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109年農村廚房遊程(17家完整版) 

農場資訊 遊程內容 售價 窗口 

千戶傳奇生態農場 

電話：02-26720748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有木里有木 154-3 號 

【漁人的一天】 4-20人 

10:40 千戶傳奇生態農場集合 

11:00 解說漁人的一天，認識鱘龍魚特性，廚藝教室烹煮食材（鱘龍魚

滷肉飯、乾煎鱘龍魚片、鱘龍 

魚膠原蛋白珍珠奶茶） 

13:00 鱘龍魚料理品嚐 

14:00 園區漁場導覽，認識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史 

15:00 著青蛙裝，下池體驗抱大魚 

15:30 大合照，一讚二耶三 OK 四小愛心，揮揮小手說拜拜 

平日 1,600元/人 
葉福花 

0983-551486 

逢春園渡假別墅 

電話：03-9801942 

地址：宜蘭縣大同鄉松羅村玉蘭 20 號 

網址：https://fengchunvilla.com.tw/ 

【山居歲月料理體驗】 2-8人 

09:00 認識三星四寶「葱」：採葱體驗 

09:30 前往逢春園 

09:40 園區環境及設備介紹 

10:00 逢春園經典料理教學（茶香烏龍麵、冰心綠豆糕、野菇炊飯或鴨

賞葱司康二擇一） 

12:00 料理品嚐及紅外線烘足體驗、能量空間 

平假日：1,900元/人 
林嵩浩 

0956-321-437 

仙湖休閒農場 

電話：06-6863635 

傳真：06-6863662 

地址：台南市東山區南勢里大洋 6-2 號 

網址：http://senwho.com/ 

【台南的放伴龍眼乾與土匪雞】 4-24人 

10:00 仙湖休閒農場放伴故事 

10:10 龍眼樹下尋找咖啡小苗，製作咖啡小苗球 

10:40 採集在地香料及餐桌布置花草 

11:00 農村廚房體驗（放伴討山雞、伴雲小饌、桂圓雲朵 Q 餅） 

12:30 本位作坊品嘗料理 

14:30 無邊際戲水／林間散步／品嘗桂圓雲朵咖啡（自費） 

平假日：1,400元/人 
丁敬純 

0910-685918 

音樂米創意產銷企業社 

電話：0912-420-831 

地址：260 宜蘭市昇平街 20 號 

網址：www.MorningMarketYilan.com 

【跟少年阿公逛菜市場】 4-18人 

10:30 宜蘭火車站出發 

11:30 搭車前往礁溪古厝 

12:00 游阿媽藝站農村廚房料理 

（涼拌小黃瓜、仙女闔腰帶、一串心、音樂米滷肉飯糰） 

平假日：2,500元/人 
方子維 

0912-420831 

https://fengchunvilla.com.tw/
http://senwho.com/
http://www.morningmarketyilan.com/


13:30 ∼ 14:00 農村音樂會 

14:00 ∼ 15:30 地方創生農旅體驗 

飛牛牧場 

電話：037-782999 

傳真：037-782399 

地址：苗栗縣通霄鎮南和里 166 號 

網址：https://www.flyingcow.com.tw/ 

【跟牛媽媽一起學做菜】 4-12人 

08:30 牧場服務中心集合（住宿客） 

09:00 苗栗苑裡火車站集合 

09:10 苑裡市場巡禮 

10:30 牧場擠牛奶體驗 

11:40 Chef Garden 採集食材 

12:20 跟牛媽媽一起學做菜 

（優格香草烤雞翅、香煎奶汁鮭魚佐芥末籽醬、瑪格莉特披薩） 

13:30 料理品嚐 

平假日：1,500元/人 
王于忻 

0928-977641 

頭城休閒農場 

電話：03-9772222 

傳真：03-9778688 

地址：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 125 號 

網址：http://www.tcfarm.com.tw/ 

【德國人也可以來的綠色廚房】 20-40人 

09:50 報到：當日行程介紹 

10:00 有機菜園解說導覽、農事體驗、循環經濟教育理念傳遞 

11:10 快樂雞地巡禮，將洗完、切完的菜帶著前往餵雞 

11:50 跟著專業的瑞士主廚學習廚藝與擺盤 

（金棗魚丸湯、煙燻鴨賞翼豆沙拉、三杯中卷） 

13:00 在優美大自然美景、半戶外場地中享受愉悅的一餐 

14:00 利用海洋廢棄物玻璃創作各式各樣的藝術品當伴手禮帶回家 

平假日：1,600元/人 
林宏達 

0905-000059 

梅花湖休閒農場 

電話：03-9613222 

傳真：03-9514345 

地址：宜蘭縣冬山鄉環湖路 66 號 

網址：http://www.9612888.com.tw/ 

【黑白切.切什麼？】 4-20人 

09:00 頭戴斗笠、手穿花袖，田間採菜去 

09:30 食材介紹，用具使用及食譜說明 

10:00 陽光廚房料理課程學習 

（蔬菜排骨湯、傳統滷肉燥、隨意黑白切、手感五彩米苔目） 

12:00 品嚐料理 

14:00 農場巡禮＋文化走讀＋梅花湖小船搭乘 

平日：1,600元/人 

假日：2,200元/人 

郭秀惠 

0911-854222 

好時節休閒農場 

電話：03-3889689 

地址：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三段 225 號 

網址：http://luckytime.com.tw/ 

【大溪人的午餐】 8-15人 

09:30 好時節休閒農場集合 

09:45 採買大溪豆干及肉品等食材 

10:30 介紹活動環境與流程 

10:40 採集蔬果與裝飾花草、撿雞蛋 

平假日：999元/人 
陳莉婷 

0978-291099 

https://www.flyingcow.com.tw/
http://www.tcfarm.com.tw/
http://www.9612888.com.tw/
http://luckytime.com.tw/


11:00 動手清洗食材及製作料理 

（月桃竹筒飯、古早味菜脯蛋、豆腐乳炒嫩雞） 

12:30 品嘗美味料理與分享 

13:30 解放腳丫接地氣、感受農村之紓壓氛圍等放鬆心靈 

14:30 品嚐農村養生下午茶（飲料與甜點） 

水月休閒藍鯨魚寮 

電話：03-5565577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西濱路一段 69 巷 51-1 

號 

 

【藍鯨魚寮裡不吃鯨魚】10-20人 

09:50 報到 

10:00 簡報介紹今日行程 

10:10 友善魚塭養殖（烏魚及石斑）與生態棲地食農常識解說 

10:30 鐵馬乘風巡田水、買米粉、東海萊姆園採鮮果、新港百 

年古厝巡禮之旅、竹竿釣龍虎斑 

11:30 料理教室輕鬆學烹魚 

（萊姆蝦、龍虎斑排佐和風沙拉、旬魚米粉湯） 

13:00 細心品嚐作手成果 

13:40 一日漁夫體驗：餵魚、搏魚、蝦籠操作及活締宰魚技巧 

平日：1,680元/人 

假日：1,880元/人 

陳彥呈 

0933-150906 

私房雨露休閒農場 

電話：04-25942179 

地址：台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松鶴三巷

58-11 號 

網址：http://www.kurasu.tw/ 

【台灣山海の滋味 當八仙山遇見太平洋】8-12人 

08:50 私房雨露休閒農場報到 

09:00 慢步松鶴部落，時光倒流之旅 

09:40 園區食材採摘與認識 

10:30 台灣山海の滋料料理課程 

（野菇味炊飯、香烤馬告鬼頭刀、香蘭蔬果拌海味） 

12:00 品嚐手作的成果 

13:30 森活午茶時光 

平日：1,480元/人 

（每週二至週五開放） 

江孟柔 

0932-621-660 

梅居休閒農場 

電話：0905-169-176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平等里平菁街 43 巷 

99 號 

【陽明山祕境蔬食廚房】 5人以上 

10:00 梅居休閒農場集合 

10:10 假日－造訪平等里小農市集 

10:40 園區導覽，認識梅居／農事體驗採摘今日料理蔬果菜色 

11:20 廚藝教室料理體驗（素肉燥、鳳梨苦瓜、滑蛋橘子） 

12:30 創意蔬食料理品嚐 

14:00 香草飲料品飲，和梅居主人聊聊山居歲月 

平假日：1,300元/人 
楊安心 

0921-952-963 

龍雲農場 【茶香雲霧飄渺山居廚房】8-20人 平假日：1,500元/人 鄧淑君 



電話：05-2562216 

地址：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石棹 1 號 

09:00 換上農夫裝採菜去，包含茶園導覽、森林漫步 

10:00 回到廚房，製作山居茶香料理 

（烏龍茶香粿、茶油雞麵線、水果愛玉凍） 

12:00 擺盤，品嚐自製料理 

05-2562216 

卓也小屋 

電話：037-879-198 

傳真：037-879-647 

地址：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崩山下 1-9 號 

網址：https://www.joye.com.tw/index/ 

【卓也的好色廚房】20-60人 

09:30 卓也小屋報到 

10:00 悠遊生態及染料植物園／採集染料植物並萃取植物顏色 

11:00 洗手作羹湯（五色粉粿、珍珠蔬菜捲、三色養生麵線） 

12:40 享用色色午餐及型男主廚的美味分享 

14:20 好色手作（藍染方巾體驗） 

16:00 藍染成果展現 

平假日：1,800元/人 
卓子絡 

0963-030-379 

白石森活休閒農場 

電話：02-2794-3131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碧山路 58 號 

【森林深處的老灶腳】4-20人 

10:00 白石森活休閒農場集合 

10:10 從一粒種子到蔬菜採收，認識香草成長習性 

10:40 採摘蔬果及香草 

11:00 料理烹調及認識老祖先的智慧 

（柚子草莓沙拉、阿嬤的醬瓜魚、塔香三杯雞、草莓珍珠奶茶） 

12:10 全食物概念品嚐產地到餐桌的自然美味 

13:10 友善農耕、園區導覽 

平假日：2,000元/人 

親子同遊：1,200元/人

(不分大人小孩) 

黃明瑩 

0921-422-986 

雲也居一休閒農場 

電話：037-951530 

地址：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薑麻園九鄰六號 

【型男主廚的客家菜教室】10-20人 

13:50 雲也居一休閒農場報到 

14:00 農場導覽 & 蔬菜採集 

15:30 農村料理 DIY，客家大灶體驗 

（梅干扣肉、蘿蔔糕、熱戀紅莓） 

17:00 客家團圓飯食光 

平日：1,600元/人 
涂育誠 

0934-313599 

大坑休閒農場 

電話：06-5941555 

地址：台南市新化區大坑里 82 號 

【臺南豐富人情好料理】10-20人 

09:30 農場環境介紹 

10:00 蔡阿嬤的豬舍巡禮/採集食材 

10:30 農事體驗-筍園插旗 

11:00 料裡廚房體驗 

12:30 臺南特好味料理品嘗 

平日：1,200元/人 
蔡佳儒 

0925-048355 

https://www.joye.com.tw/index/


向禾休閒漁場 

電話：05-3600959 

地址：嘉義縣東石鄉鰲鼓村 12 鄰四股 67-6

號 

【海盜廚房新體驗】10-20人 

1 海盜學校集合相見歡 

2 著海盜服裝準備出海 

3 划海盜船去找鮮蚵 

4 登小島換青蛙裝 捕魚 

5 穿青蛙裝下水打撈海菜 

6 搓洗海菜體驗(回程伴手禮） 

7 挑擔曬海菜趣 

8 下水撿文蛤 

9 摘香草備食材 

10 香草鹽烤鯛魚教學 

11 水果海藻捲教學 

12 海鮮文蛤湯品教學 

13 鮮蚵蓋飯料理教學 

14 海藻膠原凍飲調理 

15 料理品嚐 

16 餵魚體驗 

平日：1,680元/人 
蔡恭和 

0929-899489 

藏酒酒莊 

電話： 

地址： 

【微酵廚房】6-20人 

10：00 迎賓 先遞上一條香茅毛巾,擦淨塵埃、放鬆心境。(依天氣備

冷或熱毛巾) 

破冰 天氣熱：DIY 金柚調飲。 

天氣冷：酒釀蛋花湯(以上會依季節不同調整) 

10：30 導覽 1.酒窖導覽 

2.香草區巡禮 

3.農場土雞蛋撿拾 

11：00 教學 1.健康發酵原理教學 

2 在地漁港新鮮魚介紹, 魚現場解剖 

3.魚排分割 . 

11 : 30 學員親自學 3 道菜  

1.麵包魚(健康發酵麵糰) 

2.健康堅果蔬食濃湯(沒有加牛奶的濃湯) 

平日：1,680元/人  



3.櫻花蝦炒飯.(如何炒出好吃的炒飯) 

12：30 餐酒 1.前菜鴨胸沙拉(醬汁學員自行採摘香草植物加入) 

2.健康蔬菜小點 

3.學員料理三道菜 

4.甜湯(桂花白木耳水果盅) 

5.2 款酒或特調搭配 

15：00 品嘗酒莊酒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