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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OHSIUNG 高雄

穷游锦囊是由穷游网策划、网友贡献内容的迷你旅行指南，以"最精炼"、"最实用"、"最新鲜"为宗旨，给穷游儿们免费使用。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文中的logo版权属于原公司。

装
订
线

穷游er忠告
★ 在台湾，最好的导航仪就是你的嘴巴。如果迷路了，请放心向你
身边的人询问，一定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 高雄是台湾“绿营”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因此请尽量避免与当地
人谈及与政治相关的话题，以免造成不愉快。

★ 高雄整洁的市容、高素质的市民，很大程度源于政府对违法行为
严苛的惩罚。请遵纪守法，诸如在公共场所吸烟、在公车或捷运中
饮食、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或不按信号灯过马路等行为都可能招致
数千台币的罚款。

★ 高雄街道上很少看到垃圾桶(台湾称之为“le-se-桶”)，想要扔垃
圾，前往街边随处可见的7-11或全家便利店即可。此外便利店还提
供交通卡充值、各类票务预订、出租车叫车和ATM取款等服务。

★ 高雄的物价机制较为成熟，旅游景点出售的商品通常并不比其它
场所贵，且商家没有接受砍价的习惯，请不要习惯性砍价。唯一的
例外是如果你在一家商店看到了大陆旅游团的踪影，请控制住你的
购物欲，否则可能会花费比平时高得多的金额。

★ 高雄的捷运、公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以及车站、码头等都设有博
爱座，如果你不属于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请把博爱座
留给更需要的人。

★ 在大多数景点、捷运站和火车站等均提供免费加盖纪念章服务，
建议准备一本盖章本，记录下旅程中每一个足迹。

★ 台湾地震频发，平均每年会发生1000余次有感地震，所幸其中
绝大多数都没有破坏性。如遇地震，切勿慌张，可模仿当地人行
动，就近掩蔽，防止被坠物砸伤。

作者：Dickan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6月9日

电话区号：00886-7   报警电话：110 火警、急救：119
货币汇率：1人民币元≈4.8新台币(2013年6月)

语言帮助
与台湾其它地区一样，国语(台湾腔普通话)和台语(闽南话的一种)是
高雄的主要语言。尽管高雄当地人之间很多用台语沟通，但几乎所
有的高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旅游行业从业者都会讲流利的国语，
所以在高雄大可不必担心语言障碍。但在高雄乡间，还是有少部分
居民只会讲台语，如果恰好有事问到了一位不会讲国语的路人，表
示感谢后再找一人询问即可。

★ 闽南语日常会话
请 - tshiaN - 请   好食 - hó-chiah - 好吃 
汝好 - nì hè - 你好   敖早 - gáo zhà - 早上好         
多谢 - to sia - 谢谢   失礼 - sit le - 对不起/劳驾
再会 - zai gen - 再见  着 - tioh - 对/是
不是 - m si - 不是   不着 - m tioh - 不对
若其钱 - goa tsoe tsin - 多少钱

我唔知影 - ŋgoa m tsain yan - 我不知道
森卡秀诶 - s̀g  khah  siok - 便宜点

食饱未 - chiah pá bô - 吃饱了没(大多数人见面问候语)

★ 生活用语对比
网吧 - 网咖    当地人 - 在地人  
公交车 - 公车    宾馆 - 饭店
地铁 - 捷运    公安 - 警察
动车 - 高铁(高速铁路)       商场 - 百货公司
自行车 - 脚踏车/单车        大巴- 客运
立交桥 - 交流道   超市 - 超商
垃圾 – le se    坐车/乘车 – 搭车
洗手间 – 化妆(粧)室              服务员 - 服务生
出租车 – 计程车/ taxi /小黄 

我们还有

P9    ⋯⋯ 市内交通
P10  ⋯⋯ 市内交通 景点-市区
P11  ⋯⋯ 景点-市区 左营地图
P12  ⋯⋯ 景点-市区
P13  ⋯⋯ 景点-郊区 路线
P14  ⋯⋯ 路线 旅行日历 
    体验 餐饮
P15  ⋯⋯ 餐饮 住宿
P16  ⋯⋯ 住宿 购物
P17  ⋯⋯ 购物 安全

                   

★ 高雄大部分的旅游景点周一会闭馆、闭园，建议游览的时候避开
周一。如无法避免，可选择前往照常营业的商圈或自然景观游览。

http://guide.qyer.com/taipei/
http://guide.qyer.com/taipei/
http://guide.qyer.com/tainan/
http://guide.qyer.com/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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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实用信息
★ 旅游服务中心 见地图标识 

在高雄主要的交通站和旅游景区均设有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由
义守大学等高校的旅游科系学生义务担任，他们工作热情、认真负
责、全年无休。如果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疑问，例如交通、住
宿、行程规划，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此外，服务中心还提供免费的
地图与旅游宣传资料供取阅。

高雄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 
地址：三民区建国二路318号。
开放时间：10:00-19:00
电话：(07)236-2710

旗津轮渡站旅游服务中心
地址：旗津区海岸二路10号。
开放时间：10:00-19:00
电话：(07)571-7442

高铁左营站旅游服务中心
地址：左营区高铁路105号2号出口处。
开放时间：8:30-20:30
电话：(07)862-9110

爱河旅游服务中心
地址：河东路与民生二路交叉口的鳌灯1楼(国宾饭店斜对面)。
开放时间：13:00-22:00
电话：(07)221-0768

美丽岛旅游服务中心
地址：新兴区中山一路115号(美丽岛捷运站九号出口旁)。
开放时间：11:00-20:00
电话：(07)235-2862

莲池潭旅游服务中心
地址：左营区胜利路110号(龙虎塔旁)。
开放时间：9:00-18:00
电话：(07)588-2497

旗美旅游服务中心
地址：旗山区大同街23号。
开放时间：10:00-17:00
电话：(07)662-5553

田寮月世界泥岩地质生态解说中心
地址：田寮区月球路34号(月球土鸡城旁)。
开放时间：10:00-17:00
电话：(07)636-7036

★ Tips：青年旅游卡
台湾当局为鼓励青年到台湾旅行，特针对全球15至30岁之青年，发
行青年旅游卡，凡持旅游卡即可享有景点门票、交通、住宿、美食
及购物等多项优惠，包括购买学生版TR-PASS台铁通票。出示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在各大机场、观光局旅游服务中心等填写青年旅游
卡申请表即可免费申办。
tour.youthtravel.tw

      城市速写
高雄，这座台湾著名组合五月天代言的美丽城市，充满浪漫气息的
爱河穿城而过，奔流入海，也连接起了高雄大多数景点：海滨胜地
旗津、山海合一的寿山、繁忙的高雄港、另类的驳二艺术特区等。
在远离爱河的区域，同样不缺好玩的地方，例如各种博物馆、美丽
的美浓小镇等等。虽然高雄既不是台湾最大的都市，也不是游客最
爱光顾的城市，然而高雄风景秀丽，物价也相对低廉，让你也许只
花费一半的价钱便可以获得接近台北的享受。

现在的高雄市由旧高雄市和高雄县合并而成，拥有多达38个行政
区，而主要旅游景点依然集中在原先高雄市的11个区中，大多数景
点搭乘捷运便可轻松到达。不过城市合并的坏处便是各个区的路名经
常重复，例如“大仁路”在高雄至少6个区中均有出现，因此要注
意，无论是网络搜索还是按图索骥，请先确定路名所在区，才不会跑
错路。

★ 历史
高雄的历史，从“高雄”这个好听的名字的由来便可一探究竟。在
古代，高雄原住民曾把门前用于防御海盗的刺竹林称作“ta-
kau”，闽南汉人登陆台湾后，听到如此发音，便将这里称作“打
狗”，这也是高雄的古称。现在的“打狗英国领事馆”等地点仍然
遗留着当年的名称。而19世纪末日本殖民者来到后，又将“ta-
kau”音译为日文汉字“高雄”，这才有了现在的名字。

★ 消费指数
在高雄吃一餐所需费用在50元新台币(7-11便当)至450元新台币(豪
华自助餐)之间；坐一趟捷运约20-40元新台币；出租车起步价为85
元新台币；一间设施齐全的酒店标准间价格在每晚600-2000元新
台币之间。

★ 推荐书籍
《笠山农场》，钟理和著。钟理和是高雄最著名的作家，而《笠山
农场》的主要内容，便是描写高雄郊外山区客家农民在光复初期的
生活，通过这部文学作品可以了解很少有游客光顾的高雄山区。

当地人的生活
虽说是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的生活节奏却比台北要慢得多，与大
陆一线城市更不可同日而语。城区只有100多万人口的高雄，在大
陆只能算是中小城市。高雄就连捷运都只有三节车厢，即便如此，
大多数时候你仍然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个座位。如果说捷运还能便捷
地搭乘，与台北或者大陆区别不大，那半小时一班高雄的公车可就
要考验你的耐力了。公车可能一天只有两班都是常事，所幸虽然班
次少，时间却算准点。

与慢吞吞的生活节奏相对应的，是高雄人结婚速度之“慢”。在高
雄，年过而立的钻石王老五比比皆是，他们中有人还在留恋恋爱的
甜蜜而不舍得进入婚姻的围城，更有人干脆快乐地一直做单身贵
族。在高雄，不妨让自己的步调也跟随这座城市一起慢下来，慢慢
地，欣赏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瞬间。

http://tour.youthtravel.tw
http://tour.youthtravel.tw


P5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 地图
          除了在各个旅游服务中心可以取阅免费地图外，在捷运站或
入住的饭店大都可以免费索取到高雄旅游地图。

★ 电话
大陆的三家运营商的手机开通国际漫游服务后均可以在台湾漫游使
用。其中中国电信的手机在台湾使用亚太电信CDMA网络拨打台湾电
话仅需人民币0.49元/分，打回大陆或接听电话0.99元/分，发送短信
回大陆则是0.29元/条，甚至比使用台湾当地手机预付卡还要便宜。

如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或桃园国际机场到达/离开台湾，还可于出发
7天前在tour.youthtravel.tw申请借“宝贝机”，分为2G(含手机)
与3G(不含手机，需自备WCDMA手机)两种。3G版宝贝机可在预存
足够话费后拨打539，选择开通1/3/7日内无限3G上网套餐，价格
分别为新台币100/250/450元新台币。使用无限上网套餐配合
Skype或SIP网络电话拨打大陆，是最便宜的方式。

如未申请宝贝机，也可在机场等地的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
电信和威宝电信柜台申办预付费门号或3G上网SIM卡，以上4家运
营商均对应移动联通GSM/WCDMA手机。如果持用中国电信
CDMA单模手机，只可购买亚太电信行动预付卡使用。 

★ 网络
可在各个旅游服务中心索取免费账号(或者使用台湾手机号直接免费
申请)，之后便可在车站、商圈等地免费使用i-Taiwan无线网络。此
外，在遍布街头的7-11便利店，你还可使用新浪微博账号免费登录
其提供的7-wifi无线网络，首次免费48小时，之后每天3次，每次半
小时，足够刷穷游网、刷微博使用了。

★ 货币帮助
台湾的货币为新台币(NT$、NTD)，基本单位为元。汇率约为1人民
币元≈4.8新台币。常见纸钞有1000元、500元、100元，常见硬
币则有50元、10元、5元、1元。

兑换
高雄几乎所有ATM机和商户POS机均支持银联卡台币取现或消费。
各大银行也都可以进行新台币兑换，但需要收取每笔30元新台币左
右的手续费。如在大陆需要兑换台币请携带身份证与台湾通行证前
往中国银行。

银联
银联卡在台湾刷卡消费免手续费，但大多数的银联卡在台湾取现均
需收取昂贵的手续费。不少外资银行(如渣打银行)或地区性小银行
(如网点覆盖山东省和南京、成都等地的恒丰银行)推出了全球银联
ATM取款免手续费的借记卡，不妨在你的城市寻找一下。此外，如
果使用银联与Visa或MasterCard的联名卡消费，记得要求店员使
用银联通道，可省下一笔货币转换费。

高雄梦时代等购物中心还经常与银联举行合作活动，使用银联卡刷
卡消费购物可获得优惠或礼品赠送，详情请咨询店员。
银联台湾24小时服务电话：00801-863-287

紧急取现
如果你的信用卡连同现金一起丢失，可以使用紧急取现服务获得应
急现金。如果是Visa或Mastercard信用卡，可就近前往各大银行咨
询办理。如果是单银联卡，则需前往台新银行办理。

台新银行高雄苓雅分行
地址：前镇区中山二路260号。
到达方式：红线R8三多商圈站3号出口。
电话：(07)537-5537

刷卡
刷卡服务普及程度与大陆大中城市类似。所有大型商场，大多数街
边店面与宾馆、餐厅均提供银联、Visa、Mastercard刷卡服务。不
过对于夜市或民宿这样的地方，还是多准备一些现金为妙。

★ 邮局 见地图B标识 
台湾的邮局(“中华邮政”)网点很多，同样以绿色为识别色。邮筒除
分散在街头外，机场、火车站也有，分为红色(航空、限时)与绿色
(平邮)。如向大陆邮寄明信片，贴6元新台币邮票，投入红色信筒(如
无红色信筒则投入绿色的)，平信为9元新台币。

美丽岛邮局
地址：新兴区中正三路177号(捷运红线R10美丽岛站)。
电话：(07)221-2591

西子湾邮局
地址：鼓山区临海二路17号(捷运橘线O1西子湾站)。
电话：(07)551-6044

旗津邮局
地址：码头上岸沿大关路直行约100米至通山路口处(中洲三路817号)。
电话：(07)571-7832

苓雅邮局
地址：苓雅区成功一路134号(捷运红线R8三多商圈站)。
电话：(07)333-0818

★ 厕所/化妆室
高雄的厕所普遍干净整洁，且没有收费的习惯。麦当劳等快餐店、
室内外旅游景点、大型商场或捷运站均设有免费化妆室。此外，也
可大方地前往街边可能拥有厕所的店铺寻求帮助。

http://tour.youthtravel.tw
http://tour.youthtravel.tw


P6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城际交通
★ 机场 见地图A标识 
✈ 高雄小港国际机场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KHH
高雄机场位于高雄市区东南部，是台湾两大国际机场之一，也是除
桃园机场外两岸直航最容易到达的机场。台湾境内有往来台北松
山、花莲、金门、澎湖马公等城市的航班。台湾境外有往来大陆各
大城市、香港、新加坡、曼谷、东京、大阪、首尔、仁川等城市的
航班。

机场设施完备，在规模不大的航站楼内提供了旅游服务中心、ATM
取款机、免费无线上网、便利店、平价快餐等各种服务。需要注意
的是，台湾境内航班与境外航班(包括大陆)分属不同航站楼，经由步
道穿行约需5分钟。

台湾境内机票购买(均支持支持银联卡、Visa卡等银行卡在线付款)
易飞网：www.ezfly.com
易游网：www.eztravel.com.tw

到达与离开机场的方式：
捷运：红线R4高雄国际机场站可直达市区，车程约15-20分钟，票
价最便宜，速度最快，最为推荐。

大巴：往返高雄与垦丁的大巴车经停高雄机场，约10分钟一班，车
程约30分钟，无论价格或速度均不如搭乘捷运。

出租车：机场来往市区约需200-300元新台币，没有不打表的情
形，适合目的地不在捷运沿线的朋友。

★ 火车 见地图标识 
高雄拥有着发达的铁路运输系统，市内拥有高雄火车站和高铁左营
站两座主要火车站，开行前往台湾各地台铁(台湾铁路)和高铁(台湾
高速铁路)。建议在手机下载“台铁时刻表”APP，方便查询时刻。
此外，也可在7-11便利店订购台铁、高铁车票。高铁车票提前订购
还可享受打折“早鸟票”。

此外，高雄还有八座火车站位于近郊或远郊。相比起其承担的长途
运输功能，更重要的功能是通勤。虽然这些车站大都有捷运连通，
但由于台铁区间车密集，速度又远快于捷运，所以这里是往返高雄
市中心的最佳交通方式，尤其是在持有TR-PASS的情况下还可以免
费乘车。

台铁时刻查询：twtraffic.tra.gov.tw/twrail(需翻墙)
高铁时刻查询及订票：www.thsrc.com.tw

★ Tips：TP-PASS台铁学生通票
持有大陆护照或台湾通行证以及青年旅游卡的游客(不一定是学生)，
可在台铁各车站购买国际学生版TR - P A S S通票，售价为
599/799/1098元新台币，持卡人分别可在5/7/10天内无限次搭
乘台铁除自强号、太鲁阁号、普悠玛号、观光邮轮列车外所有列
车，但无指定座位。如是环岛行程，相较于直接购票，可以划算不
少。台铁同时提供非学生版通票，然而价格高昂，不如直接购买单
程票。

高雄火车站
高雄火车站位于高雄市中心北部，是台铁在高雄的主要火车站，也
是全台湾第二大交通枢纽，这里每日不间断开行前往台湾各地的列
车，向北主要通往台中、台北，向东则通往台东、花莲，这里也提
供行李寄存和托运服务。
停靠车种：途径高雄的所有台铁列车。
地址：(前站，南广场)三民区港西里建国二路318号；(后站，北广
场)三民区九如二路347号。
到达方式：捷运红线R11高雄车站站；高雄客运高雄车站。
电话：(07)237-1507

高铁左营站
台铁“新左营站”，位于市区北部的左营区，是台湾高铁的南部终
点，同时台铁新左营站和高雄捷运左营高铁站同样汇集于此，再加
上被称为“铁马”公共自行车租赁站，这里是台湾第一个四铁换乘
车站。从这里乘坐高铁前往台北只需一个半小时，比起台铁自强号4
小时或莒光号的7小时节省了大量时间，适合赶时间的朋友，而高铁
票价也比相对昂贵的台铁贵不了太多(除非使用TR-PASS长距离乘坐
台铁，会便宜很多)。
停靠车种：高铁所有列车，台铁所有区间车、莒光号(含观光列车)、
少部分自强号。
地址：左营区福山里高铁路105号。
到达方式：捷运红线R16左营高铁站。
高铁电话：(07)960-5000 
台铁电话：(07)588-7825

台铁左营站
这座车站距离高铁左营站不远，是高铁开通前左营区的主要车站，
如今它的地位已被新左营站取代。由于没有捷运接驳交通也不便，
不建议在这里乘车。
停靠车种：台铁所有区间车。
地址：左营区埤东里胜利路1号。
到达方式：捷运红线R14巨蛋站换乘301号公车至左营火车站。

凤山站
位于市区东部凤山区，是高雄市区东部的主要火车站。
停靠车种：台铁所有区间车、莒光号(观光列车除外)。
地址：凤山区曹公里曹公路70号。
到达方式：捷运橘线O12凤山站出站后沿中华街步行约10分钟。
电话：(07)746-0423

楠梓站
位于高雄北部卫星城楠梓区。
停靠车种：台铁所有区间车，大部分莒光号。
地址：楠梓区建楠路229号。
到达方式：捷运红线R21都会公园站2号出口。
电话：(07)351-0175

桥头站
位于高雄北部卫星城的桥头区。从该站出站可以直接前往桥头糖厂
参观。
停靠车种：台铁所有区间车。
地址：桥头区站前街14号。
到达方式：捷运红线R23桥头火车站2号出口。
电话：(07)611-5424

http://www.ezfly.com
http://www.ezfly.com
http://www.eztravel.com.tw
http://www.eztravel.com.tw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http://www.thsrc.com.tw
http://www.thsrc.com.tw


P7  让我们在旅途中心怀尊重：让喜马拉雅山去改变你，而不要去改变喜马拉雅山。

         冈山站
         位于高雄北部卫星城冈山区。
停靠车种：台铁所有区间车、莒光号(观光列车除外)、少部分自强号。
地址：冈山区冈燕路111号。
到达方式：捷运红线R24南冈山站2号出口向北约1公里。
电话：(07)621-2074

路竹站
位于路竹区，北邻台南，是高雄最北端的火车站。距离这里最近的
景点是出站向南约1千米，位于纵贯公路上的高雄市自然史教育馆
(高苑科技大学内)。
停靠车种：台铁所有区间车，少部分莒光号。
地址：路竹区竹南里中正路288号。
到达方式：距离火车站约500米，纵贯公路南路竹(路竹区公所)车
站，停靠高雄客运公车8039、8041、8046，红71A/B、红73。
电话：(07)607-2723

后庄站
位于东部卫星城大寮区。
停靠车种：台铁所有区间车。
地址：大寮区后庄里民庆街9号。
到达方式：在车站南侧约400米，凤屏一路后庄车站，停靠高雄客
运公车8010、8011、8048。 
电话：(07)702-0149

九曲堂站
位于高雄东部大树区，东临屏东县，是高雄最东火车站。从这里打
车可以前往佛光山游览。
停靠车种：台铁所有区间车、莒光号(观光列车除外)、大多数复兴
号、部分自强号。
地址：大树区久堂里铁路巷15号。
到达方式：大树区假日观光公车于假日停靠车站前。
电话：(07)651-2020

★ 长途汽车 见地图标识 
高雄拥有多个客运转运中心，大多位于火车站附近，开行前往台湾
各地和高雄各郊区的长途汽车。长途汽车采用类似公车的站站停运
营模式，因此在其线路沿线也设有站牌，不一定要前往转运中心乘
车。部分长途汽车接受悠游卡、台湾通或高雄捷运卡刷卡付费，上
下车均需刷卡。如选择现金付费，请保留好车票，下车时需要交
回，否则需要补票。
高雄车站转运中心(信息同高雄车站)。
左营高铁站转运中心(信息同左营高铁站)。

高雄客运高雄站
地址：高雄市南华路245号。
营业时间：6:00-22:00
电话：(07)237-1230
www.ksbus.com.tw

国光客运高雄站
地址：高雄市三民区建国二路306号。
电话：0800-010-138
www.kingbus.com.tw

屏东客运垦丁快线
电话：(07)889-1464
www.ptbus.com.tw

★ Tips： 高雄-垦丁长途汽车
高雄乘坐长途汽车最大的需求莫过于前往垦丁了。由左营高铁站开出
的屏东客运垦丁快线速度最快，9:00至19:00每半小时一班，2小时
可到垦丁，票价418元新台币(往返特价650元新台币)，持电子票卡
乘车可85折优惠。而同样自左营高铁站开出，途径高雄火车站和高
雄市区的国光客运88快速车，到达垦丁约150分钟，票价314元新
台币。其实如果可以，建议直接先乘火车至距离垦丁最近的枋寮站，
再在站前搭乘途经的垦丁快线班车，价格最便宜，速度也最快。

★ 轮船 见地图B标识 
高雄港客运码头
高雄港定期开行往返澎湖马公港的台华轮，行程约6小时，通常为白
天开行，但每周五晚为夜间开行，船上有卧铺，可省下一晚住宿费
用，是高雄与澎湖间最经济划算的交通方式。此外，还不定期有国
际邮轮停靠。

台华轮
船期：每周一至周五其中三天早8点半或9点发船，下午4点到马公
港；周五晚11点加开一班夜航，周六早6点到马公港。
具体船期查询：www.tnc-kao.com.tw/Shipdate_1.aspx
高雄至马公票价：特等舱1700元新台币，头等舱1300元新台币，
卧铺舱980元新台币，坐卧舱及座舱860元新台币。往返票9折。
65周岁以上老人或3至12岁儿童半价，3岁以下儿童仅收取100元
新台币保险费。

高雄售票处及乘船地址：鼓山区捷兴一街5号。
到达方式：捷运橘线O1西子湾站1号出口步行至新滨码头或乘坐从
高雄火车站西侧公车总站开出的248号公车至新滨码头站下车再步
行约200米。
电话：(07)561-5313转9
www.tnc-kao.com.tw

高雄港邮轮码头/渔人码头
地址：鼓山区蓬莱路17号(七贤三路底-2号码头)。
到达方式：捷运橘线O1西子湾站1号出口步行至渔人码头或乘坐从
高雄火车站西侧公车总站开出的248号公车至新滨码头站下车再步
行约300米。
电话：(07)521-5559
www.dakawei.com.tw

http://www.ksbus.com.tw
http://www.dakawei.com.tw
http://www.ksbus.com.tw
http://www.ksbus.com.tw
http://www.kingbus.com.tw
http://www.kingbus.com.tw
http://www.ptbus.com.tw
http://www.ptbus.com.tw
http://www.tnc-kao.com.tw/Shipdate_1.aspx
http://www.tnc-kao.com.tw/Shipdate_1.aspx
http://www.tnc-kao.com.tw
http://www.tnc-kao.com.tw
http://www.dakawei.com.tw
http://www.dakawe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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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内交通
高雄拥有的两条捷运线路串联起市区大多数景点，方便快捷；在无
捷运到达的区域多有公车到达，但班次间隔较长；搭乘计程车最为
方便，但收费并不便宜；新近设立的公共自行车租赁是捷运的最佳
补充。要注意的是高雄所有公车与捷运(包括车站收费区)均禁止饮
食、吸烟、乱丢垃圾、从事商业交易活动，违者会被处以极高的罚
款，请遵守规定。

★ 高雄捷运一卡通 
普通版高雄捷运一卡通售价200元新台币，内含100元新台币储
金，不可退卡。此外高雄捷运一卡通还推出一日卡(售价200元新台
币，含70元新台币押金)、二日卡(售价230元新台币，不可退卡)，
分别可以在出售当日和次日无限次乘坐高雄捷运；以及一日畅游卡
(售价200元新台币，不可退卡)，可在出售当日无限次乘坐高雄捷
运、公车与非观光轮渡。

由于高雄捷运、公车收费并不算高，日卡显得并不实惠。而高雄捷
运一卡通仅仅可以乘坐捷运85折优惠，相对于100元新台币购卡成
本也并不划算。如果不在高雄停留一周以上或是卡片收藏爱好者，
不是很建议购买这几种卡。

★ 地铁/捷运
高雄虽只有两条捷运线路，却可以通达高雄
大多数旅游景点和商圈。捷运拥有十分密集
的发车频率，非常适合旅行者搭乘。除了
在“景点”一节提到的美丽岛捷运站外，还有
很多捷运站拥有值得一看的公共艺术，如高雄国际机场站“凝聚的
绿宝石”，世运站“空中的雨林”，桥头糖厂站“糖的土地&蝴蝶的
故乡”，桥头火车站“天工开物”，中央公园站(“全球最美的15座
地铁站”评选第四名)。

收费：5公里内20元新台币，17公里以内每增加2公里加收5元新台
币，20公里以上执行最高票价60元新台币。使用高雄捷运一卡通可
享受85折优惠。
www.krtco.com.tw

★ Tips：夜间妇女候车区
高雄所有捷运车站和火车站站台都设有“夜间妇女候车区”，女生
夜间候车时可多加利用。 

★ 公交车
高雄拥有近百条公交线路，遍及市区大多数地方。可惜大多行车间
隔在半小时以上，随到随走基本没可能。但每辆公车都配备GPS，
在手机下载“i-Bus高雄公车”APP，可实时知道市内任意一部公车
位置。算准时间再去搭乘，才不会耽误宝贵时间。另外，与大陆全
部上车收费不同，高雄有些公交车属于下车时收费，在车厢醒目处
会有提示，下车时不要忘了交费哦。

收费：按段收费，每段12元新台币，身高115厘米或6岁以下儿童
免费。大多市内公车只有一段。部分班次可使用高雄捷运一卡通、
台湾通、悠游卡、E通卡。

手机查询公车动态：122.146.229.210/bus/pda/
电话查询公车动态：(07)749-7100输入线路代码
www.khbus.gov.tw

★ 旅游公车
高雄市府文化局为方便游客游览，开行了旅游公车，票价均为50元
新台币一日畅游，中途可无限次上下车自行游览。

哈玛星文化公车(高雄城区)
运营时间：每周二至周五10:00-17:00，每小时一班；周末
10:00-18:00每半小时一班，周一休息。
路线：打狗铁道故事馆(捷运橘线O1西子湾站二号出口)-武德殿-打狗
英国领事馆官邸-代天宫-香蕉棚-驳二艺术特区-历史博物馆/电影馆-
旧三和银行-原爱国妇人会馆-真爱码头-玫瑰圣母堂-高雄州水产试验
场-打狗铁道故事馆。

旧城假日文化公车
运营时间：周末和法定假日10:00-18:00每半小时一班。
路线：左营高铁站(捷运红线R16左营高铁站)-洲仔湿地公园-眷村文
化馆-旧城东门-旧城南门-旧城北门-崇圣祠-孔庙-左营高铁站。

凤山假日文化公车
运营时间：周末和法定假日10:00-18:00每半小时一班。
路线：大东文化艺术中心(捷运橘线O13大东站)-凤仪书院/凤山基督
长老会-凤山火车站-平成炮台/曹公庙/曹公圳-澄澜炮台-兵仔市-凤山
龙山寺/训风炮台/东便门-大东文化艺术中心。

大树区观光公车
运营时间：周末和法定假日9:00-18:00每20分钟一班。持票可免费
转乘橘7路。
路线：大东文化艺术中心(捷运橘线O13大东站)-九曲堂火车站-旧铁
桥湿地园区(三和瓦窑)-竹寮山观光酒厂-高屏溪拦河堰-姑山仓库产业
文化休闲园区-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佛光山-桑椹休闲农园-凤荔文化
馆-姑山仓库产业文化休闲园 区-凤山寺(街内商圈)-龙目井(红豆咖
啡、爱上布诺阁)-坪顶给水厂-水寮公园(雅植欧洲香草园)-九曲堂火
车站-大东文化艺术中心。

大树区观光导览公车
运营时间：每周、六日及国定假日每日二班，早上8:30和下午
14:00各一班，随车提供导览服务，前请提前查询网站购票。
路线：起程-大东捷运站(大东文化艺术中心)-九曲堂火车站-曹公圳-
旧铁桥湿地园区(三和瓦窑)-竹寮山观光酒厂-佛陀纪念馆-姑山仓库产
业文化休闲园区-庄家古厝-龙目井-九曲堂火车站-大东捷运站。
票价：每人150元新台币(景点停车等人，专人导览，类似旅游大巴)。
报名方式：网络报名购票(每星期三截止报名)。
报名网站：www.dashu.gov.tw/bus/index.htm(需翻墙)

http://www.dashu.gov.tw/bus/index.htm
http://www.krtco.com.tw
http://www.krtco.com.tw
http://122.146.229.210/bus/pda/Default.aspx
http://122.146.229.210/bus/pda/Default.aspx
http://www.khbus.gov.tw
http://www.khbus.gov.tw
http://www.dashu.gov.tw/bus/index.htm
http://www.dashu.gov.tw/bus/index.htm


P10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 出租车
        高雄出租车(计程车)并不便宜，起步价85元新台币/1.5公里，
之后每250米加收5元新台币；低速行车每3分钟加收5元新台币。
夜间23:00-次日6:00收费增加20%。
警察局免费叫车电话：0800-001-006
台湾大车队叫车电话：55568-9或405-88888
7-11便利店叫车：请店员免费帮你叫车，店内监控探头会自动记下
计程车牌号，保障安全。

★ Tips：乘坐出租车如何保障安全
高雄出租车较为安全，很少发生乘客被劫持等案件。如在夜晚或偏
僻处乘车仍担心安全，或是怕随身物品遗忘在车上，除前文提到采
用叫车服务记录车牌号外，还可使用中华电信手机拨打850+车牌号
中的数字部分(如牌号TP-3580，则拨打8503580)并挂机，轨迹便
会自动被记录，直到关机为止。

★ 公共自行车
为倡导民众环保出行，高雄在市区捷运沿线与各大旅游景点设置了
近百个24小时公共自行车租赁点。使用高雄捷运一卡通(需先到捷运
站服务点登录身份信息)或Visa、Mastercard信用卡可免费借用一
小时，之后每半小时收费10元新台币/20元新台币(分别对应一卡通
与信用卡)。一卡通每次仅限借车一辆，信用卡最多可同时借车4
辆。借车后可在任意借车点归还，非常适合捷运接驳景点。
www.c-bike.com.tw(可查询每个借车点存车情况)
24小时免费客服电话：0800-255995

★ Tips：车辆丢失后的处理方法
借车请注意看管，如遇盗窃请及时拨打110报警并电话通知客服人
员。若三个月后仍未寻获，则需按车辆新旧进行赔偿。

★ 租车
高雄租车点很多，均需要台湾驾照或国际驾照。由于我国尚未加入
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使用中国大陆驾照办理的任何“国际驾
照”均为假冒。尽管部分租车行认可这种“国际驾照”，但一旦发
生交通事故，会被警察直接当做无证驾驶而遭到重罚。因此，强烈
建议大陆游客不要在台湾租车。如需交通工具代步，推荐租赁未挂
牌的电动车，驾驶无需驾照，可乘2人。一次充电可行驶30-60公
里，足够一天的游玩。

景点-市区
★ 打狗英国领事馆官邸 见地图B标识 
这座始建于1865年的建筑是英国人在台湾修建的第一座洋楼，极具
英式建筑风格。清朝时曾长期作为英国驻打狗(高雄旧称)领事馆使
用。在这里可以俯瞰西子湾海景，也可以在馆内附设的餐厅中用
餐、品茶。

地址：鼓山区莲海路20号，中山大学大门口右侧山顶。
到达方式：捷运橘线O1西子湾站下车，租自行车或者电动车前往，
或搭橘1接驳公车。
开放时间：9:00-21:00(20:30停止售票入园)，每月第三个周一闭馆。
票价：30元新台币。
电话：(07)525-0271

★ 高雄玫瑰圣母堂 见地图B标识 
这座始建于清咸丰年间的教堂是目前台湾最大的主教堂，也是台湾
第一座天主教堂，位列亚洲三大教堂之一。它拥有雄伟的哥特式建
筑与精致的内部装潢，在中式庙宇遍布的台湾，这里是为数不多值
得一看的教堂之一。

地址：前金区五福三路151号。
到达方式：捷运红线R9中央公园站转接驳公车红20。
开放时间：周一、二、三、五、六9 : 0 0 - 1 7 : 0 0，周四
11:00-17:00，周日仅供信众礼拜。

★ 美丽岛捷运站 见地图B标识 
目前高雄捷运唯一的换乘站美丽岛站，以1979年发生在此地的“美
丽岛事件”而得名。美国一家旅游网站曾评选出全世界最美丽的15
座地铁站，美丽岛站高居榜眼。如果你只是在地下二层换换捷运，
肯定发现不了它的特别。一定要特地来到位于站内地下一层的“光
之穹顶”(The Dome of Light)大厅，才会感叹它的壮观。“光之
穹顶”分为水、土、光、火四个区域，分别代表着孕育、成长、创
新与毁灭重生等不同的意义，由四千五百片玻璃组成，是意大利艺
术家水仙大师(Narcissus Quagliata)设计建造的。

美丽岛捷运站壮观的不仅仅是建筑，时不时还会有公共艺术家在此
展示他们的作品。想想无聊的捷运换乘，竟也能忙里偷闲欣赏最新
艺术，是不是很值得游览呢？如果有机会出站，则一定要去看看日
本设计师精心设计的以“祈祷”为主题的出口建筑，同样不会让你
失望。

地址：新兴区中山一路115号B1-B3。
到达方式：捷运红线R10橘线O5美丽岛站。
开放时间：与捷运运营时间相同，5:55-24:00。

★ 爱河 见地图B标识 
爱河是高雄的母亲河，整个高雄市区被浪漫的爱河所贯穿，最热门
的一段位于五福桥至中正路间。而每到夜晚，爱河两岸就成了情侣
幽会或是游客观赏夜景的绝佳场所。除了在河岸漫步，你还可以选
择在真爱码头 见地图B标识 搭乘特制的太阳能驱动游船在爱河中
畅游，既环保又别具特色。此外，你还可以选择搭乘观光交通渡
轮，直达旗津。

乘船地址：高雄国宾饭店河东路对面码头。
到达方式：橘线O4市议会(旧址)站2号出口左转步行约10分钟。

★ 旗津
旗津是位于高雄西面近海处的一座狭长岛屿，是高雄开发最早的城
区之一。这里是观赏海景、品尝海鲜和在海边沙滩嬉戏的绝佳场
所。位于这里的旗津天后宫始建于康熙30年(1691年)，是高雄最古
老的建筑之一。岛的北侧旗后山坐落着旗后灯塔与旗后炮台，是高
雄的著名古迹。除了刚刚提到的真爱码头-旗津渡轮可以到达这里
外，也可在鼓山乘渡轮前往，船程只需10分钟，途中可以远眺到高
雄中山大学美丽的景致。

http://www.c-bike.com.tw
http://www.c-bike.com.tw


P11  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鼓山码头到达方式：橘线O1西子湾站1号出口步行约7-8分钟。
           渡轮票价：新台币15元；12岁以下、65岁以上人士8元新
台币；6岁或115cm以下儿童免费。可使用高雄捷运一卡通、悠游
卡等卡片付费；自行车免费；摩托车、电动车收费20元新台币。

旗津天后宫 见地图B标识 
地址：码头上岸沿庙前路前行约50米海产街旁。
开放时间：6:00-24:00

旗后灯塔 见地图B标识 
地址：码头上岸沿庙前路前行约50米见天后宫后右转沿通山路直行
约300米可见标志。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00-16:00，周一休馆(法定假日除外)。

旗后炮台 见地图B标识 
地址：码头上岸沿庙前路前行约50米见天后宫后右转沿通山路直行
约300米可见标志。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 Tips：租自行车注意事项
在西子湾捷运站旁有不少商户提供出租自行车、电动车服务，价格
与车况各有不同，如有需要，建议货比三家后决定。

★ 高雄中山大学 见地图B标识 
中山大学是台湾为数不多坐落在海边的高等学府。校园里旧式的红
砖建筑与远处湛蓝的海水相映成趣。这里的学生是幸福的，他们甚
至可以选修学校开设的潜水体育课，在校园旁边的海域练习，获得
国际潜水执照。

而每到夕阳西下之时，中山大学校门口的西子湾畔便会聚集了等待
欣赏落日的游人们，“西湾夕照”也成了“高雄八景”之一。校园
里还坐落着蒋介石故居和他生前的座驾，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座
小型美术馆，免费开放。另外，校园食堂对外开放，价格十分实
惠，可以在此体验台湾大学生生活。

地址：盐埕区莲海路。
到达方式：橘线O1西子湾站沿临海二路步行5分钟，穿过西子湾隧
道(仅限行人与自行车通过)即可直达中山大学校园。

★ 渔人码头和香蕉码头 见地图B标识 
渔人码头和香蕉码头，这两座码头原本是河岸边闲置的仓库，现在
则开发成了供游人休憩的亲水平台。渔人码头现为露天餐饮店和
PUB，香蕉码头则是香蕉博物馆(高雄盛产香蕉哦)和餐厅。适合与朋
友在此消磨时光(比如百无聊赖，景点全部歇业的周一)。

地址：盐埕区七贤三路底。
到达方式：橘线O4市议会(旧址)站转乘248号公交车于渔人码头站
下车。
电话：(07)561-2258

★ 寿山公园 见地图B标识 
尽管没有大熊猫“团团圆圆”的噱头，台湾南部最大的动物园寿山
动物园仍然值得一去。寿山曾经是军事禁区，在长期封闭中意外培

育了原始的自然环境，使得寿山成了台湾猕猴的栖息地，游人可以
享受边爬山边看猕猴的景致。而坐落在寿山上的动物园专门为儿童
开辟了“儿童牧场”，使儿童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接近、触摸
和喂食驯养的动物，堪称创新。顺便一提的是，动物园的清洁工作
非常仔细，不会闻到刺鼻的臭味。

地址：鼓山区万寿路350号。
到达方式：橘线O2盐埕埔站下，4出口搭乘56号公交车直达动物园站。
开放时间：动物园周二至周日9:00-17:00(16:30停止售票入园)，
除夕及周一(法定假期除外)闭园。
票价：寿山公园免费，动物园门票40元新台币，6-12岁儿童或学生
可半价，6岁以下或65岁以上人士免费。

★ 左营旧城 见地图C标识 
左营遗址是高雄第一个被指定的遗址，拥有自史前5000年-3400年
前的文化层以及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层。主要景点有洲仔湿地公园 
见地图C标识 、莲池潭寺庙群风景区 见地图C标识 、薛家古

厝、四海一家俱乐部 见地图C标识 、眷村文化馆 见地图C标识 
等。对喜好历史的朋友来说，这里是在高雄怀古的好去处，也是在
高雄烧香拜佛的好去处。此外旧城还汇集了大量地方小吃等待你去
品尝。



P12  放慢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别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到达方式：红线R16左营(高铁)站出站至菜公一路。每周六日
         还有观光公车在此始发，时间为10:00-18:00，每半小时一
班，中途停靠各大景点。一日票50元新台币，可于各站随意上下车
游览。

★ 高雄历史博物馆 见地图B标识 
最快了解一座城市的方法便是前往她的历史博物馆。高雄历史博物
馆在原高雄市政府旧址改建，保留了原始的日本建筑风格。而其中
的展览更是详尽地诉说了高雄的点点滴滴，包括著名的“228事
件”高雄历史场景还原以及针对儿童设置的“高小雄的家-儿童故事
屋”，是初到高雄、了解高雄不可错过的地方。

地址：盐埕区中正四路272号。
到达方式：橘线O2盐埕埔站2号出口往中正四路步行约10分钟。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00-17:00，周一休馆。
电话：(07)531-2560
khm.gov.tw(需翻墙)

★ 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 见地图A标识 
这里是台湾三大科学博物馆之一。北馆为主要展厅，共分7层(含地
下1层)。南馆为教室与演讲厅。馆内采用了多种最新科技手法向民
众展示各种不同门类的科学知识，堪称震撼。常设展览包括了气候
变迁、灾害防治、食品工业、动力与机械、防疫战斗营、电信@台
湾、交通与文明、服装与纺织生物科技、科学开门、科学桂冠、航
空与太空、水资源利用、台湾工业史迹馆等。此外还不定期有特展
举办。科工馆非常大，内容也非常丰富，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逛
完，也非常适合带小孩的游客。

地址：三民区九如一路720号。
到达方式：红线R12后驿站转高捷接驳公车红28线。
开放时间：北馆展览区周二至周日9:00-17:00，周一(法定假日除
外)、除夕、年初一休馆；南馆科普图书馆常年9:00-17:00开放。
票价：常设展览100元新台币，一日内有效，中途出馆需在闸口请
工作人员盖章。持“青年壮游卡”可优惠至50元新台币。特展票价
不定。
收费体验区(每项30元新台币，4项100元新台币)：地震体验屋、风
雨体验屋、乐活节能屋、飞行体验屋、开放式典藏库、潜入血管、
自画像机、Segway、奇幻国光影派对、月球漫步体验、氢燃料动力
小火车、战机飞行体验模拟、角动量及气压。
电话：(07)380-0089
www.nstm.gov.tw

★ 高雄市立美术馆 见地图A标识 
这里是南台湾唯一的公立展览美术馆。常年展出不同艺术家的美术
作品与其它艺术作品。馆外有大片绿地湖泊，在欣赏美术作品的同
时还可以欣赏这里的美景。

地址：高雄市鼓山区美术馆路80号。
到达方式：红线R13凹子底站转环状干线168线。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00-17:00，周一、除夕休馆。
电话：(07)555-2560

★ 高雄市电影馆 见地图B标识 
爱河旁的小型博物馆，坐落在一幢别具特色的现代建筑中。1楼为展
厅与咖啡馆，可以买杯咖啡，静静观赏爱河美景，或是品读馆内收
藏的与电影有关的书籍。2、3楼为放映厅，每日展演电影院中不播
出的文艺电影。每月还会在这里会举办1-2场主题影展，其中10-11
月还在此举办高雄电影节，是电影爱好者不可错过的小资文艺场
所。该馆展区面积较小，若不为观看电影，可在游览高雄历史博物
馆后顺道游览此馆。

地址：盐埕区河西路10号。
到达方式：橘线O2盐埕埔站沿新乐街往爱河河西路步行即可抵达。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3:00-21:30，周一闭馆。
票价：参观免费，观影需购影票。
电话：(07)551-1211

★ 驳二艺术特区 见地图B标识 
似乎世界上每个艺术特区都有着类似的外观——使用旧工厂改造，
破旧、文艺是共同的特色。位于爱河畔的驳二艺术特区也不例外。
这里由一座港口仓库改造而成，包括一段由废弃的港口铁路改造成
的自行车道。特区内常设高雄劳工博物馆见地图B标识 展览，此外
还会定期举办不同的流动展览。特别设计的园区与造型迥异的雕塑
群是拍照的好去处。

地址：盐埕区大勇路。
到达方式：橘线O2盐埕埔站1号出口右转到大勇路底。
开放时间：园区周二至周日10:00-20:00，周一休馆；劳工博物馆
周二至周日10:30-19:00，周一休馆。
电话：(07)521-4899、531-7181(劳工博物馆)

★ 邓丽君纪念文物馆 见地图A标识 
这座位于爱河畔的纪念馆陈列着大量邓丽君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大
到奔驰轿车、卧室客厅陈列复原，小到各种手表，一应俱全，是邓
丽君歌迷缅怀偶像的好去处。

地址：鼓山区河西一路田町仓库3D栋。
到达方式：捷运橘线O4市议会(旧址)站或红线R13凹子底站转乘
168东(西)线公车至河边里站。
开放时间：9:00-17:30，全年无休。
票价：免费。参观需组成10-15人团体，提前2天电话预约。
电话：(07)531-2468

★ 世运会主场馆 见地图A标识 
又名“国家体育场”，也被称为高雄巨蛋(Kaohsiung Arena)。2009
年世界运动会在高雄举办，这是台湾举办过的最高级别体育赛事。这
里是台湾最大规模的体育场，也是世界第一座有开口的开放式体育
场(什么意思？等看到了它奇特的造型后你就知道了)。这座由日本建
筑师设计的体育场，最大的特色是节能与环保，建材全部采用可回
收材料制成，屋顶还装备了8844片，总发电量达一兆瓦的太阳能
板，堪称世界第一。除了举办了2009世界运动会的开闭幕式外，经
常还有演唱会在此举办，五月天就曾在这里举办过跨年演唱会。

http://khm.gov.tw
http://khm.gov.tw
http://www.nstm.gov.tw/index.aspx
http://www.nstm.gov.tw/index.aspx


P13  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景点-郊区
★ 佛光山 见地图A标识 
坐落于高雄东郊大树区的佛光山现今是全台湾最大的佛教庙宇，在
世界各地拥有数十家分院，而几十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座荒山。佛光
山开山宗长星云法师1992创办的法会国际佛光会，现已成为联合国
经社理事会NGO成员。这里信众香客永远络绎不绝，是台湾拜佛的
最佳去处。佛光山附设的佛陀纪念馆，更是拥有总高108米的世界
最高铜坐佛，是一座极具特色的雄伟建筑。

地址：大树区兴田里兴田路153号。
到达方式：高雄火车站附近客运站搭乘前往旗山、美浓、甲仙、六
龟等(有经佛光山路线)皆可，或在假日于大东捷运站搭乘大树区假日
观光公车；或九曲堂火车站打车前往。
开放时间： 8:30-17:30
电话：(07)656-1921转6213(交通)或6211(导览预约)
www.fgs.org.tw

佛陀纪念馆 见地图A标识 
佛陀纪念馆非常大，比中台禅寺还要大得多，请为这里的游览留出
足够时间。另外佛陀纪念馆提供自助素食斋饭，味道上佳，2楼的自
助餐厅阳台是不错的拍照地点。

地址：大树区统领里统领路1号(佛光山北侧)。
到达方式：凤山火车站搭乘大树祈福线公车，一日券50元新台币。
平日10:00-17:00每小时一班；假日9:00-17:30每半小时一班；或
九曲堂火车站打车前往。
开放时间：平日9:00-19:00，假日9:00-20:00
电话：(07)656-3033转4002
www.fgsbmc.org.tw

★ 旗山老街 见地图A标识 
在远离高雄市区的旗山区，有一条还保留着百年前南洋巴洛克建筑
图景的老街——中山路。在这里除了逛街，游览富有历史感的旗山
旧火车站、旗山天后宫，更让人垂涎三尺的则是这里超乎你想象的
当地小吃：充满创意的鑫鱻独家绍兴炒饭，永远大排长龙的香蕉蛋
糕，不输九份芋圆的阿Q冻圆，还有臭豆腐、屏东肉圆、碧莲苏皮浓
汤、枝仔冰城、小上海甜不辣丝、天后宫旁的小笼包、小馒头⋯⋯
让你吃也吃不完！就连邮局对面看似平淡无奇的永和豆浆都有很多
粉丝哟。

地址：旗山区中山路。
到达方式：高雄火车站旁客运站乘坐前往旗山的长途汽车至旗山南
站之后向西北方步行约300米至中山路。

★ 美浓小镇
以浓郁客家文化而闻名的美浓小镇，不仅是台湾十大观光小城(排名
第五)，还是高雄著名的农业休闲旅游目的地。你可以选择在美浓农
场住上一晚，到美浓民俗村感受浓浓的客家文化，再到蝴蝶生态园
近距离观赏蝴蝶生长，饿了就在镇上随意品尝充满客家特色的美浓
板条、美浓猪脚、冬瓜封、高丽菜封、姜丝炒大肠、野莲、福菜、
清冰、蕃茄切盘、花生豆腐、茄苳粉肠、黄金派⋯⋯相信一座小镇
会有这么多独特美食么！

到达方式：可乘火车到高雄火车站下站后，再坐高雄客运车(选到旗
山、美浓班次)，即可到达美浓，客运车站附近有租各种的代步工具。

高雄休闲农场 见地图A标识 
地址：美浓区吉洋里外六寮500号。
火车：屏东火车站出口左转搭屏东客运，搭乘8220屏东里港美浓线
到高雄休闲农场下车。
高铁：高铁左营终点站出口转搭台铁火车(左营新站)到屏东火车站出
口左转搭屏东客运，然后搭乘8220屏东里港美浓线到高雄休闲农场
下车。或者左营高铁站直接接国道10号到终点出口，右转(台三线)
往里港方向至414K台糖加油站，左转(屏东县道10号)到信望爱育幼
院，然后到高雄休闲农场。
房价：平日标准双人间1680元新台币，四人间2100元新台币，六
人间2280元新台币。还有更便宜的通铺和高档贵宾房可供选择。
露营区：自备帐篷，每帐篷收取清洁费500元新台币，过年600元
新台币。
烤肉区：提供全套烤肉器材，每只烤炉收取清洁费100元新台币。
代订烤肉用品1200元新台币/10人份。
电话：(07)683-1115
www.kaohsiungfarm.com.tw

美浓民俗村 见地图A标识 
美浓民俗村保留了传统的客家文化，还有传统的美食和制作油纸伞
等传统工艺的展示。

地址：美浓区中山路二段421巷80号。
开放时间：平日8:30-17:00，假日8:00-18:00，全年无休。
电话：(07)681-7508
www.meinung-folk-village.com.tw

          地址：左营区军校路500号。
           到达方式：红线R17世运站出口直行右转至世运大道后直行约
800米。
电话：(07)582-9000 # 2000

路线
如果想把高雄全部玩遍，一个星期也不够。考虑到大多数朋友在高
雄逗留时间有限，在这里提供了高雄经典一日游线路和主题一日游
线路，好比餐桌上的主食和配菜，大家可以用主食随意搭配配菜，
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高雄旅游线路。

★ 高雄经典一日游 
在街边早餐店用过早餐后，9点来到高雄历史博物馆先了解一下高雄
的历史，随后可顺便游览旁边的高雄电影馆和音乐馆(内容较少)，再
前往驳二艺术特区和高雄劳工博物馆参观拍照，此时已近中午，可
在盐埕埔捷运站附近挑选几家小店品尝盐埕特色美食。下午步行穿
过西子湾隧道和中山大学校园，参观位于鼓山的打狗英国领事馆和
雄镇北门，随后在鼓山轮渡站乘船前往旗津，游览旗津天后宫、旗
后灯塔、旗后炮台，也可在旗津海水浴场玩耍。

http://www.meinung-folk-village.com.tw
http://www.fgs.org.tw
http://www.fgs.org.tw
http://www.fgsbmc.org.tw
http://www.fgsbmc.org.tw
http://www.kaohsiungfarm.com.tw
http://www.kaohsiungfarm.com.tw
http://www.meinung-folk-village.com.tw
http://www.meinung-folk-villag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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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地处台湾岛南部热带地区的高雄，全年都拥有温暖湿润的气候，与
为人熟知的海南三亚类似的是这里同样是绝佳的御寒胜地。在这
里，每天气温与季节关系不大，却与天气密切相关，晴天即热，阴
雨天即凉。每年5-9月是高雄的雨季，受西南季风影响倾泻而至的暴
雨甚至台风尽管可能会一扫旅游的兴致，但在雨后却会带来难得的
凉爽天气。相较于冬春两季阴冷多雨的台湾北部，此时经常艳阳高
照的高雄却显得更加适宜出行，不过不要忘记适当的防晒措施，否
则短短一天的日晒便会严重晒伤皮肤。同时要提醒你的是，无论何
时出游，一把既可遮阳又能挡雨的随身雨伞也是必不可少的。

★ 节日
高雄电影节 10月-11月
每年秋季举办的高雄电影节现已举办12届，是台湾十分有影响力的
电影盛会。除了密集的电影展映外，还有“48小时拍摄”与“电影
短片竞赛”等活动。
地点：高雄电影馆等。
www.kff.tw

高雄春天艺术节 2013年2月-6月
自2010年起举办的高雄春天艺术节是高雄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活动之
一，长达5个月的会期中凝聚了数十场优秀艺术节目，涵盖舞蹈、戏
剧、音乐、美术等各个门类，无论您何时来到高雄，都可以一睹它
的风采。
www.ksaf.com.tw

高雄海洋博览会暨游艇展 2013年8月13日-8月17日
由台湾实际控制的东沙群岛及南沙群岛部分均划归高雄市管辖，因
此高雄成了台湾管辖海洋面积最大的城市，而每年8月举办的海洋博
览会便是高雄最隆重的海洋盛典。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有关东沙、
南沙的系列介绍，还可以登上参展游艇一览风采；而海产品展售和
帆船体验更能让你吃喝玩乐都尽兴！
地点：兴达港情人码头。

高雄内门宋江阵 3月-4月
台湾至今仍保留着丰富多彩的民间传统艺术，高雄内门区宋江阵便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号称全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功夫。在为期一
周的宋江阵活动中，不仅有壮观的宋江阵表演、比赛，还有极具创
意的艺阵嘉年华、美术展、书法展、摄影展供你一饱眼福。

地点：高雄市内门区。
www.who-ha.com.tw

盐埕美食艺文节 10月-11月
吃遍各地美食是旅行者的最大乐趣之一。相较于更多郊区的活动与
美食，位于市中心的盐埕美食艺文节显然更易到达。节庆期间，位
于盐埕区的美食店铺(详见“餐饮”一节)均会推出各种优惠活动，还
会聚集在活动现场摆开临时摊位供游览者大饱口福。
地址：盐埕埔捷运站附近。

体验
★ 游船
高雄的爱河经过治理之后开辟了可以乘坐游船观赏两岸景色的路
线，夕阳西下，华灯初上，爱河两岸的风光十分美丽，也吸引了很
多游客。

太阳能船
航行路线：真爱码头-七贤桥往返。
真爱码头到达方式：公交12、33、50、76、77、214，捷运红线
R9中央公园站1号出口，搭乘红20到真爱码头站下车。
票价：新台币80元；12岁以下、65岁以上人士半票优惠。
开行时间：16:00-23:00

观光交通渡轮
航行路线：真爱码头-旗津轮渡站间。
票价：新台币40元；12岁以下、65岁以上人士半票优惠；6岁或
115厘米以下儿童免费。可使用高雄捷运一卡通、悠游卡等卡片付
费；自行车免费。
开行时间：每40分钟1班。
真爱码头-旗津：13:20-20:00
旗津-真爱码头：13:00-20:20

         晚饭可在旗津吃海鲜，海鲜较贵，可以少吃一些。晚饭后乘 
         坐旗津-真爱码头渡轮，前往真爱码头游览，随后在五福四路
过桥游览玫瑰圣母堂外景，一路沿爱河步行至六合二路六合夜市填
饱肚子，饭后前往附近的美丽岛捷运站参观光之穹顶和其它公共艺
术，并搭捷运返回住处。

★ 高雄市郊主题一日游
在高雄旅游公车线路(见“市内交通”-“旅游公车”)中选择一条(旗
山、凤山、左营、佛光山等)，购买一日乘车券，随后一天时间随车
游览，可选择若干个景点下车游览，然后继续乘坐后续班车游览其
它景点。由于高雄市郊公车匮乏，这是游览市郊景点的最佳路线。
自市郊归来后还可以到梦时代摩天轮观赏高雄夜景。

餐饮
夜市小吃可以算是台湾最独特的饮食文化。来到高雄，一定要拿出
一个或几个晚上品尝不同的夜市小吃。然而高雄的美食却远不只有
夜市而已。虽然只有高雄才有的美食并不多，但是相对低廉的物价
一定会让你大快朵颐。

★ Tips：美食团购
“台湾山寨版”的大众点评：爱评网(www.ipeen.com.tw)提供了台
湾各地美食点评，还提供手机APP和团购服务。此外，还可去
Groupon台湾(www.groupon.com.tw)逛逛。要注意的是，有些团
购在购买结束后才会开放消费，所以，希望得实惠的你，在出发前
就请关注起来了哦。

★ 当地特色

六合观光夜市 见地图B标识 
有句话说，没去过六合夜市，就等于没到过高雄。六合夜市是高雄
最有名气的夜市，也是大陆观光团最爱光顾的夜市，因此当你看到
醒目的简体字招牌，或是从拥挤的人群中传出的北京话、上海话、
四川话、广东话时，请不要疑惑。六合夜市的牛排面以及被台湾各
大政要品尝过还留下墨宝的郑老木瓜牛奶远近闻名。然而正因为游
客的过多打扰，让这里也失去了台湾夜市本该有的味道。

http://www.kff.tw
http://www.kff.tw
http://www.ksaf.com.tw
http://www.ksaf.com.tw
http://www.who-ha.com.tw
http://www.who-ha.com.tw
http://www.ipeen.com.tw/kaohsiung/
http://www.ipeen.com.tw/kaohsiung/
http://www.groupon.com.tw
http://www.groupo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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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特色
野村日式自助碳烤火锅
85块人民币在大陆能吃什么？哈根达斯3个球？在高雄，答案是无
限量哈根达斯+自助碳烤+自助牛奶火锅，原料包括货真价实的澳洲
五花牛肉、新西兰霜降牛肉、大阪雪花牛肉、生鱼片、奶油孔雀贝
以及鲜榨果汁畅饮等等。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记得餐前到官网
下载优惠券并电话订位，即可享受非假日午餐409元新台币(原价
439元新台币)，晚餐429元新台币(原价499元新台币)的优惠。
www.2153339.com.tw

掘江店 见地图B标识 地址：前金区中山二路572号(捷运红线R9
中央公园站)。
电话：(07)281-2000
中华店 见地图B标识 地址：前金区中华三路213号(捷运橘线O3
市议会旧址站)。
电话：(07)215-3339

巨蛋店 见地图A标识 地址：左营区博爱二路362号(捷运红线R14
巨蛋站)。
电话：(07)556-7700

★ Tips：日式炭烤 
事实上野村并不是高雄最便宜的日式碳烤，例如总店位于前金区三
多四路39号的“逐鹿日式碳烤”见地图B标识 ，或是新兴区七贤

一路500号的野馔日式碳烤 见地图B标识 价格甚至要更低些，看
介绍，菜式种类和野村类似，遇到团购甚至会“4人同行999元新台
币”。因作者未曾体验，不敢贸然推荐，欢迎具有探险精神的你去
体验。

穷游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种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穷游是⼀一种聪明的旅行。

         地址：新兴区中山一路与自立二路间的六合二路。
         到达方式：红线R10橘线O5美丽岛站11号出口。
营业时间：17:00-次日1:00。

瑞丰夜市 见地图A标识  
如果说六合夜市早已被观光客占领，瑞丰夜市则是高雄本地人的乐
园。不同于六合夜市的是，这里不仅有各色风味美食，还有物美价廉
的小商品或者套圈、捞金鱼等小游戏，堪称“吃喝玩乐一条龙”。
地址：左营区裕城路和南屏路段
到达方式：红线R14巨蛋站，三民家商出口直走约5分钟
营业时间：每周二、四、五、六、日18:00-次日1:00。

凤山青年夜市 见地图A标识 
在凤山玩了一天，饿了去哪里？当然是青年夜市。推荐美食有冻
圆、蒙古烤肉和香酥炸鸡等。
地址：凤山区博爱路与瑞兴路凤大餐厅旁。
到达方式：橘线O13大东站出站向东沿河边向北直行12分钟。
营业时间：每周四、五、六、日18:30-次日1:00。

旗津海产街 见地图B标识 
到了海边怎能不吃海鲜。旗津的海产一条街是高雄海产店最聚集的
区域之一，附近渔港新鲜捕获的海产会即时在此销售，做法则是地
道的台湾样式，同时也不必担心挨宰的风险。
地址：旗津轮渡站前庙前路两旁。
人均消费：500元新台币左右。

冈山羊肉 见地图A标识 
到冈山，不可错过的是“冈山三宝”：豆瓣酱、蜂蜜和羊肉。本地
土产羊肉配以当归、麻油或是豆瓣酱，爆炒、火锅、拌米粉、炖
汤，一定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每年10月底还会举办“冈山羊肉文
化节”，说不定可以品尝到由直径1米8的巨型火锅涮出的羊肉。
地址：冈山区公园路周边。
到达方式：乘台铁至冈山火车站出站右转沿中山北路5分钟行至大德
一路左转约5分钟。

盐埕美食 见地图B标识 
在捷运盐埕埔站周边聚集了大量美食店铺，超过2、30年的老字号
比比皆是。不仅店铺多，种类也多，堪称高雄美食的浓缩版。以下
是盐埕部分美食店铺名录，从店名便可以看出他们的招牌菜，这些
店铺环境普通却价格亲民，通常100多元新台币就可同时品尝多家
店铺的不同美食，以下列出一些美食店铺供参考。

阿啰哈卤味：大仁路154号。
阿婆冰(婆婆冰)：七贤三路135号、150号。
冬粉王：七贤三路166号。
港园牛肉面 见地图B标识 ：大成街55号。
道口烧鸡：大仁路189号。
妙通素食：大仁路191号。
米糕城：大仁路107号。

老宋牛肉面 见地图B标识 ：五福四路146号。
虱目鱼米粉：大仁路大沟顶内。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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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高雄的房价在台湾绝对算得上物美价廉，与台北动辄2000元新台币
一晚的房价相比，这里低于1000元新台币的住宿比比皆是，且多为
干净整洁、管理完善的正规饭店或酒店式公寓。高雄饭店服务质量
大多较好，大可不必担心。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高雄的公车实
在不多，建议选择高雄捷运沿线的饭店入驻。

常用订房网站(均支持支持银联卡、VISA卡等银行卡在线付款)：
易飞网：www.ezfly.com
易游网：www.eztravel.com.tw
以上两个网站提供预订的一般为传统饭店，民宿或酒店式公寓通常
自行开设网站，建议上网搜索。此外Booking、Agoda、Hotels等
国际订房网站也提供高雄住宿预订，经常会遇到打折促销。
Booking穷游入口：hotel.qyer.com需要注意的是，部分饭店提供
的服务(如机场接送机服务等)与预订网站绑定，使用其它网站订房便
不能提供该项服务，订房前请一定确认好。

★ 住宿区域
高雄市区并不大，选择住宿区域只要选在市区捷运沿线均可。捷运
三多商圈站、美丽岛站、高雄车站站附近集中了高雄大多数廉价住
宿。希望观赏海景的朋友可以选择捷运西子湾站附近或旗津岛(交通
有些不便)的住处。

http://www.2153339.com.tw
http://www.2153339.com.tw
http://www.ezfly.com
http://www.ezfly.com
http://www.eztravel.com.tw
http://www.eztravel.com.tw
http://www.booking.com/index.zh.html
http://www.booking.com/index.zh.html
http://www.agoda.com.cn/
http://www.agoda.com.cn/
http://www.hotels.cn/
http://www.hotels.cn/
http://hotel.qyer.com
http://hotel.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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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住宿分类
          酒店式公寓
高雄许多高层楼房被改造成了酒店式公寓，价格相对传统宾馆更加
低廉，由于大多位于市中心且楼层高、视野好，成为了很多旅游者
的选择。
优点：价格低廉，房间设施条件不输正规宾馆，房间布置各具特色
可任意选择。
缺点：无早餐，前台并非24小时服务(夜间有急需可至大楼底层管理
员处寻求帮助)。

高雄85大楼 见地图B标识 
坐落在高雄三多商圈的85大楼(因地上85层而得名)曾是台湾第一、
世界第7摩天大楼。与美国帝国大厦差不多高的它至今在台湾仍仅次
于闻名的台北101，在全球也可排进前30名。85大楼是高雄的地标
之一，要问在这里的海景套房住上一晚要多少钱？新台币1000块还
有找！这要感谢大楼内竞争激烈的酒店式公寓。每个房间的布置都
不尽相同，想住哪间房？上网随你挑！它可能会成为你住过的最高
大楼，也是住得最便宜的摩天大厦。85大楼旁还有另一幢“高雄摩
天馆”在同一网站提供预订，提供了更便宜的海景房供选择。
订房网站导航：www.5658.com.tw/b02-31.htm
房价：从699元新台币的2人精致小套房到2499元新台币的6人无
敌海景房均有。
地址：前金区自强三路7号。
到达方式：红线R8三多商圈站1号出口。

★ Tips：付款注意事项
这里唯一的不足是大陆游客付款困难，部分仅提供台湾及香港的汇
款账号供选择。如果没有在台湾或香港的朋友，就只能承担高昂的
汇款费了。

传统饭店
传统饭店与大陆星级宾馆各方面均类似。传统饭店通常价格较高，
但各订房网站经常特价提供一些大陆赴台旅行团预定尾房，如能抢
到会显得十分实惠。
优点：24小时服务，通常提供早餐。
缺点：房间布置单一缺乏特色，如无特价房则价格较高。

民宿
丰富的民宿是台湾住宿的一大特色，尽管民宿大多集中在相对不发
达的乡间或小城镇，但高雄依然有不少民宿供选择。
优点：不同民宿具有不同特色，老板经常会提供一些特色服务，也
可跟老板聊天交朋友。
缺点：民宿的住宿价格并不比其它住宿方式低，且硬件条件通常较
为一般。
issuu.com/84212/docs/kaohs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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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作为台湾商业中心之一，高雄拥有着数不清的购物中心，它们集中
在市区几大商圈。台湾尽管没有香港免税港的光环，但因为更少受
到一掷千金的大陆游客打扰，这里大多数商场的物价反而显得更加
平实。

★ 新掘江商圈
这里是整个南台湾最繁华的购物地带，有着媲美台北西门町的美
誉。商圈内商品主要面向年轻群体，主要商场有大统百货五福店、

三商百货等，还有奥斯卡电影院陪你度过休闲时光。
地址：新兴区五福路中山路口。
到达方式：红线R9中央公园站2号出口步行约3分钟。

★ 三多商圈
与热闹的新掘江商圈仅隔一个捷运站的三多商圈同样是在高雄逛街
不可错过之处，在这里你不仅可以一睹曾经的“台湾第一高”85大
楼雄姿，还可以在高雄大远百、新光三越、太平洋Sogo等大型商场
中徜徉。逛累了，就在附近的兴中夜市一定能让你大饱口福。
地址：苓雅区三多路、中山路口。
到达方式：红线R8三多商圈站。
兴中夜市地址：苓雅区文横二路与兴中一路。
兴中夜市营业时间：11:00-23:00。

★ 梦时代商圈与梦时代摩天轮 见地图A标识 
高雄最高的梦时代摩天轮是俯瞰高雄夜景的最佳去处，它坐落在梦
时代百货楼顶。如果想挑战自我，不要错过全轮仅有2个的全透明吊
箱。2人以上乘坐摩天轮还提供优惠制作照片钥匙链一只，仅需10
元新台币。如果既想疯狂采购，又想饱览高雄美景，就选这里啦！
地址：前镇区中华五路789号。
到达方式：红线R6凯旋站1号出口，乘坐每10分钟一班免费接驳车
即可前往。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11:00-22:00，周五11:00-22:30，周六或
法定假日10:30-22:30，周日10:30-22:00。停止营业前15分钟停
止售票。
梦时代摩天轮票价：150元新台币；学生、65岁以上老人等120元
新台币。
电话：(07)973-3888

★ 便利店
街边随处可见的便利店已经成为了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大多数
都是被台湾人亲切称为“SEVEN”的7-ELEVEN便利店和全家便利
店。在便利店中你不仅可以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各种急需的食品与日
用品，还可以花费非常少的价格购买便当、关东煮或是三明治，饱
餐一顿。此外，便利店还提供了免费Wifi上网(7-11可使用新浪微博
账号)、ATM取款、手机充值、交通卡充值或消费、订购火车票、飞
机票、电影票、出租车叫车等“一条龙”服务。来高雄，一定要光
顾几次街边的便利店，你一定会爱上它。

★ 退税
台湾(离岛除外)向商品销售征收5%的消费税。如果大陆或外籍游客
在台湾贴有TRS退税标志的同商店同天内购物满3000元新台币，且
在30天内离开台湾，即可申请退税。目前高雄共有102家贴有TRS
标志的商店，具体商店地址请见以下网址。
trs.nat.gov.tw/BRS/BRS0660S_005 (需翻墙)

退税流程：
1、同日向同一TRS店家购买商品3000元新台币以上，并于30日内
离开台湾；
2、保留商品和发票并向商家索取退税明细申请表；
3、出境当天携带以上物品，连入台许可证，在机场或港口的海关外
籍旅客退税服务台办理；

http://www.5658.com.tw/b02-31.htm
http://www.5658.com.tw/b02-31.htm
http://issuu.com/84212/docs/kaohsiao
http://issuu.com/84212/docs/kaohsiao
https://trs.nat.gov.tw/BRS/BRS0660S_005
https://trs.nat.gov.tw/BRS/BRS0660S_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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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报警电话：110
火警、急救电话：119
手机报警：112

★ 治安
相对于全球很多地区，高雄治安环境十分安全，极少发生盗窃、抢
劫、行凶等案件。然而仍然要提醒游客注意自身防范，尽量不要深
夜一人在偏僻小路行走，同时在人多热闹处注意看管好随身物品。
如果遇到麻烦，可就近寻找警察或路人寻求帮助。

★ 医疗应急 见地图标识 

建议前往台湾前购买适量应急药品如感冒药、腹泻药、防蚊药随身
携带。如在高雄需要买药，除前往药店外，街边常见的屈臣氏同样
以较低价格销售常见药品。

如遇到意外事故或突发急病需要住院，没有保险的大陆游客可能会
面临高额医疗费用。建议出发前购买承保范围可涵盖常见意外事故
和住院医疗的旅行保险。
穷游保险专区：bx.qyer.com

阮综合医院
地址：苓雅区成功一路162号(捷运红线R8三多商圈站)。
电话：(07)335-1121

高雄长庚纪念医院
地址：乌松区大埤路123号。
电话：(07)731-7123

私立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
地址：三民区自由一路100号(捷运红线R12后驿站)。
电话：(07)312-1101

下载穷游锦囊app，阅读锦囊更方便。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4、海关在查核属实后会发给“退税明细核定单”，然后带着
         这个单子向旁边的银行柜台领取退税款；
5、托运行李，离开台湾。

如果在其中19家商店(包括大远百、大统百货、新光三越等大型商
场)购买商品满3000元新台币且不足21000元新台币，可当场申请
退税，具体商店地址请见以下网址。。
trs.nat.gov.tw/BRS/BRS0660S_003 (需翻墙)

当场退税流程：
1、同日向同一TRS店家购买商品3000元新台币以上21000元新台
币以下，并于30日内离开台湾；
2、商家会当场退税。请保留商品、统一发票收执联并向商家索取小
额退税明细核定单；
3、出境当天携带退税物品，发票正本及小额退税明细核定单，连同
入台许可证，到机场或港口的海关外籍旅客退税服务台办理查验；
4、查验完成后即可离开台湾。

★ Tips：去高雄做体检和医疗美容 
台湾的医学水平全亚洲领先，去台湾做体检或医疗美容是很多人的
选择。台湾当局针对大陆居民开设了专门的健检医美赴台通道，在
高雄的定点医院便是以上三家，如有需要可直接拨打以上电话咨询
办理流程。这是没有开放“台湾自由行”城市居民赴台最容易的方
法——几千元花费，可以获得进入台湾许可，并在选择的定点医院
全面体检一次或医疗美容一次。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http://qyer.com/
http://bx.qyer.com
http://bx.qyer.com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qiong-you-jin-nang/id563467866?mt=8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qiong-you-jin-nang/id563467866?mt=8
http://static.qyer.com/upload/mobile/guide.apk
http://static.qyer.com/upload/mobile/guide.apk
http://itunes.apple.com/cn/app/qiong-you-jin-nanghd/id526274198?mt=8
http://itunes.apple.com/cn/app/qiong-you-jin-nanghd/id526274198?mt=8
https://trs.nat.gov.tw/BRS/BRS0660S_003
https://trs.nat.gov.tw/BRS/BRS0660S_003
mailto:cityguide@go2eu.com
mailto:cityguide@go2eu.com
http://qyer.com/
http://qy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