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 1：2023 年清明連續假期主題樂園活動方案簡表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公共運輸優惠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1 野柳海洋世界 

112/4/1-4/5 

1.遊客於園區內消費滿一定

金額(不含門票)，即可到

園區 2樓塗塗樂 DIY區領

取獎品，數量有限，送完

為止 

2.於童樂趴親子館的夢幻泡

泡屋球池中找到禮物盒，

即可依禮物盒中的編號現

場領取獎品，每人限拿一

個 

無 

2 雲仙樂園 
112/4/4 

兒童節當日 3-12 歲以下兒

童享半價 110元入園 

無 

3 小人國主題樂園 

112/4/1-4/5 

兒童連假，未滿 10歲孩童於

憑健保卡現場購票享優惠價

200 元(原價 650-750元)，10

歲以上全民童樂價現場購票

享 690 元(原價 950 元) 入

園，兒童連假快快安排旅程

和全家大小一同來小人國，

開心暢玩一整天吧! 

無 

4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

園 

優惠活動期間： 

112/4/1(六)~112/4/5(三)，

共計 5日 

1.四月壽星於優惠活動期間

來園享免費入園(壽星本人

需攜帶身分證至售票口核

驗)。 

2.未滿 3歲免費入園。 

3.優惠活動期間來園購票

享，全票優惠 380 元(原價

500元)，兒童票優惠 350元。 

4.以上門票優惠限樂園現場

售票口購票享優惠。 

5.本活動恕不得與園區其他

優惠合併使用。 

於 112/4/1(六)~112/4/5(三)活動期

間憑任一大眾運輸之乘車購票證明，

享門票優惠價 350元。(每張乘車購票

證明限購 1張優惠門票) 

5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112/4/1-4/9 

兒童清明連假 全民學童價

$899 未滿 12歲以及 60歲

無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公共運輸優惠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以上$100 

6 尚順育樂世界 

112/4/1-4/5 

1.尚順育樂天地遊園券(全

館套票設施)優惠$499元 

2.身高未滿 90cm 之幼童可

免費遊玩(並需由一位成

人購票並持票陪同入場) 

3.活動期間內，12 歲以下

兒童憑尚順育樂天地遊

園券票卡，加贈喬依的水

族箱圖紙 1 份(每位限贈

1 份，於 2F 喬依的水族

箱設施入口兌換) 

無 

7 西湖渡假村 
成人票 399元 

(可搭配一名 12 歲以下兒童

免費入園) 

無 

8 麗寶樂園 

1.112/4/1-4/5連假期間 

 麗寶樂園 12歲以下99元！ 

2.112/4/1-4/4連假期間 

 麗寶樂園雙人月光票 4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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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hp

aolandApp/Miscellaneous/TrafficIn

fo 

 

9 東勢林場遊樂區 

1.12 歲以下兒童免費(需搭

配 1名大人購票陪同) 

2.12歲以上學生持證 160元

/人。 

搭乘豐原客運 209號公車入園，門票以

125 元優惠價，並贈等值園區消費抵用

券。 

10 泰雅渡假村 

#WillYouBeMyValentine？

❤ 

👩❤💋👨👩❤💋👩

👨❤💋👨妳（你）告白我助

威#泰雅渡假村 關心妳的

愛情也關心你的麵包（荷

包） 

即日起至 5/20，只要來園

區舒適圈咖啡店， 告白成

功 #抱抱 後住宿「現折

$520」，若是 #親親 則可享

「77折優惠」😘 #喇舌 加

碼「再扣$240（愛死妳）」。 

後疫情時代，泰雅鼓勵 #人

與人的連結 但不鼓勵偷情

無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公共運輸優惠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劈腿，每人限 1 次 1 晚喔 

#XOXO  

限定時間：112/2/14～3/14 

#白色情人節～4/14 黑色

情人節～5/20告白日 

 

11 九族文化村 
紫戀薰衣草特價$780元，再

送日月潭纜車當日不限次數

搭乘。 

台中日月潭來回車票加九族門票只要

$960元(再贈送日月潭纜車當日搭乘)。 

12 
杉林溪森林生態渡

假園區 

花中之王，牡丹季開始囉，

歡迎蒞臨賞花。(無提供優

惠)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享優惠門票$250 元

/人(原價$300 元/人) 

13 九九峰動物樂園 

112/4/1-4/5 

歡慶兒童節 

天天抽~天天送 

任天堂 SWITCH 及多組可愛

玩偶及免費門票 

凡是 3 歲~12 歲入園孩童，

憑門票換 

※3~12 歲兒童，一張票僅換

一張摸彩券 

無 

14 劍湖山世界 

一、活動日期：112/4/01-
112/4/05 

二、活動內容：2023水陸童
樂會！身分證對對碰。  

三、優惠內容： 
1.112/4/01-4/05憑身分證
特定號碼享最低 99元起
優惠。 

2.112/4/01-4/30全民價
599元送戽斗星球聯名商
品。 

3.112/2/01-12/31-企業敬
軍，國軍專屬兩人同行
899元。 

更多活動內容詳見劍湖山世界

官網 

https://www.janfusun.com.t

w/fancyworld.php 

搭乘台灣好行，憑票根購票，每張只要

450元。(原價 899元，約 5折) 

15 頑皮世界 

★112/4/1-4/5於現場或官

網購買全票 480元、學童票

380 元、幼童票 280元之門

票，贈送 30元園內消費抵

用券。 

無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公共運輸優惠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112/4/1-4/5於官網購買

學童票和幼童票，可免費

DIY 棉花糖體驗一次，每日

限量 100份。 

★112/4/1-4/5只要持學童

票或幼童票之小朋友喊出”

兒童節我最大”，立即半價

享有草莓口味霜淇淋。 

★112/4/1-4/5舉辦動物解

說活動，讓保育員告訴大家

動物的知識，還有機會親手

幫狐獴做玩具。 

★112/4/1-4/5規劃童樂市

集，提供美食與 DIY體驗，

並於每日下午三點半舉辦豚

寶盃舞蹈大賽。 

★ 112/4/1-4/4 特別邀請

Mr.YES 小丑劇團於園內演

出。 

16 柳營尖山埤渡假村 

一、112/3/25~4/23舉辦「桃

紅陣雨樹花季」活動，推

出 IG 攝影比賽、帶寵物

或穿桃紅色衣服享入園

門票半價 75元(原價 150

元，約 5折，每隻寵物限

優惠 1 人)、Coser 及穿

和服入園免門票，陪同 3

名享兒童票價 100 元優

惠(原價 150 元，約 67

折)。 

二、112/4/1~4/5兒童連假推

出 12 歲以下兒童免門票

(需搭配 1 名成人購票入

園)，並舉辦童玩市集及

街頭藝人表演。 

搭乘新營客運(黃 3、黃 4或台灣好行菱

波官田線)至柳營尖山埤渡假村，享兒

童票價 100元入園(原價 150元/人，約

67折)。 

17 義大世界 

112/4/1~4/5長大不漲價 

大人只要 580 元(原價全票

899 元) 

12 歲(含)以下購票 再加送

等值贈品 

無 

18 小墾丁渡假村 

野餐趣四人只要 6699 元/

晚，免費棉花糖體驗、吹泡

泡、野餐盒、野餐音樂會、折

氣球等市集、免費早餐、活動

無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公共運輸優惠 

(入園門票為每人價格) 

設施體驗、兒童及寵物敢秀

就送您精緻好禮。 

19 
綠舞莊園日式主題

遊樂區 

清明連續假期來綠舞，按讚

綠舞粉專並拍照打卡，就送

萌寵牧草乙把！ 

想找個悠閒愜意的地方，綠

舞日式主題園區就是您的首

選！ 

飽覽日式美景的綠舞園區、

充滿日式風情的浴衣體驗、

親身體驗日本的抹茶文化、

無敵可愛的萌寵們…等豐富

多元活動，就在綠舞日式主

題園區！ 

無 

20 遠雄海洋公園 

HAPPY 2 YOU 

活動日期：112/4/1-4/5 

活動內容:3~6 歲兒童門票

200 元(原價 490元) 

適 用 對 象 : 民 國

105.04.01~109.04.05 前出

生之孩童。 

注意事項: 

1.此專案需現場臨櫃購票，

符合優惠者請於購票及入

園時，主動出示有照片之

證件(健保卡或相關文件) 

2.此活動團體不用;其他優

惠皆不適用此方案。 

3.優惠不得併用，遠雄海洋

公園保有活動解釋變之權

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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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2：2023 年清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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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柳海洋世界 

112/4/1-4/5 

1.遊客於園區內消費滿一定金額(不含門票)，即可到園區 2樓塗塗樂

DIY 區領取獎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2.於童樂趴親子館的夢幻泡泡屋球池中找到禮物盒，即可依禮物盒中

的編號現場領取獎品，每人限拿一個 

2 雲仙樂園 
112/4/4 

兒童節當日 3-12歲以下兒童享半價 110元入園 

3 小人國主題樂園 

112/4/1-4/5 

兒童連假，未滿 10 歲孩童於憑健保卡現場購票享優惠價 200 元(原價

650-750 元)，10 歲以上全民童樂價現場購票享 690 元(原價 950 元) 

入園，兒童連假快快安排旅程和全家大小一同來小人國，開心暢玩一

整天吧! 

4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

園 

小叮噹在兒童連假期間，邀請 4月壽星享免費入園暢遊一日，還 

安排了有趣又好玩的活動，要來與大家一起歡度假期，活動包含有： 

    科學極凍實驗秀、爵士鼓音樂欣賞、小兵集章拿禮物、水晶彈射

擊活動、歡樂氣球屋、寶島小釣手、米香劈哩啪啦秀等精彩豐富體驗

活動。 

    園內還有全國最大室內滑雪場，可愛造景戲雪區，讓親子戲雪拍

萌照，乘坐雪毯飆雪樂趣。 

    園內互動科學設施任你玩、5D動感電影院享受 3D 立體視界，免

費親子手作 DIY，加碼再送仟元餐點活動折價券，園內自然戶外腹地

寬敞，親子擁抱藍天綠地，享受自然生態休憩，一票全園玩，今年兒

童連假活動首選小叮噹，回憶歡樂滿滿！ 

5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112/4/1-4/9 

兒童清明連假 全民學童價$899 未滿 12歲以及 60歲以上$100 

6 尚順育樂世界 

112/4/1-4/5 

1.尚順育樂天地遊園券(全館套票設施)優惠$499元 

2.身高未滿 90cm 之幼童可免費遊玩(並需由一位成人購票並持票陪

同入場) 

3.活動期間內，12歲以下兒童憑尚順育樂天地遊園券票卡，加贈喬依

的水族箱圖紙 1份(每位限贈 1份，於 2F喬依的水族箱設施入口兌

換) 

7 西湖渡假村 
112/4/1-4/5 

門票特惠專案 

12 歲以下兒童免費(需搭配一名購票成人)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8 麗寶樂園 

112/4/1-4/5 12歲以下 99元！ 

◆ 12歲以下兒童無須搭配其他票種，即享探索世界入園 99元優惠。 

◆ 12歲以下即民國 100年 4月 1日之後出生之兒童，於現場購票時

需出示健保卡正本驗證。 

 

112/4/1-4/4雙人月光票 499元 

◆ 本優惠需 16:00以後購票並入園，且 2人須同時入場 

 

以上優惠不得併用，且團體不適用。 

以上優惠不適用熊大的麗寶小鎮，須另加價入園 

麗寶樂園渡假區保有活動修改權利。 

9 東勢林場遊樂區 定時導覽解說；原木杯墊 DIY活動；夜間賞螢活動 

10 泰雅渡假村 

#WillYouBeMyValentine？❤ 

👩❤💋👨👩❤💋👩👨❤💋👨妳（你）告白我助威#泰雅渡假村 關心妳

的愛情也關心你的麵包（荷包） 

即日起至 5/20，只要來園區舒適圈咖啡店， 告白成功 #抱抱 後住

宿「現折$520」，若是 #親親 則可享「77折優惠」😘 #喇舌 加碼「再

扣$240（愛死妳）」。 

後疫情時代，泰雅鼓勵 #人與人的連結 但不鼓勵偷情劈腿，每人限

1次 1晚喔 #XOXO  

限定時間：2/14～3/14 #白色情人節～4/14 黑色情人節～5/20告白

日 

11 九族文化村 紫戀薰衣草特價$780元，再送日月潭纜車當日不限次數搭乘。 

12 
杉林溪森林生態渡

假園區 
無提供優惠 

13 九九峰動物樂園 

112/4/1-4/5 

歡慶兒童節 

天天抽~天天送 

任天堂 SWITCH及多組可愛玩偶及免費門票 

凡是 3歲~12歲入園孩童，憑門票換 

※3~12 歲兒童，一張票僅換一張摸彩券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4 劍湖山世界 

一、活動日期：112/4/01-112/4/05 
二、活動內容：2023水陸童樂會！身分證對對碰。 

• 瘋玩水：全台最先開放水樂園！連假期間特別開放水樂園三項

遊樂設施—大船塢、龍捲風、大碗公，讓遊客在連假時溫暖的

氣候中可以早鳥體驗玩水設施。 

• 樂賞花：打卡花卉景點，園區內各項花卉等接力盛開，打造花

意盎然的劍湖山。 

• 精彩演出、活動；推出拉丁美洲狂歡慶典、猛龍來襲恐龍實境

秀，還有來自日本的戽斗星球經典展與見面會等。 

• 兒童玩國全新設施「童畫世界」與「彩虹攀爬網」，看著親手著

色的恐龍化為眼前活蹦亂跳的動畫，趣味滿分的彩虹攀爬網則

讓小朋友們玩到不想離開。 

• 恐龍樂翻天! 2022年推出 VR Dino飛越恐龍谷，震撼的視覺體

驗，持續受到遊客的喜愛! 
三、優惠內容： 
1.112/4/01-4/05憑身分證特定號碼享最低 99元起優惠。 
2.112/4/01-4/30全民價 599元送戽斗星球聯名商品。 

3.112/2/01-12/31-企業敬軍，國軍專屬兩人同行 899 元。 

更多活動內容詳見劍湖山世界官網 

https://www.janfusun.com.tw/fancyworld.php 

15 頑皮世界 

★112/4/1-4/5於現場或官網購買全票 480元、學童票 380元、幼童

票 280元之門票，贈送 30元園內消費抵用券。 

★112/4/1-4/5於官網購買學童票和幼童票，可免費 DIY 棉花糖體驗

一次，每日限量 100份。 

★112/4/1-4/5只要持學童票或幼童票之小朋友喊出”兒童節我最

大”，立即半價享有草莓口味霜淇淋。 

★112/4/1-4/5舉辦動物解說活動，讓保育員告訴大家動物的知識，

還有機會親手幫狐獴做玩具。 

★112/4/1-4/5規劃童樂市集，提供美食與 DIY體驗，並於每日下午

三點半舉辦豚寶盃舞蹈大賽。 

★112/4/1-4/4特別邀請 Mr.YES小丑劇團於園內演出。 

16 柳營尖山埤渡假村 

★112/3/25-4/23舉辦「桃紅陣雨樹花季」活動，推出「寵物桃紅半價、

Coser 和服免費」入園優惠，帶寵物或穿桃紅色服裝入園享門票半價

75 元優惠(原價 150 元，約 5 折，每隻寵物限優惠 1 名)；Coser 或

穿和服入園享本人免門票，陪同 3 名享兒童票價 100 元優惠(原價

150 元，約 67折)。 

★112/3/25-4/23舉辦「春滿尖山埤-IG攝影比賽」活動，分為人像組

(含 Coser)、景觀組及寵物組，另設最佳人氣獎。活動期間於園內拍

照上傳 IG 並標註#尖山埤渡假村等資訊，各組優選 1 名及佳作 3 名

可分別獲得尖山埤會館平日住宿券 1 張或消費抵用券壹仟元，最佳

人氣獎 3名可獲得木屋平日住宿券 1張，活動詳請參閱官網公告。 

★112/4/1~4/5 兒童連假推出 12 歲以下兒童免門票(需搭配 1 名成人

購票入園)，加購 DIY 活動 50元，並舉辦童玩市集及街頭藝人表演。 



項

次 
主題樂園 活動方案 

17 義大世界 

112/4/1~4/5兒童節 長大不漲價 

1.大人只要 580元(原價全票 899元) 

2.現場 12歲(含)以下購票 再加送等值贈品 

  (贈品內容採隨機出貨不挑款) 

18 小墾丁渡假村 

112/4/1-4/4 

1.野餐趣 免費升等四人只要 6699元/晚，免費棉花糖體驗、吹泡泡、

野餐盒、野餐音樂會、折氣球等市集、免費早餐、活動設施體驗、兒

童及寵物敢秀就送您精緻好禮。 

2.四月兒童壽星入住，就送慶生好禮 - 乖乖桶。 

19 
綠舞莊園日式主題

遊樂區 

清明連續假期來綠舞，按讚綠舞粉專並拍照打卡，就送萌寵牧草乙

把！ 

想找個悠閒愜意的地方，綠舞日式主題園區就是您的首選！ 

飽覽日式美景的綠舞園區、充滿日式風情的浴衣體驗、親身體驗日本

的抹茶文化、無敵可愛的萌寵們…等豐富多元活動，就在綠舞日式主

題園區！ 

20 遠雄海洋公園 

HAPPY 2 YOU 

活動日期: 112/04/01~04/05 

活動內容:3~6歲兒童門票 200元(原價 490元) 

適用對象:民國 105.04.01~109.04.05前出生之孩童。 

注意事項: 

1.此專案需現場臨櫃購票，符合優惠者請於購票及入園時，主動出示

有照片之證件(健保卡或相關文件) 

2.此活動團體不用;其他優惠皆不適用此方案。 

3.優惠不得併用，遠雄海洋公園保有活動解釋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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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3：2023年清明連續假期主題樂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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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

園 

於 112/4/1(六)~112/4/5(三)活動期間憑任一大眾運輸之乘車購票證明，享

門票優惠價 350元。(每張乘車購票證明限購 1張優惠門票) 

2 麗寶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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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I

nfo 

3 九族文化村 
台中日月潭來回車票加九族門票只要$960 元(再贈送日月潭纜車當日搭

乘)。 

4 
杉林溪森林生態渡

假園區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享優惠門票$250 元/人(原價$300 元/人) 

5 劍湖山世界 搭乘台灣好行，憑票根購票，每張只要 450元。(原價 899 元，約 5折) 

6 柳營尖山埤渡假村 
搭乘新營客運(黃 3、黃 4或台灣好行菱波官田線)至柳營尖山埤渡假村，享

兒童票價 100元入園(原價 150元/人，約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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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4：主題樂園聯絡電話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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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3 

6 萬瑞森林樂園 03-5934096 

7 西湖渡假村 037-876699 

8 香格里拉樂園 037-561369#127 

9 麗寶樂園 04-25586088#8886 

10 東勢林場遊樂區 04-2587-2191#716 

11 九族文化村 049-2895361#1705 

12 泰雅渡假村 049-2461311 

13 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 049-2611217#812 

14 劍湖山世界 05-5825789#2801 

15 頑皮世界 06-7810000 

16 柳營尖山埤渡假村 06-6233888 

17 義大世界 07-6868080#2323 

18 8大森林樂園 08-7898822 



19 大路觀主題樂園 08-7958811 

20 小墾丁渡假村 08-8802880 

21 綠舞莊園日式主題遊樂區 03-9603979 

22 遠雄海洋公園 03-8123100#8102 

23 怡園渡假村 03-8651166#58882 

24 台東原生應用植物園 08-9570011 

25 尚順育樂世界 037-539999 

26 九九峰動物樂園 04-92565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