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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台北市南海路 37 號 

績優休閒農業區表揚活動名單 

107 年評鑑績優休閒農業區(38 區) 

獎項 休閒農業區名稱 基層輔導單位 輔導縣(市)政府 

卓越 薑麻園休閒農業區 大湖地區農會 苗栗縣政府 

卓越 雙潭休閒農業區 三義鄉農會 苗栗縣政府 

卓越 梨之鄉休閒農業區 東勢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 

卓越 桃米休閒農業區 埔里鎮公所 南投縣政府 

卓越 金湖休閒農業區 口湖鄉公所 雲林縣政府 

卓越 枕頭山休閒農業區 員山鄉農會 宜蘭縣政府 

卓越 中山休閒農業區 冬山鄉農會 宜蘭縣政府 

模範 舊山線休閒農業區 三義鄉農會 苗栗縣政府 

模範 黃金小鎮休閒農業區 公館鄉農會 苗栗縣政府 

模範 福興南和休閒農業區 通霄鎮公所 苗栗縣政府 

模範 軟埤坑休閒農業區 東勢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 

模範 大樹休閒農業區 大樹區公所 高雄市政府 

模範 橫山頭休閒農業區 員山鄉農會 宜蘭縣政府 

模範 親水休閒農業區 關山鎮農會 臺東縣政府 

茁壯 十二寮休閒農業區 峨眉鄉公所、農會 新竹縣政府 

茁壯 照門休閒農業區 新埔鎮公所 新竹縣政府 

茁壯 和平部落休閒農業區 竹東地區農會 新竹縣政府 

茁壯 大山背休閒農業區 橫山地區農會 新竹縣政府 

茁壯 馬那邦休閒農業區 大湖地區農會 苗栗縣政府 

茁壯 湖東休閒農業區 西湖鄉公所 苗栗縣政府 

茁壯 南江休閒農業區 南庄鄉農會 苗栗縣政府 

茁壯 水流東休閒農業區 外埔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 

茁壯 抽藤坑休閒農業區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 

茁壯 糯米橋休閒農業區 國姓鄉公所 南投縣政府 

茁壯 福龜休閒農業區 國姓鄉公所 南投縣政府 

茁壯 車埕休閒農業區 水里鄉農會 南投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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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評鑑績優休閒農業區(38 區) 

獎項 休閒農業區名稱 基層輔導單位 輔導縣(市)政府 

茁壯 華山休閒農業區 古坑鄉公所 雲林縣政府 

茁壯 溪南休閒農業區 七股區農會 臺南市政府 

茁壯 美濃休閒農業區 美濃區農會 高雄市政府 

茁壯 沿山休閒農業區 萬巒地區農會 屏東縣政府 

茁壯 大進休閒農業區 冬山鄉農會 宜蘭縣政府 

茁壯 羅東溪休閒農業區 羅東鎮農會 宜蘭縣政府 

茁壯 新港澳休閒農業區 頭城鎮農會 宜蘭縣政府 

茁壯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 三星地區農會 宜蘭縣政府 

茁壯 馬太鞍休閒農業區 光豐地區農會 花蓮縣政府 

茁壯 壽豐休閒農業區 壽豐鄉農會 花蓮縣政府 

茁壯 池上米鄉休閒農業區 池上鄉農會 臺東縣政府 

茁壯 初鹿休閒農業區 臺東地區農會 臺東縣政府 

最佳進步 美濃休閒農業區 美濃區農會 高雄市政府 

 

 

績優休閒農業區特色 
 

獎項 休閒農業區名稱 休閒農業區特色 

卓越 
苗栗縣大湖鄉 

薑麻園休閒農業區 

以薑為主軸，發展四季農遊商品，並為落實友善農耕、復育生態，

發展無毒袋薑，推廣安心農業；組織運作健全，以「老薑帶嫩薑」

模式傳承經營，穩定在地就業，吸引青年返鄉，與當地學校社區

互動，為休閒農業學習標竿與典範。 

卓越 
苗栗縣三義鄉 

雙潭休閒農業區 

寓藝術美學於農村環境營造，結合桐花、雲海、賞螢與在地人文

藝術，發展「匠(工藝)、森(林木)、活(農產)」體驗遊程；二代返

鄉接班，經營永續，為國際農遊行銷重點。 

卓越 
臺中市東勢區 

梨之鄉休閒農業區 

高接梨的發源地，運用梨、甜柿、柑橘及賞螢，發展四季採果及

生態遊程；辦理客家媽媽料理廚房，開發多項水果 DIY 料理，結

合推廣食農教育，吸引國際遊客到訪與認養梨樹，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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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休閒農業區名稱 休閒農業區特色 

卓越 
南投縣埔里鎮 

桃米休閒農業區 

產、官、學共同合作典範，業者極具整合、發展共識，組織營運

良好；善用生態、農業及觀光資源；體驗活動、遊程持續創新，

帶動區域穩定成長、共好。 

卓越 
雲林縣口湖鄉 

金湖休閒農業區 

以養殖漁業為主軸，專業經理人整合青農、鄰近區域農遊業者，

發展摸蜆兼洗褲等極具趣味之食農教育、漁業體驗活動，使遊客

親近自然之餘，也能瞭解產業、體驗海口漁村風情。 

卓越 
宜蘭縣員山鄉 

枕頭山休閒農業區 

全國第一個休閒農業區，生產水果及觀葉植物，金棗尤富盛名。

組織專業分工，創新特色農產伴手與體驗產品，異業合作展通

路。主題遊程「花果野食趣」帶領遊客親近土地，領略農村魅力。 

卓越 
宜蘭縣冬山鄉 

中山休閒農業區 

茶及文旦為其核心元素，中山素馨茶及文旦柚不是最有名，卻是

最會賺！環境永續與生態復育是區域休閒農業發展基礎與共

識，業者專業分工推動國際有機村，輔導區內 16 場家有機農場，

營造青年返鄉好環境，來此可以盡享有機茶柚產地的生活、生產

和生態。 

模範 
苗栗縣三義鄉 

舊山線休閒農業區 

與鄰近區域農民契作，活化耕地與發展多元體驗活動；善用在地

獨特人文歷史元素，結合斷橋、鐵道、車站、鐵道自行車規劃與

行銷，營造特色農遊環境。 

模範 
苗栗縣公館鄉 

黃金小鎮休閒農業區 

以芋頭、紅棗等主要農特產開發多元農遊商品，青農返鄉密度

高，鏈結大學生駐地創新經營及國際志工、青年壯遊等，注入創

新及國際化新思維，展現組織活力。 

模範 
苗栗縣通霄鎮 

福興南和休閒農業區 

農牧資源豐富，整合區內農家與業者，共同推廣食農、生態共生

理念；引進青農，活化組織，成立綠色基金回饋機制，建構低碳

及永續的里山樂活村。 

模範 
臺中市東勢區 

軟埤坑休閒農業區 

農產多元豐富且致力復育生態，善用客家文化元素發展兼具農

業、生態、人文之體驗遊程，通路連結與異業合作表現亮眼，國

際遊客引進及農產品外銷均有顯著成長。 

模範 
高雄市大樹區 

大樹休閒農業區 

以鳳梨、荔枝為主軸，發展多元及具創意巧思之農遊商品與遊

程；組織幹部熱情活躍，結合當地農再社區，共同行銷高雄農業

人文與特色，南向國家遊客逐年成長，締造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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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休閒農業區名稱 休閒農業區特色 

模範 
宜蘭縣員山鄉 

橫山頭休閒農業區 

橫山頭就是「水」！是自來水公司及著名的酒廠、礦泉水水源地。

區內業者具發展共識、整合力強，並培養二代接班；以水為核心

發展超有味阿伯鐵牛車、水草和香魚養殖，芋頭及浪漫水景等農

遊商品。 

模範 
臺東縣關山鎮 

親水休閒農業區 

以綠色永續為主軸，運用農村文化、生活及農家食材發展綠色體

驗商品，並善用遊龍護圳節、米國學校等農村節慶與農業觀光節

點，行銷臺灣農村風情、多元族群文化及特色伴手。 

茁壯 
新竹縣峨眉鄉 

十二寮休閒農業區 

組織運作越趨健全，青年參與度高，具發展企圖心與活力；致力

開發多元通路，並善用在地資源開發創意商品，對環境改善與維

護助益良多；近兩年國際遊客數提升，值得肯定與期待。 

茁壯 
新竹縣新埔鎮 

照門休閒農業區 

區域內公共環境維護良好，並積極開發生態教育遊程與體驗商

品，朝環境永續目標發展，亦保留傳統客家農村聚落純樸靜謐氛

圍；扎根農業，體現生產、生活、生態為一體之精神。 

茁壯 

新竹縣竹東鎮 

和平部落休閒農業

區 

組織穩健運作，致力連結在地資源與原民文化，以在地特產桂

竹，製作各種竹製文物，並將泰雅族生活文化融入體驗遊程，運

用森林資源發展出森林療癒等多元農遊商品。 

茁壯 
新竹縣橫山鄉 

大山背休閒農業區 

農業資源豐富，且加值運用具創新及創意性，亦與文創藝術相結

合，值得肯定；環境營造佳，展現區內居民之凝聚力及動員力，

青年積極參與區內推動發展工作，殊堪嘉許。 

茁壯 
苗栗縣大湖鄉 

馬那邦休閒農業區 

區內青農組成「返青富民」聯盟，積極且具活力，結合採果、泡

湯、觀星、賞螢，發展具產業特色的全人體驗活動與精緻化特色

遊程，106 年募資出版『浪漫台三線』行銷苗栗，值得肯定。 

茁壯 
苗栗縣西湖鄉 

湖東休閒農業區 

以文旦柚、稻米為發展主軸，朝有機與循環農業、低碳生活、慢

活旅遊之目標邁進；結合農再社區與地方文化館，發展具鄉村文

史氣息的農遊體驗，遊客及產業穩定成長。 

茁壯 
苗栗縣南庄鄉 

南江休閒農業區 

泰雅、賽夏、客家及閩南族群匯聚，山林、生態、文化資源豐富，

以慢城為主軸發展各色農遊商品與遊程，如鹹豬肉風味餐、鱒魚

料理、食農 DIY 與部落文化體驗，保留了當地的風土人文底蘊。 

茁壯 
臺中市外埔區 

水流東休閒農業區 

花香、果甜、酒醇，盡在水流東！蘊含多樣農遊資源，葡萄與紅

龍果尤具特色，組織積極，凝聚力強，整合酒莊業者與田媽媽班、

薑荷花與彩色海芋地景，發展六級化農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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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休閒農業區名稱 休閒農業區特色 

茁壯 
臺中市新社區 

抽藤坑休閒農業區 

二代返鄉活絡組織運作，運用多元農產與花卉營造四季地景，螢

火蟲、獨角仙等生態復育有成，並持續推廣有機、友善耕作與保

育工作，讓區內生態環境成為農遊發展重要基礎。 

茁壯 
南投縣國姓鄉 

糯米橋休閒農業區 

青年返鄉積極參與組織運作，具向心力及發展企圖，充分運用在

地農業與生態資源，主動鏈結多元通路與異業合作，遊程選擇多

樣，滿足各類遊客需求。 

茁壯 
南投縣國姓鄉 

福龜休閒農業區 

發展目標明確且逐步落實，組織運作引入年輕世代，帶動活力，

充分運用多樣化產業特性，開發各式體驗活動與豐富遊程商品。 

茁壯 
南投縣水里鄉 

車埕休閒農業區 

組織逐步穩定，業者參與程度逐步提升，拓展通路連結與異業合

作，搭配多樣性體驗：採梅、製脆梅、生態導覽等，豐富區域農

遊商品。 

茁壯 
雲林縣古坑鄉 

華山休閒農業區 

區域主題意象明確，從咖啡栽培、加工、料理到體驗系列活動眾

多，具備良好休閒體驗、伴手禮與農村特色料理基礎，歷年更致

力於生態復育，推動淺山生態導覽，積極整合區外農遊資源，推

動大華山區域農遊，值得肯定。 

茁壯 
臺南市七股區 

溪南休閒農業區 

重現七股漁鄉縮影，推動食魚文化，深入體驗漁村生活。組織財

務自主性佳，善用資源推動產學合作，提升國際化程度，逐年增

加留鄉及返鄉青年，值得肯定。 

茁壯  
高雄市美濃區 

美濃休閒農業區 

農產豐富多元，以白玉蘿蔔最為知名，青年返鄉參與組織運作，

致力客家農村風土與飲食文化推廣，結合綠色旅遊、食農與環境

教育、人文導覽和採果體驗，多元行銷客家農情與風貌。 
最佳

進步 

茁壯 
屏東縣萬巒鄉 

沿山休閒農業區 

資源盤點確實，積極發展安全農業，組織營運健全、回饋機制明

確，有利組織整合與永續發展，與在地其他農業組織建立夥伴關

係及其具體作為值得肯定。 

茁壯 
宜蘭縣冬山鄉 

大進休閒農業區 

臺灣第一處核准的觀光果園區，是純樸的封閉型農村，旅遊服務

中心結合昆蟲主題館運作，整合採果、人文古蹟及自然景觀，發

展套裝行程，組織財務自籌率逾 60%，值得肯定。 

茁壯 
宜蘭縣羅東鎮 

羅東溪休閒農業區 

都會區難得的湧泉，孕育小而純淨的蓮荷產區，擅長精緻加工提

高農產價值，並推動有機及友善耕作的農事及深度文化體驗，財

務自籌率逾 50%，且有 5 家有機驗證農場，具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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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休閒農業區名稱 休閒農業區特色 

茁壯 
宜蘭縣頭城鎮 

新港澳休閒農業區 

兼具山海農漁資源，區內已建置平台，由更新里帶頭推動森山里

海倡議，並整合在地農漁產業，盤整地方耆老人文資源，善用新

媒體推廣行銷，前景可期。 

茁壯 
宜蘭縣三星鄉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 

三星蔥的故鄉，翠綠的蔥田、可口的三星蔥油餅、卜肉等特色小

吃，在有心的盤點資源及規劃運用下，國際客漸多，經濟產值快

速成長，吸引青農返鄉及促進在地就業，農村充滿動能。 

茁壯 
花蓮縣光復鄉 

馬太鞍休閒農業區 

得天獨厚的馬太鞍濕地，是阿美族人的傳統生活區域，充分運用

農業資源打造出農業新面貌，區內環境與生態營造及公共設施亦

維護良好，提供民眾獨一無二的農遊體驗場域。 

茁壯 
花蓮縣壽豐鄉 

壽豐休閒農業區 

融合在地有機產業、生態環境和農村文化，建立區域特色，提供

遊客從做中學的農業體驗場域，進而認識在地文化及歷史典故，

讓單純的遊樂也能獲得不同層次的感動。 

茁壯 
臺東縣池上鄉 

池上米鄉休閒農業區 

組織成員向心力強，返鄉青年融入在地產業並帶入創新思維；以

稻米及多元族群特色為發展主軸，承載對土地的熱愛，透過手作

溫度、味覺記憶吸引遊客到訪，為本區帶來蓬勃發展。 

茁壯 
臺東縣卑南鄉 

初鹿休閒農業區 

對於運用在地資源發展產業六級化規劃完善，區內年輕化傳承源

遠流長，青農返鄉，注入活力新氣象；整體環境維護良好，是值

得肯定的農遊慢活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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