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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部 觀 光 局 新 聞 稿  

發布日期：107 年 1 月 23 日 

新聞聯絡人：國民旅遊組湯科長維堯  電話：04-23312688 轉 212；0912-697863      

 國民旅遊組吳技正滄洲  電話：04-23312688 轉 208；0938-639963 

  

「10 萬+圓夢計畫」樂園傳愛心 
 

為傳遞溫暖、分享愛，今年台灣好樂園再度聯手做公益，發起「2018

台灣好樂園 10 萬+圓夢計畫」活動，各樂園業者將以 10 萬人次為目標，

招（優）待社會弱勢族群入園；除了做公益獻愛心外，各家主題樂園為

迎接寒假也驚喜規劃一系列寒假限定優惠及精彩活動，邀請大家一起玩

樂園享好康，幸福旺旺一整年！ 

交通部觀光局表示，今年主題樂園將持續響應公益，招待或優待弱

勢朋友入園，享受歡樂時光，也將持續支持地方公共事務，回饋鄉里，

達到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企業目標，有需要的單位、團體可與樂園

接洽，由園方提供協助。該局將規劃台灣好樂園網公益集氣專區，定期

統計樂園實行公益件數，期達到「10 萬+」的圓夢目標，招（優）待超

過 10 萬名弱勢朋友入園遊玩，分享傳遞溫暖、愛心的喜悅，讓社會充

滿正能量。 

今年各家主題樂園也規劃限定優惠及精彩活動(如活動方案一覽

表)，內容包括：生肖屬狗優惠、門票買一送一、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壽星免費玩等優惠，及多項精彩的園區活動將與民眾同歡；另外也規劃

公共運輸優惠方案，主題樂園將與鄰近高鐵、臺鐵、客運及相關公共運

輸 結 合 ， 推 出 入 園 優 惠 ， 詳 情 可 至 台 灣 好 樂 園 官 網

(http://themepark.net.tw/)上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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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及春節連續假期人潮眾多，建議民眾多利用公共運輸系統入園，

免塞車又環保，還可響應節能減碳，現在就快安排到台灣好樂園，一起

共創美好回憶吧！ 

 

 

 

附表 1：2018 台灣好樂園寒假活動方案簡表 

附表 2：2018 台灣好樂園寒假活動方案一覽表 

附表 3：2018 台灣好樂園寒假公共運輸優惠方案一覽表 

附表 4：主題樂園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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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18 台灣好樂園寒假活動方案簡表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雲仙樂園 超值 1日遊 399元起；1泊 2食精緻雙人房 4,500元起 

野柳海洋世界 門票買 1 送 1、園區消費 9 折 

小人國主題樂園 

(公共運輸優惠) 

1. 成人、學生、孩童 499 元，幼童 399 元  

2. 搭台聯、新竹客運、台灣好行入園 450 元起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公共運輸優惠) 

1. 穿紅紫黃上衣，可享 599 元入園；午後(13 點)優惠票 499 元。 

2. 搭新竹客運入園 599 元，台聯套票 999 元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公共運輸優惠) 

1. 全票 350 元(原價 500 元)，孩童、學生 320 元，未滿三歲孩童免費 

2. 初一至初五憑高鐵、臺鐵車票享購門票 320 元 

萬瑞森林樂園 
活力森林團購(10 人以上)每人 399 元，含入園、漆彈、山訓、滑草與教官

指導。 

西湖渡假村 

(公共運輸優惠) 

1. 屬狗優惠 250 元再贈好禮；春節住宿 4 人同行 8,600 元 

2. 搭乘大眾運輸入園門票優惠或折抵住宿 

香格里拉樂園 即日起 12 歲以下免費入園，全民 188 元 

麗寶樂園 

(公共運輸優惠) 

1. 初一至初五 10 歲以下免費；月光票雙人 399 元(提前 4 點入園，原價 598

元) ；消費滿 3,000 抽奧迪(112 萬) 

2. 統聯客運聯票：臺北 999 元、臺中 599 元、高屏 999 元、臺南 899 元，

最低 63 折起 

東勢林場遊樂區 

(公共運輸優惠) 

1. 生態之旅 1,299 元/人 

2. 搭公共運輸入園只要 160 元 

九族文化村 

(公共運輸優惠) 

1. 寒假學生購票優惠價 650，再送 100 元現金券 

2. 台灣好行套票 100 元(含遊艇、纜車)、櫻花祭門票+車票 900 元起 

泰雅渡假村 生肖屬狗，免門票入園 

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

園區(公共運輸優惠) 

森呼吸專案兩人成行 2,399 元/間；幼稚園以下入園免費 

劍湖山世界 

(公共運輸優惠) 

1. 春節 GO 搏金活動，百萬黃金等你拿！中低收入戶 199 

2. 搭好行、台西客運憑票根享門票 599 

頑皮世界 

(公共運輸優惠) 

1. 春節期間一元復始開運紅包袋天天拿 

2. 搭計程車入園門票 380 元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公共運輸優惠) 

1. 輕鬆 GO 專案每人 250 元 

2. 搭新營客運入園憑票根享兒童票價 

義大世界 

(公共運輸優惠) 

1. 春節第 2 人只要 1 折 

2. 搭義大客運入園，持電子票證免費 

大路觀主題樂園 初一至初四 199元，再贈 100元餐飲抵用券 

8 大森林樂園 

(公共運輸優惠) 

1. 新春特惠 299 元，春節再贈 50 元消費券 

2. 憑高鐵、臺鐵、國光、屏東客運票根享 280 票價 

小墾丁渡假村 

(公共運輸優惠) 

1. 一泊二食三人成行 3,800 元/間(假日不加價)，寒假五六及過年天文活動。 

2. 官網訂高鐵票 8 折，高鐵假期 2,100 元/人起 

綠舞莊園日式主題遊

樂區 
1 day pass 71 折，住宿 68 折起 

遠雄海洋公園 

(公共運輸優惠) 

1. 12 歲以下臨櫃購票 250 元 

2. 搭花蓮客運至海洋公園站，憑票根購票贈 50 元抵用券 

怡園渡村村 遊園門票【二人同行，一人免費】，春節住宿 5,700元起(含北花火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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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018 台灣好樂園寒假活動方案一覽表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 雲仙樂園 

雲仙旺！汪！喜氣洋洋賞櫻花 

【烏來走春 雲仙一日遊優惠活動】  

1. 饗樂雲仙櫻花祭 每人只要 598 元(原價 727 元) 空中纜車+櫻花套餐+射箭

or 漆彈 or 划船(3 擇 1)  

2. 雲仙超值 一日遊 (原價 500 元) 每人只要 399 元 空中纜車+划船+射箭+

漆彈+50 元消費券 

【二日遊優惠活動】 春櫻住房專案(一泊二食) 活動期間:2/1~3/31 精緻雙人

房$4,500 元(假日不加價)(空中纜車+住宿+櫻花美食套餐+活力早餐) 

※每加 1 人 1,000 元 

※加價購 350 元 可享 2 人份葉綠素下午茶 價值 420 元 

2 
野柳海洋世

界 

2018 好狗年，好入園!02/15~02/20 

門票優惠：門票買一送一、園區消費 9 折! 

3 
小人國主題

樂園 

成人.學生.孩童特惠 499 元  

博愛.幼童特惠 399 元  

一票玩到底 

4 
六福村主題

遊樂園 

甜蜜魔宮-巨型甜點村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在寒假春節檔期，將阿拉伯皇宮主題村打造全台最大、最

具話題、最有異國特色及最美打卡景點的「甜蜜魔宮-甜點嘉年華」 

2/3-3/31 活動期間不分平假日，只要穿著紅、紫、黃任一顏色上衣，現場購

票即可享 6 折優惠票價 599 元入園(原價 999 元)；另也推出午後優惠票，下

午 1 點後入園，就能享優惠價 499 元。 

5 
小叮噹科學

主題樂園 

小叮噹迎新春『有狗福氣旺旺來』天天壽星免費玩 

1.天天壽星免費玩：即日起至 2/28 止，當日壽星持身分證或有照健保卡享免

費入園暢遊。 

2.春節初一至初五 2/16~2/20： 

(1) 加碼推出『黃金元寶天天送！』。 

(2) 迎！財神~ 紅包天天拿！來小叮噹讓您福氣財運旺旺一整年。 

(3) 叮噹美食趣味市集~全台最夯小吃、CP 值爆表好玩的都在小叮噹市集。 

(4) 免費體驗泡泡活動秀。 

(5) 免費體驗親子春節 DIY 手作活動。 

(6) 免費體驗 VR 新視界~遨遊在 720 度視界裡。 

(7) 多項科學設施及北海道滑雪場戲雪任您玩!春節就是要攜家帶眷到小叮

噹~讓您福氣旺旺響叮噹。 

(8) 門票票價優惠：全票 350 元(原價 500 元)，孩童、學生 320 元，未滿三

歲孩童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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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6 
萬瑞森林樂

園 

活力森林 

團購特惠：每人 399 元（原價 750 元）十人成行，六歲以上即可參加。 

本專案費用已包含：入園、漆彈、山訓、滑草與教官指導費用。 

滑草、山訓、漆彈活動有專業教官全程指導，快樂安心玩。 

山訓場雨天備案齊全，不分晴雨皆可暢遊。 

本專案活動所含項目未使用者，視同放棄，恕不折讓或延至他次使用。 

7 西湖渡假村 

2018【旺旺西湖】春節特別活動 

西湖渡假村是寓教於樂的最佳環境教育體驗園區，也是取得環保署－金級環

保旅館、金級環保育樂場所雙金認證的綠色旅行最佳場域。2018 年新春，

於大年初一～初五推出 2018【旺旺西湖】春節特別活動，結合環境教育與

園區特色的好運旺旺大挑戰活動、親子同樂的趣味表演及可以盡情徜徉森呼

吸的自然園區，相當適合闔家同樂！其中，好禮總價值超過 30 萬的開運紅

包，更是連續第 6 年與世界和平會共同合作參與「袋受饑兒過好年」活動，

響應公益不遺餘力！ 

(1)門票優惠：生肖屬狗民眾於購票時出示證件，可享購縣民票 250 元、贈

獨家原木鑰匙圈 1 個（原價：門票 399 元+鑰匙圈 80 元=479 元）。(2)春節一

泊二食住宿專案：住宿贈自助晚餐及入園，四人同行 8,600 元。（8 折） 

8 
香格里拉樂

園 

全民放寒假，12 歲以下免費入園 

即日起至 2/14，全民放寒假，12 歲以下免費入園，全民只要 188 元。 

全民放寒假，12 歲以下免費入園，購票者只要 188 元(原價 360 元)。 

9 麗寶樂園 

奇幻樂園旺新年 

奇幻樂園旺新年，由魔法師家庭 POPA Family 帶領所有大小朋友進入奇幻樂

園，歡度新春假期。 

初一至初五 10 歲以下免費；月光票雙人 399 元(提前 4 點入園，原價 598

元) ；消費滿 3,000 抽奧迪。 

10 
東勢林場遊

樂區 

金旺迎春賞櫻趣 

1299 泡湯賞櫻趣，原價 2740 元/人，優惠價 1299 元/人。 

11 九族文化村 

九族櫻花祭 

全新日月潭透明水晶纜車加台灣最大的賞櫻盛會-九族櫻花祭，帶你迎接東

南亞最早的櫻花祭，五千棵櫻花從二月初一直到三月初，山櫻、枝垂櫻、八

重櫻、吉野櫻和富士櫻接力盛開。尤其 2/10 開始夜櫻特別開放，點亮如夢

似幻的夜櫻精靈，驚艷的「台灣第一夜櫻』千萬不能錯過。三月「紫戀薰衣

草』活動接續，萬株紫色花海浪漫登場。 

體驗和風櫻花祭，賞櫻不用到日本，配合日月潭纜車推出透明水晶纜車，360

度鳥瞰賞櫻，1/20~2/18 寒假學生購票優惠價 650 再送 100 元等同現金券。

並邀請大家一起為愛認養櫻花。每認養一棵櫻花九族就捐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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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2 泰雅渡假村 

金犬賀歲慶新年 

2/15-2/20 

新春期間全國民眾凡生肖屬狗，即可享有免門票入園優惠！！ 

13 

杉林溪森林

生態度假園

區 

戀上郁金香、擁抱大自然 

蔚藍的天空、清新的空氣、盛開的郁金香與櫻花，現在的杉林溪絕對能讓您

感動萬分。遠離城市的喧嘯，接近大自然的懷抱，想好好地吸一口新鮮的空

氣，就是要來杉林溪了。 

住宿專案：森呼吸專案兩人成行只要 2399 元/間，包含兩人的早晚餐以及杉

林溪門票。 

一日遊優惠：幼稚園以下免門票。 

14 劍湖山世界 

有 GO 搖擺 

劍湖山世界今年寒假將隆重推出三大全新設施,邀請所有的民眾來園區體驗,

歡渡美好的假期。 

劍湖山為響應公益,關懷弱勢湖山世界將於寒假春節期間 1/25-2/28 送出暖暖

的愛心,特別針對全國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以愛心價 199 元(原價 899 元)

招待入園遊玩。另外在春節初一至初四迎新春,特別舉辦 GO 搏金活動,大手

筆祭出百萬黃金及多項價值千元以上之好運禮,要贈送給購票入園的遊客。

凡購票入園就有機會把黃金帶回家喔。 

15 頑皮世界 
GO 頑皮好運旺旺來 

初一到初五(2/16-20)每日發送【一元復始開運紅包袋】(限量 200 個)。 

16 
尖山埤江南

渡假村 

吉旺慶豐年 ‧ 江南好遊春 

將與台南在地耕耘多年的迷鹿市集合作，推出江南新春市集，以豐富的文創

商品、在地小農產品市集，草地音樂會、街頭藝人表演、江南四才子相見歡

及江南粉絲新春見面禮...等一系列春節活動，豐富一日遊及二日遊遊客的園

區體驗，以提高其遊園滿意度。 

輕鬆 GO 專案-門票含遊湖船票及小火車來回券，每人只要 250 元。 

17 義大世界 

大年初一~初五  第 2 人只要 1 折 

2/16~2/20 至義大遊樂世界，搭配 1 人於現場售票亭購買原價全票 899 元，

第 2 人享原價全票 1 折 89 元優惠。 

2/16~2/20 樂園門票第 2 人只要 1 折(原價 899 元，活動優惠價 89 元※需搭

配 1 人購買原價全票)；此外，1/26~2/25 推出「卡通明星在義大」，有大家

熟悉的探險活寶老皮和阿寶、飛天小女警、熊熊遇見你等超人氣卡通明星，

陪伴大家一起歡慶新春。 

18 
8 大森林樂

園 

儂情好忘--屏東農產嘉年華 

1、農情特產‧文創市集 / 屏東農特產展售。 

2、新春特惠一律 299 元，初一至初五再加贈 50 元現金消費券。             

3、7 歲以下兒童免費招待入場，幼稚園團體不適用。 



7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9 
大路觀主題

樂園 

掌財旺福迎新春，吃喝玩樂通通有！ 

精彩絕倫的國際級歡樂嘉年華、銅板嘗鮮價集聚一堂的美食聯合國，以及眾

所期待的祈福金犬 

大路觀主題樂園『春藝山城』鬧新春 

1.『春藝山城』2/16 初一至 2/19 初四只要 199 元，再贈 100 元餐飲美食抵用

券。 

2.『刮金犬寶寶墜飾』2/16 初一至 2/19 初四(每日前 500 名贈刮刮卡)，一起

歡樂鬧山城。 

3.『國際嘉年華歡樂秀』2/16 初一至 2/19 初四熱鬧迎新春。 

4.『熱植探索尋寶趣』2/16 初一至 2/19 初四(每日數量有限) 

5.『南臺灣最夯，仙人掌景觀王國』，歡樂迎新春。 

20 
小墾丁渡假

村 

大手拉小手寒假親子住房優惠專案 

一泊二食三人成行專案【2 大人+1 兒童(12 歲以下)】  

專案價格:3,800 元/間(假日不加價)(平日原價 4,800 元，假日原價 6,300 元) ，

住宿溫馨別墅小木屋一晚，加贈活力早餐與風味家庭晚餐。  

上述專案適用範圍：  

1.村內免費設施:戶外游泳池.SPA 水療池.桌球.撞球.健身房.兒童遊戲室.登山

步道  

2.專案期間:1/20~3/31(2/15~2/19 不適用) 

3.寒假期間的週五、週六，及農曆過年期間村內與屏東天文協會合作，提供

住客免費天文觀測活動，並結合公益邀請滿州鄉在地學子參加天文營隊。 

21 

綠舞莊園日

式主題遊樂

區 

綠舞春頌慶新春特別專案: 01/25-02/28 

1.饗遊綠舞遊園專案：1day pass 只要 1,688 元。(遊園/舞饌櫻花會席/園區下

午茶/經典浴衣體驗 or 泡湯/指定 DIY，原價 2,380 元)。 

2.宜蘭綠舞藝起 FUN 假趣-親子專案(寒假住房)平日 7,500(原價 11,000

元)，假日 9,000 (原價 11,000 元)。(農曆春節除夕至初四不適用) 

22 
遠雄海洋公

園 

好寶寶 Fun 假趣 

1.活動期間：1/25 至 2/28 日止。 

2.12 歲以下兒童即可享臨櫃購票 250 元優惠價入園！(須搭配一位大人購票)

寒假期間 12 歲以下購票最低 42 折優惠！ 

23 怡園渡假村 

遊園門票【二人同行，一人免費】 

1.門票優惠：二人同行，一人免費遊園。 

2.住宿優惠：春節期間園景雙人房+台北花蓮往返火車票，超值優惠只要

5,700 元起。 

註：本表內容由各主題樂園提供，詳細內容、使用規定及活動日期以該園區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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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8 台灣好樂園寒假公共運輸優惠優惠方案一覽表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 
小人國主題

樂園 

1.台聯客運：因與台聯客運本身以合作門票+車資套票，相關販售之優待專

案由台聯客運訂定之。 

2.新竹客運：於春節連假期間(2/16~2/20)，憑乘車至小人國之購票證明並於

現場購買小人國門票享特價$450(原價 799 元)，憑證上的抵達站須為小人

國、每張憑證限購買乙張優惠門票。 

3.台灣好行-親子樂園線：於春節連假期間(2/16~2/20)憑乘車當日一日券或乘

車至小人國之購票證明於現場購買小人國門票享特價 450 元(原價 799

元)，每張一日券、憑證限購買乙張優惠門票。 

2 
六福村主題

遊樂園 

1.搭乘新竹客運及新竹縣政府觀光 2 號公車新竹-六福村班車向司機索取購

票證明再享六福村門票 6 折優惠價 599 元 

2.台聯客運台北-六福村班車來回車票搭配六福村門票，優惠組合價 999 元 

3 
小叮噹科學

主題樂園 

響應環保，為鼓勵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春節初一至初五(2/16~2/20)期

間，於售票處購票前出示當日搭乘台灣高鐵、臺灣鐵路的車票憑證，可享購

買門票優惠價 320 元。 

4 西湖渡假村 

1.鼓勵搭乘大眾運輸，與豐原客運合作，台北或豐原出發可搭乘豐原客運直

達西湖渡假村 

2.持乘車票根購買門票，每張可享購 300 元優惠票 1 張。 

3.持當日乘車票根住宿，依平、假日房價及人數，以當日票根車資折抵住宿

費。 

4.自西湖渡假村櫃台購買往台北車票，可享購 220-270 元優惠票（全票原價

$280 ），優惠價依豐原客運公告時段計費，詳細資訊請參考  

http://www.fybus.com.tw/data/2/701b.htm 

5 麗寶樂園 

1.台北京站-樂園搭乘統聯客運 999 元(原價 1,400 元) 

2.中港轉運站-麗寶樂園搭乘統聯 155 路 599 元(原價 948 元) 

3.高屏-麗寶樂園搭乘統聯客運 999 元(原價 1,420 元) 

4.台南-麗寶樂園搭乘統聯客運 899 元(原價 1,100 元) 

6 
東勢林場遊

樂區 
搭乘豐原客運 209 公車進入林場，門票優惠 160 元/人 

7 九族文化村 
櫻花祭期間搭台灣好行購日月潭悠遊套票(車票、九族門票、遊艇、纜車)只

要 1,000 元、櫻花祭套票(車票+九族門票)只要 900 元 

8 

杉林溪森林

生態度假園

區 

搭乘公共運輸優惠，進入杉林溪門票只要 200 元 

9 劍湖山世界 搭乘台灣好行及台西客運憑當日車票票根可享 599 元優惠票(原價 899 元) 

10 頑皮世界 凡搭乘計程車來園，即可購買 380 元優惠門票。(原價 480 元) 

http://www.fybus.com.tw/data/2/701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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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1 
尖山埤江南

渡假村 
搭乘新營客運黃三線來園遊客，於售票口出示當日票根可享兒童票價入園。 

12 義大世界 107/2/28 止，乘坐義大客運至義大世界，持電子票證即享免費搭乘。 

13 
8 大森林樂

園 

1.憑台灣高鐵、台鐵、國光客運、屏東客運之乘車票根至園區可享購 280 元

優惠票價。 

2. 2/16-2/20（初一至初五再加贈 50 元現金購物券） 

14 
小墾丁渡假

村 

1.於小墾丁官網訂房加訂高鐵車票可享票價八折優惠。  

2.【高鐵假期】2018.01.01~02.28 小墾丁渡假村 2 日自由行(2,100 元/人起，2

人成行，住宿 1 晚)，含高鐵標準車廂對號座來回車票(台南-高雄)(其他出

發地點詳見高鐵假期網站)，溫馨別墅（週日~週五升等全家福別墅），免

費定點定時預約接駁(含墾丁快線票價及恆春站至渡假村接駁)，須於高鐵

假期網站預定，不適用日期：2018/2/15~2/19。 

15 
遠雄海洋公

園 

只要搭乘花蓮客運由花蓮市區開往海洋公園站，憑公車票根至海洋公園臨櫃

購票，即贈送 50 元園區現金抵用券。 

註：本表內容由各主題樂園提供，詳細內容、使用規定及活動日期以該園區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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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主題樂園聯絡電話 

 主題樂園業者 電話 

1 雲仙樂園 02-26616009 

2 野柳海洋世界 02-24921111 

3 小人國主題樂園 03-4717211#232 

4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03-5475665#2404 

5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03-5592132 

6 萬瑞森林樂園 03-5934096 

7 西湖渡假村 037-874-656#6109 

8 香格里拉樂園 037-561369#127 

9 火炎山溫泉度假區 037-740373 

10 麗寶樂園 04-25586088#8630 

11 東勢林場遊樂區 04-2587-2191#716 

12 九族文化村 049-2895361 

13 泰雅渡假村 049-2461311 

14 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 049-2611217#812 

15 劍湖山世界 05-5825789#2130 

16 頑皮世界 06-7810000 

17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06-6233888 

18 義大世界 07-6868080#2323 

19 8 大森林樂園 08-7898822 

20 大路觀主題樂園 08-7958811 

21 小墾丁渡假村 08-8802880 

22 綠舞莊園日式主題遊樂區 03-9603979 

23 遠雄海洋公園 02-87863333#6320 

24 怡園渡假村 03-8651166#588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