大的回憶。

埕人俱樂部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高鐵左營站
台鐵高雄
火車站

轉乘高捷至
美麗島站換
橘線

高捷橘線
O2 鹽埕埔站

高雄市公共腳踏車站點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站

歷史博物館旁臨中正四路人行道

高雄電影館站

高雄市鹽埕區下水道展示館前

鹽埕埔站

鹽埕區大勇路鹽埕國小旁 ( 近捷運 O2 鹽埕埔站 1 號出口 )

高雄真愛館站

城市商旅高雄真愛館旁，必信街與大義街口

漁人碼頭站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高雄港務警察局對面

海巡隊站

七賢三路與蓬萊路銜接處

鐵道文化園區站 (1)

臨海新路臨鐵道園區

鐵道文化園區站 (2)

臨海新路臨鐵道園區

可使用記名之一卡通或 VISA、MasterCard、JCB 信用卡，前 30 分鐘免費，
第 31 至 60 分鐘 5 元，第 61 至 90 分鐘，第 91 分鐘後每 30 分鐘 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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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住宿資訊

來鹽埕，最適合租台腳踏車，深入小巷弄中細細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