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台灣好樂園美食之旅活動方案一覽表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雲仙 Cue 夏賞螢趣
活動時間：4/28~6/30
高空纜車+桂竹筍美食套餐+螢火蟲生態導覽 每人只要$499
歡迎大小朋友一同來個深度螢火蟲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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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仙樂園
賞螢活動時間:
平/假日=>晚上 19:00/20:00 各一場
集合地點: 雲仙大飯店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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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導覽人員帶領至螢火蟲棲息地賞螢**
夏日海洋野餐趣
活動時間：6/1~6/30
野柳海洋世
全新推出家庭套票+野餐點心優惠，闔家一起與海豚海獅一起共度充滿豐富
界
海洋秘事的美好時光、跟著水母一起漫游海底洞穴隧道，還能吹著海風，在
北海岸絕美風光中享受海洋風特色下午茶喔!
美食特產買 5 送 1
活動時間：5/5~6/30
小人國主題
於活動時間至園區唐人街的美食特產櫃位購買龍潭在地美食商品通通給您
樂園
買 5 送 1(飲料除外)，不論您是要購買花生糖、蜜餞、餅乾、麻糬、果凍…
等商品，通通都是買 5 送 1!活動期間入園遊玩千萬別錯過這優惠活動喔!
【動物派對-全台最大動物變裝嘉年華】超 Q 動物派對美食
活動時間：4/12~6/18
六福村自去年下半年起推出以樂園深入體驗為主軸的「一季一村玩慶典」，
每季園區都有全然不同的主題活動，期間限定的互動體驗、精采表演、特色
餐飲、商品、裝置藝術拍照場景等，帶給大小朋友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驚喜的
玩樂體驗。
六福村主題
現正在園區的非洲部落舉辦繽紛的「動物派對」，打造全台最盛大動物
遊樂園
變裝嘉年華，邀請大小朋友認識非洲草原動物，並做好偽裝、化身為動物，
與動物們一起同樂，現場有動物彩繪、狐獴迷宮及萌獸競走等有趣活動，更
有百隻狐獴可以近距離與動物明星開心拍照打卡。
在美食方面，全新推出動物特色、超萌樣式的餐點：狐獴、狐猴及老虎
等萌 Q 動物包、動物吐司、花紋甜甜圈、長頸鹿熱狗堡、動物餅乾、動物
派對蘇打水等；商品方面，推出動物明星狐獴、狐猴、犀牛等系列的絨毛娃
娃及髮箍配件等超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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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麗寶 Outlet Mall 北海道拉麵館舉辦 <北海道拉麵館〜拉麵四大天王 PK
爭霸賽>
遊客(消費者)至麗寶 Outlet Mall 的北海道拉麵館品嚐任一家拉麵不但能參
與票選四大天王拉麵活動, 還有機會抽中價值$12500 福容大飯店住宿券和
免費 400 碗拉麵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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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寶樂園

2. 麗寶樂園馬拉灣 5/10 起提供<酋長食堂 專人送餐點餐服務>
馬拉灣營運期間,凡遊客(消費者)租賃休憩亭，園區提供專人至休憩亭點餐送
餐服務，讓遊客(消費者)可享受宛如酋長般的尊榮待遇，在休憩亭觀海賞景
享用美食大餐。

3.即日起 麗寶樂園探索樂園<機械星球 機器人主題餐廳>
麗寶樂園(探索樂園)積極建構 AI 智慧遊樂園，引進機器人主題餐廳(機械星
球)，機器人會上菜還會說故事，提供創新的餐飲互動樂趣。
東勢林場油桐花開 陪媽媽渡假賞花一泊二食 超值享受
1. 門票優惠活動:母親節(5/13)當日，以門票 125 元優惠入場的媽媽。
2. 早鳥票優惠:5/2~5/31（不分平假日）之上午 10 點以前入場者，以 160
元優惠票價入場。
3. 1299 生態之旅活動日期：5/7(一)；5/9(三)；5/14(一)；5/16(三)；5/18(五)；
5/21 (一)；5/23(三)；5/27(日)；5/28(一)；5/30(三)；共計 10 梯
東 勢 林 場 遊 溫馨的母親節將屆，東勢林場遊樂區為慰勞辛勞的媽媽，凡於母親節當天
樂區
入場的媽媽，可獲門票優待價；時值東勢林場遊樂區油桐花盛開的時節，
滿園綠意盎然，遠望可見白色的桐花佈滿山頭，加上滿山坡五彩繽紛的各
色草花，相當浪漫繽紛；此外，在園區裡散步還可聽到悅耳的鳥叫聲。還
有為了讓遊客能以優惠的價格暢遊東勢林場遊樂區，從即日起至 5 月 30 日
止，於平日舉辦兩天ㄧ夜的「東勢林場生態之旅」活動，含ㄧ宿兩餐，門
票，手工藝 DIY，植物生態導覽解說，適合闔家參加，陪媽媽到林場渡假
賞桐花，共享難得的溫馨時光。
九族 678 遇水則發驚喜大放送，二千萬好禮大摸彩！
活動期間：6/1~8/31 (以現場公告為準)
九族暑假即將推出全新西班牙海岸刺激水戰場，六月份暖身提前開跑「678
九族文化村
遇水則發驚喜大放送˙二千萬大摸彩」活動，讓你一刮二摸三中獎！！活動
期間購票入園，有三重中獎機會超過二千萬價值一共 10 萬個獎項等你來
拿！中將機率很高喔!
泰雅藍天無際野餐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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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渡假村

第一波活動期間：5/5~6/30 泰雅藍天無際野餐樂
第二波活動期間：6/30~8/30 南投最大，泰雅蓮花季接力開跑！
1.遊客可選擇在園內馬赫坡草原或天空玻璃步道野餐
2.入園門票依當日優惠為主，野餐設備及餐食自備，餐盒若需代訂請提早預
約，餐食費用另計。
服務專線 049-2461311 有專人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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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涼一夏
杉林溪森林
活動期間：5/5~6/30
生態度假園
凡入園遊玩貴賓，都可以在園區的瀑布區享受最高級的杉林溪茶品以及季節
區
限定的牡丹堅果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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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療癒涼冰節
活動期間：6/1~8/31
以清涼消暑的各式冰品、冰棒並搭配當季、當地的農產水果，於園區銷售，
一次滿足遊客冰涼、消暑、甜食療癒的感官需求。

劍湖山世界

頑皮野餐‧動物同樂
活動期間：5/5~6/30

11

頑皮世界

邀請大家呼朋引伴一起到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野餐，在輕鬆愜意的環境下享
用美食後，還能親近溫馴可愛的動物們並學習動物知識，另外園內還有全台
唯一的南美水豚，呆萌討喜的模樣很受歡迎，安排一趟動物園野餐可說是非
常療癒身心的呢!!
注意事項: 自備野餐墊和食物，但不可使用生火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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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五月情－勞力多謝‧感恩伴娘
活動期間：5/1~5/31
活動對象：全國所屬辛苦的勞工及偉大的媽媽
8 大森林樂
一、勞力多謝 ：向辛苦的勞工說聲「勞力多謝」
園
二、感恩伴娘 ：陪伴為人「阿娘」的偉大媽媽感恩媽媽
三、周一至周五：299 元買一送一
四、週六至周日：168 元
熱植山城泰式料理嘗鮮趣
活動期間：6/1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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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園門票搭配泰式套餐，每人 299 元
大路觀主題
誰說來大路觀只能玩水、看看仙人掌？
樂園
樂園强勢推出泰好吃套票組合，泰式個人套餐+樂園門票，
每人只要 299！大路觀讓你吃喝玩樂一次滿足！
這麽好康活動豈能錯過？現在就到大路觀玩泰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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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幸福綠舞 野餐 PARTY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107.6.24
專案內容：
1.NT$1,999 元(含四人門票、野餐、團扇 DIY、日式風呂敷一條)
綠 舞 莊 園 日 2.NT$2,388 元(含四人門票、野餐、日式浴衣體驗(附紀念照))
式 主 題 遊 樂 餐點內容：
區
花壽司、海苔壽司、玉子燒、酥炸黃金鯛、和風照燒雞、日式燒肉、炸薯條、
乳酪三明治、甜點、當季水果
<野餐專案需於三日前預約>
預約專線:03-9603979-3201 綠舞莊園日式主題遊樂區 遊客中心
奇幻冒險-海盜童樂會
活動期間：5/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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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遠雄海洋公園推出奇幻冒險-海盜童樂會，化身海盜享受探寶樂趣
遠雄海洋公園在 2018 年 7 月即將推出「奇幻冒險-海盜童樂會」，除了有清
遠雄海洋公
涼的水花派對表演，還能用水槍、水桶及水管與海盜們開啟水槍大戰!3-6 歲
園
的小朋友們也可以在園區內 COSPLAY 裝扮海盜，一同加入精彩好玩的派
對，今年暑假，就是要讓你濕到底~
5 月首波登場「黑鬍子海盜餐」，就是要讓所有吃完海盜餐的小朋友，能充
滿無限的活力跟勇氣!!
快來嘎姆繞野餐趣

16

怡園渡假村

嘎姆繞 kamoraw 在阿美族語中是大榕樹的意思
怡園渡假村在 3000 多顆老樹的園區內推出輕食野餐美食特惠，野餐盒中
有一樣阿美族人的傳統食物「阿拜」，「阿拜」是男人出外打獵時攜帶方便
的主要食物，隨身食物補充的備糧。美味的阿拜，用月桃葉包裹著糯米、
小米加上鹹豬肉等內餡，口感特殊、風味十足，吃得到原住民的豐富情感。
『快來嘎姆繞 kamoraw 野餐趣』野餐盒原價每人：300 元/盒
2018/05/05~06/30 活動期間特價每人：240 元/盒(打 8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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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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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炎山溫泉度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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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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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

16

頑皮世界

06-7810000

17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06-6233888

18

義大世界

07-6868080#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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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7863333#6320

24

怡園渡假村

03-8651166#5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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