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台灣好樂園 一起 1+1 愛在好樂園
暑假期間活動方案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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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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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樂園

雲仙樂園

野柳海洋
世界

活動方案
【雲仙仲夏蛙！蛙！哇！】
賞蛙一日遊：488/每人 原價:1020
空中纜車+葉綠素咖啡廳特餐+夜間生態導覽+ 親子葉 DIY
【消暑午茶趣 8 折樂悠遊】
2017/7/1-8/31 期間，凡參加海洋午茶趣活動，即享門票原價 8 折優惠，行
程費用 250 元，內容包含水母深度解說、餵食導覽、雞蛋糕 DIY、3D 海洋彩
繪，給您最精采的夏日午後！持中國信託 ATM 酷碰券可再享套裝行程優惠！
【小人國 暑假大 FUN 送】
暑假限定「轟浪水樂園免費玩」、「酷夏森林派對免費看」
水陸雙享 一票玩到底

3

4

5

小人國
主題樂園

六福村
主題遊樂園

小叮噹科學
主題樂園

小人國主題樂園於暑假期間推出「水陸雙享，一票玩到底」，讓您以最實惠
的價格體驗適合親子共玩、透心涼的「轟浪水樂園」；欣賞暑假限定、享受
不時噴灑清涼水霧的「酷夏森林派對」遊行及３大不同主題的精采表演；和
全家人一起暢遊迷你世界、開心暢玩戶外遊樂設施，還有不受天候影響皆可
盡情玩樂的室內樂園與人氣第一的動感樂園，讓您從陸上玩到水上，通通一
票到底玩不完！今年夏天，就到小人國消暑開心玩！
【六福水路雙樂園，日夜暢遊任你 High!!】
6/17~9/17 暑假期間， 六福村瘋玩價只要$599，六福水樂園消暑價
$399，水陸雙樂園暢遊價$799
【暑假門票享優惠!水、陸、雪一票到底搶好康】
1. 門票優惠：大人票價優惠 $350(原價 $500)，學生、兒童票價優惠
$320，孝親票及愛心票 $250，7/1-8/31 止。
2. 炎炎夏日就是要玩水! 小叮噹糖果水世界，如果您覺得還不夠清涼，
那就快來小叮噹室內滑雪場感受零下 10 度 c 冰凍快感吧。
3.
4.
5.

【全台唯一，鼻子劇場】這是魔法香味的奇幻冒險。
【童聚一糖，趣味闖關活動】還有神祕小禮物送給您。
【VR 新視界】帶上 VR 眼鏡，超越地心引力，就此遨遊在 3D 的虛擬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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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樂園

西湖渡假村

東勢林場
遊樂區

活動方案
【樂活一夏 西湖親子遊】
休閒遊憩、在地特色料理、森林住宿服務兼具的西湖渡假村，加上便捷的交
通與豐富的生態資源，是寓教於樂親子旅遊的最佳場域。同時，結合苗栗縣
境風格不同的觀光工廠及特色商家，分別推出以彩繪、在地特色、懷舊為主
題的優惠住宿專案，包含「山板樵臉譜文化之旅」、「卓也手作藍染 DIY」、
「牧場風情西湖遊」、「懷舊彈珠汽水 DIY」、「三義小城彩繪之旅-山板樵騏
雞蛋生/丫箱寶童趣彩繪」、「鐵馬漫遊知性之旅」等，今年夏天，大小朋友
可以依據假期時間及喜好規劃收穫最豐富的苗栗探索之旅，一起到西湖樂活
一夏喔！
【東勢林場遊樂區 1299 昆蟲生態之旅】
配合昆蟲季到來，在 7、8 月間推出一系列活動，凡購票入場遊客 憑門票
可換取「森林探索地圖」一張，完成闖關蓋章後，即可參加抽獎；還有每天
定時的「夜間昆蟲生態導覽」，以及假日兩場定時導覽解說。 2. 暑假平日
「東勢林場 1299 昆蟲生態之旅」2 日遊活動，每人 1299 元（原價 2,870
元）(不含交通費及停車費，單獨報名及不佔床者另計)，活動全程由解說員
帶領，是暑假親子活動、渡假消暑的最佳去處。
今年夏天九族夏夏叫沖瘋水樂園 150 公尺長的滑水道，邀你來體驗高速貼地
俯衝的快感，躺著滑、趴著滑，整個夏天叫著滑，還有充滿芬多精的森林步
道，邀大家來這裡清涼避暑。
還有暑假新登場，有國內首度引進的德國 VRcoaster VR 作品，最新太空山
VR 版，邀你體驗太空星際大戰的擬真驚悚的刺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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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族文化村

1.
2.
3.

4.
5.
6.

九族夏夏叫特價 580。特價期：7/1~8/31
美食地圖餐券歡樂頌—隨票可加價購超值餐券八折優惠。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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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1562，特惠 1060
元。(自由行最愛，請洽南投客運 049-2984031)
纜車遊湖套票新發售=日月潭船票+日月潭纜車只要 380 元(原價 600
元)，請洽遊艇公會 049-2856428
夏季暑假月票天天滑水道—1200 元(即日起售票至 8/31 止，使用期限
7/1~8/31)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原住民同胞當日半價（390 元）優惠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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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

7/1 【2017 泰雅咖啡蓮花季活動】盛大舉辦，全國民眾 11 點前可享
免門票入園！！（需負擔每人保險費５０元，汽車１００機車５０元
停車費／台）咖啡香榭大道 － 自備杯子咖啡喝到飽！

2.

南投最大蓮花池－賞蓮品咖啡最浪漫！ 精彩熱鬧的
節目演出－讓您驚嘆！讚不絕口！ 漫步雲端天空步
道－海拔五百公尺遠眺山巒美景

3.

7/２– 8/31 活動期間，入園門票每人只要 299 元（原價 450 元／
人）。

泰雅渡假村

遊樂設施 / 獵人教室 / 天空步道 / 賽德克故事館 / 歐式花園 一票
玩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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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寶樂園

【麗寶假期 FUN 暑假】
1. 海陸空 699 3 選 2 遊你配: 6/24 起至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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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 元
2. 滿 3000 元抽哈雷重機 :6/24-9/3 於麗寶樂園渡假區當日累計消費滿
3000 元可兌換抽獎券 1 張；滿 6000 元可兌換 2 張，以此類推，即有
機會抽中哈雷重機乙台(價值近 70 萬元)
3. 雙人雙園月光票 599 元: 7/1-8/31 提早 4 點入園玩雙園，2 人須同時
入園
4.

OUTLET 滿額搭天空之夢摩天輪享優惠: 至麗寶 OUTLET MALL 消費,當
日累計發票滿 2,500 元可享天空之夢優待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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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皮世界

劍湖山世界

【頑皮涼夏吃冰趣】
凡現場購買門票一張，即可獲得一張冰品兌換券。
【劍湖山世界暑假主打 水陸一票玩到底】
體驗時下最夯 VR 新科技
用 VR 眼鏡看「嗜血大白鯊 VS 冒險侏儸紀」 還有
水樂園陪你奔浪 FUN 玩一整個夏天 消暑有感！現場
購票，水陸一票玩到底只要 599 元！
午後 1 點只要 3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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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山埤江南
渡假村

【2017 江南玩水節-瘋狂獨木舟】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於暑假期間舉辦
「2017 江南玩水節-瘋狂獨木舟活動」， 體驗全國唯一水庫獨木舟及瘋狂跳
水活動，4 人成行，即日起開放預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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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樂園

義大世界

活動方案
【亞洲最大！樂園 VR 主題館】
2017/7/1~9/3 義大遊樂世界「亞洲最大！樂園 VR 主題館」
驚夏超值 第 2 人半價
※本活動需搭配 1 人於現場售票亭購買原價全票 899 元，第 2 人享任一原價
票種半價優惠(午後票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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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墾丁
渡假村

遠雄
海洋公園

【樂活小墾丁，最在地的旅人探險！】
1. 欖人假期：溫馨別墅住宿一晚、活力早餐每人一客、欖仁溪導覽一次、
DIY 體驗每人一次
2. 飛魚假期：溫馨別墅住宿一晚、活力早餐每人一客、飛魚養生餐每人一
客
今年酷夏的遠雄海洋公園除了有清涼的水花派對表演，也已經準備好水槍、
水桶及水管與海盜們一起大戰，3-6 歲的小小朋友們也有機會在園區內
COSPLAY 一下裝扮海盜，加入海盜的水花派對!
1. 花蓮火車站-海洋公園免費直達接駁預約。
2. 凡暑假期間 7/1-8/27 購票入園，即可享受買一送一隔日免費再入園一
次。
【夏季狂歡有夠省，無限暢遊只要$599!!!】
1. 【夏季狂歡 無限暢遊】
07/01-08/31，活動優惠 599 元(原價 1198 元，約 5 折)。 活動內
容：憑本張雙月票，即可在暑假期間無限暢遊大路觀主題樂園，購買月
票者加贈一張大觀河划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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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觀
主題樂園

2. 【仲夏泡泡 pa x 就愛泡在大路觀】
07/09，2017 最令人矚目的暑假開趴活動，各種精彩可期的表演、緊張
刺激的互動遊戲，給您最清爽涼快的夏日體驗！
3. 【考生大解放】
07/01-08/31，考生們有福了！暑假期間，只要平日（周一至周五）持
准考證入園，既享刺激好玩的小禮物一份。
4. 【對你愛愛愛不完】
08/01-08/31，七夕情人月，讓我們把愛大聲説出來！該月份之遊客入
園，可向蘋果屋票口人員領取愛的小絲帶，將想説的話寫在上頭，繫在
大路觀主題樂園中的愛之島，讓愛長長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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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舞莊園日
式主題遊樂
區

【歡慶綠舞夏日祭，門票全面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全票 300 元、學生票 270 元、縣民及優惠票 250 元
以上門票均可折抵園內餐飲消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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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