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投好玩卡」之內含票券有 3 天效期限制，即於任一票券開票使用後之 3 天內（含
第一次門票使用當日），需使用完畢。舉例來說，2019 年 1 月 1 日於清境小瑞士花
園開票使用，則須於 2019 年 1 月 3 日前使用完畢剩餘票券。
卡片內含商品

1.
2.
3.
4.
5.

南投好玩卡卡體-暢遊版 x 1(贈品，可當悠遊卡使用) (原價$150)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參觀券 x 1(原價$50)
清境小瑞士花園入園券 x 1 (原價$150)
日月潭遊湖船票一日券 x 1(原價$300)
日月潭纜車來回票 x 1(原價$300)

6. 中台世界博物館參觀券 x 1(原價$200)
7. 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參觀券 x 1(原價$50)
8.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入園券 x 1(原價$50)

使用說明
南投好玩卡暢遊版取卡點
1. 南投客運-日月潭站
取卡服務時間 8:00-17:00
電話：049-2856879
地址 : 南投縣魚池鄉中山路 163 號
2. 南投客運-埔里轉運站
取卡服務時間 6:00-21:20
電話 : 049-2996147
地址 :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 338 號
3. 清境遊客服務中心
取卡服務時間 9:00-21:00
電話：049-2803807
地址：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定遠新村 26-1 號
4. 妖怪村主題飯店
取卡服務時間 9:00-21:00
電話: 049-2612121
地址: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興產路 2-3 號
卡片內含商品與使用說明：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兌換地點資訊

※開放營業時間：07:30-17:30，17:00 停止開放進場。
※請持好玩卡至入園驗票處，向服務人員直接核銷入場。
※出場後得再次進場，惟需加蓋步道手章檢驗後，依現場管制人員指示排隊進場。
【小瑞士花園】兌換地點資訊
※開放營業時間：09：00 至 21：00
※請持好玩卡至入園驗票處，向服務人員直接核銷入場。
※小瑞士花園內每日有定時水舞表演，若於當日營業時間內，需要重複進出園區，
請於出入口處向服務人員蓋上手章，方能再次入園。
【日月潭纜車】兌換地點資訊
※開放營業時間
-平日：10:30—16:00（換取號碼牌時間：10:00—15:30）
-假日：10:00—16:30（換取號碼牌時間：09:30—16:00）
※至日月潭纜車站，先於 2F 服務台向服務人員換取「號碼牌」，再前往 3F 纜車搭
乘月台閘門口，向服務人員出示「號碼牌」及好玩卡，進行核銷搭乘。
※使用好玩卡搭乘日月潭纜車，僅限於伊達邵日月潭主站進入搭乘，不可由九族端
場站進入。
※搭乘處地址: 南投縣魚池鄉中正路 102 號
【日月潭遊湖船票】※請持好玩卡至以下地點換取紙本船票。

1. 日月潭遊艇船隊
※開放營業時間
-水社碼頭：9:00-17:00
-玄光寺碼頭：9:20-17:20
-伊達邵碼頭遊客中心售票口：8:40-17:40

※憑好玩卡至水社碼頭、玄光寺碼頭、伊達邵碼頭（任一碼頭，皆可上船）向身穿
「日月潭遊艇船隊」藍色背心服務人員報到，換取紙本船票。
※船班時間
-平日：登船請依時刻表上的時間提前 5-10 分鐘向身穿「日月潭遊艇船隊」藍色背心
服務人員報到。
-假日：船班機動性較高，約每 15-20 分鐘一班船，向身穿「日月潭遊艇船隊」藍色
背心服務人員若有任何登船時間的疑問，請直接詢問工作人員。
※報到地點：
-水社碼頭：水社碼頭廣場（階梯下來右轉），步行約 20 公尺，即可見「日月潭遊
艇船隊」報到處換取票券及蓋手章。（登船處為 4 號碼頭上，右邊最後一艘遊艇）
-玄光寺碼頭：請直接至 1 號碼頭登船處，向「日月潭遊艇船隊」身穿藍色背心工作
人員，進行報到且核銷登船；並於「伊達邵碼頭」或「水社碼頭」下船時，將有服
務人員引導換取紙本船票。
-伊達邵碼頭：請至伊達邵遊客中心一樓船票售票大廳 8 號窗口，進行核銷並換取紙
本票券。（登船處為 2 號碼頭旁）

2. 南投客運日月潭站
電話：049-2856879 營業時間：08:00-18:00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中山路 163 號(日月潭派出所對面)

3. 碼頭船隊
電話：049-2855656 營業時間：09:00-16:30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日月潭名勝街 11 號
※搭船地點：水社碼頭或伊達邵碼頭
※使用當天可不限次上下船，乘船相關須知已詳細載明於船券背面。
※因氣候因素等狀況，碼頭船隊會調整營運時間。如有變動以現場告示為主。

【中台世界博物館】兌換地點資訊
※請持好玩卡至服務台，向服務人員核銷兌換紙票，至入口驗票處掃描紙票入場。
※兩館皆須憑紙票進出，入口處及出口處請持紙票掃描，並妥善保管票券，遺失恕
不補發或退費。
【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兌換地點資訊
※請持好玩卡直接至入口處，向服務人員核銷後，蓋上手章即可入場。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兌換地點資訊
※請持好玩卡至入園驗票亭，向服務人員直接核銷入場。

注意事項
※每一個商品限用一次。「南投好玩卡」之內含票券有 3 天效期限制，即於任一票
券開票使用後之 3 天內（含第一次門票使用當日），需使用完畢。舉例來說，2019
年 1 月 1 日於清境小瑞士花園開票使用，則須於 2019 年 1 月 3 日前使用完畢剩餘票
券。
※本卡為特製悠遊卡，若要使用悠遊卡功能，使用前請先加值。且卡片不可退換，
但若有剩餘之儲值金額，請至台中客運、台中國光客運或台北捷運各車站詢問處辦
理退費。
※本卡片採不記名制，若卡片遺失，恕無法辦理掛失及補發景點門票。
【日月潭纜車】

1. 本票券僅包含纜車搭乘券，不包含九族文化村門票。
2. 因應日月潭纜車例行性保養作業，暫停服務時間(2019 年纜車保養日：1/2、
1/7、1/8、1/9、3/6、4/3、5/2、6/5、6/6、7/3、8/7、9/4、10/2、11/6、12/4)
【日月潭遊湖船票】

1. 換成紙本船票後，遺失需重新購票。
2. 基於安全考量，如遇濃霧、颱風(南投縣政府宣布停班停課)及天候不佳等
因素，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將會宣布禁航。
3. 若受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耽誤航次，不得要求退賠償。

【中台世界博物館】
※ 開放營業時間：每日 09：00 至 17：00
※ 休館日：每星期一（逢國定假日照常開放，國定假日翌日休館）
※ 其他休館日：農曆除夕前一天與除夕，政府公告之天然災害停止上班日、本館另
行公告之必要休館日
※凡經核銷使用後，遺失需重新購票，票券一經使用或毀損恕不退票。
※ 注意：票券限「購票當日」有效，以日期戳章為憑，通用本館及木雕分館。請於
參觀第二個館別時，直接於閘門驗票出入口處，掃描紙票入場。請妥善收存您兌換
的紙票。
※ 兩館皆須憑紙票進出，入口處及出口處請持紙票掃描並妥善保管票券，遺失恕不
補發或退費。
為維護參觀安全與品質，以下參觀須知敬請配合：

1. 超過 A4 尺寸(約 20x30cm)之包包、雨傘、自拍器及水瓶，請至投幣式寄物
櫃或服務台寄放。凡大型背包及團體寄物請洽詢服務台，貴重物品請自行
2.
3.
4.
5.
6.
7.
8.
9.
10.

攜帶。
請衣著整齊，勿穿汗衫、拖鞋等入館。
請勿攜帶寵物（導盲犬除外）、玩具、危險品、食物及飲料入館。
館內禁止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
展場內，請勿高聲喧嘩或使用手機交談。
展場內禁止攝影、錄影及觸摸展品。
展場內禁止攜帶食物與葷食。
為維護來館遊客個人權益及人身安全，本館園區全面禁止使用空拍機。
本館與分館展廳為維護保存文物，展廳溫度偏低，請注意保暖避免受寒。
為保障人員及文物安全，並維護參觀品質，展廳內禁止玩寶可夢遊戲。

【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
※ 開放營業時間：每日 09：00 至 17：00

1. 休館日：每星期一（寒暑假期間、國定假日及補假日則照常開放）
2. 其他休館日：農曆除夕、政府公告之天然災害停止上班日及館方另行公告
之必要休館日

※凡經核銷使用後，遺失需重新購票，票券一經使用或毀損恕不退票。
※ 為維持參觀品質，請旅客協助配合下列參觀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請注意服裝儀容之整齊。
本館全面禁菸。
展場及劇場內嚴禁飲食及嚼食口香糖、檳榔。
請勿高聲喧嘩、推擠、奔跑、倒臥座椅、或丟棄垃圾。
勿攜帶寵物（導盲犬除外）及危險物品入館。
除非特別標示，本館開放攝影及使用閃光燈。但所攝照片不得作任何商業
及出版使用。如有特殊需求，請依程序向本館提出申請，核可後方可為之。

7. 請依展示品操作說明使用展示品。
8. 破壞、毀損、或移除展示品或設施者，本館得提出刑事毀損告訴，並請求
民事損害賠償。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
開放營業時間：每日 09：00 至 17：00

1. 每週三 10:00 前免費入園。
2. 固定休園時間：農曆除夕、政府公告之天然災害停止上班日、館方另行公
告之必要休館日。

使用限制
※使用效期：

1. 「南投好玩卡」之內含票券有 3 天效期限制，即於任一票券開票使用後之
3 天內（含第一次門票使用當日），需使用完畢。舉例來說，2019 年 1 月
1 日於清境小瑞士花園開票使用，則須於 2019 年 1 月 3 日前使用完畢剩餘
票券。
2. 若要使用悠遊卡功能，須於使用前加值。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小瑞士花園】、【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屬於中高海拔
山區，基於安全考量，如遇濃霧、颱風(南投縣政府宣布停班停課)及天候不佳等因
素，將進行全區休園。
※若受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入園，請擇他日前往，不得要求退賠償。
【日月潭纜車】

1. 因應大型活動(如櫻花祭)需求，可能延長營運時間。或因氣候因素、停電、
系統檢修保養等狀況，也會調整營運時間。營運時間如有變動以現場告示
或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2. 其他相關資訊公告，請詳見日月潭纜車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http://www.ropeway.com.tw/page/news/index.aspx?kind=8）
【日月潭遊湖船票】
※日月潭遊艇船隊

1. 除夕夜當日末班船：水社碼頭 15:00、玄光寺碼頭 15:20、伊達邵碼頭 15:40。
2. 不適用時段：日月潭國際萬人泳渡當日，及其他日月潭特殊活動(以主辦
單位公告為主，可事先電洽船隊確認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