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中秋連續假期主題樂園活動方案一覽表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9/22~9/25中秋連假期間，全民$520元（原價 999元）公益價入園

遊玩，門票部分收益也將用於犀牛保育及教育推廣。 

2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1. 活動期間：107/9/22(六)~9/24(一)，共計 3 日。 

2. 票價優惠：全票優惠 350 元(原價 500 元)，孩童、學生優惠 320

元(原價 400、350 元)，未滿三歲孩童免費入園。本活動恕不得

與園區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3. 活動期間，園區主要活動： 

(1) 麻糬動手做活動，入園免費體驗搗麻糬，好好玩還可以吃

唷！ 

(2) 精彩魔術秀表演，入園後免費欣賞，現場還有神秘禮物喔。 

(3) 泡泡親子體驗活動 

(4) 真人版！夾娃娃機活動，現場準備好多禮物，想要禮物嗎？

讓你自己夾帶回家。 

3 西湖渡假村 

一 日 遊：西湖渡假村「秋月樂悠遊」專案 

活動日期：2018/9/22(六)～2018/9/24(一) 

活動內容：凡姓名有「秋」、「月」任一字，現場購票並出示證件，

贈『相框筆筒 DIY』一份。 

備  註：贈品 DIY 每日限量 100 份，送完為止。本優惠專案同音

字恕不適用。 

4 麗寶樂園 

9/22至 9/24中秋連假期間，凡遊客至麗寶樂園(探索或馬拉灣)擇

一園區購票，購買全票、學生票、學童票全日票票種，即可率先免

費獲得花博門票乙張，每日限量 1000張 

5 東勢林場遊樂區 

活動期間:107 年 9 月 22 日至 9 月 24 日 

1.  [月光森林圓舞曲]闖關拍照上傳 Fb 及打卡活動。  

2. 中秋烤肉趣：凡預定本場 5 人以上之烤肉組，憑確認單入場給

予門票 160 元優惠購票。 

3. 早鳥票優惠專案：於活動期間 10:00 以前入場者，以 125 元優

惠票入場。 

4. 加林場官方 line 好友，就送小禮物(於遊客中心櫃檯兌換)。 

5. 定時解說：中秋連假期間，每日 10:00 及 14:00 各 1 場。 

6. 文旦保齡球趣味競賽:活動期間 19:30 至 20:30，於遊客中心，

以文旦當保齡球玩遊戲，凡撞倒之瓶數即送等量之文旦，每人

限玩 1 次機會，現場擊倒即可親嚐新鮮柚子。 

7. 玉兔搗糬趣：活動期間 14:00 至 15:00，於遊客中心體驗傳統手

工搗麻糬樂趣，並可當場品嘗新鮮麻糬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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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6 泰雅渡假村 

1.遊園門票+泡湯+戲水+ 烤肉吃到飽，每人只要 499元！！  

2.未預購者，現場購買為 599元/人 

3.住宿/露營 優惠:  ( 一泊二食贈烤肉吃到飽、泡湯、戲水、遊

園、表演) 

【住宿及露營採預約制】 

提早來電訂房可享中秋節假期，住宿 6 折優惠 

住宿加價 399元/人，贈烤肉 BBQ吃到飽！！ 

露營每帳 800元【4-5人/ 1車 / 1帳篷 / 1炊事帳】為限，門

票另計，中秋節假期露營門票一律 199元/人！（原價 300元），

露營加價 399元/人，贈烤肉 BBQ吃到飽！！ 

7 杉林溪森林生態度假園區 

中秋月圓~與嫦娥有約~ 住宿專案 

9/24 當天入住杉林溪主題會館 

兩人房$1850 元 

三人房$2400 元 

四人房$2900 元 

以上價格包含住宿主題會館，杉林溪門票、停車費 

8 劍湖山世界 

1.現場購票 599 元 

2.彰投雲嘉南鄉親 299 元(憑戶籍地及在地大專院校學生證) 

3.午後 1 點購票 449 元，送烤肉兌換券乙張 

9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1.9 月份訂購「江南烤肉專案」1,500 元及 2,000 元烤肉組，加贈蔗

香枇杷雞乙份(價值 350 元)；訂購 2,500 元烤肉組加贈松阪豬乙

份(價值 350 元)。 

2.中秋連假期間舉辦「9/23 聯歡晚會」、「星光音樂會」及「后羿射

日」趣味漆彈賽等活動。 

10 義大世界 

2018/9/22-10/14 之每週六日及中秋節 9/24、教師節 9/28、國慶日

10/10 三個國定假日。 

現場購買原價$899 之全票，每張可享全票第二名半價購票優惠乙名

【即$899+450】 

11 8 大森林樂園 

中秋節連假【研嬉攻略】8 大必遊！ 

◎活動主題：月圓闔家圓 － 秋節遊 8 大 

◎活動方式：只要是全家人使用小轎車蒞園購票，告知「我們是一

家人」可享【闔家歡優惠價每人 100 元】，超值優惠全家歡暢！ 

◎活動內容： 

  森林精氣浴 ‧森林炭烤域   宿營賞星域 ‧涉水域尋寶  

  環保射水槍 ‧魔幻異術秀   魔幻侏儸紀 ‧鱷魚餵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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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路觀主題樂園 

方案一：歡慶中秋『秀圖 100 元樂遊大路觀』  

活動時間: 107/9/22-107/9/24 止  

活動方式:  

1. 只要手機現場購票出示『臉書指定圖片』就可享購 100 元優惠

票價。(遊覽車團體不適用)。  

2. 本專案園區保有活動解釋調整之權利。  

方案二：秋高氣爽~烤肉人來就好  

活動時間: 107/9/22-107/11/30 止  

活動方式:  

1. 五人烤肉組(2500 元)。  

2. 十人烤肉組(4990 元)。  

3. 本專案需提前預約使用 08-7958811 分機 526  

4.  9 月底前預訂【十人烤肉組(4990 元)】送烤雞 1 隻。 

13 小墾丁渡假村 

1.09/01(六)-10/31(三)星空吶喊假期： 

尋找尊貴燦爛的仙王家族，指導大家用肉眼尋覓仙王座、仙后座、

仙女座與英仙座。仙王家族是夏秋之際最迷人的希臘神話，有許

多皇族與神族的恩怨情仇故事。 

2.09/22(六)-9/24(一)中秋賞月活動： 

巨砲望遠鏡看月球，賞玉兔、尋嫦娥，月球表面潔白如玉！ 

3.小墾丁的星空行事曆： 

09/01(六)-10/31(三)尋找尊貴燦爛的仙王家族 

11/01(四)-11/30(五)追獅子座流星雨 

12/01(六)-12/31(一)追雙子座流星雨 

01/01(二)-01/31(四)追象限儀座流星雨 

02/01(五)-02/28(四)翱翔璀璨奪目的冬季銀河 

4.小墾丁的晴空行事曆： 

9/28(五)-10/31(三)翔鷹假期，預計有 10 萬隻灰面鵟鷹出現在小墾

丁渡假村的正上方 

14 綠舞莊園日式主題遊樂區 現場門票 3 人同行，1 人免費。 

15 遠雄海洋公園 

1.活動名稱:Yes,I do 與海洋公園攜手護洋 

活動內容:於 2018/9/1-9/30 到「遠雄海洋公園 FB 粉絲團活動頁」

留下指定通關密語，即可獲得門票優惠憑證。 

2.活動名稱:老師的海洋教育學分 

活動期間:2018/9/25-10/15 

好康 1:老師出示教師證，即可享老師本人免費入園(需搭配 1 人

購票) 

好康 2:老師參加「海洋生態體驗解說」活動，完成任務後，即可

獲得二天一夜海洋夜未眠體驗營活動。 

3.活動名稱:海洋慶雙十-雙人 1717 套票 

活動期間:2018/10/05-10/11 

於活動期間至 GOMAJI(網路平台)，即可購得雙人優惠套票$1717

元(套票內容:全票 2 張、指定套餐 1 份、100 元現金抵用卷 2 張)。

票券兌換期間:2018/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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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