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表 1：2019 主題樂園暑假活動方案簡表
項
次

主題樂園

1

雲仙樂園

2

野柳海洋世界

3

小人國主題樂
園

4

六福村主題遊
樂園

6

小叮噹科學主
題樂園
萬瑞森林樂園

7

西湖渡假村

8

麗寶樂園

9

東勢林場遊樂
區

10

九族文化村

11

泰雅渡假村

12

杉林溪森林生
態度假園區

13

劍湖山世界

14

頑皮世界

15

尖山埤江南渡
假村

16

義大世界

17

大路觀主題樂
園

5

活動方案
公共運輸優惠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憑坪林區店家發票，乘纜車入園
175 元(原價 220 元，約 8 折)
「夏日樂海 young」夏季水上芭蕾
公演
搭乘新竹客運入園，享現場購票特價
水陸雙享，一票玩到底!
450(原價$799，約 56 折)
陸樂園全日票 650 元(原價 999，
約 65 折)；水陸雙樂園全日票 750 元(原價 1299 約 58 折)
全票 350 元(原價 500 元，7 折)， 憑當日搭乘台灣高鐵、台灣鐵路的車
兒童票 320 元。
票憑證，享門票優惠 320 元。
山訓漆彈套票特價 399 元
1. 持乘豐原客運車票根購買門票
平日四人同行 5,500 元（原價 6,620
或住宿均享優惠。
元，約 83 折）
2. 自西湖櫃台購買往台北車票，可
享購 220-270 優惠票(原價 280)。
馬拉灣 COOL 浪季
提供台中高鐵、朝馬轉運站、后里火車
站及渡假區園區內的 4 條免費接駁車
路線；統聯客運、台灣高鐵推出聯票。
平日 2 天 1 夜昆蟲生態導覽活動
1299 元。
搭乘豐原客運 209 公車進入林場，門
定點拍照打卡上傳 FB 送精美禮 票 160 元(原價 250 元，約 64 折)
物，
涼夏特價 650 元(原價 850 元，約
台灣好行九族自由行套票 910 元、日
76 折)，貼圖打卡攝影比賽首獎送
月潭水陸空好行套票 1060 元
涵碧樓住宿券。
夏日戲水、遊園只要 199 元(原價
450 元，約 44 折)
憑溪頭妖怪村直營商店收據入園， 搭乘公共運輸入園享優惠票價 200
可兌換高級茶包一盒。
元(原價 300 元，約 67 折)
「玩。美。水。夏趴」午後兩點只
憑台灣好行票根享購票 450 元(原價
要 299 元｡現場購票就送玩美攝影
899 元，約 5 折)，加購玩美攝影棚門
棚入場劵一張。暢玩票一天只要
票 100 元(原價 200 元，5 折)
13 元｡
全台唯一擁有水豚與藪貓
憑小鎮漫遊護照或明信片入園，享
搭乘新營客運入園享兒童票價 100
兒童價 100 元(原價 150 元，約 67
元(原價 150 元，約 67 折)
折)
「幸運數字對對碰」，門票最低
499 元(原價 899 元，約 55 折)
大路觀消暑趣~探索水花島只要
1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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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活動方案
公共運輸優惠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平日兩人同行一泊二食只要 3 ,888 大眾運輸接駁恆春轉運站往返小墾丁
18 小墾丁渡假村
元
渡假村，請先預約
綠舞莊園日式
入住綠舞國際觀光飯店享有免費接駁
19
不限票種，一律 150 元純遊園。
主題遊樂區
服務。
提供花蓮車站(後站)免費來回接駁服
20 遠雄海洋公園 夏日海洋森巴-舞動水感嘉年華
務(行經部分飯店及東大門)，需預約。
遊園二人同行，一人免費；園景雙
21 怡園渡假村
人房三天二夜 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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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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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019 主題樂園暑假活動方案一覽表
項
次

1

2

3

4

5

6

7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蛙 Wow! Fun 暑假 (7/1-8/31)
雲仙樂園 fun 暑假！賞蛙之趣樂無窮！
雲仙樂園
更有來自雪山山脈沁涼山泉水等您來消暑，讓酷暑清涼一夏!
只要憑坪林區店家發票，來雲仙樂園搭乘纜車入園優惠 175 元(原價 220
元，8 折優惠)
夏日樂海 young!
夏季特別節目-水上芭蕾熱情公演，來看水上嬌娃們展現華麗的舞姿，驚
野柳海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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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們!還有趣味的吉祥物環保杯套 DIY 活動，寓教於樂的北台灣海洋
樂園，就在野柳海洋世界!
小人國一次給您水陸雙享，一票玩到底!!!
夏天消暑就要來小人國玩水啦！小人國暑假 7、8 月開放恐龍親水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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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國主題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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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水戰夜奇幻 部落狂歡
六福村主題遊樂
暑假期間 6/15-9/15，六福村現場購票：陸樂園全日票 650 元(原價 999)；
園
水陸雙樂園全日票優惠 750 元(原價 1299)。此優惠方案 9/6~9/8 不適用。
夾一下！酷夏繽紛糖果節
入園優惠全票 350 元(原價 500 元，7 折優惠)，兒童票 320 元。
暑假來囉，全臺唯一水陸雪一票三重享受~小叮噹樂園推出~免費親子闖
關拿好禮，免費欣賞神秘森林調香師氣味劇場~亮麗演出；
小叮噹科學主題
真人版！夾娃娃機活動~禮物隨你拿；
樂園
免費親子點心動手作 DIY；
免費體驗乘坐雪圈極速凍感；
糖果視覺裝置藝術、免費體驗全新 VR 新視界、5D 體感影院、科學設施
任您玩，好多有趣通通都在小叮噹唷
山訓漆彈套票特價 399 元(原價 750 元，約 55 折)
活動需 10 人以上並事先預約。
萬瑞森林樂園
內容包含滑草 1 次、雙索 1 次、三索 1 次、垂降 1 次、攀岩 1 次和漆彈
定靶 20 發。
住西湖․玩三義，暢遊客庄嗨一夏
座落客庄小鎮的西湖渡假村，豐富自然生態加上三義人文藝術之美，還
有全台最美舊山線鐵道自行車，今年暑假，來場不一樣的親子輕旅行
西湖渡假村
吧！住宿環保旅館、探索自然生態、賞玩客家在地 DIY，平日四人同行
$5,500（平日原價$6,620 元，83 折優惠），帶著孩子一起住西湖•玩三
義，暢遊客庄嗨一夏！
專案內容傳送門 http://t.cn/R1PTY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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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馬拉灣 COOL 浪季
麗寶樂園渡假區有全台最大水樂園馬拉灣，其中可造出 2.4 米巨浪的大
海嘯，是馬拉灣的必玩設施，讓你不用到海邊就能享受超嗨 cool 浪季；
8 麗寶樂園
另外陸上樂園探索世界，有全台唯一斷軌式雲霄飛車、小朋友排隊率第
一的飛象藍天等設施；渡假區還有賽車場、五星飯店、outlet，讓全家大
小多元享受一次滿足，絕對是暑假的最佳出遊首選。
森林尋寶闖關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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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東勢林場遊樂區 有每天晚上定時的夜間昆蟲生態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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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九族有最新設施西班牙海岸，邀你親水清涼一下。西班牙海岸
全區有五大設施：包括大漩渦、水戰船、飛行船及皇家火車和濺起大水
花的無敵艦隊，適合全家大小一起同樂的消暑設施不能錯過。還有重新
啟動的水戰場，水球限時大量放送，暑假限定，不容錯過！週邊小鎮集
集的綠色隧道、埔里小鎮鄉村旅行值得順訪。
10 九族文化村
●西班牙海岸涼一夏，涼夏特價 650 元，特價期 7/1~8/31。(原價 850 元，
約 76 折優惠)
●重啟水戰場，水球限時大量免費供應！
● 「波美照，拿大獎」暑假期間貼圖打卡攝影比賽，爭奪大獎，首獎送
涵碧樓住宿券。
夏日消暑 泰雅森林狂歡季
1. 交通部觀光局評定為全國 CP 值最高之溫泉遊樂區，夏日遊園＋戲
水泡湯只要 199 元！約 4.4 折！（原價 450 元）！！入園泡湯、戲
水、暢遊園區，一票玩到底，住宿另有優惠喔！！
11 泰雅渡假村
2. 暑假期間 7/1-8/31 期間，凡於南投縣 13 鄉鎮市地區，消費滿 500 元
以上，憑 7、8 月份正式發票等消費憑證入住園區，平日 8 折之外
可再折抵 500 元住宿優惠，請把握機會，詳情請洽泰雅渡假村。
妖怪漫遊杉林溪
杉林溪森林生態
12
凡於溪頭妖怪村直營商店購買商品，憑收據到杉林溪遊玩，就可以兌換
渡假園區
杉林溪高級茶包一盒。
劍湖山世界「玩。美。水。夏趴」，天天 13 元暑假 High 到翻！
劍湖山世界全台唯一水陸樂園，24 項水陸設施一起玩。今夏加碼，雲
林最 High「FUN 音泡泡趴」連續兩小時泡泡電音不間斷，中台灣第一
13 劍湖山世界
「玩美攝影棚」共 35 間拍照場景，供各位帥哥美女社群大洗版，全台
灣唯一「成吉思汗帝王城堡」霸氣降臨，體驗大漠風情品嘗蒙古奶茶。
即日起至 10/13，
「水陸玩到趴」單人季票，無限次入園暢玩水陸，只要
999 元，讓您暑假 High 到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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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全台唯一擁有水豚與藪貓
位於台南學甲的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擁有三百種可愛動物，最吸引人
14 頑皮世界
的就是其中的南美水豚以及藪貓，是動物園裡面的超人氣動物，全台只
有在頑皮才能親眼目睹他們的迷人樣貌呢!!
小鎮漫遊玩江南、享兒童票價優惠
 暑假一起報名江南渡假村獨木舟體驗活動，就可以免費參加獨木舟排
名賽，只要划得夠快，就有機會獲得價值 12,000 元的頂級湖上 Villa-醉
尖山埤江南渡假
月小樓平日住宿券等多項大獎帶回家，趕緊上江南渡假村官方網站報
15
村
名!
 二、7-8 月只要憑小鎮漫遊護照或明信片到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即可享
兒童價 100 元入園優惠(原價 150 元/人，約 67 折，團體不適用)，每張
憑證限 1 人使用。
「幸運數字對對碰」門票最低只要 499 元
義大遊樂世界歡慶 9 週年，6/28~9/1 舉辦「幸運數字對對碰」
，只要身分
16 義大世界
證字號有 1 或 9，對中任 1 碼全票 699 元、對中任 2 碼全票 599 元、對
中任 3 碼全票 499 元(全票原價 899 元)，另外再加碼優惠，只要出生月
或日也有 1 或９，加贈園區 100 元商品兌換券。
大路觀消暑趣~探索水花島只要 199 元
17 大路觀主題樂園 暑假慢遊屏東山城之旅，探索在地『客家石獅文化』及『傳統原民文化』
，
7/1-8/31 勇闖大路觀主題樂園『探索水花島』入園只要 199 元
平日兩人同行一泊二食只要 3 ,888 元，入住贈送精美天文小禮物
小墾丁渡假村是台灣唯一星野村，有全面性光害防制，一抬頭就可以看
18 小墾丁渡假村
到壯麗的夏季銀河，用手機就可以把銀河拍下，同時，暑假剛好有 07/1308/26 英仙座流星雨，以及 07/21-08/23 寶瓶座流星雨，一小時都有 50 顆
流星，歡迎來許願！
一童 FUN 暑假，綠舞好好玩
2019 年 6 月起，綠舞日式主題園區，購票優惠活動不限票種，一律 150
元純遊園，門票不能抵折園區/餐飲消費！
綠舞莊園日式主
19
貼心小提醒：
題遊樂區
※未滿 6 歲或身高未滿 115 公分之幼兒~免費入園。
※請由家長陪同，並出示相關證件入園。
※幼兒團體恕不適用。
夏日海洋森巴-舞動水感嘉年華
遠雄海洋公園今夏推出清涼消暑的夏日海洋森巴派對~海獅姐姐將帶領
海洋家族舉辦一場盛大派對!用熱情的音樂及舞蹈帶領大家一起玩水放
20 遠雄海洋公園
清涼;還有全台唯一的海豚 3D 戲水池，立體海豚雕塑於戲水池中，不止
清涼消暑還身歷其境;另外還有最優惠的暑期套票及小朋友限定的集章
任務活動等您來挑戰!
花蓮怡園渡假村渡假遊園優惠方案
1.《2019 環保愛地球》園景雙人房三天二夜 NTD5,898 元起
21 怡園渡假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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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愛心票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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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9 主題樂園暑假公共運輸優惠方案一覽表
項
次

主題樂園

公共運輸優惠方案

2019/7/1~2019/9/1 搭乘新竹客運，憑乘車當日至小人國之購票證明於
1
現場購買小人國門票享特價$450(原價$799)，每張憑證限購買乙張優
惠門票。
響應環保，為鼓勵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暑假活動 2019/7/1～8/31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
2
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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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
證，可享購買門票優惠價 320 元。 (一張憑證限購優惠門票一張)
與豐原客運合作推出【少碳氣、更健康，你搭車、我出錢】
3 西湖渡假村
持乘車票根購買門票或住宿均享優惠，自西湖櫃台購買網台北車票，
可享購$220-$270 優惠票(原價$280)。
提供包含台中高鐵、朝馬轉運站、后里火車站及渡假區園區內的 4 條
4 麗寶樂園
免費接駁車路線；另外也與統聯客運、台灣高鐵推出聯票，提供不同
需求及預算的遊客最多元的服務選項，輕鬆出遊放暑假。
搭乘豐原客運 209 公車進入林場，門票優惠 160 元/人(原價 250 元，
5 東勢林場遊樂區
64 折)
日月潭水陸空好行悠遊套票：包含客運車票、九族門票、纜車票、遊
湖船票最優惠、最划算
●日月潭水陸空好行套票 1060 元(九族門票送纜車+客運車票+遊湖船
6 九族文化村
票原價 1651 元)
●台灣好行九族自由行套票 910 元(九族門票送纜車+客運車票原價
1546 元)
杉林溪森林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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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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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園區
元，約 67 折優惠)
憑台灣好行車票至劍湖山世界購票享入園優惠 450 元(原價 899 元，5
8 劍湖山世界
折優惠)，及購買玩美攝影棚門票優惠 100 元(原價 200 元，5 折優惠)。
凡搭乘新營客運至江南渡假村，憑票根即可享兒童票價 100 元入園優
9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惠(原價 150 元/人，約 67 折，團體不適用)，每張憑證限 1 人使用。
10 小墾丁渡假村
大眾運輸接駁恆春轉運站往返小墾丁渡假村，請先預約
綠舞莊園日式主題 1.凡入住綠舞國際觀光飯店享有免費接駁服務
11
遊樂區
2.配合包車服務，結合在地旅遊
自 6/29 起到 8/31，暑假期間海洋公園提供花蓮火車站(後站)到海洋公
園的免費來回接駁服務，巡迴路線經過香城/藍天麗池/福容/亞士都等
12 遠雄海洋公園
飯店及東大門。預約請上海洋公園官網或洽專線: 03-812-3100 分機
8107。需提前預約以免接駁客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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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國主題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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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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炎山溫泉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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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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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2

16

頑皮世界

06-7810000

17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06-6233888#5700

18

義大世界

07-6868080#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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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123100#8102

24

怡園渡假村

03-8651166#58882

25

原生應用植物園

0800-38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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