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大湖底休閒農業區 ( 2 0 1 9 年 )  

 

大胖呆炒韭菜  -  7/20(週六) 

旺來勁醋味      -  7/21(週日) 

紅寶石綠翡翠  -  7/27(週六) 

全程遊覽車接駁 多樣手做 DIY 

果園導覽/採果體驗 食農教育團康 

7/20(六) 
大胖呆炒韭菜  
報名連結  
 

7/21(日) 
旺來勁醋味  
報名連結  

 7/27(六) 
紅寶石綠翡翠  
報名連結  
 

指導及輔導單位: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宜蘭縣大湖底休閒農業區 ( 2 0 1 9年 )  

活動須知 

 

大胖呆炒韭菜  -  7/20(週六) 

旺來勁醋味      -  7/21(週日) 

紅寶石綠翡翠  -  7/27(週六) 

一、活動日期：如上述，全程遊覽車接駁。 

二、集合時間：早上9:00~9:20。9:30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三、集合地點：宜蘭後車站-轉運站下客處間 

(Google請導航 [宜蘭人車同行等候處])- 車號會於前一天以line及簡訊通知 

四、注意事項：注意防曬。為響應環保，歡迎自備環保(湯匙、筷子、環保碗) 

報到時，請攜帶證件供主辦單位核對核對身分 

五、繳費資訊 :  $200/人場，請於報名後2天內繳費，以完成報名作業。 

         請一人填寫一份表單，以利系統計算人數以及旅平險，額滿即自動關閉表單。 

六、聯絡: (林先生)信箱:  aquincy26@gmail.com    手機 /line ID: 0972936306 

 

執行單位:  宜蘭縣大湖底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指導及輔導單位: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若有超過10人之團體報名，可以email聯繫，可由主辦單位協助報名* 

7/20(六) 
大胖呆炒韭菜  
報名連結  
 

7/21(日) 
旺來勁醋味  
報名連結  

 7/27(六) 
紅寶石綠翡翠  
報名連結  
 



時間 說明 備註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及行程調動之權利 

09:00-09:20 報到及集合 
  

宜蘭後站-宜蘭轉運站下車處之間 
(若從其他縣市前來，請留意雪隧塞車情形，

09:30準時發車)  
*停車資訊: 見此頁下方A 

*自行至活動點: 見此頁下方B 
09:30-09:50  BUS 宜蘭後站  大湖底休閒農業區遊客中心 

10:00-10:30 益智小遊戲 大湖底休閒農業區遊客中心 

10:30-11:30 韭菜水餃DIY 遊客中心             

11:30-12:00 BUS  遊客中心  二湖鳳梨館 

12:00-13:30 社區特色午餐 *提供葷食。純素者，請自行斟酌報名! 

13:30-14:30 自己採二湖鳳梨/
園區體驗 

採二湖鳳梨體驗/園區自由活動(分2梯次，各
30分鐘)- 建議著長褲 

14:30-14:50 BUS  二湖鳳梨館毛蟹冒泡 

14:50-15:15 湧泉泡腳 毛蟹冒泡 

15:30-16:20 食農教育團康 大湖底休閒農業區遊客中心(含抽獎) 

16:20-16:50 返程  大湖底休閒農業區→宜蘭轉運站/宜蘭後站 

活動流程表-  108年  7/20(週六) 大胖呆炒韭菜 

   停車資訊:  [Times 24h 普客二四(宜蘭轉運站第2停車場)] :   以現場公告為準 

 提供機/汽車 收費停車(機車10元/次，汽車50元/12小時內) 

 

自行前往: 請以GOOGLE導航至「大湖底休閒農業區」，遊客中心位於此定位 

點左前方約100公尺處，並請於09:45前抵達。 

 



時間 說明 備註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及行程
調動之權利 

09:00-09:20 報到及集合 宜蘭後站-宜蘭轉運站下車處之間 
(若從其他縣市前來，請留意雪隧塞車情形，

09:30準時發車)  
*停車資訊: 見此頁下方A 

*自行至活動點: 見此頁下方B 
09:30-09:50  BUS 宜蘭後站  大湖底休閒農業區遊客中心 

10:10-11:10 醋老爺蜜釀工坊- 
「吃醋」大賽 

闖關體驗活動(含廠區導覽) 

11:20-11:50 BUS  遊客中心  二湖鳳梨館 

11:50-13:20 社區特色午餐 *提供葷食。純素者，請自行斟酌報名! 

13:20-13:50 二湖鳳梨導覽解
說 

二湖鳳梨館 

13:50-14:30 鳳梨豆腐乳DIY 二湖鳳梨館 

14:30-14:50 BUS  二湖鳳梨館遊客中心 

14:50-15:15 湧泉泡腳 毛蟹冒泡 

15:30-16:20 食農教育團康 大湖底休閒農業區遊客中心(含抽獎) 

16:20-16:50 返程  大湖底休閒農業區→宜蘭轉運站/宜蘭後站 

活動流程表-  108年  7/21(週日) 旺來勁醋味 

   停車資訊:  [Times 24h 普客二四(宜蘭轉運站第2停車場)] :   以現場公告為準 

 提供機/汽車 收費停車(機車10元/次，汽車50元/12小時內) 

 

自行前往: 請以GOOGLE導航至「大湖底休閒農業區」，遊客中心位於此定位 

點左前方約100公尺處，並請於09:45前抵達。 

 



時間 說明 備註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 
及行程調動之權利 

09:00-09:20 報到及集合 宜蘭後站-宜蘭轉運站下車處之間 
(若從其他縣市前來，請留意雪隧塞車情形，

09:30準時發車)  
*停車資訊: 見此頁下方A 

*自行至活動點: 見此頁下方B 
09:30-09:50  BUS 宜蘭後站  大湖底休閒農業區遊客中心 

10:00-10:30 益智小遊戲 遊客中心 

10:30-11:30 紅龍果壽司或紅
龍果養生包DIY 

紅龍果壽司DIY或紅龍果芝麻養生包DIY 
*主辦單位視當日人力調度決定 

11:30-12:00 BUS  遊客中心  二湖鳳梨館     

12:00-13:30 社區特色午餐 *提供葷食。純素者，請自行斟酌報名! 

13:30-14:40 鳳梨鬆餅DIY/導
覽 

鳳梨鬆餅DIY /鳳梨園區導覽 
(分2梯次，各30分鐘) 

14:40-15:00 BUS  二湖鳳梨館毛蟹冒泡 

15:00-15:25 湧泉或果園導覽 毛蟹冒泡或果園導覽。 
*主辦單位視當日人力調度及天候決定 

15:40-16:20 食農教育團康 大湖底休閒農業區遊客中心(含抽獎) 

16:20-16:50 返程  大湖底休閒農業區→宜蘭轉運站/宜蘭後站 

活動流程表-  108年  7/27(週六) 紅寶石綠翡翠 

   停車資訊:  [Times 24h 普客二四(宜蘭轉運站第2停車場)] :   以現場公告為準 

 提供機/汽車 收費停車(機車10元/次，汽車50元/12小時內) 

 

自行前往: 請以GOOGLE導航至「大湖底休閒農業區」，遊客中心位於此定位 

點左前方約100公尺處，並請於09:45前抵達。 

 



一 般 遊 客 繳 費 資 訊  
 
一、銀行轉帳:  每一場次，新台幣 $200/人 

二、ATM轉帳資料(請仔細核對存摺封面帳號) : 
*轉帳後，需候大湖底會計人員至農會刷存摺得以核對，會於4個工作天內回
覆繳費報名者。 
*表單於名額額滿時即會關閉，請於填完報名表單的2天內盡速繳費，逾期視
同報名未完成。 
*報名後若需要更換非報名之人，旅遊平安險權益可能會損失，敬請旅客依照
報名時之名單，前往參加活動。 

三、報名回傳確認 
轉帳後，煩請務必以  「簡訊或email」  告知 林先生 
聯繫方式 : 手機 0972936306  或  信箱 aquincy26@gmail.com 

回傳範例 :  
報名人員: 郝郝玩、郝好吃、林鳳梨、金厚勝，共計4人 
報名場次: 7/21(日) 旺來勁醋味 
轉帳金額: 共計800元 
帳號後五碼: 09420 

 
您可於報名且繳費後加入您報名場次的line群，訊息不漏接 

 

7/20(六) 
大胖呆炒韭菜  
遊客line群組 

7/27(六) 
紅寶石綠翡翠  
遊客line群組 

7/21(六) 
旺來勁醋味  
遊客line群組 



一 般 遊 客 退 費 須 知  
 
 
 
※ 若為颱風等重大天災，且經「人事行政局」公布，「宜蘭縣員
山鄉達停班且停課之標準」 ，將由主辦單位進行全額退費。 
※ 非歸咎達停班停課標準之退票將依下表酌收手續費。 
 
 
 
 
 
 
 
※註1: 退費方式可以與主辦單位聯繫時間，親自至大湖底休閒農業區
取回。 或由主辦單位協助轉帳(轉帳費用15元由報名者自行吸收)。 

說明 退還金額 
通知主辦單位於活動開始前第31日以前 報名費之90% 

通知主辦單位於活動開始前第21日至第30日
以內 

報名費之80% 

通知主辦單位於活動開始前第02日至第20日
以內 

報名費之70% 

通知主辦單位於活動開始前01日 報名費之50% 

通知主辦單位於活動開始日或開始後到達 
或未通知不參加者 

報名費之0% 

執行單位:  宜蘭縣大湖底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指導及輔導單位: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大胖呆炒韭菜  -  7/20(週六) 

旺來勁醋味      -  7/21(週日) 

紅寶石綠翡翠  -  7/27(週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