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台灣美食展繽紛農業館  食材趣旅行行程 
  

宜蘭農場採茶品茶一日遊      
   

 

 

 

 

 

行程內容： 

時間 內容 備註 

08:30 台北車站東三門報到 08：40 準時出發 

08：40-10：30 國道高速公路風光 前往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10：30-12：00 蠶寶寶、大頭筆 DIY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12：00-13：00 中午用餐(農場風味餐)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13：00-13：40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導覽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14：00-14：30 祥語有機茶園導覽 祥語有機農場 

14：30-16：00 採茶、炒茶、揉茶、品茶 祥語有機農場 

16：00-17：30 快樂賦歸 
贈送每人 20G 有機綠茶茶葉

和專屬茶杯 

 限團體ㄧ車為單位。 

 活動採預約制，預約時，請事先提供保險名單及素食人數。 

 本報價活動內容及行程時間，可能會依現場實況有所調整或變動。 

 活動承辦單位:尚海旅行社 03-9954800 

      承辦人 : 張智雄  0916-361-471 

 
  

8 月 19 日(六) 體驗優惠方案 

滿 30 人 1299 元 



 

2017 台灣美食展繽紛農業館  食材趣旅行行程 
  

宜蘭農場採茶品茶一日遊-A      
   

 

 

 

 

 

行程內容： 

時間 內容 備註 

08:30 台北車站東三門報到 08：40 準時出發 

08：40-10：30 國道高速公路風光 前往菇菇茶米館 

10：30-11：00 菇菇茶米館導覽 菇菇茶米館 

11：00-12：00 生態瓶太空包 DIY 菇菇茶米館 

12：10-13：10 中午用餐(菇菇美食鍋)  菇菇茶米館 

13：30-14：00 星源茶園導覽 星源茶園 

14：00-16：00 
採茶體驗、綠茶冰淇淋 DIY、有機

茶品茗及茶點品嚐 星源茶園 

16：00-17：30 快樂賦歸  

 限團體ㄧ車為單位。 

 活動採預約制，預約時，請事先提供保險名單及素食人數。 

 本報價活動內容及行程時間，可能會依現場實況有所調整或變動。 

 活動承辦單位:尚海旅行社 03-9954800 

      承辦人 : 張智雄  0916-361-471 

 

8 月 6 日(日) 體驗優惠方案 

滿 30 人 1299 元 



 

2017 台灣美食展繽紛農業館  食材趣旅行行程 
  

礁溪米香森林一日遊      
   

 

 

 

 

行程內容： 

時間 內容 備註 

08:30 台北車站東三門報到 08：40 準時出發 

08：40-10：30 國道高速公路風光 前往林美石磐步道 

10：30-12：00 林美石磐步道 呼吸森林芬多精及負離子 

12：10-13：10 中午用餐(風味餐) 九瑩餐廳 

13：20-13：30 民豐有機農場導覽 民豐有機農場 

13：30-14：00 動手體驗自製米飯糰 DIY       民豐有機農場 

14：00-15：00 下田稻米收割體驗趣 民豐有機農場 

15：00-15：30 三寶米茶+米餅品嚐                 民豐有機農場 

15：30-17：30 快樂賦歸 
贈送伴手禮(米)300 公克 1

包 

 限團體ㄧ車為單位。 

 活動採預約制，預約時，請事先提供保險名單及素食人數。 

 本報價活動內容及行程時間，可能會依現場實況有所調整或變動。 

 活動承辦單位:尚海旅行社 03-9954800 

      承辦人 : 張智雄  0916-361-471 

 

8 月 5 日(六) 體驗優惠方案 

滿 30 人 1199 元 



 

2017 台灣美食展繽紛農業館  食材趣旅行行程 
  

台東池上農事體驗一日遊      
   

 

 

 

 

 

行程內容： 

時間 內容 備註 

07:40 台北車站 
可自費搭乘 08：06 莒光號列

車 

08：06-12：14 東部風光 前往池上 

12：15-12：40 
池上車站報到集合， 

欣賞池上風光 

騎腳踏車前往池上鄉農會金色

豐收館 

12：40-13：40 中午用餐(土雞豐收便當) 池上鄉農會金色豐收館 

13：40-14：30 傳統土礱體驗 DIY 
贈送一只花布包、伴手禮、池

上好米 600g 

14：30-15：00 爆米香 DIY 池上鄉農會金色豐收館 

15：00-16：30 
伯朗大道騎腳踏車 

欣賞田園風光 
前往池上火車站還車 

16：57-21：08 快樂賦歸 
可自費搭乘搭乘 16：57        

莒光號列車 

 活動採預約制，預約時，請事先提供保險名單及素食人數。 

 本報價活動內容及行程時間，可能會依現場實況有所調整或變動。 

 活動承辦單位:尚海旅行社 03-9954800 

      承辦人 : 張智雄  0916-361-471 

 
 

台中沐心泉休閒農場賞花一日遊      

8 月 27 日(日) 體驗優惠方案 

15 人成行，每人 999 元 



 

2017 台灣美食展繽紛農業館  食材趣旅行行程 
  

   

 

 

 

 

 

行程內容： 

時間 內容 備註 

08:30 台北車站東三門報到 08：40 準時出發 

08：40-11：30 國道高速公路風光 前往沐心泉休閒農場 

11：30-12：00 山下換小車前往農場 新社中和親水公園換車 

12：00-13：00 
中午用餐(享用大草原野菇鍋

或藥膳長白人蔘養生鍋) 

沐心泉休閒農場（門票可折

抵園內消費 100 元） 

13：00-14：00 沐心泉休閒農場導覽 沐心泉休閒農場贈送伴手禮 

14：20-15：20 薰衣草森林 沉浸在薰衣草森林中 

15：30-18：30 快樂賦歸  

 限團體ㄧ車為單位。 

 活動採預約制，預約時，請事先提供保險名單及素食人數。 

 本報價活動內容及行程時間，可能會依現場實況有所調整或變動。 

 活動承辦單位:尚海旅行社 03-9954800 

      承辦人 : 張智雄  0916-361-471 

 
  

8 月 20 日(日) 體驗優惠方案 

滿 30 人 1299 元 



 

2017 台灣美食展繽紛農業館  食材趣旅行行程 
  

 

花蓮六十石山賞花一日遊      
   

 

 

 

 

 

行程內容： 

時間 內容 備註 

08:30 
08:47 台北車站/(10:59 花蓮

車站) 

可自費搭乘 08：47 普悠瑪列

車 

08：47-12：13 東部風光 前往花蓮富里 

12：15-12：20 
花蓮富里車站報到集合，前

往富里農會 
接駁車 

12：20-12：50 中午用餐(富麗田媽媽便當) 富里農會 

12：50-13：50 米大阪燒 DIY 或米蛋捲 DIY 

14：00-15：30 六十石山賞金針花 富里農會 

16：00-19：39 快樂賦歸 
可自費搭乘 16：00        普

悠瑪列車 

 活動採預約制，預約時，請事先提供保險名單及素食人數。 

 本報價活動內容及行程時間，可能會依現場實況有所調整或變動。 

 活動承辦單位:尚海旅行社 03-9954800 

      承辦人 : 張智雄  0916-361-471 

 
 
 
 

8 月 26 日(六) 體驗優惠方案 

15 人成行,每人 799 元 



 

2017 台灣美食展繽紛農業館  食材趣旅行行程 
  

宜蘭農場採果一日遊      
   

 

 

 

 

 

行程內容： 

時間 內容 備註 

08:30 台北車站東三門報到 08：40 準時出發 

08：40-10：30 國道高速公路風光 前往三富休閒農場 

10：30-12：00 
採果/自製柚子醬 

每人可採文旦柚 3顆，其中

2顆柚子做柚子醬+1顆柚子

可帶回 

12：00-13：00 中午用餐(農場風味餐) 三富休閒農場 

13：00-13：30 果醬包裝與填裝 三富休閒農場 

13：30-14：30 農場生態導覽 三富休閒農場 

14：30-15：00 園區自由活動 
與園區鸚鵡互動、餵餵魚，

享受農場悠閒生活 

15：00-16：00 新寮瀑布 
呼吸森林芬多精、負離子、

凝聽水與石頭交響曲 

16：00-17：30 快樂賦歸  

 限團體ㄧ車為單位。 

 活動採預約制，預約時，請事先提供保險名單及素食(全素/蛋奶素)人數。 

 本報價活動內容及行程時間，可能會依現場實況有所調整或變動。 

 活動承辦單位:尚海旅行社 03-9954800 

      承辦人 : 張智雄  0916-361-471 

 
 

9 月 3 日(日) 體驗優惠方案 

滿 30 人 1099 元 



 

2017 台灣美食展繽紛農業館  食材趣旅行行程 
  

台中東勢採果趣一日遊      
   

 

 

 

 

 

行程內容： 

時間 內容 備註 

08:30 台北車站東三門報到 08：40 準時出發 

08：40-11：00 國道高速公路風光 前往東勢林場 

11：00-12：30 東勢林場導覽解說 東勢林場 

12：30-13：30 中午用餐(精緻飯盒) 東勢林場 

13：30-14：00 園區漫遊 東勢林場 

14：10-14：40 東新觀光果園導覽 東新觀光果園 

14：40-15：40 體驗採果趣 
免費試吃橫山梨、 

可帶回市價 180 元橫山梨 

15：40-18：00 快樂賦歸  

 限團體ㄧ車為單位。 

 活動採預約制，預約時，請事先提供保險名單及素食人數。 

 本報價活動內容及行程時間，可能會依現場實況有所調整或變動。 

 活動承辦單位:尚海旅行社 03-9954800 

        承辦人 : 張智雄  0916-361-471 

 

9 月 2 日(六) 體驗優惠方案 

滿 30 人 1199 元 



 

2017 台灣美食展繽紛農業館  食材趣旅行行程 
  

宜蘭農場摘蔬趣一日遊      
   

 

 

 

 

 

行程內容： 

時間 內容 備註 

08:30 台北車站東三門報到 08：40 準時出發 

08：40-10：30 國道高速公路風光 前往蔥仔寮體驗農場 

10：30-11：00 蔥田導覽 蔥仔寮體驗農場 

11：00-12：00 拔蔥、洗蔥、做蔥油餅體驗 蔥仔寮體驗農場 

12：10-13：30 中午用餐(蔥蒜風味餐) 三星鄉農會蔥蒜美食館 

14：00-15：00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漫步森林鐵道，享受大自

然 

15：30-16：00 宜蘭餅觀光工廠  

16：00-17：30 快樂賦歸  

 限團體ㄧ車為單位。 

 活動採預約制，預約時，請事先提供保險名單及素食人數。 

 本報價活動內容及行程時間，可能會依現場實況有所調整或變動。 

 活動承辦單位:尚海旅行社 03-9954800 

      承辦人 : 張智雄  0916-361-471 

 
 

8 月 13 日(日) 體驗優惠方案 

滿 30 人 999 元 



 

2017 台灣美食展繽紛農業館  食材趣旅行行程 
  

苗栗農場摘蔬趣一日遊      
   

 

 

 

 

 

行程內容： 

時間 內容 備註 

08:30 台北車站東三門報到 08：40 準時出發 

08：40-10：30 國道高速公路風光 前往城南有機農場 

10：30-11：00 田間導覽解說 城南有機農場 

11：00-12：00 蔬菜採收及包裝 城南有機農場 

12：30-13：30 中午用餐(犇牛牛鮮奶鍋) 飛牛牧場 

13：30-16：00 飛牛牧場活動 
可定時定點免費參加牛媽媽

教學解說、餵小牛喝奶等活

動，並可免費兌換一份乳製

品 

16：00-17：30 快樂賦歸  

 限團體ㄧ車為單位。 

 活動採預約制，預約時，請事先提供保險名單及素食人數。 

 本報價活動內容及行程時間，可能會依現場實況有所調整或變動。 

 活動承辦單位:尚海旅行社 03-9954800 

      承辦人 : 張智雄  0916-361-471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考台灣休閒農業旅遊館：https://www.taiwanfarm.com.tw/ 

8 月 12 日(六) 體驗優惠方案 

滿 30 人 1299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