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龜市區

店家名稱 營業時間 電話 地址 備註

鄭家粄條 10:00-15:00 6891678 高雄市六龜區太平路20號 不定期公休

華一牛肉麵 10:30-14:00

17:00-20:00

6894489 高雄市六龜區太平路91號 每月第三個

周日公休

華統廣東烤鴨 09:30-13:30 6892527 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295號

高雄市六龜區美食相關資訊

其他地區(新發、興龍、寶來)

店家名稱 營業時間 電話 地址 備註

木森林香草園 週五-周日

09:30-19:00

6895866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舊潭路

21-1號

須電話

預約

寶來36咖啡愛

玉

09:00-18:00 6881149 高雄市六龜區中正路36號

寶來小吃部 07:00~21:00 6881125 高雄市六龜區中正路34號

寶來旺來客碳烤 11:00-23:59 0986704933 高雄市六龜區中正路53號

山之戀風味餐廳 11:00-21:00 6883168 高雄市六龜區中正路105-5

號

附件二



寶來山海產飯店 09:00-21:30 6882305 高雄市六龜區中正路59號

滿意飯店 09:00-21:00 6881175 高雄市六龜區中正路30號

皇賓山海產飯店 09:00-21:00 6881957 高雄市六龜區中正路81號

聚寶來景觀休憩

餐飲
10:00-21:00 6883882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街1號

清逸軒創意料理 11:00-20:00 6791699 高雄市六龜區新開路90號

高雄市六龜區伴手禮相關資訊

六龜市區

店家名稱 營業時間 電話 地址 備註

Wish興旺烘焙 09:00-20:30

(週末公休)

6891069 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183號
福龜餅、特色麵

包

六龜山城休息

站

08:00-17:30 6892256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村中庄

58-57號

龜王餅

新    發

店家名稱 營業時間 電話 地址 備註

欣園製茶 09:00-18:00 6791527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和平

路43號

六龜山茶

華興台灣山茶 09:00-18:00 6791008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和平
六龜山茶

附件三



館(華興製茶) 路145-1號

美崙山製茶 09:00-18:00 6791575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和平

路143號

六龜山茶

發現·山茶 09:00-18:00 0989558187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和平

路271號

六龜山茶

順發茶園 09:00-18:00 6791302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和平

路251-5號

六龜山茶

寶    來

店家名稱 營業時間 電話 地址 備註

劉媽媽愛心薑

糖

08:00-17:00 6881088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建寶

路38號

薑製品

寶來36咖啡

愛玉專賣店

09:00-18:00 6881149 高雄市六龜區中正路36號 愛玉

巨林Julingo

好果舖-寶來

水果乾

08:00-21:30 6881138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寶來

二巷26之 7號

果乾

檨仔腳文化共 08:00~17:00 6883651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檨仔 窯烤麵包



享空間 腳32-8號

高雄市六龜區旅遊景點相關資訊

屬性 景點 營業時間 地址

自然景觀 新威森林公園 高雄市六龜區新威171號

附件四



自然景觀 十八羅漢山 高雄市六龜區復興巷66號

自然景觀 彩蝶谷 經六龜國小、六龜警察分局直行，

至諦願寺後方叉路左轉，沿水泥

產業道路前行即可進入彩蝶谷

步道 美崙山步道 不老溫泉區慈祐宮旁

步道 浦來溪頭社戰道 花賞溫泉公園後方

宗教 一貫道神威天台山

道場

06：00 - 17：

00
高雄市六龜區三民路81號

宗教 諦願寺 高雄市六龜區紅水坑 11-1號

宗教 清涼山護國妙崇寺
08：00 - 16：

30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舊潭3-3號

宗教 妙通寺 台20線往寶來方向，於指標 78

公里處。

宗教 彩虹山大佛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新開27-1

號

人文 寶來花賞溫泉公園
09：00 - 17：

00

(周一公休)

高雄市六龜區中正路137號 (寶

來國中後方台地)



高雄市六龜區住宿(合法)相關資訊

名稱 電話 地址

蘑菇屋民宿 7323856 高雄市六龜區大津 1-2號

扇平山莊(民宿) 6895882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尾庄45-3號

山水炎民宿 6895257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尾庄55之 2號

日景園 6891317 高雄市六龜區文武里光明巷37-1號

悠然山莊 6791003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和平路130-5號

恬瑩居 6882061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里19鄰裕濃路81巷 38號

雅砌民宿 2821787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里南橫路132號

天闊溫泉 SPA會

館

6791155 高雄市六龜區新開路63號

草地人民宿 6791992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新開路33-1號

附件五



高雄市六龜區可刷國旅卡地點相關資訊

特約店名稱 行業別 電話 地址

山水炎民宿 旅宿業 6895257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尾庄52之 2號

不老溫泉山莊 旅宿業 6791888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新開路82號

不老溫泉渡假村 旅宿業 6791888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新開路82號

木森林香草民宿 旅宿業 6895866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21之 1號

松柏林民宿 旅宿業 6891010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土壠 37之 8號

恬瑩居 旅宿業 6882061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里19鄰裕濃路

81巷 38號

草地人溫泉民宿 旅宿業 6791992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新開路33-1號

十八羅漢山農產行 其他業別-農特產

及手工藝品

6894278 高雄市六龜區復興巷46之 6號

三杰加油站 其他業別-加油站 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416號

六龜加油站 其他業別-加油站 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3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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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來加油站 其他業別-加油站 高雄市六龜區寶建路４號

南強汽車保養廠 其他業別-其它觀

光服務

6891778 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349-2號

南橫雅集商行 其他業別-農特產

及手工藝品

6881189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中正路８６號

國蘭花園溫泉會館

(餐飲業)

其他業別-餐飲 6882231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寶來二巷36-

10號

鴻來溫泉山莊

(餐館)

其他業別-餐飲 6881981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中正路１２２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