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墾丁自費活動參考表{全} 

 
  樂在其中旅行社 旅遊規劃洽詢：李達晟 0977-250666{同 Line ID}  

 

A  驚險刺激滿意 99%的九棚【港仔沙漠吉普車飆沙】推薦：★★★★☆ 

 來回車程需要 2 小時、遊玩時間約 30 分鐘【自費：四人同行一車 1000 元/4 人=250 元】 

從約五樓高度沙丘綿延而下，由專業的教練開著改裝過的大腳車奔馳於險惡的沙丘上，

猶如來乘坐雲霄飛車般刺激的玩法，五層樓高沙壁，坡度 55 度傾斜急速俯衝而下另有

飛簷走壁、雙 S 急速轉彎、雲霄跑道、波浪型跑道、五棧絕壁斷崖… 

附註 1：孕婦及患有心臟疾病、氣喘、高低血壓、癲癇症者、二歲以下兒童，禁參與 

附註 2：一台吉普車由專業教練駕駛可乘載 4 員乘客，教練駕車速度穩當，敬請放心!!! 

 

B 【勇闖關道~大谷嶺闖關~吉普車探險主題之旅】推薦：★★★★★ 

遊玩時間約 2 小時【自費：四人同行一車 3200 元/4 人=800 元】 

前往傳說中「風之故鄉、草的王國」由專業教練駕駛『大腳吉普車』帶您穿越熱帶叢林

之天堂路:(活動時間 2 小時)   

【大谷嶺探險】大腳吉普車林道大探險，吉普車沿著山脊邊行駛，眼睛看到的是蜿蜒、

崎嶇而陡峭的小山路，這時緊張的心情，早就糾結在一起了，在你看不到前面的道路時，

吉普車像坐雲霄飛車般忽然俯衝而下，震耳欲聾的尖叫聲，反應出刺激的程度，喜愛刺

激的朋友們，你絕對不能錯過喔！   

【歹風溪衝水】心裡頭又是七上八下，吉普車經過高高低低的石頭攤，忽然間教練大叫『小心囉!!』，狂踩油門，『哇』

的一聲，溪水已濺飛 2 層樓高，全身彷彿經過狂暴 SPA，真是過癮!!再玩一次吧!!!   

附註 1：孕婦及患有心臟疾病、氣喘、高低血壓、癲癇、二歲以下兒童，禁參與活動   

附註 2：一台吉普車由專業教練駕駛可乘載 4 員乘客，教練駕車速度穩當，敬請放心!!!   

附註 3：請多帶一套換洗衣服，並記得帶防水袋或塑膠帶保護相機、手機等等  

附註 4：如因大谷嶺古道休園維護，另行安排尖峰 168 關道或九龍山或門馬羅山路線替代，敬請配合!!   
 

C 【國立海洋生物館】推薦：★★★★☆ 

遊玩時間約 2.5 小時 

【自費：團體 20 以上購票，大人 350 元，優待票 250 元，未達團體以現場散客價】 

館內『蘇聯白鯨館』可愛的哺乳類動物，世界保育的種類在台灣首度亮相！『海洋珊瑚

館』全亞州 長 81 公尺的海底隧道景觀、古沉船魚礁、鯊魚館…值得一遊！『台灣水

域館』觸摸池、南灣珊瑚礁、大洋區餵魚秀…等共 15 個展示主題!『世界水域館』定點

主題之旅，全新新風貌!! 
 

D 【水上活動五合一】  推薦：★★★★☆   提供配備：目鏡+水母衣+防滑靴+救生衣  
【自費：每人 700 元】 

【快  艇】：坐在快艇也是一種享受，嘗試御風逐浪，還可以邊觀賞海外的風景!  

【香蕉船】：由教練開著快艇拖行香蕉船，隨著波浪起伏，感受起起又浮浮的超速快感!  

【浮  潛】：由教練帶領你去體會海底下五彩繽紛的海洋世界~ 

【趣味 3 選 2】：配合安排，可選擇 2 項(水上摩托車、甜甜圈、大力水手)驚險刺激好玩!!! 

註：若選擇三合一{快艇、浮潛、香蕉船}收費 500 元   

 
以上建議活動事項、活動包含內容、門票售價等僅提供參考，實際內容須以預約為準。 
 

  樂在其中旅行社 旅遊規劃洽詢：李達晟 0977-250666{同 Line ID} 



E 

 

【墾丁水世界主題樂園】推薦：★★★★☆  

【自費：每人 250 元/身高 140 以上】星期六、暑假、連續假日須於現場加價 50 元 

水世界室溫主題樂園包含 12 項遊樂設施：【魔幻滑水道】【漩風滑水道】【幽浮滑水

道】【養生水療池】【飄飄河】【人造海洋】【夢幻天池】【兒童戲水池】【海灣吧】 

附註 1：幼童遊玩各項設施時，請成人在旁陪同。 

附註 2：請著泳衣褲入園，並請勿穿戴飾品及手錶。 

 

F 【哈利波特草地飛球】推薦：★★★☆☆   
每人遊玩時間約 10 分鐘 【自費：每球收費 350 元】2 人 1 球，每人平均 175 元 

超炫仿古如珠仔台的場地，您羨慕成龍在好來塢的特技動作表演嗎！您想親身體驗從高

處斜 坡滾落的快感嗎？墾丁 新的活動-飛球，讓您體驗前所未有的刺激感受！   

重量高達 80 公斤的飛球，可承受 200-240 公斤的重量，從山坡 上以萬夫莫敵之勢快速

滾下，您將以安全帶固定在飛球中，體驗 720 度天旋地轉，由上坡直衝而下的超速度感

~在空氣球中層層的保護下~讓您大聲驚呼~比自由 落體還要刺激的放聲尖叫！   

 

G 【ＧＯＫＡＲＴ小賽車】推薦：★★★★  
來回遊覽車時間約 30 分鐘，每人遊玩時間約 10 分鐘【自費：收費 100 元】 

休閒賽車場，1:1 真實體驗飆車快感，設計有直線加速，90 度甩尾道，髮夾彎道，斜坡

彎道，發出ㄐㄐㄐㄐ……輪胎摩擦地面的叫聲，帶您體驗競速狂飆、甩尾過彎的刺激快

感，滿足喜愛追求速度感的您!! 

PS.請注意安全駕駛，勿刻意競速、碰撞以策安全!!   

H 【體驗實彈飛靶射擊:】推薦：★★★★★   

【自費：500 元】 

真正體驗一下"真槍實彈飛靶射擊"的感覺，專業教練一對一細心教導瞄準、射擊技巧， 

提供 10 發散彈(一發內有 300 顆小鉛珠)，10 個飛靶(射擊用的移動目標---泥盤)， 

砲聲隆隆響，當射擊出去那一刻，打中飛靶~真的很有成就感喔!  

來墾丁玩可以來體驗看看!! 

----------------使用槍的介紹--------------------- 

男生=可自行拿槍，槍枝的重量夠力氣拿起，射擊後座威力也承受的住，不過全程都要聽從教練指示。 

女生=教練全程都會幫攙扶槍的，不用耗很大力氣，聽從教練一個一個步驟作，相信勝利是站在您這的。 

5-8 歲兒童=可以體驗亞奧運比賽用空氣手槍，基本上姿勢會有所不同，所使用的姿勢是"腰射"，教練會特別指導。(需

現場經過家長同意) 

 

I 【玻璃觀光半潛艇】推薦：★★★★  
每人遊玩時間約 40~50 分鐘【自費：收費 350 元】 

墾丁海世界半潛艇位於後壁湖遊艇碼頭南段的娛樂船候船室，提供許多豐富的海上活

動，其中觀光半潛艇的設計，讓遊客可以透過深入水下的玻璃船倉，欣賞海面下豐富的 

珊瑚礁以及熱帶魚類生態，因為這裡極為重視教育的歷程，活動全程也設有詳細的海底

生態解說，讓大人小孩在遊憩之餘，也上了一堂生態教育的課程。 

 

J 【漁家捕撈體驗~牽罟】推薦：★★★★☆  

全程約 2 小時，視人數多寡【自費：一網 10000 元】 

由漁船將網子載到適當海域之後進行撒網，而魚網兩翼為兩條長曳繩所繫成，留在岸邊

的人分成左右兩側，大家同心協力拉曳繩，像拔河的方式一樣齊聲喊 著.1.2.3「嘿咻！

嘿咻！」猛力拉網的聲音…慢慢合力將罟網拉回，大約 40 分鐘至 1 小時隨罟網拉近，

便可看到活蹦亂跳的魚、蝦~「哇！」  

K 【墾丁甩尾 高速飄移】推薦：★★★★ 

全程約 8 分鐘【自費：每人 250 元】 

墾丁甩尾是墾丁全新引進的競技飄移沙灘車，場地透過精心設計的彎道，加上獨家地面

摩擦係數的掌控，造就了這個墾丁全新、獨一無二的超刺激活動，在這裡可以享受甩尾

過彎的超快感，親自體驗飄移甩尾的帥勁。 

(含教練教學、全程活動保險、裝備、安全帽) 

注意事項： 

1.車手年齡須滿 15 歲，(兒童須大人陪同駕駛。) 

2.需配合教練指示並帶上安全裝備。.雙腳請勿伸出車體外，以免受傷。 

3.不得故意追撞前車，不得原地打轉。 

4.車手初次甩尾，應先了解路況，車速勿快。 

5.由於活動刺激，患有糖尿病、高血壓、氣喘、癲瘋症、心臟病、孕婦請勿參加。 



L 【勇闖原始森林-ATV 沙灘車】推薦：★★★★ 

A~30 分鐘【自費：每台 600 元】2 人 1 車，每人平均 300 元 

B~1 小時【自費：每台 1000 元】2 人 1 車，每人平均 500 元 

沙灘車具備安全性及挑戰性，相當適合喜愛戶外活動，由教練帶領，安排 2 人一台 ATV

沙灘車探索叢林，在享受大自然生態之美的同時，也可以體驗叢林冒險野趣，趕快來挑

戰克服各種崎嶇地形，讓充滿緊張刺激的叢林探險之旅，帶給你無限滿足回憶。  

駕駛須知： 註 1.駕駛前請勿飲酒及服用任何藥物；若感覺身體不適請勿勉強駕駛車輛。  

          註 2.基於行車安全，沙灘車嚴禁於公路行駛。務必聽從教練指導沙灘車操作方法後才能駕駛。  

 

 

M 【衝浪教學】 

推薦：★★★★ 

1 對 1 每人$2000 元 

1 對 2 每人$1500 元 

教學時間 3 小時 

以上含裝備、教練 

 

 

衝浪教學 還是以佳樂水為主 

浪況不好的話 我們會再到其他海域 

 

純租板 1 天 800 半天 500 

【SUP 槳板教學】 

推薦：★★★★ 

SUP 槳板半天單人 2500 元 

2 人以上 每位 1800 元  

 

教學時間為三個小時 

 

 

SUP 目前統一在佳樂水港口溪  

SUP 目前還是在靜止水域為主 

 

SUP 的團體 我們除了基本教學外， 

還會分組趣味競賽，以增加親子同樂的樂趣 

 ＊海域︰佳樂水、南灣、海口(玩樂海域會依當天浪況即學習著狀況來決定安全適合的教學場地而定)。 

＊報到時間︰8︰30~9︰00。13︰30~14︰00。(須提前一天預約喔!) 

＊報到地點︰彩虹波浪衝浪背包旅店。(可接送，接送一人 200 第二位開始每人 100，須電話詢問!) 

＊活動時數︰約 3 小時。包含器材使用（衝浪板，防磨衣，礁鞋）保險，專業教練 全程陪同 

我們並會有＊海上攝影記錄學生成功的畫面＊可有免費衝浪專車接送 

＊年齡限制︰國小一年級以上。 

＊衣著方式︰短褲或沙灘褲(有繩子可綁為主)、不可穿牛仔褲。 

＊學員須自備：大毛巾、衝浪褲或泳衣、近視深的朋友衝浪禁帶眼鏡下水，請自行準備拋棄式隱形眼鏡。 

 

N 【豪華遊艇 2.5H 包船券(35 人)】推薦：★★★★ 

【自費：包船 28000 元】35 人，平均 800 元 

來到墾丁，不必急著 參觀名勝古蹟，不如拋開瑣事，放慢腳步，如同貴族般的

生活，親朋好友包船出遊，躺在甲板上做做日光浴，由海上欣賞墾丁之美；縱入

水中，體驗浮潛之樂；喜歡 刺激的，還有水上摩托車、海戰車；累了，釣個魚

休息一下吧，餓了，船上有精心準備的冰冰涼涼的飲料任你享用，這樣的生活，

你多久才有一次呢！。  

※免費卡拉 OK 歡唱 ※海上活動六合一 1.5 小時，無限次暢玩 (遊艇、浮潛、水

上摩托車、香蕉船、海戰車、船釣 ) 

  ※無酒精飲料 2 箱     ※啤酒 2 箱   ※ 礦泉水 2 箱   

＊如玩水上活動請自備證件、泳衣及換洗的乾衣服、大浴巾..等。 

＊活動限制：孕婦、酗酒及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癲癇、哮喘等疾病者，禁止參加活動。 

 

O 【田庄所在關山落日咖啡+小點心】推薦：★★★ 

【自費：150 元】 

當紅偶像劇「放羊的星星」在田庄所在開拍 

在劇中，田庄所在就是仲天騏(林志穎飾)與夏之星(劉荷娜飾)前往明日鄉所在的

光明快炒店，從 2006 年十二月份開始，這齣偶像劇就在墾丁熱火朝天的開拍了；

當你來到這裡，劇中的場景都在這裡重疊，偶像的光環讓田庄所在一躍成為追星

勝地喔！  

◎ 田庄所在入場券。 

◎ 入場券可現場兌換落日咖啡一杯+小點心一份 

     以上建議活動事項、活動包含內容、門票售價等僅提供參考，實際內容須以預約為準。 

 

   樂在其中旅行社 旅遊規劃洽詢：李達晟 0977-250666{同 Line 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