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

次
縣市 鄉鎮區 評鑑申請單位 體驗券使用場域 體驗項目/方案/定價

體驗券使用張數

(150元/張)
使用限制 營業時間 體驗場域地址

體驗場域

聯絡資訊

1 星源茶園
1.綠茶冰淇淋DIY/定價200元/人

2.茶香枕頭DIY/定價200元/人
1張/人 需預約/最低4人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00-18:00

需預約/最低4人

宜蘭縣冬山鄉中城路

115號
03-9588947

2 綠野仙蹤
1.紅茶愛玉DIY/定價200元/人

2.巧克力綠茶手工餅乾/定價200元/人
1張/人 需預約/最低4人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00-18:00

需預約/最低4人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三路

53號
0939-582975

3 鵝山茶園 茶燻蛋DIY/定價200元/人 1張/人 需預約/最低4人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00-18:00

需預約/最低4人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五路

3號
0910-144696

4 銀山果園
1.銅鑼燒DIY/定價200元/人

2.手工蛋捲DIY/定價200元/人
1張/人 需預約/最低4人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00-18:00

需預約/最低4人

宜蘭縣冬山鄉中城一路

27號
0958-685509

5 三富休閒農場
1.光學萬花筒DIY/定價200元/人

2.旅遊手工書DIY/定價200元/人
1張/人 需預約/最低4人

星期二休息，此外每天
10:00-18:00

需預約/最低4人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新

寮二路161巷82號
03-9588690

6 祥語有機農場
1.綠茶體驗DIY/定價400元/人

2.綠茶龍鬚糖DIY/定價200元/人

2張/人

1張/人
需預約/最低4人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00-18:00

需預約/最低4人

宜蘭縣冬山鄉中城路

173號
03-9587959

7 古意生活藝術館
1.茶染布DIY古/定價200元/人

2.造型鑰匙圈DIY/定價200元/人
1張/人 需預約/最低4人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00-18:00

需預約/最低4人

宜蘭縣冬山鄉新寮路

461巷28號
0921-100818

8 新世紀農園 綠茶粉圓DIY/定價200元/人 1張/人 需預約/最低4人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00-18:00

需預約/最低4人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中

山路260號
03-9587010

9 綠野茶園
1.茶凍雕DIY/定價200元/人

2.茶凍彩繪DIY/定價200元/人
1張/人 需預約/最低4人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00-18:00

需預約/最低4人

宜蘭縣冬山鄉中城路

132號
03-9584888

10 馨山茶園 拉麻糬DIY/定價200元/人 1張/人 需預約/最低4人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00-18:00

需預約/最低4人

宜蘭縣冬山鄉中城路

179號
0918-221201

11 內山休閒茶園
1.茶葉香酥脆DIY/定價200元/人

2.柚花養生擂茶DIY/定價200元/人
1張/人 需預約/最低4人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00-18:00

需預約/最低4人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路

688巷23號
0910-173056 

12 埤塘窩生態農園 1.深度愛玉體驗(diy+導覽)/定價180元/人 1張/人 需預約/最低10人

星期一至星期日
09:00-17:00

需預約/最低10人

新竹縣新埔鎮九芎湖15

之1號

黃劉振
03-5899625

13 陳家農場 DIY擂茶/定價230元/份 1張/人 最低2人

星期二至星期日
10:00-18:00

最低2人

新竹縣新埔鎮照門里九

芎湖6鄰29號

陳新源
03-5890034

14 苗栗縣 大湖鄉 薑麻園發展協會 鍾鼎山林 紓壓薑足浴+下午茶/定價360元/人 2張/人 6位以上需提前預約 10:00-17:00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薑

麻園13號

安總管
037-951777

0988-577889

15 苗栗縣 苑裡鎮 農漁牧業休閒觀光推展協會 東里家風
相親爆笑劇演出+農村古厝說故事/定價200

元/人
1張/人 10人以上成團，需提前預約 08:00-19:00

苗栗縣苑裡鎮苑坑里2

鄰8號

陳小姐
037-853158

16 臺中市 外埔區 臺中市農業創生協會 酒堡庄 白蘭地酒DIY/定價800元/人 4張/人 6人以上成團，需預約
星期二至星期日

09:00-18:00

台中市外埔區六分里六

分路163-9號

劉理事長
04-26836942

17 臺中市 東勢區 臺中市生態旅遊導覽解說協會 五福畊讀園
農場入場券+伴手禮消費折扣100元/定價250

元/人
1張/人 需預約 需預約入園

台中市東勢區慶福街16

號

楊老師
0939-169479

18 臺中市 新社區 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安妮公主花園 香草茶體驗DIY+海鮮義大利/定價770元/人 4張/人 10人以上成團，需提前預約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30-19:00

星期六、星期日
09:30-20:00

台中市新社區中興街

223號

李小姐
04-25931567

農村體驗券 體驗玩到飽 -- 場域及方案資訊

新竹縣 新埔鎮 大坪社區發展協會

中山社區發展協會宜蘭縣 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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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南投縣 水里鄉 謝謝農場 謝謝農場
無毒蔬果採收/定價200元 1張/人

需一週前預約
星期一到星期日

營業時間上午9點-下午6

南投縣水里鄉水信路三

段100號

謝謝農場
0972-314254

20 南投縣 埔里鎮 桃米休閒農業區 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展協會 桃米魚蝦生態探索/定價180元 1張/人 需一週前預約

星期一到星期日

營業時間上午8點-下午8

點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巷64

號之4號

 桃米休閒農業區

04-92911591

21 南投縣 集集鎮 Jijibanana集元果觀光工廠 Jijibanana集元果觀光工廠
1.山蕉麻糬DIY/定價200元

2.山蕉果醋DIY/定價200元

全方案：

1張/人

星期一到星期日

營業時間上午9點-下午5

點30分

(星期三公休)

南投縣集集鎮大坪巷38

號

Jijibanana集元果觀

光工廠
04-92764562

22 雲林縣 口湖鄉 金湖休閒農業協會 口湖遊客中心 小布魚包DIY/定價200元 1張/人
星期一到星期日

營業時間上午9點-下午5

雲林縣口湖鄉光明路

163號

口湖遊客中心
05-7906601

23 雲林縣 古坑鄉 華山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華山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1.咖啡手工皂DIY/定價200元

2.咖啡沖煮/定價200元

全方案：

1張/人

星期一到星期日

營業時間上午9點-下午5

點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41

號

華山休閒農業區發

展協會
05-5900488

24 雲林縣 林內鄉 林內教芋部 林內教芋部
1.芋頭料理教學/定價200元

2.籠仔笱DIY/定價200元

全方案：

1張/人
需一週前預約、6人以上成團

星期一到星期日

營業時間上午10點-下午

6點

(星期二公休)

林內鄉烏塗村鹽讚78號
林內教芋部
0939-735339

25 臺南市 玉井區 天埔社區發展協會
天埔社區發展協會/天埔

社區環境教育園區

方案1.瓜田農學體驗/定價180元/人

方案2.山坡水保教遊趣/定價180元/人

方案3.創意絲瓜絡手作體驗/定價180元/人

全方案：

1張/人

※需先預約(10人成行)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1:30

下午13:30~16:30

星期六至星期日

上午10:00~11:30

下午13:30~16:30

臺南市玉井區

沙田里33之3號

吳芳娥
06-5749731

26 臺南市 白河區 臺南市農村再生社區營造協會 稻荷咖工作坊

方案1.食農教育產地到餐桌-親自動手挖蓮

藕涼拌蓮藕製作體驗/定價200元/人

方案2.循環經濟廢棄-蓮蓬手作荷染體驗/定

價200元/人

全方案：

1張/人

※需先預約(10人成行)

體驗時段：自由行

星期三至星期五

上午09:00~11:00

下午14:00~16:00

星期六,日報名參加我們

的體驗團

上午09:00~12:00

下午13:30~17:00

臺南市白河區

馬稠後里草店54號

李芝汶
06-6816689

27 臺南市 後壁區 無米樂稻米促進會 無米樂稻米促進會

方案1.種稻農學體驗/定價180元/人

方案2.鍋巴飯用餐體驗/定價180元/人

方案3.畫米袋創意手作體驗/定價180元/人

全方案：

1張/人

※需先預約(10人成行)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1:30

下午13:30~16:30

星期六至星期日

上午10:00~11:30

下午13:30~16:30

臺南市後壁區

長短樹里8鄰長短樹1號

張美雪                       

                                   

                                   

                                   

                                   

                                   

                                   

                           

28 臺南市 新化區 礁坑社區發展協會 礁坑社區發展協會
方案1.探訪橄欖山/定價180元/人

方案2.創意手工皂手作/定價180元/人

全方案：

1張/人

※需先預約(10人成行)

體驗時段：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

下午13:30

星期六至星期日

上午9:00

下午13:30

臺南市新化區礁坑里36

崙150號

朱芮君
06-580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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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臺南市 楠西區 密枝社區發展協會 森果川木工坊
里山學堂創意手做(果醬體驗)/定價180元/人

1張/人
※需先預約(10人成行)

體驗時段：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1:00

下午14:30~16:30

星期六至星期日

上午09:00~10:30

下午14:30~16:30 

  

供餐時間-全日11：

00~19：00

臺南市楠西區密枝里6

號

江仲緯
06-5750035

30 臺南市 佳里區 延平社區發展協會 延平社區發展協會

方案1.手工黑糖DIY+特色福袋/定價180元/

人

方案2.採甘蔗(含介紹甘蔗種植過程)+特色福

袋/定價180元/人

方案3.菜粿和黑糖爆漿饅頭DIY+特色福袋/

定價180元/人

全方案：

1張/人 ※需先預約(10人成行)

禮拜一到星期日

上午09:00~12:00

下午13:30~17:00

臺南市佳里區下營里頂

廍117號
姚志峰

0932-759561

31 高雄市 大樹區 統嶺社區發展協會 統嶺社區發展協會

方案1.荔枝木螃蟹DIY體驗(含荔枝期介紹)/

定價180元/人

方案2.荔枝染布DIY體驗(含染布技巧介紹、

荔枝期介紹)/定價180元/人

全方案：

1張/人

※需先預約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場09:00-12:00

下午場13:00-16:00

高雄市大樹區統嶺里統

嶺路91-9號

徐筱倫
07-6563301

0983-956551

32 高雄市 大樹區 龍目社區發展協會 龍目社區發展協會 鳳梨果醬DIY/定價200元/人 1張/人
※需先預約

星期一至星期日

上午場09:00-12:00

下午場12:00-17:00

高雄市大樹區龍目

里龍目路76號

溫姿穎
07-6529295

33 高雄市 旗山區 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香蕉手抄紙壁燈體驗/定價200元/人 1張/人
※需先預約

星期四至星期日

上午場09:00-12:00

下午場14:00-17:00

(星期一至三公休)

高雄市旗山區忠孝街33

號(10號倉庫)

曾渝媗
0975-186222

34 高雄市 田寮區 崇德社區發展協會 崇德社區發展協會
1.黃麻體驗+惡地點心/定價180元/人

2.福蘆吊飾DIY+惡地點心/定價180/人

方案1：1張/人

方案2：1張/人
※需先預約(3人以上成行)

星期一至星期日
08:00-16:00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里崇

德路83號

黃秀美
07-6367799

0935-891397

35 花蓮縣 壽豐鄉 豐山社區發展協會 小雨蛙有機生態教裕農場

1.蓮花餅手做/定價200元/人

2.蜆殼DIY(鑰匙圈、吊飾擇一)/定價200元/

人

3.南瓜包、紅龜粿、草仔粿(擇一)/定價200

元/人

全方案：

1張/人

三個方案皆需要10人成行，

提前三天預約

營業日

(需先預約不接受現場消

費)

9:00-17:00

974花蓮縣壽豐鄉魚塘

路78號
0928-875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