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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全程交通‧臺北出發】南國散策【全年度適用‧週四出發】 
 駁二藝術特區、旗津、高雄港文化遊艇、崗山之眼、Hotel Dua 

                  三天二夜 
 

 
 

 

 
行程特色 
-高雄時尚旅宿 Hotel dùa  連泊二晚 

-典藏駁二料理、西子灣沙灘會館 

-開箱亞州最大管風琴！全年僅 6 場──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管風琴導覽 

-串聯時光榮景：旗津小島、駁二特區、打狗英國領事館、崗山之眼 

-絕美自然風光：西子灣海堤、阿公店水庫 

行程售價 (十人即可成行, 採用中巴；十人以下價格另洽) 

房型(雙人房) 價格 

週四出發：3/11、4/1、5/6 13,000/人 

孩童價格(與二位大人同住)  

3歲-12歲孩童(不佔床、含飯店早餐、午晚餐、交通、部分門票減免、保險、小費)  

(Hotel dùa 不提供加床服務) 

11,000/人 

3歲以下孩童(不佔床、不含早午晚餐；含交通、部分門票免費、保險、小費) 2,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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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金 5,000/人 
★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表示徒步遊覽 

當地導遊聘有〜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行程內容】 

DAY1 (四) 臺北車站東三門→駁二藝術特區→旗津→時尚設計旅宿 
07:15 臺北車站東三門集合，出發前往高雄 

12:00 午餐 

13:30 ▼駁二藝術特區 

15:00 觀賞▼大港橋每日僅一次的橋身旋轉 

15:30 至鼓山渡輪站，搭乘★渡輪前往旗津 

15:45 抵達旗津，前往▼旗後砲台、▼旗津海水浴場、▼旗津天后宮、▼旗津老街 

17:45 搭車至旗津著名海產店 

18:00 享用晚餐，餐後搭車返回酒店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典藏駁二──爐烤櫻桃鴨胸佐綜合野莓(NTD 680+10%)  晚餐：海濱海產(NTD5,000/桌) 

住宿：4 ★ 潮流時尚旅宿 Hotel dùa 或 比歐緻居  或同級 
門票：鼓山-旗津單趟渡輪  

【駁二藝術特區】 

美好的力量，需要時間蘊釀與心力累積。 

2000 年，雙十煙火第一次不侷限在台北施放，決定南下高雄綻放，為尋覓適當的放煙火地點，人們發現了港口旁駁二倉

庫的存在，一群熱心熱血的藝文界人士於 2001 年成立駁二藝術發展協會，催生推動駁二藝術特區作為南部人文藝術發展

的基地。無論過去或現在，駁二藝術特區都是高雄人不可缺少的倉庫群。過去儲放魚粉與砂糖，供應港口川流的繁華歲

月，現在匯集設計與創意能量，豐富每一個自由想像的靈魂。過去港邊載送貨物的西臨港線鐵道，現在成為高雄最熱門

的水岸輕軌，貫穿駁二藝術特區，而駁二的倉庫群跳脫使用僵制，以藝文與世界接軌，開啟新世代的對話。 

(文字及圖片出處: https://pier2.org/ ; https://khh.travel/zh-tw/attractions/detail/6) 

【旗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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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驅車穿過過港隧道。旗津雖小，卻有多樣

吸引人的去處，在廟前路的天后宮，有三百年歷史；身著唐裝的三輪車伕，是島上另一個觀光焦點，旗津老街上，綿延

清一色海產店，價廉味美的新鮮海產，露天下大快朵頤，十分暢快。 

旗後砲台最大的特色在於中國風格的營區建築，中國式的八字門八字牆，門楣上的「威震天南」，牆上磚砌相對的囍字，

角落搭配蝙蝠刻紋，壁面、階梯面的許多傳統建築花樣，都值得令人細細品味。 

旗津天后宮主要供奉媽祖，當地民眾又稱為媽祖廟或媽祖宮，廟內全年香火鼎盛，因是高雄市第一座媽祖廟，於民國 68

年經政府核定為古蹟。 

 

 

 

https://www.hoteldua.com/pagestyle4a.php?lang=tw&selected=3&id=210&block_id=193
https://www.briohotel.com/
https://pier2.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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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後砲台                      旗津海水浴場─摩西分海場景              旗津天后宮 

 
(文字及圖片出處: https://www.taiwan.net.tw/m1.aspx?sNo=0001121&id=A12-00075) 

【Hotel dùa】 

dùa，是以人為主。dùa，是旅人移動中的安穩，是旅行途中的一段開心歲月。 

源自閩南語〝住〞諧音的 dùa，希望將台灣以人為主的居住概念，結合在地人的熱情。在貼心設想的美好空間中，讓旅

客入住之際就感到身心舒暢，隨時都感受到心中 dùa 著一股溫暖。步行至美麗島捷運站只要 5 分鐘 

選用入住 10 坪房, 設備包含一大床(180cm X 200cm) 席夢思獨立筒床、Panasonic LED 42 吋電視、TOTO 免治馬桶、

浴缸、minibar 飲料免費享用、雙人沙發 

 
 (圖片出處: https://hoolee.tw/taisugar-flower-center/ ; https://reurl.cc/Y60bbO) 

DAY2 (五) 時尚設計旅宿→西子灣→衛武營→時尚設計旅宿 

09:00 前往西子灣 

10:00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並有專人導覽 

12:00 午餐 

13:15 前往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13:40 入場 

14:30 管風琴導覽★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15:30 前往參觀▼衛武營彩繪社區 

16:30 返回酒店。酒店距離高雄捷運中樞─美麗島站僅需步行一分鐘，無論是轉乘捷運前往諸如中央公園站（新堀江）、

巨蛋站（瑞豐夜市）、草衙站（大魯閣草衙道）等，或是步行至鄰近六合夜市享用晚餐，皆可滿足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西子宴海景中餐廳──海景套餐(NTD 495+10%)   晚餐：六合夜市敬請自理 

住宿：4 ★ 潮流時尚旅宿 Hotel dùa 或 比歐緻居  或同級 
門票：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註：說明會資料將提供高雄港遊船最終船班時間 

 

 

 

 

https://hoolee.tw/taisugar-flower-center/
https://reurl.cc/Y60bbO
https://www.hoteldua.com/pagestyle4a.php?lang=tw&selected=3&id=210&block_id=193
https://www.brio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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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管風琴導覽內容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的管風琴是由百年歷史德國克萊斯量身打造，共有 9,085 支音管與 127 支音栓，是目前亞洲最

大的音樂廳演奏用管風琴；全世界的管風琴都是獨一無二，衛武營採用創新不對稱左右配置，除了獨立彈奏鍵盤外，還

有一台移動式琴座，可放在舞台上控制左右兩邊管風琴。衛武營管風琴有五層手部鍵盤與一個腳部鍵盤，彈奏時音樂家

需要手腳並用，每一場導覽皆會細部投影，精彩演奏指法近在眼前。 

今年，我們將加入新朋友 –「大提琴」與「小號」 一起參與管風琴導覽，導覽過程中將會介紹弦樂與管樂樂器之特性，

並與管風琴一同合奏出優美的樂音，從古典樂曲穿越到現代流行，暢遊在優美的音樂國度裡。 

特別邀請臺南神學院音樂系劉信宏教授帶領您揭開亞洲最大管風琴面紗；並分別與高雄師範大學音樂系戴俐文教授(大提

琴)、長榮交響樂團小號音樂家何忠謀教授(小號)一同演出，導覽過程搭配經典與現代曲目，聖樂禮讚與臺灣民謠。 

演出曲目  

管風琴與大提琴 (1 月、4 月、5 月 ) 

艾爾加｜愛的禮讚(劉信宏改編給管風琴與大提琴) 

陳明章｜伊是咱的寶貝(劉信宏改編給管風琴與大提琴) 

安德魯．韋伯｜歌劇魅影(劉信宏改編給管風琴) 

巴赫｜D 小調觸技曲+龍貓+湯姆士小火車組曲 (劉信宏改編給管風琴) 

  

管風琴與小號 (2 月、3 月、6 月 ) 

舒伯特｜聖母頌 

約翰威廉斯｜星際大戰 (劉信宏改編給管風琴) 

巴赫｜D 小調賦格曲+港都夜雨 (劉信宏改編給管風琴與小號) 

鄧麗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劉信宏改編給管風琴與小號) 

蓋西文｜某人呵護、守護著我 (劉信宏改編給管風琴與小號) 

  

 **大提琴與小號演出曲目不同，礙於篇幅關係，曲目未能完整呈現，邀請您至現場聆賞** 

(https://www.npac-weiwuying.org/service/about-tour-service/5c63bd5e62156f00067534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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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位於高雄市西子灣一帶，包含國定古蹟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英國領事館辦公室，兩者之

間由登山古道作為串連，為本市重要的古蹟群落，亦是全台唯一完整保存官邸及辦公室之領事館園區。目前開放參觀的

領事館官邸是高雄市最熱門的文化觀光景點，擁有得天獨厚遠眺西子灣海景夕照的迷人景致。 

 
(文字及圖片出處: https://www.facebook.com/TheBritishConsulate/)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座落於高雄市鳳山區，相鄰衛武營都會公園，基地總面積 9.9 公頃，其中建物面積共有 3.3 公頃。

音波式的流線外型與白色波浪的自由曲線，以流暢的弧度滑入地面，與周遭環境巧妙結合。由荷蘭建築師法蘭馨・侯班

以衛武營的老榕樹群為靈感設計，樹齡過百的榕樹群，盤根錯節、枝枒糾結，虛實互應的景象，開啟了建築師賦予衛武

營具穿透感與呼吸節奏的想像，整棟建築物讓民眾能四面八方、毫無阻礙的走進場館，而由廳院屋頂延伸的通透空間，

則是向眾人 24 小時開放的榕樹廣場，民眾能夠自由穿梭其中、自在地活動與休憩。一座無圍欄的藝術中心，不僅有助

於氣流流動，也創造了劇場與生活零距離的空間感。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於 2018 年 10 月 13 日啟用開幕，積極發

展南臺灣的表演藝術環境，成為接軌國際的重要藝術基地。 

 (圖片出處: https://reurl.cc/3DGmMj 文字出處: https://www.npac-weiwuying.org/about) 

DAY3 (五) 時尚設計旅宿→阿公店水庫→崗山之眼→臺北車站東三門 

09:00 前往阿公店水庫 

09:50 走訪▼日昇蓬萊吊橋 

10:40 自阿公店水庫風景管理處搭乘★接駁車，前往高雄首座空中廊道★崗山之眼，欣賞大高雄壯麗風景 

12:00 前往享用午餐 

12:30 午餐 

14:00 前往臺北 

19:00 抵達臺北車站東三門，返家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永樂餐廳風味料理(NTD3,000/桌)   晚餐：X 

住宿：X 

門票：岡山之眼、接駁車 

https://www.facebook.com/TheBritishConsulate/
https://reurl.cc/3DGm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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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山之眼】 

崗山之眼園區以天空廊道為主角，全長 88 公尺，以音樂為設計概念，採用鋼構斜張橋之形式設計，主塔橋為提琴意象呈

現，鋼索即為琴弦，意表琴瑟和鳴之意，於末端的迴旋梯則是應和的口琴，階梯踏面琴鍵亦隨之響起，走在天空廊道上

微風吹過，彷若演奏著自然的樂曲，享受雲端漫步的視覺與聽覺饗宴，也象徵小崗山重生的生命樂章。 

(文字及圖片出處: https://khh.travel/zh-tw/attractions/detail/2) 

 

●費用包含 : 

1. 交通：三日專車 

2. 門票：行程表內有標示★符號即內含參觀門票 

3. 保險：旅遊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4. 小費：全程司機及導遊小費 

     ※  請留意 : 費用不包含行程表上自理餐、私人消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費及私人交通費等。 

●注意事項:  

1. 行程景點安排會因住宿地點調整、潮汐、車船調度、天候、風浪，而有前後順序對調，若有調整之處，敬請見諒及配合。 

2. 如遇颱風、地震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延期出發或全額退費之權利。 

3. 部分天然景色受各景點當日氣候影響，屬不可抗力之因素，如未如預期欣賞到，請見諒。 

4.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必須團進團出 (特殊個別行程請報名時告知) 

5. 單人房加價費用，請洽詢業務專員。 

6. 如有特殊餐食需求，請於報名時事先向業務員通知。 

 
（航班、行程、飯店，安排均為暫訂，視實際安排情況調整 2021/1/18修正） 

《詳情請洽》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Web: www.t1tour.com.tw  10448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號 16樓 

電話：02-2567-3822  傳真：02-2567-3820 

Email : info@t1tour.com.tw 

 

 

https://khh.travel/zh-tw/attractions/detail/2
http://www.t1tour.com.tw/
mailto:info@t1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