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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休閒農場農政、建築安全、消防安全、衛生安全管理查核項目 
一、基本資料 

休閒農場名稱 

 

許可登記證 

編號  

是否

已換

發新

式證 

□已全場換發新式許可登記證。 

□尚未換發，但已於___年___月___日受

理換證程序中，原證效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屬性 □全場    □分期(第   期) 

經營者 
 休閒農場全場

總面積 
           (平方公尺) 

聯絡電話  休閒農場場址  

項次 內容 

1 □是□否 確認休閒農場登錄及檢核系統之休閒農場口卡資料 

2 
□是□否 土地合法使用 

※請填列二、農政查核表項次 1、2 

 

 

3 
□有□無 住宿設施 

※請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查核並填列二、農政查核表項次 5 

4 
□有□無 動物飼養暨展演 

※涉展演動物者，請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查核並填列二、農政查核表項次 14 

5 
休閒農場名稱□有□無 署名「有機」相關文字 

※請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查核並填列二、農政查核表項次 15 

6 
□有□無 發行休閒農場相關商品(服務)禮券 

※請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查核並填列二、農政查核表項次 17 

7 
休閒農場現地□有□無 經營露營活動 

※請邀集相關單位並填列二、農政查核表項次 20 

 
8 

查核時是否屬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二級以上疫情警戒□是□否  

※請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查核並填列二、農政查核表項次 22 

9 
休閒農場基地範圍內□有□無 建物 

※有請填列三、建築安全及四、消防安全查核表，無則免附。 

10 
□有□無 餐飲設施或農特產品調理設施 

※有請填列五、衛生安全查核表，無則免附。 

11 

場內設置無障礙設施____處，無障礙設備____處。 

※無障礙設施：指定著於建築物之建築構件，使建築物、空間為行動不便者可獨立到達、進

出及使用。包括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

樓梯、昇降設備、廁所盥洗室、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停車空間等。 

※無障礙設備：設置於建築物或設施中，使行動不便者可獨立到達、進出及使用建築空間、

建築物或環境。如昇降機之語音設備、廁所之扶手、有拉桿之水龍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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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政管理查核表：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一）休閒農場經營與經營計畫書相符 

查核項目 查核情形 

項次 項目內容 符合 不符 
說明 

(勾選不符者，請詳實填寫違規情形，勿空白) 

1 

土地所有權人無異動(含所有權人、地段

號及面積等) 

(請查詢近 3 個月土地謄本資料，確認土

地所有權是否與經營計畫書一致；若有變

動，須請經營者提供更新且經公證之合法

使用文件並確認同意效期，並提出經營計

畫書變更) 

  

 

2 土地使用同意書仍在效期內    

3 
休閒農場登記證地址與門牌相符 

(□場內無可設置門牌之設施或建物) 
   

4 
休閒農場登記證面積與實際經營面積相

符 

  □地籍重測異動，另輔導辦理經營計畫書變

更。 

5 

休閒農業設施項目及使用 

□住宿設施         □餐飲設施 

□農產品加工(釀造)廠 

□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及教育解說中心 

□門票收費設施     □警衛設施 

□涼亭（棚）設施   □眺望設施 

□衛生設施         □農業體驗設施 

□生態體驗設施     □安全防護設施 

□平面停車場       □標示解說設施 

□露營設施         □休閒步道 

□水土保持設施     □環境保護設施 

□農路             □景觀設施 

□農特產品調理設施 

□農特產品零售設施 

□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與

休閒農業相關之休閒農業設施 

  □符合：休閒農業設施與經營計畫書內容及

許可登記證登載事項一致。 

□不符合： 

 

 

 

 

 

 

 

住宿設施登記營業文件 

 □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證號：         

 □旅館業登記證，證號：               

 □其他： 

6 

農林漁牧經營符合經營計畫書   □符合 

  □農業生產區塊具農林漁牧生產事實。 

□農業生產區塊部分或全部因休耕、不可

抗力因素與經營計畫書不符，且檢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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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證明文件。 

□不符合 

  □農業生產區塊未具農林漁牧生產事實。 

□其他： 

 

（二）休閒農場遊客安全維護及資訊公開事項 

查核項目 查核情形 

項次 項目內容 符合 不符 說明 

7 設有安全警示標語或標誌 
  (若認為場域無須設置，請補充說明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許可登記證懸掛於消費者容易識別之處    

9 

招牌及宣傳資料(例如網站、臉書、名片、

DM……等)，使用名稱與休閒農場許可登

記證相符 

   

10 投保全場公共意外險且在有效期限內    

11 
定期維護休閒農業設施安全 

(提供相關設施維護或保養紀錄) 
   

12 

●經營者為自然人須辦理商業登記，商業

名稱與許可登記證名稱相符，且營業項目

載有「A102041 休閒農業」。 

●經營者為農業企業機構須辦理公司登

記，所營事業應載有「A102041 休閒農

業」，且許可登記證經營者須與公司登記

名稱相符。 

※經營者為農民團體、農業試驗研究機

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農場

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免填。 

  統一編號： 

商業(或公司)登記名稱： 

說明： 

 

 

 

 

備註：可上網至「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查詢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

o 

13 

於本會農業易遊網資訊正確性(網址：

https://ezgo.coa.gov.tw/ezgo_Rec) 

 

  □資訊不正確處已通知農業易遊網維護廠商

修正。 

□無登錄資訊 

備註：資訊若有錯誤，請逕通知農業易遊網維護廠商

進行修正(凌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客服電話：

07-9703898 按 5，客服信箱：agriezgo@gmail.com) 

（三）休閒農場其他經營涉及事項查核 

依經營涉及查核事項 查核情形 

項次 
如有 

涉及
項目 查核內容 符合 不符 

說明 

(勾選不符者，請詳實填寫違規情形，勿空白) 

https://ezgo.coa.gov.tw/ezgo_Rec
mailto:agriezg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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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打

勾 

14 
 動物飼養

暨展演 

依動物保護法及展演動物業

設置及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動物展演許可證，證號：         

 

15 

 

場名署名

「有機」文

字 

1.有機農產品驗證之佐證文

件，且位於有效期內。 

   

2.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登載

之地號是否全數位於有機驗

證範圍內。  

   

16 

 販售生鮮

農特產品

之安全 

販售農產品有取得 3章 1Q或

自主檢驗報告或揭示生產之

小農資訊 

  □場內無販售生鮮農特產品 

17 

 發行商品

(服務 )禮

券 

登載內容應符合「商品(服

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 

  (由消保或法制單位查核) 

18 

 

消費者隱

私權保護 

依消費者保護法及個人資料

保護法規定辦理，落實個人

資料保護及管理 

  (由消保或法制單位查核) 

□遊客/會員基本資料 

□遊客滿意度等相關問卷之個人資料 

□休閒農場線上購物/訂房之個人資料 

□紙本/刷卡之實名制 

□其他： 

 

19 

 與毗鄰土

地及其設

施共同經

營行為 

與毗鄰土地(未在休場範圍

內)以「休閒農場」名義對外

營業、宣傳 

 

 

 

 

※如認屬違規，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70、71條規定處理。 

※如非以休閒農場名義對外，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69條

規定處理。 

20 

 

經營露營

活動 

1.相關設施已取得合法使用

文件 

   

2.符合經營計畫書   

3.場內設有緊急醫療設備或

醫藥箱及緊急救難資訊 

  

21 

 

設置自動

體外心臟

電擊去顫

器(AED)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即適用應

設置 AED：(請勾選) 

□設有住宿設施。 

□設有餐飲設施。 

□休閒農業設施或休閒農場

設置總面積大於 2公頃者。 

□平均單日有 3,000名民眾

  (由農政單位查核是否需設置及有無設置，但另由衛生

單位查核設置之 AED設備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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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之休閒農場。 

22 

 

休閒農場

防疫管理

措施 

查核當時如為二級警戒以

上，場內有因應農委會發布

之休閒農場防疫管理措施、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

疫情警戒標準及公布注意事

項辦理各項防疫措施? 

 

  第二級以上警戒 

□入場時實聯制、量測體溫及手部消毒。 

□建立工作/出勤名冊並做健康監測紀錄。 

□標示宣導或廣播提醒遊客配戴口罩。 

□工作人員於工作時均全程配戴口罩。 

□區域人流動線管制。(如明確區隔出入口) 

□訂定/計算全場域及主要室內空間總量。 

□熱點區域設置清潔洗手與消毒設備。 

□定期環境消毒作業並紀錄。 

□停止臨櫃直接試吃。 

□自助區域(食物、醬料等)有適當阻隔避免汙染，並

提醒配戴口罩取用。 

□其他________ 

(由農政查核)  

 

請配合宣導下列事項： 

1. 本會每年度均委託專業團隊辦理全國農業旅遊經濟效益調查評估問卷，請業者須配合填報。 

2. 未依規定申請換發新式許可登記證者，應報知本會廢止其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 

3. 農業發展條例第 70 條未經許可擅自設置休閒農場經營休閒農業者，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正；屆期不改正者，按次分別處罰。 

4. 農業發展條例第 71 條休閒農場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變更用途或變更經營計畫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通

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分別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許

可登記證。 

業者（簽名）：      查核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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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安全管理查核表：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1.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辦理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防火區劃是否符合規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非防火區劃分間牆是否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避難層出入口是否符合規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是否符合規

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走廊（室內通路）是否符合規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直通樓梯、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是否

符合規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緊急出入口是否符合規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其他：  

 

 

備註: 

 

 

業者（簽名）：      查核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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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安全管理查核表：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查 核 項 目 查    核    情    形 

1.消防安全設備是否定期委託消防專

技人員檢修及申報？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辦理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滅火器是否符合規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室內消防栓設備是否符合規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自動撒水設備是否符合規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其他滅火設備是否符合規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是否符合規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避難逃生設備（標示設備、緊急照明

設備、避難器具）是否符合規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是否使用防焰標示之地毯、窗簾及布

幕？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防火管理制度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依法令無須設置 

違規項目：未依規定遴用防火管理人 

          未依規定製定消防防護計畫書 

          未依規定辦理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其他：  

備註: 

 

 

業者（簽名）：      查核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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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衛生安全管理查核表：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查 核 項 目 查    核    情    形 

1.廚房地板是否清潔？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違規項目： 

2.餐食備製有無交叉污染情形？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違規項目： 

3.食品接觸面(餐具)是否保持清潔？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違規項目：  

4.餐具使用情形是否符合規定？有無

交叉感染疑慮?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違規項目： 

5.餐飲從業人員個人衛生是否符合規

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違規項目： 

6.廚房內清潔劑之存放地點是否適

當？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違規項目： 

7.依規定應設置之自動體外心臟電擊

去顫器(AED)設備是否符合規定？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無涉 

違規項目： 

(由農政單位查核是否需設置，由衛生單位查核設置之設備是否符合規定) 

8.是否符合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 無涉 

違規項目： 

9.其他：  

備註:  

 

 

業者（簽名）：      查核人員（簽名）： 

 

 

 

 

 

 

 

 

 

 



附件 2 休閒農場查核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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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取得許可登記證休閒農場查核結果彙整表 

                                                             縣(市)政府：____________ 

             查核項目 

場名及編號 
農政 建築安全 消防安全 衛生安全 

範例      

○○休閒農場 001 5、17 ○ 2、6、9 - 

      

      

      

      

      

      

備註： 

1. 本表查核對象為「已取得休閒農場登記證」之休閒農場，截至 111 年 9 月 30 日前，請查核至少

1/2 取得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未達 10 家，全數進行查核。(每 2 年得查核轄內各農場至少 1

次) 

2. 請依附件 1 查核結果填寫，各查核項目皆符合規定，請以「○」表示；該項不須查核，請以「-」

表示；有不符合規定情事，請填寫該查核表查核項目編號。 

3. 本表請依據實際需求調整使用。 

代表休閒農業設施
及商品(服務)禮券 2
項目未符規定。 代表滅火器、火警

自動警報設備及防
火管理制度等 3 項
目未符規定。 

代表無餐飲設施
或農特產品調理
設施，本項不須
查核。 

代表各查核項目
皆符合規定。 



附件 3 同意籌設之休閒農場查核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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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同意籌設之休閒農場查核結果統計表 

                                             縣(市)政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同意籌設之 

休閒農場名稱 

核發同意籌

設文件日期/

文號 

有無

興辦

事業

計畫 

申請

展延 

次數 

目前同意

籌設期限 
有無違規對外經營情事 查核日期 

     □有:□以休閒農場名義對外營業 

□以其他名義對外營業(請詳

實說明________________) 

□無或僅取得分期許可登記證區域

對外營業 

 

     □有:□以休閒農場名義對外營業 

□以其他名義對外營業(請詳

實說明________________) 

□無 

 

     □有:□以休閒農場名義對外營業 

□以其他名義對外營業(請詳

實說明________________) 

□無 

 

     □有:□以休閒農場名義對外營業 

□以其他名義對外營業(請詳

實說明________________) 

□無 

 

     □有:□以休閒農場名義對外營業 

□以其他名義對外營業(請詳

實說明________________) 

□無 

 

     □有:□以休閒農場名義對外營業 

□以其他名義對外營業(請詳

實說明________________) 

□無 

 

備註： 

1.本表查核對象為「同意籌設之休閒農場」，截至 111 年 9 月 30 日前，請查核至少 1/2 取得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

未達 10 家，全數進行查核。(每 2 年得查核轄內各農場至少 1 次) 

2.有關「有無違規對外經營情事」欄位，其中「以休閒農場名義對外營業」者，應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70 條規定辦理。 

3.有關「有無違規對外經營情事」欄位，其中「以其他名義對外營業」包括未取得相關合法經營文件，即違規以餐廳、

旅館、農莊、山莊、農園、生態農場……等名義對外營業(作法如網路宣傳、名片印製、招牌設置等)，請縣(市)

政府宜函請該場於取得許可登記證前，勿對外營業。 

4.籌設中之休閒農場不應對外營業，或以其他名義對外營業者，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70 條規定辦理。 

5.本表請依據實際需求調整使用。 



附件 4 前一年度休閒農場查核改善情形處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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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追蹤 110年度休閒農場違規(缺失)情形改善處理表  

                                                  縣(市)政府：___________________ 

休閒農場 

名稱 

許可登記

證編號 
違規項目 改善處理情形 備註 

   

 

 

 

 

   

 

 

 

 

   

 

 

 

 

 

 

    

   

 

 

 

 

   

 

 

 

 

   

 

 

 

 

備註： 

1. 若前一年度休閒農場查核皆無違規(缺失)情形，本表仍請於備註欄填寫「無」後送本會。 

2. 本表請依據實際需求調整使用。 



附件 5 未依相關規定申請即以休閒農場名義經營休閒農業查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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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未依相關規定申設即以休閒農場經營休閒農業查核結果 

                                                  縣(市)政府：___________________ 

經營名稱 地址 違規情形 處理情形 查核日期 備註 

    

 

 

 

 

    

 

 

 

 

    

 

 

 

 

 

 

     

    

 

 

 

 

    

 

 

 

 

    

 

 

 

 

備註： 

1. 若無查獲相關情事，本表仍請於備註欄填寫「無」後送本會。 

2. 本表請依據實際需求調整使用。 



附件 6 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70 條、第 71 條處理情形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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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及 111年度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70條、第 71條處理情形調查表 

縣(市)政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休閒農場(或

場域)名稱 

違反條

號 
違規說明(簡述) 處理情形 處理結果 備註 

   發文日期及字號：

______________ 

□限期改正，期限:_______ 

□罰緩，金額:____________ 

  

   發文日期及字號：

______________ 

□限期改正，期限:_______ 

□罰緩，金額:____________ 

  

   發文日期及字號：

______________ 

□限期改正，期限:_______ 

□罰緩，金額:____________ 

  

   發文日期及字號：

______________ 

□限期改正，期限:_______ 

□罰緩，金額:____________ 

  

   發文日期及字號：

______________ 

□限期改正，期限:_______ 

□罰緩，金額:____________ 

  

備註： 

1. 請填列 110年 1月 1日起至 111年 9月 30日止之違規處理名單。 

2. 若同一休閒農場有多次違規處理情形，請逐一說明分列。 

3. 若無查獲相關情事，本表仍請於備註欄填寫「無」後送本會。 

4. 本表請依據實際需求調整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