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1：2019 年雙十連假主題樂園活動方案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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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雲仙樂園慶祝國慶日
10 月 10 日搭纜車全票優惠 175 元(原價 220 元，約 8 折)
妞妞七歲生日慶
1. 雙十連假妞妞請 10 月壽星免費入園，兩人以上同行出示有效證件
野柳海洋世界
門票只要 450 元。
2. 妞妞禮品部消費滿額(單筆消費滿 1010 元)，享七折歡樂抽。
雙十節連假，全面$499(原價$999)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喜迎國慶同時歡慶 40 周年
期間限定「六福村 40 周年與您長長久久優惠」，10/10 起至 10/13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只要半價 NT$499(原價$999)就能入園瘋玩。
雲仙樂園

※本專案不適用於中型巴士以上團體，亦不得與其他優惠方案併用。
小叮噹璀璨十月慶雙十
全票優惠 350 元(原價 500 元)，兒童學生優惠 320 元。
入園活動：
1. 黃金元寶歡樂抽
2. 親子手作 DIY 體驗活動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
3. 親子競賽活動拿好禮
園
4. 多項互動趣味科學設施任你玩
5. 乘坐遊園導覽小火車
6. 欣賞 5D 動感影院好刺激
7. AR 虛擬體感設施體驗
8. 入園贈送近 300 元餐點折價券
雙十連假現場購票入園，贈槌染 DIY 優惠券(原價$150，持券享優惠
西湖渡假村
價$100)
國旅秋冬補助，12 歲以下兒童搭乘天空之夢摩天輪免費、加價 100
元升等水陸(原價 690 元，約 1.4 折；馬拉灣營運至 10/13)；加碼
贈送免費入園券一張(使用秋冬國旅方案者)
秋冬(9/1~12/31)遊麗寶加碼優惠
加碼一：12 歲以下兒童免費搭乘天空之夢摩天輪，陪同親友 150 元
麗寶樂園
/人(12 歲以下兒童憑樂園入園手章；陪同親友至多 4 名，
需同時搭乘)
加碼二：12 歲以下兒童與親友加價 100 元升等水陸聯票(同行親友
須購買全日票，至多 4 名且須同時完成加價)
加碼三：麗寶樂園加贈 12 歲以下兒童免費入園券一張(期限至
108/12/31，逾期作廢)
歡樂雙十森林趣
國慶四天連假（10/10~10/13）活動
1. 門票優惠活動：
(1) 10 月份壽星憑身分證免費入場。
(2) 車牌號碼有「9」購票入場，全車 160 元/人(原價 250 元/
人，約 64 折；遊覽車、中巴不適用)。
東勢林場遊樂區
2. DIY 體驗活動：
(1) 咖啡燻蛋 DIY：
10:00 遊客中心櫃檯現場報名，限定 50 位（額滿截止），
報名費 50 元/人，送手作燻蛋 1 個。
(2) 原木杯墊 DIY：
15:00 遊客中心櫃檯現場報名，限定 50 位（額滿截止），
報名費 50 元/人，送原木紀念杯墊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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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3. 街頭藝人表演:14:30 於園區忘憂池畔表演。
4. 導覽解說：14:00、19:00、20:00，於遊客中心前集合。
5. 闖關集點遊戲：掃描園區闖關點 QR CODE，將顯示數字截圖相
加為 10，並上傳 FB、打卡，即可獲得精美禮品。
九族 HIGH，雙十 FLY！全民特價 650！
雙十連假全民特價 650 元/人(原價 850 元/人，約 76 折)，12 歲以下
九族文化村
憑健保卡通通免費！
門票一票玩到底，暢玩遊樂設施再送日月潭纜車。
雙十歡國慶身份證號有 1 或 0 只要 299 元(原價 899 元)，使用秋冬
補助全家出遊有 GO 省，超殺優惠花最少玩最多，歡國慶、玩水
陸，揪愛一起來喔。
1. 國慶連假期間，國人只要身分證字號含有「1」或「0」任一號
碼，即可享有優惠 299 元購票資格。
劍湖山世界
(1) 國人憑有照片及身分證字號的有效證件，即可參與(例如:身
份證、汽機車駕照、健保卡)。
(2) 外籍人士可憑居留證及護照參與此活動。
2. 國慶連假期間，12 歲以下兒童免費之外，與其陪同者均享購票
優惠 499 元。
身分證末 8 碼有「10」或「20」享入園優惠。
雙十節連假期間，凡身分證字號末 8 碼有「10」或「20」，即享入園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門票 75 元/人優惠(原價 150 元/人，約 5 折)；身分證字號末 8 碼有 2
個「10」或「20」，即享免收入園門票優惠(原價 150 元/人)。
雙十連假『光輝十月』2 人同行 298 元
10/10~10/13 雙十連假『兩人同行』入園購票只要 298 元。
大路觀主題樂園
1. 本專案團體及遊覽車團體不適用。
2. 以上專案不含大觀河划船船票。
3. 本園區保有活動解釋之權利。
三人同行，一人免費
綠舞莊園日式主題 慶歡慶國慶，我在綠舞精彩一整天，10/7-10/13 期間，享綠舞入園門
遊樂區
票”3 人同行 1 人免費”，讓您悠遊全台最美日式庭園，看魔術賞日
本舞踊等精彩演出!
12 歲以下兒童免費暢遊海洋公園。
12 歲以下兒童免費暢遊海洋公園，同行購票者，再贈 200 元現金抵
用券。
1. 優惠對象: 限 12 歲(含)以下之兒童(入園當天未滿 13 歲者)。
2. 活動日期:9/1~12/31(如補助款使用完畢，補助將提早結束)。
3. 請務必自行影印健卡，並於影本上簽名及寫上連絡電話。
遠雄海洋公園
4. 使用秋冬遊優惠的 12 歲以下兒童，可加價 600 元，升等卡友年
票會員。
5. 使用秋冬遊優惠的 12 歲以下兒童之同行者，最多二位，每位加
贈 200 元現金抵用券(切票、兌換券、臨櫃皆適用；鄉親票、旅
展票券及年票會員不適用。)
6. 優惠不得併用，遠雄海洋公園保有活動解釋權利。
優遊怡園渡假村，歡度國慶好假期
1. 遊園門票優惠：二人同行，一人免費
門票原價(全票 500 元、優待票 400 元、兒童/博愛票 250 元、幼
怡園渡假村
童/愛心票 200 元)。
2. 適用觀光遊樂業入園優惠；滿 3-6 歲小朋友，提供未申請補助之
健保卡，即可折扣$200/人；滿 7-12 小朋友，提供未申請補助之
健保卡，即可折扣$2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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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台東原生應用植物 國慶連假期間(10/10~10/13)凡購物滿 2000 元，即可 20 元加價購-魚
15
園
腥草洗面乳或茶樹膠原蛋白金箔皂 1 入(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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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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9 年雙十連假主題樂園公共運輸優惠方案一覽表
項次

主題樂園

1

小人國主題樂園

2

六福村主題遊樂
園

3

小叮噹科學主題
樂園

4

西湖渡假村

5

麗寶樂園

6

東勢林場遊樂區

7

九族文化村

8

杉林溪森林生態
度假園區

9

劍湖山世界

10

尖山埤江南渡假
村

公共運輸優惠方案
連假期間憑新竹客運-小人國之乘車購票證明，享現場購買門票優惠價 450
元(原價 799 元，約 56 折)。
10/10~13 期間憑任一大眾運輸之乘車購票證明(台聯客運、新竹客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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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59 折)，一張車票限購買一張門票。
連假期間憑任一大眾運輸之乘車購票證明，享門票優惠價 320 元/人(原價
500 元/人，約 64 折)。
搭乘豐原客運，出示乘車購票證明享購 250 元優惠門票（全票 399 元/
人，約 63 折），住宿或於西湖渡假村購買車票亦享優惠。
1. 入園優惠
(1) 持乘車票根購買門票，可享購 250 元優惠票。
(2) 每張車票限購優惠門票 1 張。
2. 住宿優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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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住宿依房型人數贈送西湖渡假村入園門票、自助式早餐及美人
湯 SPA 優惠券。
(3) 平、假日定義請依飯店公告規定。
(4) 本專案住宿費折抵須持有當日乘車票根，限以單程車資折抵。
(5) 限一般訂房適用，且不得與其他優惠或專案合併使用。
(6) 請於訂房時告知使用本優惠專案，恕無法受理現場預約。
3. 西湖渡假村購買車票優惠
(1) 於西湖渡假村購買豐原客運車票，可依公告時段購買優惠票。
(2) 全票原價$270，於西湖渡假村購票乘車，優惠價時段$240、促
銷價時段$220。優惠票時段及促銷時段依豐原客運官網公告。
4. 豐原客運官網
http://www.fybus.com.tw/data/2/701b.htm
麗寶樂園渡假區 免費接駁載你玩
麗寶樂園渡假區免費接駁車：台中高鐵線、后里線、朝馬線、渡假園區內
接駁線公共運輸、接駁車、公車等交通指南，詳情請上麗寶樂園渡假區官
網 https://www.lihpaoresort.com/LihpaolandApp/Miscellaneous/TrafficInfo
搭乘豐原客運 209 公車進入林場，門票 160 元（原價 250 元）。
南投客運悠遊套票九族+車票僅 960
自由行旅客免開車，歡迎利用南投客運，台灣好行日月潭水陸空悠遊好行
套票，只要原價 65 折起。
1. 台灣好行九族悠遊套票，九族門票(贈送日月潭纜車)+台中來回車票只
要 960 元。
2. 日月潭水陸空悠遊套票，九族門票(贈送日月潭纜車)+台中來回車票+遊
湖船票+環湖巴士一日券+水社一日券只要 1160 元。
搭乘公共運輸進入杉林溪園區可享以優惠票價 200 元入園 (原價 300 元/
人，約 66 折)。
低碳綠悠遊，好行揪好康
連假期間搭乘台灣好行憑一日卷票根，享門票優惠價 450 元(原價 899 元，
約 5 折)。
搭乘新營客運(黃 3 線，新營-柳營-果毅後)至江南渡假村，憑票根享兒童票
價 100 元入園(原價 150 元/人，約 67 折)，每張票限 1 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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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樂園

公共運輸優惠方案

國慶免費接駁車
雙十連假期間(10/10-10/13)海洋公園提供花蓮火車站(後站)到海洋公園的免
11 遠雄海洋公園
費來回接駁服務，巡迴路線經過香城 7-11/藍天麗池/福容/星空海藍等飯店
及東大門麗翔。預約請上海洋公園官網或洽專線: 03-812-3100#8107。
需提前預約以免接駁客滿(官網需三天前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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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