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第廿七屆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高雄住宿景點建議
年會於 7 月 25 日-26 日在高雄展覽館舉辦，學會除精心規劃相關課程提供會員吸
收新知外，另為讓參加會員可以更瞭解高雄當地的文化風情，提供住宿、景點及
小吃等相關資訊供會員參考。
一、 高雄捷運、輕軌路線圖。
二、 高雄住宿飯店建議。
三、 高雄景點行程建議。
四、 高雄夜市美食建議。

一、高雄捷運、輕軌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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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7 月 25 日星期六晚上住宿建議：
高鐵提供優惠專案
飯店名稱

高雄福容大飯店

房型

精緻市景客房
(2 小床)

台北出發
(2 人一室
，每位出發價格)

$3,510

台北出發
(1 人一室
，單人出發價格)

$4,660

飯店至展覽館交通

步行 5 分鐘至真愛
碼頭站搭乘輕軌至
展覽館（車程約 4
分鐘），下車後步
行 4 分鐘即可抵達
步行 7 分鐘至光榮

高雄漢來大飯店

精緻市景客房
(1 大床/2 小
床)

$4,110

$5,860

高雄福華大飯店

豪華客房(1 大
床/2 小床)

$3,885

$5,410

碼頭站搭乘輕軌至
展覽館（車程約 3
分鐘），下車後步
行 4 分鐘即可抵達

建議開車或搭計程
車,車程約 10 分鐘

高鐵各站出發價格不同，請參考以下網址訂購(皆含來回車票及早餐)
備註

https://trip.eztravel.com.tw/domestic/introduction/GRT000001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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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各家飯店提供住宿優惠(不含車票)
飯店名稱
漢來大飯店
連絡人：業務部林秀玲
電話:07-2135788*8310

價格

交通方式

1. 五星漢來市景精緻客房(含 1 1. 捷運：
搭乘紅線至中央公園站 1
客海港餐廳早餐)-$3,812
號出口，再轉搭漢神百貨
元。
接駁車。
2. 五星漢來市景精緻客房(含 2
2. 公車：
客海港餐廳早餐)-$4,274
元。
高雄火車站搭乘 100 號、2
樓層為 26-39F
號至漢神百貨(成功一路)
(1) 贈送迎賓水果及每日礦泉
下站。
水 1-2 瓶。
(2) 客房內可免費下載中或英
文電子報。
(3) 客房內可免費使用寬頻或
無線上網。
(4) 免費停車及使用健身房、
游泳池、三溫暖等設施。
3. 漢來逸居市景精緻客房(含 1
客簡易早餐)-$2,500 元。
4. 漢來逸居市景精緻客房(含 2
客簡易早餐)-$2,800 元。
樓層為 15-19F
(1) 贈送每日礦泉水 1-2 瓶。
(2) 客房內可免費使用寬頻或
無線上網。
(3) 24 小時使用逸享空間。
入住時間下午三點後，退房時
間為中午十二點前

訂房網址：
https://apq.hihotel.asia/zhtw.v3.42.106.123.HILAI0/page/?co=M94B12DEF&sd=2020-0321&d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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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逸飯店‧高雄中山館
連絡人：黃俊維業務經理

1. 舒適客房(無窗)一大床/兩
小床)(含稅含服務費 1 客早

電話：0903180036

餐)-$2,426 元。
2. 和逸客房(有窗)一大床/兩
小-$3003 元(含稅含服務費
1 客早餐)
假日需額外加價$1155 元、早餐
加購每人為$578 元。
(1)免費使用健身房。
(2)全館免費上網。
(3)免費瓶裝礦泉水。
入住時間下午三點後，退房時
間為中午十二點前

水京棧國際酒店
訂房中心( 07)5537001

1. 豪華單床房(11 坪)(含早餐
1-2 份)-$5,000 元。

捷運：
搭乘紅線至巨蛋店下車步行。

2. 豪華雙床房(11 坪)(含早餐
2 份)-$5,000 元。
3. 尊爵親子房(11 坪)(含早餐
3 份)-$6,200 元。
4. 尊爵家庭房(18 坪)(含早餐
4 份)-$10,000 元。
(1) 招待迎賓點心乙份、冰箱

接駁車：
飯店提供往返高雄展覽館接駁
車。

飲料、迎賓飲料與早報乙
份。
(2) 免費使用健身房、游泳
池。
(3) 免費使用寬頻及無線上
網。
(4) 免費停車。
入住時間下午三點後，退房時
間為中午十二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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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搭乘紅線至三多商圈站
下車。

3 月 21 日飯店-展覽館：13：00
3 月 21 日展覽館-飯店：18：00
3 月 22 日飯店-展覽館：08：00
3 月 22 日展覽館-飯店：12：00

高雄中央公園英迪格酒店
連絡人：洪霜捷業務經理

1. 英迪格高級房(10 坪/一大
床)(含 1 客自助式早餐)-

手機：0905228282
電話：07-2721555#503

$3,900+15%、(含 2 客自助
式早餐)$4,400+15%。
2. 英迪格豪華房(12 坪/2 小
床)(含 2 客自助式早餐)$5,000+15%。
(1)免費提供 4 瓶礦泉水。
(2)免費使用寬頻及無線上
網。
(3)免費使用健身房。
(4)免費停車。
(5)客房專用保險箱。

捷運：搭乘紅線至中央公園站
2 號出口。

入住時間下午三點後，退房時
間為中午十二點前
城市商旅(真愛館)
蔡欣宜副理
手機 0989-006-959
電話:02-2552-2181 分機 260

1. 精緻客房-(11 坪/二大床)
(含中西式自助式早餐)$2950。
2. 城市客房-(11 坪/二大床)
(含中西式自助式早餐)$3550。
3. 港景城市客房-(11 坪/二大
床) (含中西式自助式早
餐)-$5450。
(1) 免費二瓶裝礦泉水。
(2) 全館免費高速上網。
入住時間下午三點後，退房時
間為中午十二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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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捷運：
搭乘橘至鹽埕埔站步行
約 10 分鐘。
2. 輕軌：
駁二大義站至高雄展覽
館：4 站/25 分鐘

華園大飯店
蔡惠慈(07)2410123

1. 主題雙人房(一大床/8 坪)

(含早餐 1 客/2 客)$1,800/2000 元
2. 經典雙人房(二小床/8 坪)
(含早餐 2 客)-$2,400 元
3. 豪華雙人房(一大床/12 坪)
(含早餐 1 客) -$2,600 元
4. 豪華尊榮家庭房(二大床/10
坪) (含早餐 4 客) -$4,000
元

1.

捷運：
搭 乘 橘 線 -市 議 會

站，於 1 號出口往前
直走，再於六合路左
轉，直走就可看到華
園飯店，步行 5 分鐘
可到達。
2. 會議期間公司會免費提
供單趟接送至展覽館接駁
車(去程)

逢週六加價 300 元，連續住宿 2 日
以上不加價

(1) 入住當日享迎賓水果（當
(2)
(3)
(4)

(5)

日訂房除外）、早報。
免費使用商務中心、戶外
游泳池、健身房、WIFI。
免費單趟飯店至機場/高鐵
接駁服務須前一日預約。
享免費使用自助洗衣及烘
衣服務，每日乙次。(該優
惠僅提供單人房使用)
如欲住宿加人費用如下:12
歲以上$700 元/人、滿 6
歲未滿 12 歲$400 元/人、
滿 3 歲$200 元/人、2 歲以
下免費。包含早餐、備品

高雄福華飯店

1. 豪華單床房(一大床/10.5 坪)

陳俊成業務副理/07-2307793

(含早餐 1 客)-$2,600 元
2. 豪華雙床房(二小床/10.5 坪)
(含早餐 2 客)-$3,100 元
3. 豪華家庭房(二大床/10.5 坪)
(含早餐 4 客) -$4,600 元
4. 豪華主管房(一大床/10.5 坪)
(含早餐 1 客) -$3,400 元
備註：
附贈迎賓水果(住宿日第一天)
附贈飯店至會議場所交通接駁
(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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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捷運：
搭乘 紅 線 或 橘 線 於 美
麗島站 8 號出口，免費搭
飯店定時接駁車
2.公 車 ： 高 市 公 車 7 2 路
、 82 路 、 36 路 至 七 賢
國小站下車，再步行至
飯店。

晶英國際行館

1. 一人入住(一大床/18 坪)
(享 28F 雲垂樓翌日早餐) -

1. 捷運：
(1) 紅線三多商圈捷運站 2

7200 元
2. 二人入住-(一大床/18 坪)
(享 28F 雲垂樓翌日早餐)
7500 元
備註：
⚫ 於 1F 大廳欣賞 4D 浮空動
力裝置藝術 - 舞動的粒子
⚫ Mini Bar 招待享用
⚫ 強檔電影客房免費收看
⚫ 可預約館內藝術藏品專人
免費導覽服務

號出口，步行 6 分鐘
(2)高雄輕軌至高雄展覽館
站或軟體園區站，步行
10 分鐘。
2. 自行開車：
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經 中
山四路交流道靠右行使前
往市區方向直行約 3.8 公
里後 左轉林森四路即可
抵達晶英國際行館

⚫

16F 海立樓之半露天無邊際
泳池、健身房、蒸氣三溫
暖、烤箱、冷熱水池等休
閒設施無限次使用 ( 可預
約私人健身教練指導 )

連結如下，
一位入住：
https://member.silkshotelgroup.com/SCKH/Package/Details/ed99d42a -5267-42d4bf75-0d756b6c4a35
二位入住：
https://member.silkshotelgroup.com/SCKH/Package/Details/c80f598a -6bf0-46c6811f-d74fd2a3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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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雄景點行程建議
地點

交通方式

美食建議

備註

i-Ride
KAOHSIUNG
(位於高雄展
覽館 700 公
尺附近)

捷運：
R7 獅甲站 4 號出口，出
站後步行左轉復興三路，
直行約 850 公尺至復興四
路，目的地即在右方。
公車：
搭乘 168 環狀東幹線、
168 環狀西幹線、72B(延
駛正勤社區)或紅 16，至

1. 比爾比夫和牛
熟成館。
2. 鯊加碼頭餐
廳。
3. LA ONE 咖啡
輕食。
4. 莫凡彼歐風餐
廳。
5. 22 號碼頭海景

i-Ride飛行劇院擁有擬真
的體感模擬系統與劇場級
的包覆性視聽饗宴，將乘
客座椅推進直徑達20米巨
大球幕中，雙腳懸空隨著
載具擺盪，並搭配多種特
效展演，打造視覺、聽
覺、嗅覺、觸覺與移動等
五感體驗。

輕軌軟體園區站下車，往
軟體園區內(復興四路)步
行約 2 分鐘，目的地即
在右方。

餐廳。
6. 台鋁悅品點心
港式飲茶。

旗津燈塔
旗津海岸公
園
彩虹教堂

捷運：
搭乘橘線往西子灣站下車
後到鼓山渡輪站轉搭渡輪
至旗津。

1. 旗津吉勝海
產。
2. 金聖春海產。
3. 萬二小吃部。

旗津舊名旗後，為一個
狹長形的島，往旗津有
兩種選擇，一是搭乘渡
船，一是驅車穿過過港

旗津老街

公車：
由高雄前鎮站搭乘高雄市
公車紅 9。

4. 海濱海產。
5. 海 忠 寶 活 海
產。
6. 不一樣赤 肉
羹。
7. 旗后蕃茄切
盤。

隧道。旗津老街上，綿
延清一色海產店，價廉
味美的新鮮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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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GkOmVA

西子灣
打狗英國領

捷運：
搭乘橘線往西子灣站下車

1. 西子灣海景餐
廳。

西子灣是高雄市西隅的一
個風景區，位於在柴山西

事館
中山大學

步行。
公車：
高雄市公車(99 路、橘
1A 路)至西子灣站下。

2. 古早味陳家阿
嬤米粉羹。
3. 渡船頭海之
冰。
4. 朝月韓式料
理。

南端山麓下，南面隔海與
旗津島相望，是一個風景
天成的灣澳。最北端傍柴
山是一處由平灘和淺沙所
構成的海水浴場，以及以
夕陽及天然礁石聞名的海
灣。

駁二藝術特
區

捷運：
1. 搭乘橘線鹽埕埔站
（O2 站）1 號出口，
沿大勇路向南步行約
5 分鐘即可到達。
2. 捷運橘線西子灣站
（O1 站）2 號出口，
向東步行約 2 分鐘即

1. 帕莎蒂娜駁二
倉庫餐廳。
2. 駁二．BANANA
音樂館。
3. Wow.F 沃夫餐
廚 駁二店。
4. NOW & THEN

「駁二」一詞源自高雄駁
二倉庫,接駁碼頭第二號倉
庫，「駁」意思是卸載貨
運，「二」是倉庫編號。駁
二倉庫位於高雄港第三船
渠內，建於 1973 年 6 月
12 日，原為一般的港口倉

by nybc 駁二
店。
5. 香蕉碼碩餐
廳。
6. 微熱山丘 高
雄駁二特區門
市
7. 樺達奶茶(鹽
埕總店)

庫。

可到達「駁二蓬萊倉
庫」。
公車：
1. 捷運鹽埕埔站(五福四
路) 建國幹線(88)、
56、五福幹線(50)、
33、11、219、24B
2. 駁二藝術特區站哈瑪
星文化公車、橘 1
（假日限定）。
3. 高雄港站 248、橘 1
（假日限定）、E05 西
城快線
4. 西子灣站 2 號出口
219、99、五福幹線
(50)、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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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河
搭乘愛之
船
城市光廊

捷運：
搭乘紅線至市議會站下
車步行。

1. 高雄國賓大飯
店愛河西餐

愛河，古名硫磺水、打狗
川、高雄川、一號運河，

廳。
小木屋廚房。
傑克兄弟牛排
館。
老王壽司。
東京酒場
(愛 河 店 )
安多尼歐法式
餐廳
鴨肉珍。
米糕城。

是一條位在臺灣高雄市境
內的運河和小型河川，也
是臺灣少數以「河」為名
的河川，源於高雄市仁武
區八卦寮，流經高雄市中
心後於高雄港出海。經長
期改造後，現已成為高雄
市重要旅遊景點，尤其是
河畔的夜景。愛河夜景添
亮點，至今年 3 月 23
日，每晚愛河將會上演

2.
3.
4.
5.
6.
7.
8.

蓮池潭風景
區

9. 郭家肉粽。

光影水舞秀，增添輕鬆
浪漫的河畔氛圍。

捷運：
搭乘紅線至生態園區站
下車步行
公車：
1. 捷運左營站搭紅 51A
至蓮 池 潭 下 車 。

1. 犇。左營蓮池

蓮池潭是高雄市最具

2. 捷運左營站搭紅 51B
至生態園區站下
車。

3.

潭三牛牛肉
麵。
菜市仔嬤 左
營汾陽餛飩。
劉家酸白菜火
鍋創始店。
榮園餡餅粥。
真口味烤鴨
莊。
左營汕頭麵。

傳統色彩的風景區之
一，清時稱為「鳳山
八景」之一。蓮池潭
畔的亭台樓閣、巨大
神像和城牆環繞的
「 舊 城 」， 有 古 蹟 名
勝、古厝、眷村等生
活聚落，還可以在老
街和傳統市集間品嚐
到左營豐富多元的美
食滋味。

2.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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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武營國家
藝術文化中
心

捷運：
橘線「衛武營站
(O10)」下車，自 6 號

1. 鳳 邑 麵 線 。
2. 楊 記 餡 餅

出口，出口前右手邊即
為場館位置。
公車：
搭乘高雄市公車 52 號、
88 號、248 號、50 號、
70 號、53 號等，至「建
軍站」下車，於對面三多
路大門進入。

3.
4.
5.
6.

粥。
跳舞香水衛武
營店。
黃家牛肉麵。
老賈小館庭園
餐廳。
禮物 Marie's
Gift 衛武營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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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武營，曾是戒備森
嚴的軍事重地，如今
搖身一變成為全台灣
最大的藝術中心。成
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
屋頂劇院建築體，亞
洲重要劇場建築之
一，世界頂尖藝術表
演者的首選之地。

四、高雄夜市美食建議
地點

交通方式

備註

六合觀光夜市

捷運：
搭乘紅線至美麗島站下車(出口
11)步行 160 公尺即可到達。
公車：
搭 乘 12、 52、 60、 69、
72、 92、 100 、 218、 248、
301 至 大 港 埔 (中 山 一 路 )
站 下 。 左 轉 步 行 300 公 尺
到達。

六 合 夜 市 興 起 於 195 0 年
代初期，是高雄歷史悠
久、最具代表性的夜
市。海產粥、鹽蒸蝦、
木瓜牛奶、筒仔米糕、
臭豆腐、烏魚腱、海鮮
粥、過魚湯、十全藥燉
排骨、擔仔麵、土魠魚
羹等等小吃。

新堀江商圈

捷運：
搭乘紅線至中央公園站下車(出
口 2)步行 170 公尺即可到達。
公車：
搭乘 12、50(五福幹線)、52、
77、69、72、71、100、218、
25、76 等公車皆可到達。

位於臺灣高雄市新興區五福
二路與中山一路口附近，臨
近大統五福店與城市光廊。
新堀江的名稱是對應鹽埕區
舶來品集散的鹽埕堀江商場
而來。沿街兩側聚集各類精
品、服飾，以及特色小
吃，集年輕、新潮、休
閒、購物、飲食於一身的
新崛江商圈可媲美台北西
門町，商圈內的商品鎖定
年輕客群，提供最佳的休
閒購物環境，現今的新崛
江已成為高雄的流行購物
天堂。

五甲自強夜市

捷運：
搭乘紅線至前鎮高中站下車(出
口 2)步行 900 公尺即可到達。

自強夜市位於鳳山區五
甲與前鎮區交界處，蒸
汽氤氳的白胖蒸餃、古
早味鴨肉飯、香滑軟嫩
的豬腳、肉圓，每一道
都挑動著食欲，飯後甜
品也從傳統青草茶到創
意飲料點心應有盡有。
自強夜市的營業時間從
中午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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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豐夜市

苓雅自強夜市

光華夜市

捷運：
搭乘紅線至巨蛋站下車(R14)步

位於左營裕誠路、南屏
路段附近的瑞豐夜市已

行 400 公尺即可到達。
公車：
搭 乘 公 車 3 、 16、 91 以
及 紅 36 號 公 車 ， 在 三 民 家
商站下車，沿著裕誠路往
西前進即可到達。

有二十多年的歷史，臨
近大巨蛋商圈及學校，
交通方便加上吃喝玩樂
多元化的選擇，深受高
雄在地人的喜愛。

捷運：
搭乘紅線至三多商圈下車(出口
7)或中央公園站台(出口 2)步行
約 900 公尺即可到達。

位於興中二路與苓雅二
路 之 間 ， 鄰 近 85 大 樓 、
高雄圖書館、高雄展覽
館、愛河、漢神百貨、

公車：
1. 自強三路口─0 北。
2. 苓雅路口─205。
3. 青年二路─11。
4. 苓雅市場─0 北、83、100、
168 東、168 西、214、
8039。

三多商圈等各大景點，
夜市有各式美食，其中
包括知名牛排料理、越
式料理、日式料理、鱔
魚麵、炒飯、麵食、水
餃、臭豆腐、滷味、冷
飲等小吃。

捷運：
搭乘紅線至「三多商圈」站，
步行 15 分鐘左右即可抵達。

位於高雄市苓雅區光華路上
的光華夜市，市裡面充滿著
便宜大碗的高雄在地美食小

公車：
搭乘 72、100 路市公車→至光
華觀光夜市站下車即可抵達。

吃，好吃的鹽水意麵、碳烤
三明治、林家水餃、八寶
冰、熱圓仔湯等美食令人食
指大動。到高雄旅遊一定要
到此大快朵頤一番，體驗港
都人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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