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都會公園無障礙旅遊資訊 

無障礙公共運輸 

公共運輸方式 高雄捷運 

如何抵達 
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R21都會公園站→於4號出口出車站往西北方人行

道續行→過德民路左轉→右側即可見到本園。 

營業時間 05：30~01：30 

時刻表 

 



 



 

搭乘位址 （R21都會公園站）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835號 

聯絡電話 （07）793-8888 

網址 https://www.krtco.com.tw/ 

無障礙服務項

目 

廁所、飲水機、昇降設備、售票口 

收費方式 以站距區段數費，詳https://www.krtco.com.tw/ 

注意事項 

可持身分證正本及有效期間內之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向捷運車站服務台

人員購買單程票即可享半價優惠，身心障礙若鑑定結果需陪伴者，其必

要陪伴者以一人為限，亦享有半價優惠票。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高雄捷運網站 

 

 



公共運輸方式 低地板公車 

如何抵達 
搭乘港都客運29路低地板公車至監理處（都會公園）站下車，可直接

抵達本園。 

營業時間 06：00~24：00 

時刻表 

平常日 例假日 

06:50 06:58 
08:05 08:28 
08:53 09:03 
10:33 11:03 
11:13 11:43 
13:13 13:43 
13:53 14:23 
15:03 15:13 
16:03 15:53 
17:25 17:33 
18:33 18:03 
19:43 19:53 
20:43 20:33 
21:53 21:53 
22:33 22:53 
23:03  

 

搭乘位址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24號 

聯絡電話 （07）366-1986 

網址 http://www.gdbus.com.tw/ 

無障礙服務項目 無障礙乘車坡道 

收費方式 2段式收費 

注意事項 

1、 本路線非全時段為低地板公車，請依上述低地板公車專車時段乘

座。 

2、 身心障礙及陪伴者一人憑證申辦優待票（社福卡），陪伴者緊隨在

後每段次6元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港都客運網站 

 

 



公共運輸方式 高鐵 

如何抵達 

搭乘高鐵至高鐵左營站→轉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R21都會公園站→於4

號出口出車站往西北方人行道續行→過德民路左轉→右側即可見到本

園。 

營業時間 06：00~24：00 

時刻表 

 



 

搭乘位址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 

聯絡電話 
4066-3000，苗栗：4266-3000，台東、金門：4666-3000，馬祖及行動

電話：02-4066-3000 

網址 http://www.thsrc.com.tw/index.html?force=1 

無障礙服務項目 輪椅座位、廁所、飲水機、昇降設備、售票口 

收費方式 以站距收費，詳http://www.thsrc.com.tw/index.html?force=1 

注意事項 

1、 可憑身心障礙證明購買愛心票搭乘(其票價為全額票價之一半)。

身心障礙者經需求評估結果，認需陪伴之必要陪伴者一人，亦可

購買愛心票。 

2、 無障礙座位無法線上與購票機訂位，需臨櫃訂位。 

3、 專人乘車導引服務，需提早預約。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高鐵網站 

 



公共運輸方式 復康巴士 

如何抵達 搭乘復康巴士→直達本園（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24號）。 

營業時間 
06：00發頭班車（抵達乘客預定地點）~23：00末班車（抵達乘客預定

地點） 

時刻表 預約之用車時間 

搭乘位址 預訂之乘車地點 

聯絡電話 (07)360-1160 

網址 http://bus.eden.org.tw/kao.htm 

無障礙服務項目 昇降設備 

收費方式 
主要以每位服務對象乘坐里程乘以高雄市計程車日間費率，詳「高雄市

小型無障礙車輛乘客服務須知」 

注意事項 

1、 服務範圍為起點自本市迄至與本市臨接之屏東縣及台南市之鄉、

鎮、市、區。但起點自臨接台南市之本市各區者，得迄至台南市

永康區、北區、東區、中西區之醫療院所。。 

2、 預約訂車方式：於用車日前7日或前6日、5日起至前1日中午

12點止。 

3、 預約訂車服務時間：每日8時30分至12時30分、13時30分至

17 時。 

4、 臨時訂車方式：臨時有乘車之需要時，請於搭車當日上午8時起，

以臨時叫車電話專線，向服務中心洽訂臨時車趟。 

5、 臨時訂車時間：每日08:00起至22:00止。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伊甸無障礙交通服務網站 

 

 

 

 

 

 

 

 



公共運輸方式 無障礙計程車 

如何抵達 搭乘無障礙計程車→直達本園（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24號） 

營業時間 24小時 

時刻表 預約之用車時間 

搭乘位址 預訂之乘車地點 

聯絡電話 
台灣大車隊：手機直撥55688或市話直撥40588888按9 

凱旋大都會：手機直撥55178或市話直撥(02)449-9178 

網址 
台灣大車隊：http://www.taiwantaxi.com.tw/taiwantaxi/main.asp 

凱旋大都會：http://www.mtaxi.com.tw/ 

無障礙服務項目 無障礙乘車坡道 

收費方式 依依計程錶照錶收費 

注意事項 
1、 建議於搭車前30分鐘～1天電話預約。 

2、 依計程錶照錶收費。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台灣大車隊與凱旋大都會網站 

 

 

 

 

 

 

 

 

 

 

 

 

 

 

 

 

 

 

 

 

 



公共運輸方式 台鐵 

如何抵達 

搭乘火車至高雄火車站、新左營站或橋頭火車站→轉搭乘高雄捷運紅線

至R21都會公園站→於4號出口出車站往西北方人行道續行→過德民路

左轉→右側即可見到本園。 

營業時間 06：00~24：00 

時刻表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列車時刻查詢系統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搭乘位址 

高雄火車站：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318號 

新左營站：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號 

橋頭火車站：高雄市橋頭區橋頭村站前街14號 

聯絡電話 0800-765-888（限市內電話）、 02-2191-0096 

網址 http://www.railway.gov.tw/tw/index.html 

無障礙服務項目 昇降設備、無障礙坡道、廁所盥洗室、停車場、售票口 

收費方式 
按站距與車種收費，詳

http://www.railway.gov.tw/tw/ticketprice.aspx?n=6878 

注意事項 
1、 旅客購妥車票後，可由車站服務人員或志工協助進站。 

2、 愛心票需持有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網站 

 

 

 

 

 

 

 

 

 

 

 

 

 

 



公共運輸方式 航空 

如何抵達 
由高雄國際機場→轉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R21都會公園站→於4號出口

出車站往西北方人行道續行→過德民路左轉→右側即可見到本園。。 

營業時間 06：30~24：00 

時刻表 
高雄國際機場航班查詢

http://www.kia.gov.tw/schedule/schedule.asp 

搭乘位址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號 

聯絡電話 （07）805-7888 

網址 http://www.kia.gov.tw/ 

無障礙服務項目 
昇降設備、無障礙坡道、廁所盥洗室、停車場、公共電話、斜坡式搭機

輔具、升降車 

收費方式 按航距與機種收費，詳各航空公司 

注意事項 

1、 身心障礙者及其監護人或必要陪伴者一人可享有國內線班機優惠

票價，惟應於購票時出示身心障礙手冊，並事先訂位及於辦理報

到手續時主動告知航空公司，以便提供必要之協助及安排適當之

座位。 

2、 國際航廈2樓出境大廳服務台設有無障礙服務時間：上午5時30

分至下午9時，全年無休，服務電話（07）805-7631。 

3、 國內航廈1樓服務台設有無障礙服務時間：上午6時至下午9時，

全年無休，服務電話（07）805-7630。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高雄國際航空站網站 

 

 

 

 

 

 



無障礙餐廳 

店名 碳佐麻里 

營業時間 11：30~24：00 (全時段營業，下午不休息，最後入座時間22：30) 

地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4路562號 

聯絡電話 (07) 552-6555 

網址 http://www.crun.com.tw/home.php 

無障礙服務項目 
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

走廊、廁所盥洗室 

注意事項 部分座位為和式座位，不適合無障礙者使用，訂位時請特別告知 

 

店名 翰品酒店 

營業時間 早餐06：30~10：00、午餐11：00~14：00、晚餐17：00~21：00 

地址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43號 

聯絡電話 (07) 521-7388 

網址 http://kaohsiung.chateaudechine.com/zh-tw/ 

無障礙服務項目 
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

走廊、廁所盥洗室 

注意事項  

 

店名 君鴻國際酒店 

營業時間 本酒店共有8間餐廳，營業時間各有不同，請電話洽詢 

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號 

聯絡電話 (07) 566-8000 

網址 http://new.85sky-tower.com/ 

無障礙服務項目 
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

走廊、昇降設備、廁所盥洗室 



注意事項 本酒店共有8間餐廳，位處不同樓層，請電話洽詢 

 

店名 麥當勞高雄鳥松店 

營業時間 06：00~02：00 

地址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251號 

聯絡電話 (07) 732-1390 

網址 http://www.mcdonalds.com.tw/tw/ch/index.html 

無障礙服務項目 室外通路、避難層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廁所盥洗室 

注意事項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各店家與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無障礙環境宣導網頁 

 

無障礙住宿 

店名 福華大飯店 

營業時間 每日入住時間下午3時以後，每日退房時間中午12時前。 

地址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11號 

聯絡電話 (07) 236-2323 

網址 http://kaohsiung.howard-hotels.com.tw/ 

無障礙服務項目 
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

走廊、昇降設備、廁所盥洗室、浴室、停車空間、無障礙客房 

注意事項  

 

店名 君鴻國際酒店 

營業時間 每日入住時間下午3時以後，每日退房時間中午12時前。 

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號 

聯絡電話 (07) 566-8000 

網址 http://new.85sky-tower.com/ 



無障礙服務項目 
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

走廊、昇降設備、廁所盥洗室、浴室、停車空間、無障礙客房 

注意事項 無障礙客房類型有：精緻客房、豪華海景客房與榮親子房 

 

店名 圓山大飯店 

營業時間 每日入住時間下午3時以後，每日退房時間中午12時前。 

地址 高雄市鳥松區圓山路2號 

聯絡電話 (07) 370-5911 

網址 https://www.grand-hotel.org/kaohsiung/zh-TW/ 

無障礙服務項目 
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

走廊、昇降設備、廁所盥洗室、浴室、停車空間、無障礙客房 

注意事項  

 

店名 國森旅社 

營業時間 每日入住時間下午3時以後，每日退房時間中午12時前。 

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90號 

聯絡電話 (07) 387-0661 

無障礙服務項目 
室外通路、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廁所盥洗室、

浴室、停車空間、無障礙客房 

注意事項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各店家與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無障礙環境宣導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