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障礙旅遊資訊
 無障礙交通及接駁
 自行開車:
• 國道一號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臺灣大道直行—右轉
東大路—左轉西屯路—右轉都會園路，直行可達臺中都會
公園。
• 國道三號下龍井交流道(往臺中) ——向上路(原中龍路)
直行—接中興路—接臺灣大道—左轉遊園北路—左轉都
會園路，直行可達臺中都會公園
 臺中市無障礙計程車
• 1. 叫車電話：(04)4499-178 或 0800055178
• 2. 經營之車隊：大都會衛星車隊股份有限公司中部分公
司
• 3. 收費方式：與臺中市一般計程車計費方式相同。
 復康巴士：（復康巴士須事先預約）
• 個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並經需求評估有
復康巴士需求者。(須陪同者，限一名陪同)以就醫為優
先，為免費服務，有關小、中型復康巴士租借資訊請電洽
詢問。復康巴士相關預約專線網址如下:
• 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section/index-1.asp?Pars
er=99,16,257,,,,3584,70,,,,8,,4
• 臺中市小型復康巴士網路預約網址
都會 1 區：www.paid1.com.tw
都會 2 區：www.paid2.com.tw
屯區、海線區及山線含偏遠區：www.tc-pdbus.url.tw
 臺中市區公車-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主管 到達公車路線：目前僅有 324 路線到達臺中都會公園，此
路線尚無低底盤公車，約 20-30 分鐘一班。
 臺中市公車動態暨路網轉乘系統：查詢票價、到站時間及
路網轉乘路線規劃等服務
網址：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bus/
 中市政府交通局官網提供多項查詢及 app 下載服務
• 網址：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index.asp
• 動態語音查詢專線：04-2229-5089

 臺灣高鐵無障礙服務:
 針對身心障礙旅客及行動不便之旅客，高鐵車站提供專人
乘車導引服務。
 高鐵客戶服務專線：4066-3000
 訂位專線：4066-000
 網路訂票系統網址 http://www.thsrc.com.tw/index.html
 (首頁>乘車指南>無障礙服務)
 高鐵轉乘：
 高鐵臺中站-市公車 (151 或 125 或 161 或 153 副或 33)→
市公車(324) -臺中都會公園
 臺中市公車動態暨路網轉乘系統：路網轉乘路線規劃多種
選項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Travel/Transport.aspx
 以市公車 161 路線(低底盤無障礙公車)轉乘為例：
從臺灣高鐵烏日站 步行至高鐵臺中站距離:約 225 公尺,
時間: 約 4 分鐘從高鐵臺中站搭乘公車(161)經過 4 個站
後於抵達臺中榮總(臺灣大道) 從臺中榮總(臺灣大道) 搭
乘公車(324)經過 13 個站後抵達

 臺鐵無障礙服務:
 客服電話：0800-765-888（限市內電話）02-21910096(手
機)
 聽障人士簡訊服務專線：0921765125
 網址：http://www.railway.gov.tw/tw/
 (首頁>中文版>右上方「無障礙專區」)
 臺鐵轉乘公車:臺中火車站-市公車(324)-臺中都會公園。
從臺中火車站後站步行至臺中火車站距離:約 251 公尺, 時間約
4 分鐘；從臺中火車站搭乘公車(324)經過 40 個站後抵達。

 航空:
 臺中航空站
 機場地址： 433 台中市沙鹿區中航路一段 168 號
 服務電話：旅客服務中心： 04-26155029 無障礙服務專
線：04-26244100
 機場網址無障礙專區：
http://www.tc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186#.V
dRC9rVGR48
 航空轉乘公車：臺中火車站-市公車(302)-市公車(324)-臺中都會
公園
 臺中市公車動態暨路網轉乘系統：公車到站時間查詢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Travel/RealRoute.aspx?Lang
=Cht
 從臺中航空站 (RMQ) 步行約 282 公尺, 時間:約 4 分鐘
搭乘 公車(302)，經過 14 個站後於抵達澄清醫院 ；從中
港澄清醫院搭乘公車(324)經過 18 個站後抵達臺中都會公
園 。

 無障礙餐飲
 台中都會公園藍屋複合式餐廳
 特色：位於都會公園遊客中心，係本署委外經營，
餐廳東面面向景觀湖，西面面向日晷廣場，面向景
觀湖側有室外木棧板鋪面咖啡座，景色宜人，溫
馨、家庭、美食、音樂、風景、氣氛，滿足饕客的
味蕾。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都會園路 1215 巷 140 號。
 電話:04-2461-2432。
 網址:www.cityglm.com/casaazul/ndex.html。
 營業時間：10:30-19:30
 無障礙設施/服務項目：廁所、坡道、停車場、餐廳
座椅。
 園區野餐
園區林蔭草坪或寬廣廊道，非常適宜自備輕食，享受野餐
樂趣；亦可洽詢管理站提供鄰近便當輕食外送聯絡電話。
 逢甲夜市-與都會公園同屬台中市西屯區，距離僅約 8 公
里。
 其他餐廳：請參考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觀光旅遊
網:
 網址:http://travel.taichung.gov.tw/zh-tw

無障礙住宿
 無障礙住宿(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網站)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觀光旅遊網:
網址:http://travel.taichung.gov.tw/zh-tw
1.全國大飯店
 特色：臺中唯一座落於草悟道上五星級觀光飯店，擁有
178 間套房、4 間中西餐廳、宴會空間。與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植物園僅有數分鐘之隔，具台中雋永象徵性的飯
店代表。
 地址：臺中市西區台中港路 1 段 257 號
 電話：04 2321 3111
 網址：http://www.hotel-national.com.tw/
 無障礙設施服務項目：
無障礙客房 1 間(位於 6 樓)、無障礙電梯、廁所、坡道、
通道及停車場。
2.通豪大飯店
 特色：位於台中市都心，為 24 層觀光旅館，二百多間客
房；中西餐廳宴會大廳；空中露天游泳池（整修）、三溫
暖、健身房等設施。
 地址：臺中市北區大雅路 431 號
 電話： (04)2295-6789
 網址： http://www.taichung-plaza.com/
 無障礙設施服務項目：
無障礙客房 1 間(位於 17 樓)、無障礙電梯、廁所、坡道、
通道及停車場。
3.長榮桂冠酒店
 特色：五星級觀光飯店，擁有 354 間客房，中西餐飲設備，
是全國唯一連續三年獲得「旅遊菁鑽獎－最佳商務旅
館」
、德國萊因「品質認證」
，更是中部第一家榮獲觀光局
「五星級標章」。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 650 號
 電話： 04-23139988
 網址： http://www.evergreen-hotels.com/
 無障礙設施服務項目：

無障礙客房 1 間(位於 3 樓)、無障礙電梯、廁所、坡道、
通道及停車場。
4.台中福華大飯店
 特色：為五星級觀光旅館，全館 168 間客房，餐飲菜色選
擇多元。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129 號
 電話： 04-24632323
 網址： http://taichung.howard-hotels.com.tw/
 無障礙設施服務項目：
無障礙客房 1 間(位於 10 樓)、無障礙電梯、廁所、坡道、
通道及停車場。
5.台中金典酒店
 特色：為五星級觀光旅館，擁有 222 間客房、3 間國際美
食料理餐廳及咖啡館和雪茄館；橫跨多個樓層的大型宴會
廳與東方俱樂部及露天恆溫空中泳池。
 地址：臺中市西區健行路 1049 號
 電話：04-23288000
 網址：
http://www.splendor-taichung.com.tw/tw/default.aspx
 無障礙設施服務項目：
無障礙客房 1 間(位於 22 樓)、無障礙電梯、廁所、坡道、
通道及停車場。
6.裕元花園酒店
 特色：為五星級觀光旅館，全館 149 間客房，建築規劃為
雙子星建築，此建築之燈光計劃並獲得 2007 年國際照明
設計競賽優秀獎。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610 號
 電話：04-24656555
 網址： http://www.windsortaiwan.com/
 無障礙設施服務項目：
無障礙客房 1 間(位於 9 樓)、無障礙電梯、廁所、坡道、
通道及停車場。
7.台中港酒店

 特色：為三星級觀光旅館，全館 200 間客房，台中港酒店
座落於梧棲，是中台灣海線首座觀光商務旅館，同時也肩
負著大台中西部海岸線觀光住宿、餐飲的重責大任。
 地址：臺中市梧棲區大智路二段 388 號
 電話：04-26568888
 網址：http://www.tchhotel.com/index.php
 無障礙設施服務項目：
無障礙客房 1 間、無障礙電梯、廁所、坡道、通道
及停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