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f-「Chill Farm~去喔!花漁玩農場」 

 

台北  曹家花田香  

●綠野仙蹤花藝之旅（10 人成行） 

竹子湖的特色農產，秘境介紹、生

態演變，了解竹子湖曹家先人清朝

來台開墾、耕作、轉型的過程，深

度在地文化導覽，享受體驗現場摘

採花藝，變身花仙子魔術師。 

活動日期：  

11/21(六 )~11/22(日 ) 

活動內容：  

09:30 

09:30-12:00 

12:00-14:00 

14:00 

報到(竹子湖站) 

曹家古厝解說，慢步百年青楓步道 

午餐時間：竹子湖農家菜(合菜) 

變身花仙子魔術師(體驗花田現場摘採、花藝設計)-附飲料 

活動價：  

大人：1,680 元 /人  

小孩 (110 公分以下 ) :  880 元 /人 (參加體驗： 1,280 元 /人 )  

旅遊資訊：  

曹家花田香  

(02)2862-5886 

台北市北投區竹子湖路 33-7 號 

https://www.facebook.com/343421479609638/ 

 

遊程建議：  

擎天崗、草山行館 

https://www.facebook.com/343421479609638/


新北  茶鄉桂花農園  

●尋幽訪桂饗花趣（10 人成行） 

桂花農園位石碇交流道旁、早

年茶產業興盛時期先祖大量栽

種桂樹作為茶葉烘焙香料、每

年中秋至清明桂花產季總吸引

大批逐芳人士前來賞花，並親

自體驗採花,製作屬於自己的

桂花釀帶回家與全家分享甜蜜

蜜的感覺,還有園主運用自產

桂花溶入菜餚、製作一道道花

之饗宴讓遊客品嚐並研發桂花

農特產伴手禮、深受歡迎。 

活動日期：  11/14(六 )~11/21(六 ) 

活動內容：  

10:30 

12:00 

13:30 

14:30 

採花高手齊聚一堂,揹起竹簍採花趣 

享用農園主廚精心調製桂花佳餚和桂花飲品 

百年老桂樹巡禮及桂花品種介紹導覽 

帶著手作桂花釀甜蜜平安歸 

活動價：  

大人：780 元 /人  

小孩 (110 公分以下 ) :  580 元 /人  

旅遊資訊：  

茶鄉桂花農園  

(02)2663-4011 

新北市石碇區隆盛里新興坑 4 號 

https://www.goodshrimp.com.tw/about/ 

 

遊程建議：  

石碇老街  

https://www.goodshrimp.com.tw/about/


桃園   老牛休閒農藝  

●浪漫紫色普羅旺斯養身仙草體驗營（1 人成行） 

浪漫紫色仙草花田，給人置身於南

法，不用飛到遙遠國度就能享有夢

幻紫色花海，活動搭配桃園 2020

花彩節，普羅旺斯仙草花海，現在

～正在唯美綻放中！本活動帶您體

驗 IG 打卡美照景點台灣普羅旺斯

仙草花田，紫色的一片仙草花田給

您浪漫的感覺。 活動內容品嚐在

地特色熱騰騰暖呼呼的熱仙草茶及

黑糖薑汁牛汶水，認識庭園裡養身

香草植物的種類並品香香草製作漂

亮的個人專屬手帕。快樂! 出發! 一起美美 der~~ 

活動日期：  11/22(日)、11/28(六)  

活動內容：   

14:00 

14:00-16:00 

 

集合報到 

製作個人專屬植物拓染手帕巾 

享用黑糖薑汁客家牛汶水點心 

紫色浪漫網美照拍好、拍滿 

活動價：  

大人： 299 元 /人  

小孩 (110 公分以下 )： 199 元 /人  

旅遊資訊：  

老牛休閒農藝 

0980-271230 

桃園市楊梅區楊湖路三段 381-1 號 

網址：https://oldcow-farm.weebly.com/ 

遊程建議：大溪老街   



曙光玫瑰有機農場  

●玫瑰紓壓足湯（6 人成行） 

位於阿里山下美麗的玫瑰莊園，在這

五公頃有機認證的農場裡面，環境獨

立優雅，有著各種豐富的生態。 

這裡的有機玫瑰，是以樹玫瑰為主要

種植方式，園區內玫瑰品種超過百

種， 

歡迎預約組團來訪，體驗有機玫瑰

多重旅療！ 

活動日期：  11/(六)、11/(六)  

活動內容：   

10:00 

10:00-10:30 

10:30-11:10 

集合報到 

有機玫瑰農場投影簡介 

自採有機玫瑰花(5 朵不同顏色) 

玫瑰紓壓足湯 

品嘗：玫瑰花茶+玫瑰金磚+玫瑰洛神冰淇淋 

 

活動價：  

大人 350 元 /人  

小孩 250 元 /人 (110 公分以下 )  

 

旅遊資訊：  

曙光玫瑰有機農場  0932-049266 

嘉義縣番路鄉新福村大庄 5 鄰 1-16 號 

網址：https://myseeders.myorganic.org.tw/ 

遊程建議：  

檜意森活村 

https://myseeders.myorganic.org.tw/


新北  千戶傳奇生態農場  

●鱘龍訣—相遇千古活化石（10 人成行） 

本遊程除了認識鱘龍魚的生態享受鱘龍美食外.

還可以親自體驗撈魚抓魚的辛勞並且穿上青蛙

裝下水與成群的鱘龍魚共遊.如果夠溫柔夠幸運

還可以將鱘龍魚抱起留下珍貴的回憶…。 

 

 

活動日期：  11/(六 )、 11/(六 ) 

活動內容：   

10:30~11:15 

11:15~12:00 

12:00~13:30 

13:30~14:00 

14:00~15:00 

農事體驗----認識鱘龍魚.捕魚至餐廳 

鱘龍魚排 DIY 

鱘龍饗宴----個人套餐 

餵魚趣----錦鯉餵食 

與龍共舞----下水抱大魚 

活動價： 999 元/人(110 公分以下免費 ) 

旅遊資訊：  

千戶傳奇生態農場  

02-26720748 

新北市三峽區有木裡有木 154-3 號 

https://  www.fishfarm.tw 

營業時間： 08:00~19:00 (每周一公休) 

 

遊程建議：  

三峽老街、三峽祖師廟、大溪老茶廠  

  



新北  鮮物本舖  

●鮑好玩~九孔鮑生態養殖體驗（4 人成行） 

來東北角不僅可以欣賞海岸風光，

更可以來鮮物本舖的義勝養殖場進

行一場九孔鮑的養殖及生態體驗，

更重要的是可以自己ＤＩＹ炙燒品

嚐到美味的台灣九孔鮑。 

 

活動日期：  11/08(日 )、

11/22(日 ) 

活動內容：  

 

10:00-10:30 

10:30-11:30 

11:30-12:00 

 

東北角當地地貌簡介、九孔鮑養殖歷史介紹 

九孔生態解說、生態池水生生物觸摸、餵養體驗 

九孔炙燒品嚐 

 

活動價：  

350 元 /人 (4 歲以下免費)  

旅遊資訊：  

鮮物本舖  

0980-868-608 

新北市貢寮區美灔山街 65-3 號(台二線 92 公里處) 

www.nicestore.com.tw 

 

遊程建議：  

深澳鐵道自行車、福隆沙雕藝術節  

  



新竹   水月休閒藍鯨魚寮  

●小農漁人「與漁同行~大力小釣手」 

位於新竹縣竹北市最靠海的小漁

村 (藍鯨魚寮 )，引進天然純海水

打造生態環境來自然放養龍虎石

斑魚及烏魚，目前以現撈自家友

善畜養海鮮烹煮的概念【產地直

達、新鮮零時差】，結合竹北在

地當令食材 (東海萊姆園 )，發展

出多元的美味料理。  

"大力小釣手” ~漁事體驗  

以鯖魚或竹筴魚用竹製釣竿與”

魚”搏鬥，體驗收服的快感，自己吃的魚自己釣 !風味餐以龍虎石斑魚為主，

搭配在地食材入菜。“萊姆醋 DIY~農事體驗，以在地自然農法友善栽種萊

姆，親手自製成萊姆醋帶回家，待自然發酵完成後還可變成飲品，天然又健

康 !  

活動日期：  11/(六 )、 11/(日 ) 

活動行程：  (10 人成行 )  

09:30-09:50 

10:00-10:50 

11:00-11:50 

12:00-13:30 

集合(漁場簡介、導覽、迎賓飲料品嚐) 

漁事體驗(餵、釣魚：收服”龍虎石斑”) 

農事體驗(萊姆醋 DIY) 

風味餐(烏魚子炒飯、龍虎石斑魚料理…) 

活動價錢：  

大人 880 元 /人、小孩 440 元 /人 (110 公分以下 )  

旅遊資訊：  

水月休閒藍鯨魚寮  

新竹縣竹北市西濱路一段 69 巷 51-1 號  

Facebook : 藍鯨魚寮  

03-5565577 

*專案聯絡人：陳彥呈 0933-150906 



雲林  好蝦冏男社  

●三心蝦生態體驗活動（10 人成行） 

這一個很蝦的的故事，一個還在進行的故

事，一個你也可以一起加入的故事。 

「好蝦」有兩個涵義，第一是想養出好

蝦，第二是養殖的方式很瞎（因為顛覆了

傳統的慣性養法）；「冏」原本的涵義是

哭笑不得，在這裡被解釋為創新突破。 

非常適合：社區、公司旅遊等團體參加。 

漁村海味輕旅行 

活動日期：  

11/07(六 )~11/08(日 ) 

活動內容：  

10:30-11:30 

11:30-13:00 

 

玩蝦、聽蝦、吃蝦(養殖生態解說、抓蝦體驗) 

好蝦料理-蝦子吃到飽 

(用餐時間 1.5~2hr 內，不可外帶及浪費餐食) 

享用肉質鮮美 Q 彈，真正美味的無毒蝦 

活動價：  

大人：800 元 /人 (蝦子吃到飽 )  

小孩 (4-11 歲 ) :  500 元 /人 (3 歲以下免費 )  

旅遊資訊：  

好蝦冏男社  

0922-732776 

雲林縣口湖鄉梧南村東興路一號 

https://www.goodshrimp.com.tw/about/ 

 

遊程建議：  

椬梧滯洪池 

 

https://www.goodshrimp.com.tw/ab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