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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新聞稿  

發布日期：107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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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旅遊組陳技正軒弘  電話：04-23312688 轉 215；0916-867898 

樂園一起 FUN 暑假！仲夏雙享遊 GO 嗨 

放假囉！今年夏天很不一樣，各園區除了暑假限定優惠及精彩活動外，更

推出「仲夏雙享遊 GO 嗨」活動，聯合全臺主題樂園祭出 FUN 暑假聯合暢玩

方案，只要憑樂園票根或入園發票，即可享有多家主題樂園團體票優惠入園，

另外也搭配大眾運輸、住宿或觀光同業配套優惠方案，讓大小朋友消暑開心一

起 FUN 暑假。 

為迎接暑假到來，全臺主題樂園提供精彩又超好玩的夏日消暑專案，並陸

續開放水上設施還有多項暑假限定活動，絕對是您在炎炎夏日出遊的清涼首選！

如：雲仙樂園「蛙 Wow! Fun 暑假」夏戀風車祭優惠專案；野柳海洋世界「夏

日清涼樂海洋!水上熱情芭蕾」；小人國主題樂園「恐龍親水廣場」，360 度

環景滑水道及彩虹瀑布滑道；六福村主題遊樂園「部落狂歡慶典」，絕對溼透

的島嶼水戰及夜間震撼戶外劇場；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2018 夾一下！糖果

甜玩節」用氣味表演的鼻子劇場、糖果裝置藝術；西湖渡假村「住西湖․玩麗

寶」專案，樂玩中苗雙樂園；麗寶樂園「海陸空 799，3 選 2 遊你配」，玩樂

園、住福容、逛 OUTLET、開卡丁、搭摩天輪，一次滿足；東勢林場遊樂區

「東勢林場 夏戀森林」住宿優惠還有夜間昆蟲導覽；泰雅渡假村「夏日消暑 冷

泉戲水趣」消暑價只要 300 元；九族文化村「避暑好樂園‧快樂森呼吸-千萬

好禮等你刮」，電視、平板電腦、腳踏車等 68,000 個獎項；杉林溪森林生態

渡假園區「杉林森呼吸、主題樂園門票三選一」使用好樂園住宿專案送劍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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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福村或九族文化村門票三選一；劍湖山世界「狂速新設施，玩水遊行暢玩一

夏」，讓遊客玩新設施、喝古坑咖啡、吃地方特色美食；頑皮世界「頑皮夏季

吃冰趣」，入園送冰棒，看全臺唯一的南美水豚和科摩多龍；尖山埤江南渡假

村「一『舟』一『漆』~江南水陸大冒險」，「獨木舟」加「漆彈對抗」一箭

雙鵰；義大世界「寶島金夏趴」，每人只要 688 元，年齡尾數為 8 只要 8 元；

8 大森林樂園「森林涼快趣」，每人 199 元加贈 50 元購物券，招待育幼院所

免費入園；綠舞莊園日式主題遊樂區「綠舞夏之祭 暑假住房遊園專案」，門

票三人同行一人免費，住宿還有優惠；遠雄海洋公園「奇幻冒險 海盜童樂會」，

最夯的海盜小英雄 Cosplay 親子優惠票，還有海盜親子餐；怡園渡假村「洄瀾

之心」特惠，住宿加普悠瑪號，最低 4.5 折。 

今夏最特別的還有雲仙樂園、野柳海洋世界、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小叮噹

科學主題樂園、西湖渡假村、麗寶樂園、東勢林場遊樂區、泰雅渡假村、九族

文化村、劍湖山世界、頑皮世界、尖山埤江南渡假村、8 大森林樂園、小墾丁

渡假村、綠舞莊園日式主題遊樂區及遠雄海洋公園等16家主題樂園攜手合作，

推出「仲夏雙享遊 GO 嗨」聯合暢玩方案，憑參與活動之主題樂園票根或其他

入園證明，即可享有專屬好康入園優惠；另外園區也與公共運輸、旅宿業或觀

光同業結合規劃超值方案，讓您的暑假天天都精彩，輕鬆遊玩。更多主題樂園

暑 假 活 動 及公共 運 輸 方 案詳如 後 附 表 ，亦可 至 台 灣 好樂園 網

（www.themepark.net.tw）查詢。 

假期出遊人潮眾多，交通部觀光局呼籲民眾多利用公共運輸系統入園，免

塞車又環保，還可享有專屬入園優惠，快來安排一場樂園消暑之旅，盡情暢玩。 

 

附表 1：2018 主題樂園暑假活動方案一覽表 

附表 2：2018 主題樂園暑假公共運輸優惠方案一覽表 

附表 3：2018 主題樂園異業合作方案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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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18 主題樂園暑假活動方案一覽表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 雲仙樂園 

蛙 Wow! Fun 暑假 

【一日遊優惠專案】 

1. 纜車+(山溪物美食套餐or原民屋套餐) 每人只要538元(原價649元) (含: 

空中纜車+(中餐廳時令套餐 or 原民屋套餐) 

2. 樂遊園區 399 元(原價 500 元) (含: 空中纜車+射箭*1+漆彈*1+划船*1) 

3. 空中纜車+葉綠素(下午茶 or 特餐) 每人只要 369 元(原價 430 元) 

【住房優惠】 

★愛地球環保房 優惠專案 (每日限 3 間) 

雙人房 2600 元/間(原價 5000 元，52 折)、四人房 3800 元/間(原價 6500 元，

約 58 折)，假日加價  700 元/房，加人加價 600 元 

**請自備盥洗用具** 

**每日限 3 間，團體不適用** 

含: 空中纜車來回票+活力早餐+夜間賞蛙導覽 

★蛙 Wow! 仲夏賞蛙 1 泊 3 食 優惠專案 

雙人房 3688 元/間(原價 6278 元，約 59 折) 、四人房 5888 元/間(原價:9056

元，約 65 折)，假日加價 700 元/房，加人加價 1100 元 

含: 空中纜車來回票+活力早餐+葉綠素下午茶+時令套餐+夜間賞蛙導覽 

2 野柳海洋世界 

夏日清涼樂海洋! 

夏季特別節目-水上芭蕾熱情公演!看美麗的水上嬌娃們展現華麗舞姿，還

有驚險刺激的高空跳水特技演出!海洋哺乳類生態展演，讓我們一起認識海

洋動物!還有可愛有趣的海洋關節動物親子手作活動，讓您與海洋夥伴一起

搖擺遊海洋!寓教於樂的北台灣海角樂園，就在野柳海洋世界! 

3 
小人國主題樂

園 

小人國歡慶 35 週年一次給您水陸雙享，一票玩到底 

還有全新恐龍親水廣場 360 度環景氣墊滑水道清涼登場!!! 

暑假 499 元，3-未滿 6 歲 399 元 

夏天消暑就要來小人國玩水啦！小人國歡慶 35 週年，暑假 7、8 月全新恐

龍親水廣場，打造 360 度環景氣墊滑水道，要帶你跟著恐龍一起挑戰超高

6M 活火山滑水道、驚險暴龍氣墊滑梯、超長距 41M 跑跳鑽溜噴水障礙氣

墊，還有超過 20M 長的彩虹瀑布滑道！爸爸媽媽小朋友，一同來個小小體

能訓練，增加小朋友體感平衡，讓全家人身體動ㄘ動！親子同樂玩水好健

康，大小朋友一起盡情放電放鬆最消暑！小人國再給您水陸雙享，一票玩

到底！ 

4 
六福村主題遊

樂園 

六福村在暑假推出部落狂歡慶典，日水戰 夜奇幻，日間高水量絕對溼透

的環形島嶼水戰，夜間震撼戶外劇場，最壯觀的火山匯演，讓您從早嗨到

晚，日夜暢玩不間斷!! 

1.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提供全民 599 元優惠。 

2. 六福水樂園提供全民冰凍價 399 元、學生兩人同行合購價 599 元。 

3. 六福水陸雙樂園 799 元。 

5 
小叮噹科學主

題樂園 

2018 夾一下！糖果甜玩節 

甜蜜蜜的暑假來囉！全台唯一水、陸、雪三重享受的主題樂園推出甜密鉅

獻：『夾一下！糖果甜玩節』有糖果意象的亮麗演出、用氣味表演的鼻子

劇場、糖果裝置藝術、免費體驗全新 VR 新視界、5D 體感影院、免費多項

親子闖關活動…等。好多趣味好玩盡在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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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6 西湖渡假村 

住西湖․玩麗寶，今夏樂玩中苗雙樂園 

盛夏到中台灣來避暑！擁有豐富自然生態的西湖渡假村，今夏與麗寶樂園

攜手推出【住西湖․玩麗寶】住宿專案，平日四人同行 6,300/間(平日原價

7,200/間)，帶大小朋友暢遊安徒生童話園區森呼吸、瘋玩麗寶渡假區心跳

加速！截然不同的渡假體驗，快來預約住宿！ 

7 麗寶樂園 

海陸空 799 ，3 選 2 遊你配 

1. 暑假就是要一直玩一直玩，全臺最大的麗寶樂園渡假區特色一籮筐，

盡情享受。 

2. 麗寶假期，玩樂園、住福容、逛 OUTLET、開卡丁、搭摩天輪，一次

滿足。 

3. 海陸空 799 元，3 選 2，遊你配: 6/30 起至 9/2，馬拉灣、探索樂園、

全台最大天空之夢摩天輪，3 選 2 遊你配，通通只要 799 元。 

8 
東勢林場遊樂

區 

東勢林場 夏戀森林 

1. 暑期「夏日清涼消暑」活動方案： 

東勢林場遊樂區為配合昆蟲季的到來，在 7、8 月間推出一系列相關的

活動，凡購票入場遊客至園區定點拍照打卡上傳 FB 送精美小禮物；還

有每天晚上定時的夜間昆蟲生態導覽。 

2. 暑期平日行銷方案： 

暑假平日推出「東勢林場 1299 昆蟲生態之旅」，是 2 天 1 夜的 2 日遊

活動，含一宿兩餐、門票、DIY 材料費等，適合闔家報名參加，活動

全程皆有解說員帶領，是暑假期間親子活動、渡假消暑的最佳去處。 

9 泰雅渡假村 

２０１８南投泰雅蓮花季 盛大舉辦！ 

夏日消暑 冷泉戲水趣 消暑價只要 300 元！！（原價４５０元） 

1. 位於南投縣國姓鄉，是以台灣原住民族-泰雅族文化為經營主軸，擁有

許多象徵泰雅族文化特色及早期部落的建築提供遊客參觀，還有精彩的

民族舞蹈表演，更結合遊憩、住宿、溫泉、生態、露營、烤肉等，因此

擁有全方位渡假遊樂區的美稱。 

2. 園區蓮花池占地約 3 公頃，種植了約廿多種蓮花，其中又以代表高貴

的白色蓮花居多，從雅緻到華貴，姿態多樣，歡迎遊客前來消暑賞蓮。 

3. 除了優質的溫泉外，更有清涼的冷泉供遊客戲水，假期到泰雅除了泡

湯、戲水、賞蓮外，還可以入住巴洛克式建築的泰雅皇宮溫泉飯店，享

受異國風情的氛圍。 

10 九族文化村 

避暑好樂園‧快樂森呼吸—千萬好禮等你刮 

暑假入園遊客，享清涼價 650 元再送刮刮券。(原價 850 元，約 76 折) 

消費滿額一刮再刮，電視、Ipad、平板電腦、腳踏車等六萬八千個獎項、

千萬好禮等你刮。 

還有園區五大清涼避暑森林步道，悠揚管樂、部落天籟及芬多精體驗，

讓遊客快樂消暑輕鬆森呼吸。 

11 
杉林溪森林生

態度假園區 

杉林森呼吸、主題樂園門票三選一 

想要看滿天的星光以及螢火蟲嗎？暑假來杉林溪就對了。 

現在暑假來杉林溪，選擇樂園三選一住宿專案。就可以選擇劍湖山、六福

村以或九族文化村其中一間的樂園門票喔。如果去旅行，你想去哪裡？ 

來杉林溪就對了！還有還有，7/7 日世界螢火蟲日在杉林溪，快來賞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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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2 劍湖山世界 

狂速新設施，玩水遊行暢玩一夏 

劍湖山世界今年是全台唯一推出 4 大全新設施的主題樂園，也是全台唯一

推出水上自由落體新設施的水樂園。從 7 月開始，每天還有來自俄羅斯的

帥哥美女勇士們，和遊客互動打水仗。暑假現場優惠 599 元，就是要讓你

溼身玩水、尖叫暢玩整個暑假！ 

13 頑皮世界 

頑皮夏季吃冰趣 

7/1 日到 8/31 日期間，凡有到頑皮世界購買門票者，將可獲得美味可口的

《臺南手工古早味玉米冰淇淋》一支。呼朋引伴一起來頑皮世界看動物

吧，這裡還有全臺唯一的南美水豚和科摩多龍喔!! 

14 
尖山埤江南渡

假村 

2018 一「舟」一「漆」～江南水陸大冒險 

炎炎夏日，最好消暑的活動就是要「玩水」！而且最好是能夠玩水庫的水，

因為這樣才過癮。尖山埤江南渡假村擁有豐富的水資源，正是時下青年男

女及家庭親子旅遊玩水的最佳去處。 

今年推出就是要讓您夏一跳的破盤價--獨木舟加漆彈對抗賽（4 人即可成

行，請先預約），每人只要 500 元（含門票，原價 1,000 元）。 

這夏真是樂爆了，請不要再猶豫了，立即體驗樂一夏，趕快安排一場一箭

雙鵰的「獨木舟」加「漆彈對抗」之旅吧。 

15 義大世界 

2018 義大遊樂世界歡樂暑假「寶島金夏趴」 

最台的暑假瘋樂園 一票玩到底只要 8 元 

6/29~9/2 歡慶八週年慶，推出超歡樂的暑假檔期活動「寶島金夏趴」專屬

優惠價每人只要 688 元，另外只要實歲年齡尾數為 8，票價只要 8 元！還

有空中飛行模擬器遊樂設施全新版本「動感台灣 Feeling Taiwan」在 3 層

樓高體驗模擬空中飛行，帶您俯視敖遊台灣 19 個心曠神怡的絕世美景 ! 

16 8 大森林樂園 

森林涼快趣  暑價 199 元 

森林涼快趣，7/1-8/31 暑價只要 199 元，購票加贈 50 元現金購物券！ 

◎ 活動區分： 

1.涼快森林： 

涼蔭域、精氣域、森林浴、足涼浴、涉水域 

  撩沙域、炭烤域、森食域、宿營域、涼創域  

2.律動森林： 

  魔幻異術秀、魔幻侏儸紀、鱷魚餵食秀、涉水域尋寶  

  環保射水槍、魔幻競技場、失落的印記、魔幻樹爺爺 

『森林傳愛‧圓夢之旅』育幼院回饋公益專案 

7/1-8/31 凡經政府核發立案之全國育幼院所，於活動期間來函申請，即享

有『免費招待入園』暢遊 8 大森林樂園之公益回饋活動。 

17 
綠舞莊園日式

主題遊樂區 

綠舞夏之祭 暑假住房遊園專案 吉祥物神轎最吸晴 

1. 每到夏天就是宜蘭最美時刻，針對住房、園區、餐飲，皆推出不同活動

與優惠，即日起至 8/31 止推出「歡樂盛夏」暑假住房專案。雙人入住

可享玥/嵐山景客房 6,600 元/間。入住期間更可免費享用正宗在地美食

花生捲冰淇淋，以及親子抬神轎趣味活動，體驗最道地的日式文化。 

2. 7/1-8/31 綠舞夏之祭期間，園區門票更享”三人同行一人免費”，讓您輕

鬆歡樂暢遊全台最每日式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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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8 遠雄海洋公園 

奇幻冒險-海盜童樂會 

遠雄海洋公園 7/1 推出今夏最強檔【奇幻冒險 海盜童樂會】，有最瘋狂的

每月抽 20 萬元黃金，爆破場景、有趣刺激的『海盜水花派對』，最夯的

『海盜小英雄』Cosplay 親子優惠票，最有特色的『海盜親子餐』。今夏

就來與孩子們一起開啟夏日派對！ 

19 怡園渡假村 

7/1~8/31「洄瀾之心」普悠瑪車票+住宿-【暑平早鳥省很大】優惠專案 

(1) 二人成行，每人 2,150 元。第 3、4 人每人加 1,600 元。《園景雙人房

+洄瀾之心來回車票，原價：9,480 元，下殺 4.5 折》 

(2) 【暑平早鳥省很大】專案，須在旅客入住日期前 14 天完成訂房並全

額付清。每日限量 3 間。不適用暑假週六。 

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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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價格均為新臺幣，單位未特別標示者為 1 人之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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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8 主題樂園暑假公共運輸優惠方案一覽表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 
小人國主題樂

園 

7/1~9/30 搭乘台灣好行-親子樂園線，憑乘車當日台灣好行一日券或乘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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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期間憑任一大眾運輸之乘車購票證明(台聯客運、新竹客運、台灣好行

-親子樂園線、新竹縣觀光 2 號巴士、六福村桃園高鐵站接駁專車)，享六福

村主題遊樂園門票優惠價 599(原價 999，1 張車票票根限購 1 張優惠門票，

僅限乘車當日使用，逾期無效。) 

3 
小叮噹科學主

題樂園 

1. 7/1～8/31 於售票處購票前出示當日搭乘台灣高鐵、台灣鐵路的車票憑

證，可享購買門票優惠價 320 元。 

2. 持台灣好行車票，至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享門票優惠購 320 元 

4 西湖渡假村 

西湖渡假村與豐原客運合作，不論台北或豐原出發可搭乘豐原客運直達西

湖渡假村。持乘車票根購買門票或住宿均享優惠，自西湖渡假村櫃台購買

往台北車票，可享購 220-270 優惠票（全票原價 280），優惠價請參考豐原

客運官網公告。 

5 麗寶樂園 

1.臺北京站-樂園搭乘統聯客運 1,099 元  

2.中港轉運站-麗寶樂園搭乘統聯 155 路 650 元  

3.高雄-麗寶樂園搭乘統聯客運 1,099 元  

4.屏東-麗寶樂園搭乘統聯客運 1,299 元  

5.臺南-麗寶樂園搭乘統聯客運 999 元 

6.高鐵假期：銷售日期自即日起~8/31、出發日期ˋ即日起 8/31 

(1) 【暑期親子 1 日輕鬆遊】麗寶樂園水陸暢遊.摩天輪 outlet，1,400 元起  

含-標準車廂對號座來回車票、麗寶樂園門票乙張 (探索樂園、馬拉

灣水陸雙園暢遊) 、天空之夢摩天輪搭乘券乙張、免費定點定時來回

接駁，需自行上官網預約。 

(2) 【1 日輕鬆遊】台中麗寶樂園.天空之夢摩天輪.outlet mall，1,290 元起  

含-標準車廂對號座來回車票乙張、麗寶樂園門票-探索樂園乙張、天

空之夢摩天輪搭乘券乙張、可愛 POPA 限定餐點乙份。 

6 
東勢林場遊樂

區 
搭乘豐原客運 209 公車入園，門票優惠 160 元(原價 250 元，64 折) 

7 九族文化村 

1. 台灣好行臺中來回+門票只要 900 元。 

2. 暑假期間日月潭水陸空好行悠遊套票，大碗公更優價只要 1,000 元。(包

含台中-日月潭車票來回、九族文化村門票 1 張(贈送日月潭纜車)、日月

潭班船搭船券 1 張、遊湖巴士一日券等價值 1,650 元) 

8 
杉林溪森林生

態度假園區 

搭乘大眾交通運輸來杉林溪，原價 300 元的門票只要 200 元。 

9 劍湖山世界 
搭乘公共運輸(台西客運及台灣好行)，憑票根享購 450 元門票，再送精美贈

品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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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0 義大世界 

【高鐵假期】高雄義大遊樂世界 1 日輕鬆遊，1,360 元/人起 

高鐵：標準車廂對號座來回車票 

行程：義大遊樂世界門票+義大客運來回接駁券+吉祥物精選禮品乙個 

【高鐵假期】義大世界‧海生館‧墾丁自然生態 3 日豐富行，10,170 元/

人起 

高鐵：標準車廂對號座來回車票 

行程：行程車資+早餐 2 次+午餐 2 次+晚餐 2 次+義大遊樂世界門票單日券+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門票+潮間帶活動費用+人員導覽 

住宿：第一天 高雄義大天悅飯店，第二天 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11 8 大森林樂園 

1. 公共運輸：高鐵、台鐵、國光、阿羅哈、和欣、統聯、高雄客運、屏東

客運 

2. 優惠方案：憑車票票根至園區購票可享購 175元，再加贈 50現金購物券！ 

12 遠雄海洋公園 

今年暑假海洋公園提供提花蓮火車站(後站)直達海洋公園，免費來回接駁服

務，免費接駁為 7/1-8/26 每週五、六、日，預約專線: 03-812-3100 分機 8107，

需提前預約以免接駁客滿。 

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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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價格均為新臺幣，單位未特別標示者為 1 人之單價。 

註 3：高鐵假期詳洽台灣高鐵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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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8 主題樂園異業合作方案一覽表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 雲仙樂園 

活動日期：08/01~9/30 

LINE PAY 合作烏來商圈好行套票 

專案內容 : 纜車+射箭 (原價 300 元) 

2 
六福村主

題遊樂園 

活動日期：06/16~9/15 

關西六福莊瘋水陸探索假期 10,800 元 + 10%，兩人同行入住剛果藍天客房，

專案內容包含： 

早餐 2 客/晚餐 2 客/六福村水陸聯票 2 張（兩日無限制進出）/草原歷險 2 人次

/館內抵用券 100 元/瘋水陸好禮二選一（動物背包水槍／不鏽鋼水壺） 

3 
西湖渡假

村 

1. 即日起至 10/14，【住西湖․玩麗寶】住宿專案，平日四人同行$6,300，含

西湖渡假村標準房住宿／自助式早餐／入園／美人湯 SPA 優惠，贈麗寶樂

園－探索樂園或馬拉灣園區二擇一門票。 

2. 即日起至 12/31 

(1) 西湖渡假村住宿＋義大利備品品牌艾格尼： 

【Go Green 西湖綠悠遊專案】平日四人同行$6,700，含西湖渡假村標準房住

宿／自助式早餐／入園／美人湯 SPA，贈 DIY／下午茶／1820 原閩客特色

風味晚餐及艾格尼地中海趕欖寶濕全效清潔露一瓶。 

(2) 西湖渡假村住宿＋山板樵 

【山板樵臉譜文化之旅】平日四人同行$6,600，含西湖渡假村標準房住宿／

自助式早餐／入園／美人湯 SPA 優惠，贈山板樵臉譜彩繪 DIY／山板樵下

午茶／西湖渡假村 1820 原閩客特色風味晚餐及三義木雕博物館參觀券。 

【山板樵騏雞蛋生】平日四人同行$6,700，含西湖渡假村標準房住宿／自助

式早餐／入園／美人湯 SPA 優惠，贈山板樵相思藍衫情 DIY／山板樵下午

茶／山板樵騏雞蛋料理午餐 DIY 及三義木雕博物館參觀券。 

(3) 西湖渡假村住宿＋卓也小屋 

【卓也手作藍染 DIY】平日四人同行$6,700，含西湖渡假村標準房住宿／自

助式早餐／入園／美人湯 SPA 優惠，贈西湖渡假村下午茶／卓也小屋蔬食

養生餐及藍染大方巾 DIY。 

(4) 西湖渡假村住宿＋飛牛牧場 

【牧場風情】平日四人同行$6,300，含西湖渡假村標準房住宿／自助式早餐

／入園／美人湯 SPA 優惠，贈下午茶／1820 原閩客特色風味晚餐及通霄飛

牛牧場門票。 

(5) 西湖渡假村住宿＋大補內彈珠汽水觀光工廠 

【懷舊彈珠汽水】平日四人同行$6,300，含西湖渡假村標準房住宿／自助式

早餐／入園／美人湯 SPA 優惠，贈下午茶／1820 原閩客特色風味晚餐及大

補內彈珠汽水觀光工廠 DIY 體驗。 

(6) 西湖渡假村住宿＋丫箱寶 

【童趣彩繪之旅】平日四人同行$6,299，含西湖渡假村標準房住宿／自助式

早餐／入園／美人湯 SPA 優惠，贈鴨箱寶木鴨彩繪 DIY／西湖渡假村 1820

原閩客特色風味晚餐及三義木雕博物館參觀券。 

5 
東勢林場

遊樂區 

活動日期：即日起~12/31 

台灣觀巴浪漫台三線：東勢林場．新社 1 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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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6 
九族文化

村 

活動日期：07/01~08/31 

門票+台灣好行=900 

2018 暑假日月潭水陸空好行悠遊套票 

包含台中-日月潭車票來回、九族文化村門票 1 張(贈送日月潭纜車)、日月潭班

船搭船券 1 張、遊湖巴士一日券等共價值 1650，特惠 1000 元。 

7 
劍湖山世

界 

1.【高鐵假期】-｢雲林劍湖山王子大飯店 2 日自由行｣，即日起~08/31 凡購買

高鐵標準車廂對號座來回車票，可升等升等｢小威主題客房｣，加贈劍湖山

世界主題樂園單日門票或涮涮鍋晚餐 2 選 1。 

2.即日起至 9/15 止憑｢心動雲林 遊你做主｣一日票券根，即可以 399 元超值優

惠價購得劍湖山門票乙張(原價 899 元)，好行暢遊享優惠，機會難得，不要

錯過! 

8 
小墾丁渡

假村 

【高鐵假期】墾丁夜宿海生館‧小墾丁渡假村山海 3 日豐富行，4,445 元/人起 

高鐵：標準車廂對號座來回車票 

住宿：體驗與魚共眠+小墾丁渡假村 

行程：行程車資+早餐 2 次(海生館、小墾丁渡假村)+晚餐 1 次+宵夜 1 次+門票

2日+日間海生館展館導覽+飼育後場參觀+海生館夜間探索+戶外潮間帶觀察+

專屬餵食解說+海洋生態課程 

9 

綠舞莊園

日式主題

遊樂區 

活動日期：即日起至 12/31 止。 

現在憑台新銀行、國泰世華、玉山銀行、中信銀行、花旗銀行、匯豐銀行，6

家銀行即享住宿 7 折起優惠以及用 8 折起優惠，詳細活動內容，可再參考綠舞

觀光飯店官網內容為主。 

10 
遠雄海洋

公園 

活動日期：即日起~8/31 

方案內容：2 人成行每人只要 3,000+10%起，享免費招待 1 名兒童、再享贈送

200 元商品抵用券。 

專案人數：2 大+1 兒童(3 歲以上未滿 12 歲) 

專案內容： 

1.精緻山景雙人房+1 沙發床 

2.西式自助早餐 2 客 

3 奇幻冒險特訓營 

4.奇幻海洋公園門票 2 張(或晚餐 2 客‧2 選 1) 

5.花蓮車站或機場來回接駁 1 次 

6.飯店商品抵用券 200 元 

加碼免費招待 1 名兒童吃住玩樂(3 歲以上未滿 12 歲) 

(1) 西式自助早餐一客 

(2) 奇幻海洋公園門票 1 張(或晚餐 1 客‧2 選 1) 

其他注意事項請上遠雄悅來大飯店官網 http://www.farglory-hotel.com.tw/ 

11 
怡園渡假

村 

活動日期：07/01~08/31 

「洄瀾之心」普悠瑪車票+住宿-【消暑趣】專案 

1. 二人成行，平日每人 2,400 元。第 3、4 人每人加 1,600 元。暑假週六入住

每房加 1,000 元。園景房升等典雅房(18 坪)，每房須補付差價$500 元。每

日限量 3 間。 

2. 本專案每人內含：園景雙人客房平日住宿一晚、活力自助早餐、台北<->花

蓮來回「洄瀾之心」普悠瑪彩繪觀光專列車票各乙張。 

3. 本專案每房贈送：餵魚+泡茶券乙張。本專案每房加贈寶島瘋市集 50 元抵

用券二張。 

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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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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價格均為新臺幣，單位未特別標示者為 1 人之單價。 

註 3：高鐵假期詳洽台灣高鐵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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