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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旺季月曆

台灣素有「水果王國」之稱，一年四季皆生產豐富多樣的水果種類，且在

品種改良及農業技術不斷的精進下，水果甜度越來越高，種類也越來越多。每

到產季，總是有大批人潮湧入觀光果園，就為了要享受剛採下來的鮮果滋味及

採果樂趣。而「水果王國」的美名，也吸引了相當多的外國遊客慕名前來台灣

體驗採果，可見採果旅遊，已成為近年來國內外遊客越來越喜愛的活動。

寶島台灣土地富繞，各地皆能盛產出不同種類的水果，像是宜蘭縣的員山

金棗、苗栗縣大湖草莓、南投縣信義梅子、彰化縣大村葡萄及屏東縣的枋山芒

果等等，在不同季節、不同區域，無時無刻都能體驗到採果的樂趣。

配合24節氣規劃出具有知識性及趣味性的四季採果券，讓遊客能透過水果

達人的導覽解說獲取水果知識外，還能親手體驗採果樂趣，品嚐現採水果最新

鮮的原味，最後還能滿載水果，把美好且深刻的旅遊記憶通通打包回家！

前 言

臺灣  水果王國的美名，不僅在外銷市場獨佔一席，豐富果種更是揚名全球。

農業  是一種時尚，是一種永續發展的綠色產業，是萬物共榮的生活環境。

採果  是現今當下流行的休閒活動，親近土地的一種知性體驗。

Fruit Calendar



本票券由交通部觀光局免費提供給外國旅客使用。

本票券已含果園導覽解說、採果或水果加工體驗、清潔費及服務費、市價

元的果品或其製品。

使用本票券時，請出示本人有效護照或相關證明文件。

有效期限年月日至年月日。

因果樹生長受季節及氣候影響，請於出發前一周向果園確認並預約。

每張票券僅可使用乙次。

使用說明





 



        





Because fruit ripening is influenced by the season and weather, please contact the 

orchard and make your reservation one week in advance. 

Each voucher can only be used once.



ご使用上の注意
本券は、交通部観光局が外国人観光客向けにご提供する無料入場券です。

本券には、果樹園でのガイド解説、果物狩りまたは果物加工体験、清掃費及び

サービス料が含まれている他、NT180元分の果物またはその他の商品と引換で

きます。

ご使用の際は、本人確認のため有効中のパスポートまたは身分を証明できる書

類をご提示下さい。

有効期限：2017年5月16日～2017年12月31日。

果樹の生育は季節や気候によって影響されます。お越しの際は、ご出発の一週間前
に果樹の生育状況を確認してからご予約ください。
本券は一回のみご利用いただけます。

사용 설명
본 쿠폰은 교통부관광국에서 무료로 외국 관광객에게 제공하는 것입니다.
본 쿠폰은 과수원 관람 해설, 과일 따기, 과일 가공 체험, 청결비 및 봉사료, 
시가 180NT상당의 과일 관련 상품 혹은 제조품이 포함된 것입니다
본 쿠폰 사용 시 본인의 유효 여권 혹은 관련 증명을 제시해 주십시오.
유효기간 :  2017년5월16일~2017년12월31.
과일나무의 생장은 계절과 기후의 영향을 받게 되므로 출발 1주 전에 

과수원측에 확인한 후 예약하시기 바랍니다.

매 쿠폰 사용은 1회에 한합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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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
PRUNE

水│果│介│紹

台灣李的品種約14種，主要品種為紅肉李，營養成份含鈉、鈣、磷、鐵、維生素

A、C、B1、B2等，果實為心形，果皮紅色微酸，果肉血紅色至紫色，表面具明顯

果粉，顆顆飽滿多汁，嬌豔欲滴的果肉，甜中帶酸的滋味令人難以抗拒。

盛產期│4-6月

產地│苗栗、台中、南投、台中、高雄

觀光活動│苗栗縣桃李觀光季

伴手禮│法式李子軟糖、回家李梅果醋、蜜李果糖醬

春│季│水│果



棗健康有機農場
意評的父親林永爍，在民國98年，與行健村張美阿嬤一同創辦行健有機

村，推廣有機對土地和環境友善的理念，開始積極參與有機村的設立。

退休之後，他買下位於宜蘭大同鄉，一座1.1公頃的金棗園，專心從事有

機農耕。因為用有機栽培，不噴灑農藥以及不施加任何的化學肥料，因

此農場裡常常可以發現蝴蝶、蜜蜂、小松鼠、五色鳥，大冠鷲也經常翱

翔於果園上空，擁有相當多樣化且吸引人的生態環境。

意評最大的夢想，就是讓國人瞭解友善環境對人體、土地與心靈健康的

重要，發展有機，避免被過多的化學肥料與農藥影響其生態環境，也是

為了保存故鄉的美麗田園，並呈現給每一位認同有機理念與想要認識有

機是什麼的顧客。

Prune有
機
紅
肉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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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導覽解說紅肉李種植方式

‧採果體驗

‧採果後可帶回1公斤紅肉李鮮果。

(可自費150元體驗紅肉李酵素DIY)

兌換內容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6月-7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2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09:3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

‧請攜帶防曬及防蚊用品，並記得補充

  水份。

採果注意事項

03-9891239/0933-748080

宜蘭縣大同鄉松羅村玉蘭46號

epin1980@gmai l . com

FB：棗健康有機農場

東經121°35'39.1"／北緯24°40'14.9"

農場資訊



雲也居一休閒農場

037-951530

037-951396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9鄰6號

mile951332@yahoo.com.tw

ht tp : //g inger .emmm.tw

東經120°50'01"  北緯24°22'29"

Prune紅
肉
李

農場資訊

11 12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可帶回市價180元的紅肉李

兌換內容

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5月20日-6月20日

開放採果日期

2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8:30-19:30／假日 08:30-20:00

農場開放時間

◎帶寵物限餐廳及果園區域 ◎使用網路限餐廳區域

‧不可以在果園裡邊採邊吃

‧不可以浪費材料及果實

‧如果水果產量不足，可兌換其他同價

  水果伴手禮

採果注意事項

接駁服務
地點：三義火車站/費用：350元/趟/車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雲也居一(原雲洞仙居)，民國七十二年成立為該區域第一家觀光

農場，帶動鄰近觀光農場的興盛，經營餐飲與民宿，而此處居高

臨下的位置，經常可以觀賞到雲霧環繞山巒的美麗景緻，遠眺山

腳下還能看見卓蘭平原！除了種植果樹、草莓還有不同季節的花

卉、生態觀賞，並可漫步果園旁的步道登上山頂，享受登高望遠

遼闊的視野！前後串連三義＆大湖各個著名景點。



公老坪農場
親近自然、享受鮮果及山餚碳美味…漫步在農場裡，聽不到城市的喧囂吵

雜，只有蟲鳴鳥叫聲陪伴您，空氣中瀰漫著果樹花草散發出來的香氣，更

讓人覺得神清氣爽。在午後的時光，坐在樹蔭下，吹著那徐徐微風，小睡

一番，可謂“偷得浮生半日閒＂呀﹗

    公老坪休閒農場是全國第一家創辦的觀光果園，也是您親近自然、享受

渡假的好地方。逢佳節來臨，正是水果成熟時、一顆顆潤甜果，令人垂涎

欲滴、隨著淡淡的黃金波光傳送著一陣陣的鄉土味，夾雜著些許甘醇 ，這

田園之美、特請您來細細品味 !

Prune李
子

13 14

‧採果前介紹解說

‧體驗採李子(桃接李紅肉李)

‧現場品嚐李子(桃接李、紅肉李) (依

  開放成熟果實)

‧採果後可帶2台斤的李子

兌換內容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5月-6月

開放採果日期

數拾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依現場介紹和說明。

採果注意事項 農場資訊

04-25245907

04-25284187

台中市豐原區水源路坪頂巷12號

gorop@ho.net . tw

www.gorop.com.tw

◎帶寵物限限小型寵物及戶外場 ◎使用網路限接待大廳、餐廳、住宿區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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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
LOQUAT

水│果│介│紹

台灣枇杷果期短，栽培品種依果肉顏色區分為紅肉及白肉，其中以白肉品種口感

較佳、肉質細、汁多味甜並含有豐富的醣類、蘋果酸、維生素A、P、檸檬酸、鈣、

磷、鉀等，而枇杷葉性平味苦，有清肺下氣、治咳護嗓的功用，也是枇杷膏的主

要成分之一。

盛產期│3-4月

產地│台中、南投、台東、苗栗、花蓮

觀光活動│台中太平枇杷節

伴手禮│台東枇杷花、鹿鳴枇杷梅、良吉枇杷羅漢果軟喉糖

春│季│水│果



新峰農場
Loquat枇

杷

17 18

‧枇杷果園導覽解說

‧試吃枇杷、枇杷膏及枇杷蜜餞+帶回

市價180元的枇杷一盒。（枇杷為後熟

水果，故不提供採果，請見諒）

兌換內容

‧請事先預約，確認是否還有水果。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採果注意事項

4分地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2月中-4月初

(農曆過年後到清明節後兩週)

開放採果日期

2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3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一位在地農夫的耕耘故事 一份熱情純樸的心

揮灑汗水與用心的結晶  帶給您幸福的味道

在台中市新社區，一圓採果的美夢，品嘗剛採摘的鮮果滋味…….。

一場不一樣的田園風情，新峰農場與遊客分享農家喜悅的點點故事。農場

採用網室自然栽培，水果皆以套袋處理、清潔衛生，水果粒粒飽滿、口口

香甜。農場另有雅房溫馨民宿邀您來主人家作客。

服務項目：

1.一年四季採果體驗

2.當地農特產品販售

3.農場DIY體驗

4.導覽解說服務

5.農事體驗行程規劃服務

6.新社深度遊程服務

7.校外教學學習體驗

8.農村深度旅遊體驗規劃服務

10人以下請撥打：04-25811938／04-25824243

10人以上團體請撥打：0919-722929

04-25823686

台中市新社區中和街二段264號

cyen. t rave l@gmai l . com

FB :  新峰農場-酋長女兒的家

東經120.815435／北緯24.186719

農場資訊

◎使用網路限農產展場區域



心禾園
Loquat枇

杷

19 20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枇杷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枇杷

兌換內容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勿穿有跟鞋子、涼鞋)，並自備防曬

  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3月-4月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心禾園」一處用＂心＂栽培農作物(“禾＂古文表＂稻子＂之意，引申

為農作物)的農園，一位農業教授命的名。「心禾園」是期許也是鼓勵，

更是農園不斷努力和創新的原動力。園主詹先生是承襲家族農業的第三代，

傳到兒子輩已是第四代，詹家世代務農，技術一代比一代先進，尤其園主

是勇於嚐試與創新。水果種植種類有枇杷，寄接梨跟芒果。

04-25853541/0935-710069

04-25852131

台中市東勢區東關路四段528號

aa23126@yahoo.com.tw

sh inhe .emmm.tw

經度：120.8473970 緯度：24.1635400

農場資訊



曲禾酒莊
Loquat枇

杷

21 22

‧枇杷果園導覽解說

‧可帶回市價200元的120mL十面埋伏枇

  杷酒10度1瓶哦！

兌換內容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2分地

開放採果面積

1月1日-4月5日

開放採果日期

1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比鄰鹿鳴橋，前是鹿野溪，後是鬱鬱山林，名符其實依山傍水的曲禾酒莊，

是台東第一家致力於發展有機酒的農村酒莊。

來到曲禾酒莊，可以品嚐到最在地的有機酒，體驗最純樸的農家生活，感

受最真實的人情味。用簡單、有趣的方式學習製作最實在的古早味，還可

以選擇漫步在原始的櫸木森林中，感受大城市裡沒有的生態與風情。

089-570561

089-571507

台東縣卑南鄉明峰村鹿鳴橋2鄰29之3號

wr072898@yahoo.com.tw

www. facebook.com.tw/QuHeLiquorV i l l age

曲禾酒莊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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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椹
MULBERRY

水│果│介│紹

台灣桑椹品種高達126種，並歸納為山桑、白桑和魯桑三系統，含有十八種氨基

酸，並含有多種維他命及胡蘿蔔素等。桑椹是晚春至初夏間的可口果物，口感酸

甜營養豐富，對促進身體健康很有幫助!

盛產期│4月

產地│嘉義、宜蘭、高雄

伴手禮│桑椹紅酒、桑椹酵醋、桑椹麵

春│季│水│果



錦普觀光果園

03-9231427/0920-237543

03-9232869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村枕山路106-2號

gon@mai l .e - land.gov . tw

FB：錦普觀光果園

東經121°43'09.4"／北緯24°46'28.1"

Mulberry桑
椹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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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帶回市價180元之桑椹或桑椹加工

  伴手禮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4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果園栽種一年四季皆有生產的水果，有香甜的珍珠芭樂、香酸甜

的金棗及桑椹、汁多肉嫩的水梨，提供遊客體驗採果的樂趣，不

僅可以體驗採果收穫的成就感，還可現場大飽口福，並有深度的

栽培過程導覽解說。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

  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

  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童話村有機渡假農場

03-9613385/0932-090003

03-9512855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村梅花路300號

king lan .wu@msa.h inet .net

www. fa i ry -s tory .com. tw

東經121°44'32"／北緯24°39'56"

童話村有機渡假農場，是小型有機認證農場亦是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歡

迎大家來體驗有機生態環境，享受一年四季不同農作物的有機餐飲美食。

多久沒有出來走走，轉換心情，體驗鄉村風光，幸福滋味~快來童話村保

證讓您帶著滿滿的回憶回家喔~

桑
椹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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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有機桑椹園導覽解說

‧有獎徵答

‧體驗採有機桑椹(可現採現吃)

‧採果後可帶回一盒有機桑椹

兌換內容

0.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3月中-4月中(清明前後2週)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10:00-17:00／假日 10: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Mulberry

‧紅色或深紅色的桑椹才可以採摘。

採果注意事項

※搭大眾運輸前往農場者，請在台北轉運站搭

葛瑪蘭或首都巴士，搭直達羅東站後轉搭首都

281線在廣興國小下車。（早上8:00、11:00、

13:30、15:30、17:30，一日共5班車)



張媽媽休閒農場
在高雄市大樹區有對張姓夫妻深知桑椹含豐富的花青素、果酸、類葫蘿

蔔素....等多種抗氧化成份，對人體有非常多的好處，於1983年開始以大

面積種植桑椹，當時社會大眾對桑椹的營養及好處了解不多，所以積極

研發桑椹的保鮮和產品加工，並開放免門票讓民眾採果，讓大眾親身體

會桑椹的好處，也讓民眾了解無毒農業栽培管理的過程，更鼓勵小兒子

坤耀參加農委會為農村青年舉辦的各類進修班，多次前往嘉義大學、台

南農改場、新竹食品研究所、屏東科技大學接受專業的果樹栽培與農產

品加工技術，逐年開發出桑椹汁、桑椹紅酒、桑椹酵醋、桑椹果汁、桑

椹果醬、桑椹蜜餞、桑葉茶包等多項加工品，讓四季都能嘗到桑椹的好

滋味，也讓園區更具休閒性!

Mulberry桑
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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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桑椹吃到飽

‧免費試飲桑椹汁

‧體驗採果

‧桑椹醋DIY

‧可帶回一罐自製桑椹醋回家

兌換內容

0.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4月

開放採果日期

5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平日 09:00-17:00／假日 09: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將採下的桑椹放進籃子裡。

‧如採到未熟的桑椹可以留下來給農場

  主人，請勿丟在地上。

‧園區雖有特別整理，但如怕蚊蟲叮咬，

  建議穿著透氣的長袖長褲。

‧週二休園請特別注意。

採果注意事項

07-6564569/0917-169926

07-6561187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116-1號

m803005@mai l2000.com.tw

www.go-88.com

東經120°26'53.0"／北緯22°44'48.9"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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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子
PEACHES

水│果│介│紹

台灣水蜜桃每年早春時桃花盛開，嬌豔動人，夏季則是結成香甜的水蜜桃。台灣

水蜜桃有平地及高山之分，因栽種區域不同產生不同口感，且富含蛋白質、鈣、

磷、鐵和維生素B、C，果皮光澤具彈性、絨毛綿密，果實飽滿，香氣濃郁，甜蜜

蜜的口感讓人喜愛!

盛產期│甜蜜桃：6-8月；水蜜桃：6-8月

產地│台中、桃園、新竹、南投、苗栗

觀光活動│拉拉山水蜜桃觀光季

伴手禮│水蜜桃酒、水蜜桃軟糖、水蜜桃果乾

春│季│水│果



花果有機農場

0922-639130

苗栗縣卓蘭鎮坪林里6鄰68-2號

Jennycc . fu@msa.h inet .net

www. facebook.com/mt . f lowersandf ru i t

園區位於卓蘭坪林，是一個陽光普照、空氣清晰的環境。農場占地約1.5

公頃，種植的作物主要為熱帶水蜜桃、薑黃。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在養育土壤與果樹，自2014年開始委託中興大學申請有

機認證，但是有機栽種的理念與執行，我們己行之多年。

園區內飼養義大利洋蜂，主要用途為水蜜桃受粉用，提高水蜜桃結果率及

讓果實形體更豐實圓潤。完全為有機栽種，

管理方式完全是以大自然物競天擇的原理，以回歸最原始的方法。

在食品安全不安定的時代中，所有的「食」都回歸到最簡單最原始的初

衷。我們銷售不只是單純的水果買賣，而是食的安心的理念。

Peach水
蜜
桃

農場資訊

33 34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水蜜桃
‧採果後可帶回3顆水蜜桃

兌換內容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採水蜜桃時要注意不要按壓果實，遵
  照農場主人的解說。

‧勿噴灑香水，以免被蜜蜂叮咬。

採果注意事項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4月底-5月初

開放採果日期

1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新峰農場
Peach甜

蜜
桃

35 36

‧採果前導覽解說

‧試吃甜蜜桃及農場農特產品

‧體驗採甜蜜桃

‧帶回市價180元的甜蜜桃

兌換內容

2分半地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4月中-5月中(母親節前後最適合)

開放採果日期

2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3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一位在地農夫的耕耘故事 一份熱情純樸的心

揮灑汗水與用心的結晶  帶給您幸福的味道

在台中市新社區，一圓採果的美夢，品嘗剛採摘的鮮果滋味…….。

一場不一樣的田園風情，新峰農場與遊客分享農家喜悅的點點故事。農場

採用網室自然栽培，水果皆以套袋處理、清潔衛生，水果粒粒飽滿、口口

香甜。農場另有雅房溫馨民宿邀您來主人家作客。

服務項目：

1.一年四季採果體驗

2.當地農特產品販售

3.農場DIY體驗

4.導覽解說服務

5.農事體驗行程規劃服務

6.新社深度遊程服務

7.校外教學學習體驗

8.農村深度旅遊體驗規劃服務

‧請事先預約，確認是否還有水果。

‧不浪費水果且注意採果刀具之安全。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採果注意事項 10人以下請撥打：04-25811938／04-25824243

10人以上團體請撥打：0919-722929

04-25823686

台中市新社區中和街二段264號

cyen. t rave l@gmai l . com

FB :  新峰農場-酋長女兒的家

東經120.815435／北緯24.186719

農場資訊

◎使用網路限農產展場區域



擁葉生態農場

04-25879586/0988-238141

04-25874657

台中市東勢區東崎路三段688巷168號

yungyeh688168@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YungYamaLe isureFarm. tw

本農場係以生態有機為主題的農場，為了維繫生態平衡，本場一直採行自

然農法及有機農業經營MOA認證，所生產的蔬果開放採果或供自家餐廳食

材及農產加工，實實在在，食在在地。

經過多年生態復育，友善對待土地，已培育出多元生物與植物共生，尤其

4-5月份螢火蟲季，到了晚上，果園裡隨處可看到螢光點點，如此景象即

本場友善耕作的最好認證。場內還有世界級的建築-梨文化館。

Peach水
蜜
桃

農場資訊

37 38

‧採果前導覽解說
‧桃子試吃
‧花茶品茗
‧採水蜜桃體驗
‧帶回2斤的紅玉水蜜桃

兌換內容

‧本場的遊客服務中心設有品嚐區，採
  果之前導覽解說及水果免費品嚐，所
  以進了園區內禁止隨採隨吃，因會致
  園內病蟲孳生。
‧來賓如遇採果疑問時，請詢問園內工
  作人員，以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
  害。
‧若有年幼幼童，敬請家長妥善照顧，
  請勿在園區嬉戲，以免發生意外。
‧請遵照一般採果體驗之原則。

採果注意事項

0.4公頃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4-5月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9:00-18:00／假日 08:3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接駁服務
地點：豐原客運東勢站/費用：免費



梅嶺福來梅園～梅嶺福來梅子雞餐廳旁約有５公頃的觀光果園，除了有大

片梅樹，還種植了２００棵不同品種仙桃，為了配合梅嶺賞梅季和賞螢季

活動，這１０幾年來，於４月份舉辦梅子D I Y活動，帶遊客體驗採梅、教

授各式梅子製作，園區導覽解說。

Peach水
蜜
桃

39 40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桃子
‧採果後並可帶回180元的桃子

兌換內容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勿穿有跟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
  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0000

開放採果面積

11月-隔年3月

開放採果日期

00000

開放採果人次

0000

農場開放時間
0958-697995/06-5753658

台南市楠西區灣丘里梅嶺32-3號

fl5753658@yahoo.com.tw

ht tp : //www.5753658.com

東經120.33.22.7938／北緯23.11.17.6645

農場資訊

梅嶺福來梅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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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寶果
JABOTICABA

水│果│介│紹

樹葡萄又名嘉寶果，早期從巴西引進的果樹，有別於一般葡萄，果皮較厚果肉Q

彈，口感略像山竹。此外，樹葡萄果肉富含維他命C、鈣、鐵、纖維、維他命B1

等15種以上成份，營養價值相當高。

盛產期│樹葡萄1年可收穫4次，其中每年3到4月，及8到10月所結的果實最為甜美

產地│嘉義、彰化、南投

伴手禮│嘉寶果起司蛋糕禮盒、嘉寶果酥禮盒、嘉寶果牛軋糖

春│季│水│果



水寨一方農場
Jaboticaba嘉

寶
果

43 44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嘉寶果

‧體驗採嘉寶果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等值嘉寶果

  或加工品。(超過部分按市價計算)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3月-4月、8月-10月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本農園位於台中市東勢區中嵙里【梨之鄉休閒農業區】，交通便利，依山

傍水，環境無汙染，適合果樹種植，為友善利用土地，永續經營，兼顧生

產、生活、生態，採用草生栽培，不使用除草劑。

主要農產有甜柿、桶柑、臍橙等。

‧聽從導覽人員解說。

‧果園於山坡上，走路請小心，斜坡注意

  路滑。

‧使用採果工具請注意安全。

‧請勿攀折花木。

‧山上有蚊蟲，請穿著長褲、長袖外衣，

  或擦防蚊液。

‧為維護環境清潔，果園區內請勿亂丟果

  皮垃圾。

採果注意事項

0987-382916/0920-210383

台中市東勢區中嵙里東崎路三段396號

roy lo lc5501@gmai l . com

24°15'32.5"N 120°52'00.0"E 橫龍公車站牌斜對面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花現小路果園
Jaboticaba嘉

寶
果

45 46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嘉寶果

‧體驗採嘉寶果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或1斤半的

  嘉寶果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4月底-5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000000

農場開放時間

全區栽種樹葡萄的果園，採無毒友善方式耕作，樹齡10年以上，自然生態

豐富還可觀賞鳥類,用心打造舒適的果園環境，讓遊客放心摘採品嚐營養美

味的樹葡萄,樹幹結實纍纍的一片紫色樹葡萄歡喜栽種的成果，分享給大家

一起來遊玩體驗採果樂。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確

  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避

  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民

  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並

  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保持放鬆愉快心情。

採果注意事項

0928-993309

南投縣中寮鄉龍岩村龍南路160-23號

東經120.771451；北緯23.942535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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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
PLUM

水│果│介│紹

梅子為一富含營養成分之水果，不但含有豐富之檸檬酸、蘋果酸等有機酸，蛋白

質含量亦為草苺、柑桔二倍以上，而鈣、磷、鐵等礦物元素亦較其他水果高出甚

多。梅子具有增進食慾、預防食物腐敗、消除腹脹、殺菌解毒、澄清血液、強肝、

整腸、消除疲勞及防止老化等醫療效果，因此梅子產品被視為現代人最佳之天然

保健食品。

盛產期│4-5月(清明節過後)

產地│南投、台東、高雄

觀光活動│南投縣梅子節

伴手禮│梅精、梅酒、梅醋、梅子蜜餞

春│季│水│果



九芎坪果園
plum梅

子

49 50

‧採果前介紹解說

‧體驗採青梅

‧製梅體驗(半成品)

‧帶回自製梅

兌換內容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4月-5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8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位於水里鄉上安村，居通往東埔溫泉風景區的交通要道，且鄰近風櫃斗賞

梅區，是您周休渡假，來泡湯、採果(採用自然農法栽種)、賞梅的理想住

宿點。當您靠近九芎坪民宿，即可聞到一股淡淡的茶香。

‧請著薄長袖防曬。

‧區內為提倡環保，不主動提供紙杯，

  請自備環保杯。

採果注意事項

0919-838199

049-2821443

南投縣水里鄉上安村永安路11號

Bhl6891@ms17.h inet .net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梅嶺福來梅園
plum梅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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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梅子

‧採果後並可帶回180元的梅子

兌換內容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4月

開放採果日期

8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00000

農場開放時間

梅嶺福來梅園～梅嶺福來梅子雞餐廳旁約有５公頃的觀光果園，除了有大

片梅樹，還種植了２００棵不同品種仙桃，為了配合梅嶺賞梅季和賞螢季

活動，這１０幾年來，於４月份舉辦梅子D I Y活動，帶遊客體驗採梅、教

授各式梅子製作，園區導覽解說。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確

  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避

  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民

  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勿

  穿有跟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0958-697995/06-5753658

06-5454245

台南市楠西區灣丘里梅嶺32-3號

fl5753658@yahoo.com.tw

ht tp : //www.5753658.com

東經120.33.22.7938／北緯23.11.17.6645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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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莓
BLUEBERRY

水│果│介│紹

藍莓原產於北美洲與東亞，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早在數百年前，美國當

地土著印第安人已在食用藍莓，藍莓不僅可用於料理，藍莓營養極為豐富，當地

婦女產後也會將它當為補品來補身子，藍莓本身所擁有的維生素C和維生素A，遠

遠多於其他水果。顏色：深藍、暗紫、黑，大小不一。食用方式：鮮食、或製作

成果凍、果醬、沙拉、鬆餅等等。

盛產期│7-8月

產地│南投、新竹

伴手禮│藍莓Q餅、藍莓醋、藍莓果醬

夏│季│水│果



雪霸休閒農場

03-5856192

03-5857182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民石380號

spfm8910@ms59.h inet .net

www.she ipa .com.tw

東經121.1062578／北緯24.313900

位於海拔1923公尺的世外桃源雲上世界-雪霸休閒農場農場

春天的雪霸農場百花齊放，色彩繽紛；

夏天則是採小藍莓及避暑的最佳時刻；

秋天則是賞楓賞槭的好時節；

冬天可以享用甜美奇異果與享受站在雲端的快感。

農場為了配合當時台灣農業政策，於西元1983年開始著手培育奇異果，經

過多方嘗試後，於西元1985年孕育成功，在台灣農業上為一大創舉，並且

於西元1990年生產出農場第一批的奇異果。每年的11月就是採收奇異果

的季節，香甜滋味不可言喻，酸甜好滋味，歡迎大家上山品嘗

小
藍
莓

農場資訊

55 56

‧小藍莓園導覽解說+體驗採果(現採現吃)

  (原價:100元)

‧小藍莓農特產乙份(原價:120元)

‧手工小藍莓冰淇淋乙支(原價:60元)

兌換內容

‧戶外活動請穿著長袖以防蚊蟲叮咬。

‧農場海拔較高，請自行攜帶外套禦寒。

‧請遵守解說員宣佈之採果方式。

‧小藍莓採果僅為體驗，禁止外帶出果園。

採果注意事項

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7-8月

開放採果日期

15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全天候開放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wif i無線網路

Blueberry

◎使用網路限櫃檯與咖啡廳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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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龍果
DRAGON FRUIT

水│果│介│紹

火龍果是果中之聖，橄欖狀果形，鮮紅色外皮艷麗奪目，碩大果實每顆重

500-1200克，甜而不膩，清淡中有一點芬芳。富含大量果肉纖維、胡蘿蔔素、維

他命B1、B2、B6、B12、C、鈣等。台灣火龍果主要為紅皮白肉與紅皮紫紅色肉兩

種類。

盛產期│6-11月

產地│彰化、南投、屏東、台南、嘉義

伴手禮│火龍果奶油酥餅、紅龍果大福、龍鳳果

夏│季│水│果



發8家有機農場

0928-543646

03-9891838

宜蘭縣三星鄉人和村堤防路31-3號

t013108@yahoo.com.tw

www. facebook.com/fun8house/

東經121.638953／北緯24.674515

發8家有機農場的紅龍果果園位於宜蘭三星，有豐富的天然雪山

水，三面環山，氣溫早晚變化大，堅持不噴農藥以及殺蟲劑，使

用草生無毒栽種法，沒用化學肥料，果實呈現自然風味，自然果

香甜度達15度以上，一株果樹每次生果只留2顆果，以達到優良

品質。

Dragon Fruit火
龍
果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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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免費試吃紅肉火龍果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00元的紅肉火龍果

兌換內容

0.17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6月中-11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6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由於是草生栽培，所以會有許多可愛的

小蚊子或昆蟲，因此建議您穿著長褲長

袖，以免被蚊吻哦!

採果注意事項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水岸森林休閒農場
水岸森林休閒農場位於台灣宜蘭冬山鄉柯林湧泉區，占地約20,000坪(7

公頃)，清澈冰涼的泉水，種植4,000顆火龍果，有養殖、生態體驗，善

用食材加以運用，對這片土地的熱忱與堅持。

Dragon Fruit
火
龍
果

61 62

‧採果前導覽解說+試吃火龍果+體

  驗採火龍果+採果後並帶回市價

  180元的火龍果。

‧火龍果園導覽解說+火龍果醋DIY。

兌換內容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

式，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

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

果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

適當之鞋子(勿穿有跟鞋子)，並

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0.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6月中-12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5:00

農場開放時間

(二擇一 )

03-9610277

03-9610255

宜蘭縣冬山鄉光華二路36號

serv ice@r ivek forest .com. tw

www.r icer - forest .com. tw

東經121°43´54＂／北緯24°41´02＂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wif i無線網路

◎使用網路限住宿與餐廳



好麻吉農場
好麻吉農場是由數位熱愛農事的好友共同打造的「開心農場」，原本只是規

劃成好友聚會的場所，在閒暇之餘，也能透過蕃茄、香瓜、火龍果等水果培

養興趣，因受到親朋好友喜愛，進而成為溫室果園，逐漸對外開放採果。

Dragon Fruit火
龍
果

農場資訊

63 64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

‧體驗採果

‧帶回市價130元的火龍果

兌換內容

400坪

開放採果面積

6月中-11月

開放採果日期

無上限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9:00-16:00／假日 08: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0963-673002

0963673002

台中市霧峰區南阡巷69號

gm673002@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groups/708585085828978

LINE

‧請各位到訪朋友遵從導覽員指示進行採

  果，水果易受損煩請各位一同愛護。

採果注意事項



彰化二林開心火龍果

04-8966106／0953-579359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福建巷66號

jenny l iao . lmy@gmai l . com

https : //m. facebook.com/HAPPY.dragonf ru i t /

東經120°22'56.5"／北緯23°53'27.1"

彰化【二林開心火龍果】，環境幽美、鳥語花香；花朵為您獻出它的芬

芳與美麗；果實為您獻出它的珍貴與甜蜜.園丁為每顆紅龍果套上網袋與

紙袋；堅持草生無毒栽培法；使用割草機除草；無化學藥品的友善土地

培育果樹，我們相信快樂的土壤，才能結出健康甜美的果實，讓您食在

安心！請到我的果園來吧！一起感受土地豐盛的生命力，品嚐來自大地

最新鮮自然的幸福滋味喔！

Dragon Fruit
火
龍
果

農場資訊

65 66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火龍果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火龍果

兌換內容

採果注意事項
‧如對草皮敏感請穿上球鞋或雨鞋

‧建議採果著薄外套、遮陽帽以方

  便採果

‧採果前3天，請事先預約確認果

  園狀況

5分地

開放採果面積

6月-隔年2月

開放採果日期

不限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使用網路限農舍內區域



新科紅龍果園

0933-560782

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八鄰斗苑路二段422號

ssk0933@gmai l . com

東經120°24'58.9"／北緯23°53'52.7"

新科紅龍果園~於民國100年開始種植、101年開始生產，種植面積總計1.05

甲，白肉6分地，紅肉4.5分，有香水味玉蓮花、大紅、富貴紅等品種。新科

紅龍果園是採取自然農法栽種紅龍果，為吉園圃認證園區，提倡無毒果實的

理念、食在安心的想法。

農場主人期望能讓自己在健康的土壤（割草機割草轉換為有機質肥料）、安

全無毒的空氣中工作，讓遊客（或電購的客戶）一定是吃到安全無毒的火龍

果，那才是農場主人想要的，也是大家想要的樂活田園。

Dragon Fruit火
龍
果

農場資訊

67 68

‧採果前果園導覽解說

‧體驗採紅龍果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紅龍果

兌換內容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7-12月

開放採果日期

8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安康美之農無毒農園

07-6831697/0912-584437

高雄市美濃區吉洋里吉安37號

sam. l incomeon70@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meinonong/

s905720895.p ixnet .net/b log

在美濃靠近里港與高樹的交界處，有一個當地人俗稱「18甲」的

養殖地區，而「安康美之農無毒農園」就位在這廣大的地區中，

四周都被魚塭包圍著。沒有鄰田汙染、沒有毒水困擾，造就了獨

特的安全封閉環境。

農場主人阿樑在還未從農、還是個白領時，就很討厭吃蔬果要洗

農藥洗半天，所以在自己從事農業後，首要目標就是一定要種出

非常安全的蔬果。

『找回沖沖水就能吃的蔬果食代』，這句話不但是阿樑開始的目

標，也是未來不變的方向。

Dragon Fruit火
龍
果

農場資訊

69 70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採果前導覽解說

‧採果體驗

‧品嚐親採的香甜好果

‧帶回市價180元的紅龍果

兌換內容

請穿著長袖、長褲及包腳鞋，並注意

水份保持及聽從導覽人員的安排，以

免發生危險。

採果注意事項

1.5分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6-11月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1:00及16: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限非種植區域才可帶寵物



鴻旗有機休閒農場

08-7967301/0911-569580

08-7966916

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產業路330號

ch99aj@hotmai l . com

www.homchi .com

老祖先最具智慧的耕作方法「稻鴨共作」~

「鴻旗有機休閒農場」位於屏東高樹水源水質保護區，以無污染的山泉水

及豐沃的有機土壤經過有機認證。

種植有機農產品：稻鴨有機米、鳳梨、黑豆、紅龍果、香蕉等，其中以有

機鳳梨為主要農產品，農場更研發出優質的有機農特產品：鳳梨酵素、鳳

梨乾、蜜黑豆、香椿茶等。

農場主人許天來老師，將有機與休閒結合並大力推廣「吃出健康」「活出

希望」的新概念。

有
機
火
龍
果

農場資訊

71 72

‧採果前火龍果果園導覽解說

‧免費喝香椿茶

‧體驗採火龍果

‧免費帶回有機火龍果一大顆

PS.如遇下雨之情形，則改為室內有機

火龍果栽培管理解說+火龍果苗1株+200

元有機火龍果乾1包+免費喝香椿茶等。

兌換內容

農場提供手套採果，請自備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10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2-3月、5-11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Dragon Fruit



幸福火龍果

0987-667515

台東縣卑南鄉美農村高台23號

annykuo38@gmai l . com

075716068

幸福紅龍果園位於台東火車站附近，是遊客常經之地，在好山好

水的美濃高台，終年陽光普照，和風吹拂，無環境污染的地理環

境，我們採取生態共榮的理念，以有機栽培管理，在無農藥、無

化學肥料和無成長激素，造就了一片純淨無污染的果園，希望讓

所有的人都能吃到健康平價的火龍果。

Dragon Fruit火
龍
果

農場資訊

73 74

‧採果前導覽解說

‧採果體驗

‧提供紅龍果試吃

‧帶回時價180元之紅龍果

兌換內容

‧進入果園採果時，最好穿著長袖及

  長褲，避免蚊蟲叮咬

‧雨天不開放採果

採果注意事項

2.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6-11月

開放採果日期

2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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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香果
PASSION FRUIT

水│果│介│紹

百香果因其花朵盛開時像時鐘表面的刻劃，日本人稱之為「時計草」；本省則叫

它「時計果」或「時鐘果」。百香果營養豐富，有「果汁之王」的美稱，它含有

165種水果香味，132種以上的芳香物質，發達國家把百香果法定為飛行員、海

員、運動員、礦工的保健食品。

盛產期│6-12月

產地│南投、台中、雲林、花蓮、台東

觀光活動│埔里百香果節

伴手禮│百香果果醋、百香芒梅凍、百香果冰棒

夏│季│水│果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資源條件極佳，在經過匠心獨具的佈置之後更可以傳達

出花樣人生，並且散發出生命中最絢爛璀璨的火花及成長的喜悅。進入園

區之後將感受到花香四溢、青春洋溢、花樣年華的清新氣息，看見人生的

青春充滿色彩。

農場風景秀麗，核心面積佔地13公頃、視野面積數千公頃，農場精心規劃

特色主題如：花神廟、雨林風情館、蝶舞館、綠雕公園、綠茵廣場等，竭

誠歡迎大家一起來探索這塊美麗的世外桃花源！

Passion Fruit百
香
果

77 78

‧夏季注意防蚊，請隨身攜帶防蚊

  液，園區亦提供香茅油

‧冬季早晚溫差大，需備保暖衣物

‧為提供穩定果源，謝絕邊採邊吃

‧每張券限採一份

‧內含門票為100元優惠門票，不可

  折抵消費

‧農場入園門票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百香果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百香果

兌換內容

1.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7-12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9:00-17:00/假日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049-2997848

049-2985970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176號

serv ice@ta i i . com. tw

www.ta i i fa rm.com

東經121°0'33.2"  北緯23°58'43.7"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採果注意事項



大坪頂百香果園

049-2931104/0921-798104

049-2931104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三段259號

sky0301044@hotmai l . com

www.hot - f ru i t . com

當您來到埔里山區的大坪頂，迎接清晨五點清澈透亮的空氣，呼吸到涼爽

穿透身上每個細胞的涼爽氣息，您就能體會到正是這樣的空氣和壯麗山水

孕育出讓人垂涎三尺「熱情紫果」。百香果剛結果時呈綠色，但經過日夜

洗滌，一點一滴轉為熟紫。

百香果原譯為熱情果(Passion  fruit)，是熱情洋溢的水果。紫色自古即是皇

室尊貴用色，亦冷色系與暖色系的結合，冷與暖象徵雌雄，熱情果即雌雄

所造之果。而熱情紫果圖騰更有傳承延續，如父母與孩子間永繫之關係。

大坪頂百香果園的元老蔡村裕，對百香果始終充滿堅定與熱情信念，細心

呵護百香果就像對待子女一樣。所以蔡永鴻與蔡舒莉兩人，為了傳承這份

熱情，一個留在家鄉幫忙，一個則由外地回鄉。其實兩人自小就在這樣的

農業環境成長，對於百香果的了解奠定了相當穩固的基礎。加上年輕世代

有著更豐富的創新思考，因此決心傳承父母的百香果事業。「熱情果」既

是老一輩的冀望，也是年輕人的熱情使命，層層回甘的微酸幸福，就像蔡

家人的事業傳承，刻劃著濃厚的情感滋味。

百
香
果

農場資訊

79 80

‧採果前導覽解說

‧試吃百香果與百香果凍及百香果冰棒

‧體驗採百香果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百香果

兌換內容

請注意聽從導覽員解說如何採果，避免

採到未熟果實，果園才能讓下一位採果

體驗客人有更好的回憶，並請穿戴舒適

及好活動之服裝，以便採果。

採果注意事項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8月中-隔年1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15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Passion Fruit



后羿農場
后羿農場位於阿里山下，早晚溫差大，相當適合各類亞熱帶水果栽植，農

場水果種類有百香果、紅龍果、小番茄、哈密瓜、香甜瓜各種溫室水果，

依不同產期產出並有開放觀光採果希望將栽植採果樂趣和大家一起分享。

請將文字說明電傳至e-mail：angela@taiwanfarm.org.tw

Passion Fruit百
香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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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可在果園現吃百香果

‧體驗採百香果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約180元(3斤)

  的百香果

兌換內容

0.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8月1日-12月1日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10:00-16:00/假日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0919-584788

嘉義縣番路鄉民和村客庄72號

maj i530@yahoo.com.tw

農場資訊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

  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

  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在果園允許採摘體驗範圍內活動。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下水果不可浪費隨意丟棄。

採果注意事項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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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
WATERMELON

水│果│介│紹

西瓜味道甘甜多汁，清爽解渴，是盛夏佳果，西瓜除不含脂肪和膽固醇外，幾乎

含有人體所需的各種招牌營養素，是一種最富有營養、最純淨、食用最安全的食

品。西瓜果皮、果肉、種子都可食用或藥用，西瓜汁發酵後，還可製作出酸甜度

適中及帶有果香的西瓜酒。西瓜果肉所含成分，已被證實能增加大鼠肝中尿素形

成，導致利尿作用。中醫界更宣稱西瓜有清熱解暑、解煩渴、利小便、解酒毒等

功效，用來治療熱症、暑熱煩渴、小便不利、咽喉疼痛、口腔發炎及酒醉。

盛產期│4-8月

產地│花蓮、雲林、台南、宜蘭、屏東

觀光活動│雲林二崙西瓜節、白沙屯西瓜節

伴手禮│西瓜乾、西瓜冰棒、甜漾西瓜利口酒

夏│季│水│果



親親果農場

0925-070601

kissk issgo

新竹縣竹北市泰和里1鄰環北路一段286巷80號

jenny315974119@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k issk issgo

Watermelon西
瓜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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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採果後帶回一顆西瓜

兌換內容

0.3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6-9月

開放採果日期

無上限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LINE

09:00-17:3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我們位在台元科技園區旁，我們在草莓園溝渠上舖設稻穀，兼顧地力也避免採

果民眾弄髒腳，埋設水管，田間管理品質好，種植豐香1號的草莓，我們的草

莓是種給自己家人吃，採有機農法。園內種植的草莓與當季蔬果，皆使用有機

方式管理種植，我們的農特產品還不定期配合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進行

抽驗，農藥部分都零檢出。

我笑說，儘管身為神農獎得主的女兒，但自己不曾下田，直到決定務農，父親

才丟書給我讀，每天做功課，連施肥、收成紀錄都得給父親過目，才能累積出

好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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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
MANGO

水│果│介│紹

台灣芒果品種繁多，尤以愛文芒果及金煌芒果最為出名，質地細緻，口感豐腴飽

滿、清新爽勁酸甜配比可謂黃金，營養成分中，富含果糖、蔗糖等碳水化合物，

維生素 C、β-胡蘿蔔素及鉀等成分，糖度約12~15度。

盛產期│5-9月

產地│屏東、台南、高雄、台中、台東

觀光活動│台南國際芒果節、屏東枋山愛文芒果國際嘉年華會

伴手禮│芒果杏仁牛軋糖、芒果酥、芒果乾

夏│季│水│果



心禾園
「心禾園」一處用＂心＂栽培農作物(“禾＂古文表＂稻子＂之意，引申為農

作物)的農園，一位農業教授命的名。「心禾園」是期許也是鼓勵，更是農園

不斷努力和創新的原動力。園主詹先生是承襲家族農業的第三代，傳到兒子

輩已是第四代，詹家世代務農，技術一代比一代先進，尤其園主是勇於嚐試

與創新。水果種植種類有枇杷，寄接梨跟芒果。

Mango芒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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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芒果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芒果

兌換內容

0.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7月-9月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次

開放採果人次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

  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

  鞋子(勿穿有跟鞋子、涼鞋)，並自

  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04-25853541/0935-710069

04-25852131

台中市東勢區東關路四段528號

aa23126@yahoo.com.tw

sh inhe .emmm.tw

經度：120.8473970 緯度：24.1635400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蜜旺果舖
台大商學畢業的芒果哥哥賴永坤班長，1991年毅然攜妻偕子返鄉幫農，這種護鄉愛土

的堅持，研發玉井山區的水果特有的加工風貌，有別於市面上的蜜餞產品，加工過程

不漂白、不添加色素、糖精、香料及防腐劑，採用低溫糖漬、慢火烘烤、低溫存放，

於密閉無塵室內進行烘焙及包裝，保留水果中珍貴的營養成份，彷佛在樹上新鮮現摘

的又香又濃，同時滿足口感與味蕾的需求，有別於台灣本土風味，香Q不膩，手工限

量特製，常常供不應求。

Mango
芒
果

91 92貼心服務│     無障礙空間    

06-5746787/0910-773755

06-5747816

台南市玉井區望明里53-6號

y881108@yahoo.com.tw

www.miwango. tw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芒果

‧試吃果乾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芒果

PS.若產量不足時，兌換內容則改為

「導覽解說+芒果酥DIY+帶回親手製

作之芒果酥。」

兌換內容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7-8月

開放採果日期

8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小崇ㄉ果園

06-5745847/0980-036320

台南市玉井區望明里劉陳5號

abcd900110@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yummangos/

東經120°26'50.8"／北緯23°06'17.7"

小崇ㄉ果園位於芒果的故鄉~玉井，是外銷日本的優質供果園，園主極重視

消費者的食品安全並落實芒果具有產銷履歷的驗證(有身份證的芒果)，果園

也實施草生栽培(與草共生)，友善土地友善環境。

小崇ㄉ果園提供鮮果宅配、芒果乾宅配，並希望帶給更多人歡笑、喜樂，進

而開放採果樂和認養芒果樹，增進親子關係，接觸大自然，看到吃著芒果、

芒果乾和來採果的人，臉上那份喜悅與滿足感，彷彿一股暖流注入心裡。

Mango芒
果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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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帶回市價180元之芒果

兌換內容

1.8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5月中-7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6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需著輕便長袖衣服防蚊蟲叮咬，戴

  帽子防曬防中暑。

‧採果前需先聽從導覽人員的解說之

  後，才可進行採果，請勿單獨自行

  活動。

‧採果時如無法辨別芒果是否成熟，

  需請求導覽人員或現場果園人員的

  協助。

‧採果時請勿撕開已套袋的芒果袋子，

  如袋子遭破壞，無論袋子裡的芒果

  成熟與否，皆視為購買(需另外計費)

‧多採的芒果將以入園的優惠價格，

  另外計費。

採果注意事項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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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瓜
MUSKMELON

水│果│介│紹

起源地應為非洲，特別喜好溫暖且多日照的氣候條件。台灣種植種類繁多，在目

前市面上消費者常可買到的品種，大約有近二十種之多，大致上台灣所栽培的洋

香瓜可分四大類：網紋洋香瓜、光皮洋香瓜、哈密瓜、東方洋西瓜（美濃瓜）等

類，果肉大致分紅肉、綠肉與白肉等。

盛產期│6月-9月

產地│雲林、彰化、高雄、屏東、嘉義

觀光活動│雲林崙背洋香瓜節

伴手禮│洋香瓜乾

夏│季│水│果



採果注意事項

禾果多農企工坊（花壇農場）
禾果多農企工坊（花壇農場）位於八卦山西側山麓，坐落於彰化137縣道

6.3km處，日日與稻禾為友、夜夜和茉莉相伴，雖無緣朝朝同迎晨曦、卻有幸

暮暮共送夕陽，在風光如此明媚、物產如此豐饒的風水寶地培育農作物。

禾果多農企工坊（花壇農場）專注致力於生產優質農產品，以提供健康、高

品質、安全無毒蔬果為目標。園區採設施（溫室）、離地、養液栽培方式，

生產過程嚴謹，完全遵照TGAP（台灣良好農業規範）之精神使用合乎自然地

耕作技術來種植農作物，並努力減少農產品生產過程中對自然環境所造成之

傷害；以適時、適地、適種的方式並合理的使用農業資材以保護農作物健康

生長，已達成提高農產品品質之目標。

Muskmelon香
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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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東方甜瓜

‧體驗採果

‧帶回市價180元的東方甜瓜伴手禮

兌換內容

0.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６月初-11月初(每月1期，每期7天)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9:00-16:00／假日 08:00-12:00

農場開放時間

‧園區內請勿邊走邊吃，飲食請至休息區。

‧園區內禁止吸菸，吸菸請至吸菸區。

‧為維持園區清潔，垃圾請丟至指定位置，

  勿隨意丟棄。

‧園區內偶有濕滑，為顧及安全，請勿奔跑

  追逐。

‧「花→果」維護不易，花朵及未成熟之蔬

  果請勿任意採摘、棄置。

‧請依照導覽人員之說明採摘蔬果。

‧其他未盡事宜，園方得於園區公告之。

農場資訊
04-7266110

0978-913125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一段911號旁

ta233436@pchome.com.tw

LINE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98



豐碩果園

05-3714221/0928-700686

05-3712106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村89-13號

tomato51688@yahoo.com.tw

www. fongshuo.com.tw

東經120°21'21.9"／北緯23°26'27.6"

近來國人越來越重視休閒旅遊，周休二日親子活動、鄉村農務

輕旅的體驗越來越夯。豐碩果園自102年開始導入觀光採果，藉

由採果過程進行農業相關生產、種植、採收作業導覽解說，讓

來的旅客除了體驗採果的樂趣之餘，也能對台灣的農業有更進

一步的了解，我們希望果園成為一個兼具生產與教育及親子娛

樂的園區。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接駁服務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牛奶香瓜

‧體驗採香瓜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頂級溫室

  牛奶香瓜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8月-9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100-15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農場開放時間
09:00-17:00

地點:嘉義高鐵站/費用:免費(限3-5人)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

  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

  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Muskmelon香
瓜

99 100

◎帶寵物限溫室果園外區域



0919-584788

嘉義縣番路鄉民和村客庄72號

maj i530@yahoo.com.tw

后羿農場位於阿里山下，早晚溫差大，相當適合各類亞熱帶水

果栽植，農場水果種類有百香果、紅龍果、小番茄、哈密瓜、

香甜瓜各種溫室水果，依不同產期產出並有開放觀光採果希望

將栽植採果樂趣和大家一起分享。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農場提供切好甜香瓜試吃

‧體驗採甜香瓜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約3顆的甜香瓜

兌換內容

0.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8月1日-10月1日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在果

  園允許採摘體驗範圍內活動。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4.採下水果不可浪費隨意丟棄。

採果注意事項

Muskmelon香
瓜

后羿農場

平日 10:00-16:00／假日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101 102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0921-339614

高雄市阿蓮區中路里285-6號

genk i2eat@gmai l . com

http : //www. facebook.com/genk i2eat

東經120°18'00.5"／北緯22°53'45.5"

蒝氣屋溫室果園位於高雄市阿蓮區，阿蓮區素有水果之鄉的美

名，有棗子、芭樂、蓮霧、番茄等。因園主對番茄有特殊的情

感，特別興建溫室來培育優質番茄，透過隔離病蟲害及以友善

大自然的栽培方式，致力栽培無農藥殘留的高優質番茄。誠摯

邀請您來品嘗我們用心栽培喜悅收穫的果實。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香瓜

‧體驗採香瓜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300元的香瓜

兌換內容

0.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全年度

開放採果日期

3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農場開放時間
09:00-17:00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

  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

  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Muskmelon香
瓜

   氣屋溫室農場

103 104貼心服務│     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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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
LYCHEE

水│果│介│紹

台灣氣候冬春乾燥，夏秋多雨，適合荔枝生長，產地以中南部為主。主要品種為

玉荷包--肉質細緻，脆爽而清甜，微香稍澀。糯米³--特點是肉厚，多汁，濃甜

如蜜。黑葉--果實大、果核大，肉質軟滑細緻，香味濃郁。荔枝富含多種營養成

分，如蛋白質、維生素、脂肪、檸檬酸、果膠以及磷、鐵等。

盛產期│5-8月

產地│高雄、台中、南投、台南、嘉義

觀光活動│高雄鳳荔文化觀光季、高雄玉荷包啤酒節

伴手禮│荔枝啤酒、荔枝香腸、荔枝磅蛋糕

夏│季│水│果



公老坪農場
親近自然、享受鮮果及山餚碳美味…..漫步在農場裡，聽不到城市

的喧囂吵雜，只有蟲鳴鳥叫聲陪伴您，空氣中瀰漫著果樹花草散

發出來的香氣，更讓人覺得神清氣爽。在午後的時光，坐在樹蔭

下，吹著那徐徐微風，小睡一番，可謂“偷得浮生半日閒＂呀﹗

    公老坪休閒農場是全國第一家創辦的觀光果園 ，也是您親近自

然 、享受渡假的好地方。逢佳節來臨，正是水果成熟時 、一顆顆

潤甜果 ，令人垂涎欲滴 、隨著淡淡的黃金波光傳送著一陣陣的鄉

土味 ，夾雜著些許甘醇 ，這田園之美 、特請您來細細品味 !

Lychee荔
枝

04-25245907

04-25284187

台中市豐原區水源路坪頂巷12號

gorop@ho.net . tw

www.gorop.com.tw

農場資訊

‧採果前介紹解說

‧體驗採荔枝

‧現場品嚐荔枝(依開放成熟果實)

‧採果後可帶2台斤的荔枝

兌換內容

依現場介紹和說明。

採果注意事項

0.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數拾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107 108

◎使用網路限接待大廳、餐廳、住宿區等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帶寵物限小型寵物及戶外場地，果園等

7月

開放採果日期



古早雞休閒農場
古早雞些閒農場位於芬園鄉，在這裡80%的居民都有在種荔枝。鄰近有

台灣民俗村，八卦山風景區，百果山風景區，碧山岩，中興新村等風景

名勝，本農場種植高品質之「黑葉」、「糯米」荔枝。適合家庭式遊憩

之場所，自然生態農村體驗。本農場的特產「荔枝乾」，麵包師傅吳寶

春以本農場荔枝乾為素材製作的「米釀荔香麵包」贏得世界大賽冠軍。

另設有田媽媽餐廳，裡的荔枝雞湯、荔枝乾香腸、鳳梨米粉、都是用自

己種的荔枝研發的，一定要來嘗嘗。農場產的荔枝果實豐滿，且美味可

口，老少咸宜，人人讚不絕口。

Lychee荔
枝

049-2524362

049-2528413

彰化縣芬園鄉舊社村彰南路五段451巷36號

rona ld .ck i tc@msa.h inet .net

www. facebook.com/GoodFarmChicken/?re f=aymt_homepage_pane l

古早雞休閒農場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荔枝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荔枝

兌換內容

採果注意事項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尚未成熟的荔枝不要摘，摘成熟的果

  實，鮮甜多汁。

‧盡量穿布鞋入果園以免蚊蟲叮咬。

‧戶外溫度較高，記得隨身攜帶飲用水

  哦。

‧為維護果園整潔，垃圾要記得帶走哦!

‧園區內另提供遊客荔枝果醬DIY製作

  (需另行付費150元)。

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3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30

農場開放時間

109 110

6月中-7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仙湖休閒農場
仙湖農場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農作物綻放。

從春天的水果花、蜂蜜預告當年的豐收狀況，緊接著夏天荔枝、

龍眼，秋冬柑橘、咖啡。

跟著四季做不同的事，是農夫很幸福的生活。

傳承了農作，也傳承了兩百年土窯龍眼乾的技法、歷史及文化。

我們是這塊土地的第六代，我們以身為農夫驕傲。

Lychee荔
枝

06-6863635

06-6863662

台南市東山區南勢里賀老寮一鄰6-2號

senwho@gmai l . com

www.senwho.com.tw

東經120°28'56.6"／北緯23°15'54.5"

農場資訊

‧水果與在地的故事        

‧農夫小撇步乎你知        

‧現採現吃體驗

‧換裝成台灣農夫的裝扮

‧贈送部份水果(時價)

‧農夫證留念

兌換內容

建議穿著運動鞋或登山鞋。

採果注意事項

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接駁服務
‧嘉義高鐵站:700元/單程/4人

‧新營火車站:500元/單程/4人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111 112

◎使用網路限休閒區域

每年6月

開放採果日期



113 114

梨
PEAR

水│果│介│紹

水梨有「百果之宗」美譽，目前栽種出的品種有14種，又以高接梨最具盛名，而

台灣所種之梨，從開始種植到收穫期皆受套袋保護，不受農藥等物污染。吃起來

不但香味佳、清脆可口，還含有豐富的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蘋果酸、檸

檬酸、果糖、維生素B1、B2、C等。

盛產期│6-9月

產地│台中、苗栗、新竹、嘉義、宜蘭

觀光活動│東勢高接梨產業文化活動

伴手禮│甜馨上將黃金梨醬、梨香橘子酒、頂級養生梨酢(梨醋)

夏│季│水│果



錦普觀光果園

03-9231427/0920-237543

03-9232869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村枕山路106-2號

gon@mai l .e - land.gov . tw

FB：錦普觀光果園

東經121°43'09.4"／北緯24°46'28.1"

果園栽種一年四季皆有生產的水果，有香甜的珍珠芭樂、香酸甜

的金棗及桑椹、汁多肉嫩的水梨，提供遊客體驗採果的樂趣，不

僅可以體驗採果收穫的成就感，還可現場大飽口福，並有深度的

栽培過程導覽解說。

Pear梨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帶回市價180元之水梨(若時間允

  許還可體驗架接水梨活動)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7月中-8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115 116



阿宗果園

0919-311979

宜蘭縣三星鄉日興三路156號

a.zong. fa rm@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AZongfarm

東經121.740206／北緯24.705595

阿宗果園種植至今已十五年，因而對水梨的生態了解甚詳；第二代承襲著父親

“自然、健康、無毒＂的信念，為了我們的身體健康、為了我們的土地，我們

堅持人工除草，不噴灑除草劑，讓土地回歸自然。

要讓大家吃到最甜美、最新鮮的水梨，我們使用有益菌栽培，減少一般肥料的

使用，增強植物本身的抵抗力，也減少對土地的負擔，所以不論是甜度、水

分、外觀、新鮮度、果肉白晰度，都以最完美的水梨狀態來與大家分享。

阿宗果園堅持以自然、健康的方式栽種的水梨，不使用生長激素催熟，每顆水

梨都個別套袋栽培，長成一顆顆飽滿又甜美的果實，讓大家一同品嚐最健康自

然的風味！當季鮮採，果肉細緻爽脆，一口咬下，香！甜！脆！

精選的完熟水梨，產量有限，歡迎大家好康道相報唷！

Pear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水梨

‧體驗採果

‧帶回市價180元等值之水果，約1-2

  顆，視大小而定

兌換內容

‧預防中暑及曬傷

‧防止蚊蟲叮咬

採果注意事項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7-8月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梨

117 118



炳智果園

03-9891080/0917-162208

宜蘭縣三星鄉天山村3鄰下湖路47-52號

shmes@yahoo.com.tw

東經121°38'02.0"／北緯24°38'55.7"

位於海拔430公尺高的炳智果園，因地理環境優勢，可鳥瞰三星地

區景觀並遠眺龜山島，且因擁有純淨的蘭陽平原水源孕育出三星

上將梨，品系包含豐水系、黃金為主，且通過吉園團蔬果認證與

農會毒物檢驗，產銷履歷，安全食用。

Pear梨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水梨

‧體驗採梨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上將梨

  或水梨加工品(梨露水)

兌換內容

0.4-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6月中-8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1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貼心服務│     寵物119 120



荳媽媽休閒果園
「荳媽媽休閒果園」位於卓蘭鎮壢西坪上，果園約佔地兩甲，完

全由女主人一個人獨立完成，包辦像是施肥、開搬運車、鋤草、

修枝…等都難不到她呢。園區內除了有甜美的高接梨，還有百香

果、鳥梨、長福梨…等，並開放梨樹認養活動，客家美食ＤＩＹ

活動，製作客家小吃、手工客家菜包…等，親身體驗農家樂。

Pear梨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高接梨

‧體驗採高接梨

‧帶回市價200元的高接梨或水果加工品

兌換內容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7月底-8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次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進入果園請勿邊採邊吃、不可帶外帶

  零食。

採果注意事項

04-25896923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109-20號

s1006v@gmai l . com

貼心服務│     寵物121 122



擁葉生態農場

04-25879586/0988-238141

04-25874657

台中市東勢區東崎路三段688巷168號

yungyeh688168@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YungYamaLe isureFarm. tw

本農場係以生態有機為主題的農場，為了維繫生態平衡，本場一直採行自

然農法及有機農業經營MOA認證，所生產的蔬果開放採果或供自家餐廳食

材及農產加工，實實在在，食在在地。

經過多年生態復育，友善對待土地，已培育出多元生物與植物共生，尤其

4-5月份螢火蟲季，到了晚上，果園裡隨處可看到螢光點點，如此景象即

本場友善耕作的最好認證。場內還有世界級的建築-梨文化館。

農場資訊

‧採果前梨文化館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水梨(在品嚐區)
‧採果體驗
‧採果後可帶回3斤水梨

兌換內容

‧本場的遊客服務中心設有品嚐區，採
  果之前導覽解說及水果免費品嚐，所
  以進了園區內禁止隨採隨吃，因會致
  園內病蟲孳生。
‧來賓如遇採果疑問時，請詢問園內工
  作人員，以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
  害。
‧若有年幼幼童，敬請家長妥善照顧，
  請勿在園區嬉戲，以免發生意外。
‧請遵照一般採果體驗之原則。

採果注意事項

0.8公頃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7月-8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9:00-18:00／假日 08:3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接駁服務
豐原客運東勢站/免費

Pear梨

123 124



東新觀光果園

04-25885960

台中市東勢區勢林街約5公里處(往東勢林場方向)

Hsiaoyan12476@yahoo.com.tw

東新農園成立至今於有三十年歷史，是一對純樸的夫妻經營，充

滿濃濃的人情味，果園的主人很用心的在農園栽種滿滿鮮甜多汁

的水果，有水梨、甜柿、柑橘等等。

喜歡體驗農村的人們趁著假日遠離都市塵囂，讓心靈放鬆，享受

著農村生活以及品嚐，並由您親手摘下新鮮水果，給您體會"開心

農場"的感覺。

Pear梨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高接梨

‧體驗採高接梨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高接梨

  或小禮品

兌換內容

2.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6月-8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6:3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並

  告知人數及時間。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採下

  來視同購買不能丟棄，除非腐壞、故

  障。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天氣不穩定時改由現場採購。

採果注意事項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125 126



心禾園
「心禾園」一處用＂心＂栽培農作物(“禾＂古文表＂稻子＂之

意，引申為農作物)的農園，一位農業教授命的名。「心禾園」

是期許也是鼓勵，更是農園不斷努力和創新的原動力。園主詹先

生是承襲家族農業的第三代，傳到兒子輩已是第四代，詹家世代

務農，技術一代比一代先進，尤其園主是勇於嚐試與創新。水果

種植種類有枇杷，寄接梨跟芒果。

Pear梨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水梨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水梨

兌換內容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7月-9月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次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勿穿有跟鞋子、涼鞋)，並自備防曬

  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04-25853541/0935-710069

04-25852131

台中市東勢區東關路四段528號

aa23126@yahoo.com.tw

sh inhe .emmm.tw

經度：120.8473970 緯度：24.1635400

農場資訊

127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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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花果
FIG

水│果│介│紹

無花果屬雌花兩性花異株的，隸屬於桑科榕屬，主要生長於熱帶和溫帶，是亞熱

帶落葉小喬木。無花果目前已知有八百個品種，絕大部分都是常綠品種，只有長

於溫帶地方的才是落葉品種。果實呈球根狀，無花果尾部有一個小孔，花則生長

於果內，在近小孔處長有雄花，遠離小孔的頂部長有雌花，另外生有不育花，花

粉由榕果小蜂傳播。

盛產期│6月至隔年2月

產地│彰化

伴手禮│無花果醋

夏│季│水│果



接駁服務
大村火車站

奈米休閒農場
大村鄉有田園風光外更是巨峰葡萄故鄉，南勢村的奈米休閒農場，結合了生

活、生產、生態，是一處可供遊客休憩、團康活動、DIY、採果與田園生態

體驗的好去處。果園除了講究鮮果健康與安全，分室外與溫室葡萄，全場區

均是不使用農藥及草生栽培等方式管理。葡萄每年均經農委會農藥所及SGS

檢驗無農藥殘留雙重驗證，並有農委會「吉園圃」認證，而農委會輔導「葡

萄汁伴手禮」更蘊藏著果園天然香酸甜好滋味，還有紅蕃茄與無花果也值得

你來採。此外，園區也提供鐵板烤肉、焢窯、情人套餐、下午茶，結合彰化

鄰近休閒農場，可搭配一日遊或二日遊，讓你有愉快及滿足的田園樂趣。

Fig無
花
果

‧採果前果園導覽解說

‧體驗採無花果

‧採果後可帶回1斤無花果

兌換內容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5月-12月

開放採果日期

1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4-8539810/0919-327075

04-8538389

彰化縣大村鄉南勢村南二橫巷８號

naimi fa rm@gmai l . com

blog.yam.com/na imi fa rm

東經120.55605北緯23.98519

農場資訊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

  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

  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平日10:00-18:00／假日09: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131 132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達莉農莊
達莉農莊占地約0.9公頃，部分以網室種植無花果，另外有開放式種植可四季生

產的芒果及檸檬，特別一提的是，在芒果園裡可看到櫻花樹穿插其間，原來主

人有個夢想，希望未來可以讓遊客坐在櫻花樹下品咖啡嚐鮮果。主人驕傲的說：

「農莊裡所有的蔬果都是以無毒天然方式種植生產，因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

境，肥沃的土壤加上源自濁水溪的灌溉用水，不用特別施藥就能產出鮮甜味美

的鮮果。」目前農莊除了以種植無花果及芒果為主之外，主人利用廣闊的土地

及安全的網室設施，開始養起雞隻，進入園區只見到隻隻健碩的雞隻不畏生人

的靠近，展起高亢的雞鳴歡迎著遊客的到訪，讓人有如進入開心農場一般。農

莊採預約式經營，團體遊客可透過事先預約方式參訪，主人會依參訪需求規劃

相關活動內容。

Fig無
花
果

‧無花果生態導覽解說

‧無花果汁或無花果醋品嚐

‧體驗採無花果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水果或

  水果加工品

兌換內容

0.7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6月-隔年2月

開放採果日期

1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05-5893189/0932-344851

05-5899355

雲林縣林內鄉重興村173-5號

ta l i2008@kimo.com

東經120°34'22.4"／北緯23°46'02.5"

農場資訊‧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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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梨
AVOCADO

水│果│介│紹

酪梨，果實內含一大種子及果肉口感滑溜，散發類似胡桃與奶油的乳香味，被稱

為「森林的奶油」，是金氏紀錄最具營養的水果，具有抗發炎、抗老化、顧心

臟、補充營養的功效，對身體的好處非常多，是營養均衡的水果，更可以當主食

食用。

盛產期│7-9月

產地│台南、台東、嘉義、屏東、南投

觀光活動│大內區酪梨節

伴手禮│酪梨酥、酪梨油皂、冷製酪梨油

夏│季│水│果



都蘭山花田農園

0920-016726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5線11鄰8號

huat ianf ie ld@gmai l . com

東經121°12´14.9＂／北緯22°52´21.4＂

花田農園座落於台東都蘭山東向山麓上，面太平洋，視野遼闊。

農園佔地約3公頃，依土壤及水文條件，目前以種植釋迦及酪梨為

主。冬季春季生產釋迦，夏季生產酪梨。農收之餘，則處理大量

農雜事務，維持土地生息。

本農園自2015年，加入第二代(Paul Tsai)經營，期承襲父母專業農

業知識，導入企業行銷經營理念，希望與更多同好分享綠農的點

點滴滴，並歡迎愛好大自然及農園生活之民眾來訪。

酪
梨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試吃酪梨

‧製作酪梨果汁

‧帶回市價180元的酪梨

兌換內容

‧遊客蒞臨農園採果，宜穿著長褲長袖及

  鞋子，並隨身攜帶防曬防蚊藥品。

‧農園經營瑣事繁多，建議遊客採果，統

  一集中於每星期之某一日，以利農事施

  作順暢。

採果注意事項

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8-9月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Avoc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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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眼
LONGAN

水│果│介│紹

龍眼主要產區分佈於台灣中南部低海拔淺山，品種約13種，新鮮的龍眼，果肉晶

瑩、不黏濕，肉質吃起來清甜爽口。龍眼乾為老祖先發明的土窯烘焙製成，利用

龍眼樹枝當柴燒，乾柴慢火，保存了果肉營養素，也增加食用上的口感，是到台

灣必買的農特產品之一。

盛產期│7-8月

產地│台南、台中、高雄、南投、嘉義

觀光活動│台南東山龍眼季

伴手禮│全果釀龍眼酒、純正龍眼蜂蜜、龍眼花茶包

夏│季│水│果



義芳農場

0912-932666 /  0937-771026

苗栗縣西湖鄉龍洞村11鄰雷公崁9號

ccpe1688@chin-ch ing .com.tw

Yi fa rm. idv . tw

義芳農場是由曾經獲得全國農民楷範的彭爸爸一手創建。他以40多年種植

果樹的經驗，將佔地約八公頃的山林果園，規劃為一處兼具休閒步道、觀

光採果的專業園區，分享他一生對果樹植栽的付出。義芳農場是苗栗縣西

湖鄉最大的休閒採果農場，園區佔地面積八甲地，保留原始風貌的自然景

觀，裁種水果具有獨特性，相較市面少有的品項。

Longan龍
眼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龍眼

‧體驗採龍眼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龍眼或

  清潔精一瓶

兌換內容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8月-10月中旬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141 142



公老坪農場

04-25245907

04-25284187

台中市豐原區水源路坪頂巷12號

gorop@ho.net . tw

www.gorop.com.tw

親近自然、享受鮮果及山餚碳美味…漫步在農場裡，聽不到城市的喧囂吵

雜，只有蟲鳴鳥叫聲陪伴您，空氣中瀰漫著果樹花草散發出來的香氣，更

讓人覺得神清氣爽。在午後的時光，坐在樹蔭下，吹著那徐徐微風，小睡

一番，可謂“偷得浮生半日閒＂呀﹗

    公老坪休閒農場是全國第一家創辦的觀光果園，也是您親近自然、享受

渡假的好地方。逢佳節來臨，正是水果成熟時、一顆顆潤甜果，令人垂涎

欲滴、隨著淡淡的黃金波光傳送著一陣陣的鄉土味，夾雜著些許甘醇，這

田園之美、特請您來細細品味 !

Longan龍
眼

農場資訊

‧採果前介紹解說

‧體驗採龍眼

‧現場品嚐龍眼(依開放成熟果實)

‧採果後可帶2台斤的龍眼

兌換內容

0.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8月

開放採果日期

數拾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依現場介紹和說明。

採果注意事項

◎使用網路限接待大廳、餐廳、住宿區等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帶寵物限小型寵物及戶外場地，果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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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子哥果園

0972-302602

05-2592012

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鳳梨農場6號

john_661011@yahoo.com.tw

www. facebook.com/groups/924414397621696/

Longan龍
眼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龍眼

‧帶回２台斤的龍眼

兌換內容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8月

開放採果日期

5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使用網路限接待處區域

柿子哥果園種植龍眼，四周柿[紅柿]，牛心柿[真空脫澀]，鑽石蜜柿，雖

然種類不多可都是在柿子哥的細心照顧下茁壯長大.....目前傳統牛心柿[水

柿]大多以石灰脫澀為主，近年農會所輔導之{真空脫澀} 技術，透過中興大

學園藝系謝慶昌教授之指導，採用抽除袋中空氣的方式，配合溫度及時間

的調控，使柿果自然完全脫澀，仍能保留鮮果脆度，風味及美觀，延長保

鮮的期限。

鑽石蜜柿亦是柿子哥極力推薦的產品，雖然這種品種比一般牛心柿較慢採

收，數量也不較多，但酒越沉越香,讓鑽石蜜柿吃起來的口感更是香甜，水

份較多，果肉也較硬較脆，可說是[柿]子裡的[柿]子王啊 !

柿子哥在番路鄉可算是較為年輕輩的柿子農，為了讓大家都能吃到幸福的

好滋味，亦然決然放棄都市光鮮亮麗的生活回到自己的家鄉推廣柿子產業

，他的毅力與決心身深受地方父老讚賞與感動~~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145 146



‧水果與在地的故事        

‧農夫小撇步乎你知        

‧現採現吃體驗

‧換裝成台灣農夫的裝扮

‧贈送部份水果(時價)

‧農夫證留念

兌換內容

建議穿著運動鞋或登山鞋。

採果注意事項

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仙湖休閒農場

06-6863635

06-6863662

台南市東山區南勢里賀老寮一鄰6-2號

senwho@gmai l . com

www.senwho.com.tw

東經120°28'56.6"／北緯23°15'54.5"
◎使用網路限休閒區域

仙湖農場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農作物綻放。

從春天的水果花、蜂蜜預告當年的豐收狀況，緊接著夏天荔枝、

龍眼，秋冬柑橘、咖啡。

跟著四季做不同的事，是農夫很幸福的生活。

傳承了農作，也傳承了兩百年土窯龍眼乾的技法、歷史及文化。

我們是這塊土地的第六代，我們以身為農夫驕傲。

Longan龍
眼

農場資訊

147 148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接駁服務
‧嘉義高鐵站:700元/單程/4人

‧新營火車站:500元/單程/4人

每年8月中-9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龍湖山生態農莊

06-6861880/0932-896974

06-6861888

台南市東山區高原里109-6號

17513.3@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 longhushan17513.3/

東經120.505297／北緯23.278638

龍湖山生態農莊，位於台南市著名五庫之中，『175咖啡公路』13.3公里

處，緊鄰溫泉聖地-關仔嶺。因其特殊地形雨作用與石灰岩地質，造就本

農莊兩大特產-『咖啡』與『龍眼』品質極為優良，加上堅持傳統土窯烘

焙五天五夜的耐心守候，製作出濃濃古早味的龍眼乾，並以兩大特產為

主要食材，研發出一系列獨具『咖啡』與『桂圓』風味的養生料理，以

及有別一般市面上的特殊口味手工養生水餃。

本農莊堅持著健康養生的理念，使用當地自產的食材，加上一顆最真誠

的心，替上門用餐的客人們準備一桌美味健康的料理。

Longan龍
眼

農場資訊

‧土窯烘焙龍眼乾導覽解說

‧新鮮龍眼試吃

‧帶回市價180元之鮮果或龍眼烘焙

  加工產品

(如遇產期空檔，則替換相關體驗活動)

兌換內容

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8-12月

開放採果日期

3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10: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使用網路限用餐區域

8月至9月屬雨季，請準備防滑雨鞋、輕

便雨衣、防蚊措施，進入農莊一切聽從

小二哥的指示。

採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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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壯圓

0987-971219

台南市東山區東原里7-13號

au90369@yahoo.com.tw

FB：山頂壯圓  

傳承三代的農業技藝，在台南東山這個地方，堅持土窯柴燒龍眼

乾的地方特色，並且不斷創新，在傳統古法中，導入動力機械，

擴建焙灶，讓龍眼烘焙加工工作更符合專業加工廠，這些努力與

改變，就是為了要傳承與延續土窯柴燒龍眼乾的工法，因此我們

堅持「土窯」、「柴燒」，也期許未來農場，不僅是土窯柴燒龍

眼乾的職人，也是達人。

Longan龍
眼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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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眼烘焙窯導覽解說

‧龍眼乾加工方式手作體驗

‧採果體驗

‧桂圓饅頭製作

‧帶回自製桂圓饅頭及帶殼龍眼乾一包

兌換內容

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8月中-9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1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14: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請穿著長褲長袖加強防曬

採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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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
CUSTARD APPLE

水│果│介│紹

台灣是目前全世界釋迦栽培面積最多、生產技術最佳、果品品質最優的國家，台

東縣卑南鄉為最大產區。台灣釋迦品種大致分為「大目釋迦」及「鳳梨釋迦」。

前者果肉Ｑ，酸中帶甜，有百香果和鳳梨的香氣；後者則帶有淡淡果香，口感綿

密清甜不膩呢!

盛產期│大目釋迦：8-12月；鳳梨釋迦：1-4月

產地│台東、台南

觀光活動│台東釋迦節

伴手禮│台東釋迦餅、釋迦鮮奶糖

夏│季│水│果



都蘭山花田農園

0920-016726

台東市更生北路560巷

huat ianf ie ld@gmai l . com

東經121°12´14.9＂／北緯22°52´21.4＂

釋
迦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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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試吃釋迦

‧製作釋迦冰沙

‧帶回市價180元的釋迦果醬或等值水果

兌換內容

‧遊客蒞臨農園採果，宜穿著長褲長袖及

  鞋子，並隨身攜帶防曬防蚊藥品。

‧農園經營瑣事繁多，建議遊客採果，統

  一集中於每星期之某一日，以利農事施

  作順暢。

採果注意事項

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2月-隔年2月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Custard Apple

貼心服務│     寵物

花田農園座落於台東都蘭山東向山麓上，面太平洋，視野遼闊。

農園佔地約3公頃，依土壤及水文條件，目前以種植釋迦及酪梨為

主。冬季春季生產釋迦，夏季生產酪梨。農收之餘，則處理大量

農雜事務，維持土地生息。

本農園自2015年，加入第二代(Paul Tsai)經營，期承襲父母專業農

業知識，導入企業行銷經營理念，希望與更多同好分享綠農的點

點滴滴，並歡迎愛好大自然及農園生活之民眾來訪。



初鹿椰子林

0937-612129

台東縣卑南鄉明峰村

ss571981@gmai l . com

釋
迦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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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釋迦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之釋迦

兌換內容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

  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

  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大目釋迦每年9-12月

鳳梨釋迦每年12月-隔年4月

開放採果日期

無上限

開放採果人次

採電話預約制

農場開放時間

Custard Apple

釋迦是台東最知名的農特產，香甜的果肉，享受邊吃邊吐的樂

趣，深受外國遊客喜愛，也成為來到台灣台東不可或缺的伴手

禮之一！鳳梨釋迦園，採用透氣性高的石礫地土壤摘種，增加

排水量，使果實耐熟度好，口感及滋味更是絕佳！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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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
BELL APPLE

水│果│介│紹

蓮霧果實色澤鮮豔，外形美觀，果品汁多味美，營養豐富，含少量蛋白質、脂

肪、礦物質，具有清甜、淡香、豐富水分等特性，不但風味特殊，亦是清涼解

渴的聖品。

盛產期│夏果5月-7月、冬果11月-隔年3月

產地│屏東、高雄、宜蘭

觀光活動│新市白蓮霧產業文化節

伴手禮│蓮霧水果禮盒

夏│季│水│果



阿東的蓮霧園

蓮
霧

農場資訊

161 162

‧採果前導覽解說

‧試吃蓮霧

‧體驗採蓮霧

‧帶回市價200元的蓮霧

兌換內容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確

  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園區不提供雨鞋及鞋套，請自備。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民

  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並 

  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園區無收取門票，但有最低消費限制。

採果注意事項

一甲

開放採果面積
5月-7月

開放採果日期

不限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Bell  Apple

貼心服務│     寵物

蓮霧是現已80歲的阿爸種的！阿爸(29年出生)年輕時就在屏東種

蓮霧，約在30年前才回宜蘭，並以一生種植蓮霧的成就在99年獲

得傑出農民獎，由於阿爸年事已高，所以在97年開始接手阿爸的

果園，剛好當年健康飲食風盛,思考果農這條未來的路該如何走的

同時，接觸到並開始了自然農法方式的栽種培育，堅持不使用除

草劑，請安心食用。

03-9288798/0933-143819

03-9280007

宜蘭縣員山鄉尚德村大湖208巷56號(新花漾民宿)旁

宜蘭市鎮平一路155號

a0933143819@yahoo.com.tw



傳奇教育休閒農場

蓮
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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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蓮霧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蓮霧

兌換內容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確

  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避

  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民

  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並

  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2月-5月

開放採果日期

3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Bell  Apple

貼心服務│     寵物

對消費者負責，更要對土地負責-蔡順得，種植蓮霧的經驗已經超

過20年，從種植、栽培到行銷，樣樣精通，堪稱「蓮霧達人」。

屏東蓮霧，台灣之光！由於蓮霧甜度高、品質好，不但國內供不

應求，還外銷到加拿大、俄羅斯、香港、新加坡等地，讓蓮霧成

為「台灣之光」。除了黑金石蓮霧，他也種植較罕見的白色、青

色蓮霧，還有一粒重達16兩的「巨無霸蓮霧」，甚至也曾栽種觀

賞用的袖珍蓮霧！

0928-707038

08-8646050

屏東縣南州鄉溪南村人和路1巷201號

luck635@yahoo.com.tw

農場資訊



柚子
POMELO

水│果│介│紹

台灣柚子品種如麻豆文旦、白柚、西施柚等多達14種，其中又以台南「麻豆文

旦」最為出名。柚子含類胰島素成分，能降血糖，為糖尿病、肥胖症患者的理想

食物，以及含有柚皮甙，可以降低血液的黏滯度，防止血栓及中風。文旦皮薄，

果肉吃起來柔軟多汁，清爽香甜，甜中帶酸，散發出獨特的香氣。

盛產期│9-10月

產地│台南、花蓮、苗栗、雲林、新北市

觀光活動│西湖柚花藝術節

伴手禮│柚花淨白面膜、柚花茶包、麻豆柚子蔘禮盒

秋│季│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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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休閒農場
三富休閒農場自成立以來，秉持對土地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熱忱，結合四季時

令，讓各種植物與昆蟲，保持其自然的食物鏈關係，利用自然生態工法維持

生態平衡。這塊土地自轉型休閒農場以來，常年不使用農藥及化學肥料，以

尊重環境倫理的方式，讓園內作物自然生長，為週邊的動物昆蟲提供天然的

食物來源。

Pomelo
文
旦
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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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入園

‧有機生態果園導覽解說

‧生態面面觀

‧採果體驗

‧帶回5顆文旦柚

‧魚鴨互動庭園散步趣

兌換內容

採果時間:每日10:00、13:30、

14:30、15:30四梯次

採果注意事項

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9-10月

開放採果日期

3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30(週二公休)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03-9588690

03-9588753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新寮二路161巷82號

sanfu farm@gmai l . com

www.sanfu farm.com.tw

東經121°45'14.3"／北緯24°37'4.5"

農場資訊

有機認證字號：HOA-O-028

◎部份區域設有無障礙空間



東風有機休閒農場

03-9587511

03-9588564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路)769號

lon587511@gmai l . com

www.a222. tw/WebMaster/

東經121°43'45.4"／北緯24°37'08.4"

東風有機農場，位於擁有得天獨厚天然景色的宜蘭，自然清心的

農場風光，鳥語花香的山谷溪流，充滿芬多精的氣息，遠離都市

中繁忙塵埃，這兒不用農藥及化學肥料經過自然淘汰柚子樹變少

了，但存活下來的變強壯了經自然農法栽植。而農場內備有自製

檜木皂架、筷子，以及推薦的明星商品，利用每年秋季所剩餘的

柚子提煉而成精油所製的手工香皂、植物精油洗髮液態皂，不含

化學成分、純正天然。

Pomelo文
旦
柚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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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導覽解說

‧柚子精油提煉體驗

‧帶回100ML天然柚子純露花水

兌換內容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9月

開放採果日期

5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8:30-17:30／假日 08:30-22: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帶寵物需酌收100元清潔費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義芳農場
義芳農場是由曾經獲得全國農民楷範的彭爸爸一手創建。他以40多年種植

果樹的經驗，將佔地約八公頃的山林果園，規劃為一處兼具休閒步道、觀光

採果的專業園區，分享他一生對果樹植栽的付出。義芳農場是苗栗縣西湖鄉

最大的休閒採果農場，園區佔地面積八甲地，保留原始風貌的自然景觀，裁

種水果具有獨特性，相較市面少有的品項。   

Pomelo
文
旦
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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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文旦柚

‧體驗採文旦柚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

  文旦柚或清潔精一瓶。

兌換內容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
  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

  式，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
  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
  果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

  及適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
  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9月-10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0912-932666 /  0937-771026

苗栗縣西湖鄉龍洞村11鄰雷公崁9號

ccpe1688@chin-ch ing .com.tw

Yi fa rm. idv . tw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義芳農場
義芳農場是由曾經獲得全國農民楷範的彭爸爸一手創建。他以40多年種植

果樹的經驗，將佔地約八公頃的山林果園，規劃為一處兼具休閒步道、觀光

採果的專業園區，分享他一生對果樹植栽的付出。義芳農場是苗栗縣西湖鄉

最大的休閒採果農場，園區佔地面積八甲地，保留原始風貌的自然景觀，裁

種水果具有獨特性，相較市面少有的品項。   

Pomelo
白
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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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白柚

‧體驗採白柚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

  白柚或清潔精一瓶

兌換內容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
  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

  式，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
  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
  果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

  及適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
  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2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0912-932666 /  0937-771026

苗栗縣西湖鄉龍洞村11鄰雷公崁9號

ccpe1688@chin-ch ing .com.tw

Yi fa rm. idv . tw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古早雞休閒農場
古早雞些閒農場位於芬園鄉，在這裡80%的居民都有在種荔枝。鄰近有台灣

民俗村，八卦山風景區，百果山風景區，碧山岩，中興新村等風景名勝，本

農場種植高品質之「黑葉」、「糯米」荔枝。適合家庭式遊憩之場所，自然

生態農村體驗。本農場的特產「荔枝乾」，麵包師傅吳寶春以本農場荔枝乾

為素材製作的「米釀荔香麵包」贏得世界大賽冠軍。   

Pomelo
文
旦
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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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西施柚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西

  施柚

兌換內容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
  提供採摘。
‧尚未成熟的荔枝不要摘，摘成
  熟的果實，鮮甜多汁。
‧盡量穿布鞋入果園以免蚊蟲叮
  咬。
‧戶外溫度較高，記得隨身攜帶
  飲用水哦。
‧為維護果園整潔，垃圾要記得
  帶走哦!
‧園區內另提供遊客西施柚果醬
  DIY製作(需另行付費150元)。

採果注意事項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0月中-11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15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30

農場開放時間

049-2524362

049-2528413

彰化縣芬園鄉舊社村彰南路五段451巷36號

rona ld .ck i tc@msa.h inet .net

www. facebook.com/GoodFarmChicken/?re f=aymt_homepage_pane l

古早雞休閒農場

農場資訊



興瑞文旦

0937-976379

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一段268-3號

smal lcat325@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cheer fu l ru i

興瑞文旦位於瑞穗鄉，從民國72年第一代游金水開始栽種，到第二代游

胡興改變耕作方式，減少農藥及化學肥料外，也禁用除草劑，讓農作物

檢驗達到零檢出。現在第三代游胡偉為了創造消費者、生產者及環境三

贏，從生態環境做起，用人工除草，並培養不同本土植被，創造天敵環

境。落果和修剪的枝條製作成環保酵素和堆肥後，再回歸到土地。另

外，還種植香茅，取出精油，來驅除病蟲害，並取過慈心有機轉型期標

章。希望消費者買的安心、吃的開心、對我們有信心。

Pomelo文
旦
柚

農場資訊

177 178

‧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文旦柚

‧體驗採果

‧可帶回市價180元的文旦柚

兌換內容

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8月底-9月初

開放採果日期

1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勿跑跳

‧勿戴傘或尖銳物品刺傷鮮果

‧注意採收車行進路線

‧勿亂丟垃圾及果皮

‧提前一個禮拜預約

採果注意事項

09:00-15:00

農場開放時間

◎帶寵物限採收區域



柿子
PERSIMMON

水│果│介│紹

台灣柿子大致分為澀柿及甜柿兩大類，澀柿果形較大，果形端正，經過脫澀處理

後作為脆果，俗稱脆柿；甜柿果實大，頂部豐圓呈扁球形，果皮紅黃色，成熟後

則轉為濃紅色，色澤鮮艷，肉質細密，香脆多汁，甜度高、口感極佳，毋須脫澀，

即可食用。

盛產期│10-12月

產地│台中、苗栗、嘉義、新竹、南投

觀光活動│新埔柿餅節、番路柿子節

伴手禮│柿葉茶禮盒、柿餅禮盒、柿果子脆片

秋│季│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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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事先預約，確認是否還有水果。

‧不浪費水果且注意採果刀具之安全。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採果注意事項

新峰農場
Persimmon筆

柿

‧採果前導覽解說(筆柿加工產品介紹

  及知識學習

‧試吃農場產品

‧體驗採筆柿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00元的筆柿及市

  價120元葡萄乾一包或水果餅乾一包

兌換內容

3分地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1月中-12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2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3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一位在地農夫的耕耘故事 一份熱情純樸的心

揮灑汗水與用心的結晶  帶給您幸福的味道

在台中市新社區，一圓採果的美夢，品嘗剛採摘的鮮果滋味…….。

一場不一樣的田園風情，新峰農場與遊客分享農家喜悅的點點故事。農場

採用網室自然栽培，水果皆以套袋處理、清潔衛生，水果粒粒飽滿、口口

香甜。農場另有雅房溫馨民宿邀您來主人家作客。

服務項目：

1.一年四季採果體驗

2.當地農特產品販售

3.農場DIY體驗

4.導覽解說服務

5.農事體驗行程規劃服務

6.新社深度遊程服務

7.校外教學學習體驗

8.農村深度旅遊體驗規劃服務

10人以下請撥打：04-25811938／04-25824243

10人以上團體請撥打：0919-722929

04-25823686

台中市新社區中和街二段264號

cyen. t rave l@gmai l . com

FB :  新峰農場-酋長女兒的家

東經120.815435／北緯24.186719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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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路限農產展場區域



擁葉生態農場

04-25879586/0988-238141

04-25874657

台中市東勢區東崎路三段688巷168號

yungyeh688168@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YungYamaLe isureFarm. tw

本農場係以生態有機為主題的農場，為了維繫生態平衡，本場一直採行自

然農法及有機農業經營MOA認證，所生產的蔬果開放採果或供自家餐廳食

材及農產加工，實實在在，食在在地。

經過多年生態復育，友善對待土地，已培育出多元生物與植物共生，尤其

4-5月份螢火蟲季，到了晚上，果園裡隨處可看到螢光點點，如此景象即

本場友善耕作的最好認證。場內還有世界級的建築-梨文化館。

Persimmon甜
柿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甜柿
‧體驗採果
‧採果後可帶回2斤甜柿

兌換內容

‧本場的遊客服務中心設有品嚐區，採
  果之前導覽解說及水果免費品嚐，所
  以進了園區內禁止隨採隨吃，因會致
  園內病蟲孳生。
‧來賓如遇採果疑問時，請詢問園內工
  作人員，以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
  害。
‧若有年幼幼童，敬請家長妥善照顧，
  請勿在園區嬉戲，以免發生意外。
‧請遵照一般採果體驗之原則。

採果注意事項

0.5公頃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0月-11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9:00-18:00／假日 08:3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接駁服務
豐原客運東勢站/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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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嶺甜柿部落

0910-989542

台中市和平區達觀里天嶺巷22-1號

did i40124@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pers immon. t r ibe

東經120°56´15.0＂／北緯24°19´30.8＂

摩天嶺的「甜柿部落」，由甜柿部落、七仙女甜柿園、禎香甜柿園與雄

柿果園四大果園家族共同經營。原初於產地市場銷售，長期客群以中盤

商為主，但家族成員認為優質的甜柿無法直達消費者略微可惜，因此決

定以甜柿部落為品牌行銷，以最優惠的價格提供最新鮮甜美的甜柿於消

費者品嚐，讓喜愛甜柿的朋友嚐鮮粒粒飽滿的果實。甜柿部落非常用心

於嚴峻的摩天嶺山坡上培育肥美的甜柿，二代農民鈞琳看到父母與家族

成員們的辛勞，堅持放棄高薪回鄉幫忙家族成員行銷甜柿部落，一同努

力保育與宣揚甜柿部落之美。甜柿部落盛產的甜柿口感獨特！味道甜

美！歡迎大家前來摩天嶺見證甜柿的魅力唷！

Persimmon甜
柿

農場資訊

185 186

‧甜柿果園導覽解說

‧感受陵線景觀之美

‧體驗採果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甜柿及

  小農自家栽種的野菜

‧高山咖啡品嚐

兌換內容

1000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1-12月

開放採果日期

8-1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水寨一方農場
本農園位於台中市東勢區中嵙里【梨之鄉休閒農業區】，交通便利，依山

傍水，環境無汙染，適合果樹種植，為友善利用土地，永續經營，兼顧生

產、生活、生態，採用草生栽培，不使用除草劑。

主要農產有甜柿、桶柑、臍橙等。

Persimmon甜
柿

187 188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甜柿

‧體驗採甜柿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等值甜柿或

  加工品。(超過部分按市價計算)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9月-10月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聽從導覽人員解說。

‧果園於山坡上，走路請小心，斜坡注意

  路滑。

‧使用採果工具請注意安全。

‧請勿攀折花木。

‧山上有蚊蟲，請穿著長褲、長袖外衣，

  或擦防蚊液。

‧為維護環境清潔，果園區內請勿亂丟果

  皮垃圾。

採果注意事項

貼心服務│     寵物

0987-382916/0920-210383

台中市東勢區中嵙里東崎路三段396號

roy lo lc5501@gmai l . com

24°15'32.5"N 120°52'00.0"E 橫龍公車站牌斜對面

農場資訊



東新觀光果園
東新農園成立至今於有三十年歷史，是一對純樸的夫妻經營，充滿濃濃的

人情味，果園的主人很用心的在農園栽種滿滿鮮甜多汁的水果，有水梨、

甜柿、柑橘等等。

喜歡體驗農村的人們趁著假日遠離都市塵囂，讓心靈放鬆，享受著農村生

活以及品嚐，並由您親手摘下新鮮水果，給您體會"開心農場"的感覺。

Persimmon甜
柿

189 190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甜柿

‧體驗採甜柿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甜柿或小禮品

兌換內容

2.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9月-10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6:3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確

  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並告知

  人數及時間。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避

  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採下來視

  同購買不能丟棄，除非腐壞、故障。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民

  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並

  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04-25885960

台中市東勢區勢林街約5公里處(往東勢林場方向)

Hsiaoyan12476@yahoo.com.tw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九芎坪果園

0919-838199

049-2821443

南投縣水里鄉上安村永安路11號

Bhl6891@ms17.h inet .net

Persimmon柿
子

農場資訊

‧採果前介紹解說

‧體驗採甜柿

‧帶回2台斤富有甜柿

兌換內容

‧夏日防曬，請著薄長袖衣褲。

‧區內為提倡環保，不主動提供

  紙杯，請自備環保杯。

採果注意事項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9月初-11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位於水里鄉上安村，居通往東埔溫泉風景區的交通要道，且鄰近風櫃斗賞

梅區，是您周休渡假，來泡湯、採果(採用自然農法栽種)、賞梅的理想住

宿點。當您靠近九芎坪民宿，即可聞到一股淡淡的茶香。

191 192貼心服務│     寵物



柿子哥果園

0972-302602

05-2592012

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鳳梨農場6號

john_661011@yahoo.com.tw

www. facebook.com/groups/924414397621696/

Persimmon柿
子

農場資訊

‧導覽解說柿子的品項及生長過程

‧免費試吃柿子

‧體驗採果

‧並可帶回２台斤的柿子

兌換內容

柿子需經人工脫澀後才可食用，

請勿直接摘取食用。

採果注意事項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0-11月

開放採果日期

8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使用網路限接待處區域

柿子哥果園種植龍眼，四周柿[紅柿]，牛心柿[真空脫澀]，鑽石蜜柿，雖

然種類不多可都是在柿子哥的細心照顧下茁壯長大.....目前傳統牛心柿[水

柿]大多以石灰脫澀為主，近年農會所輔導之{真空脫澀} 技術，透過中興大

學園藝系謝慶昌教授之指導，採用抽除袋中空氣的方式，配合溫度及時間

的調控，使柿果自然完全脫澀，仍能保留鮮果脆度，風味及美觀，延長保

鮮的期限。

鑽石蜜柿亦是柿子哥極力推薦的產品，雖然這種品種比一般牛心柿較慢採

收，數量也不較多，但酒越沉越香,讓鑽石蜜柿吃起來的口感更是香甜，水

份較多，果肉也較硬較脆，可說是[柿]子裡的[柿]子王啊 !

柿子哥在番路鄉可算是較為年輕輩的柿子農，為了讓大家都能吃到幸福的

好滋味，亦然決然放棄都市光鮮亮麗的生活回到自己的家鄉推廣柿子產業，

他的毅力與決心身深受地方父老讚賞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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蓁蓁園
蓁蓁園位於番路鄉彈藥庫內，多年來以草生栽培及自然管理的方式經營。

傳統的柿子脫澀方式都是以浸泡石灰水處理，蓁蓁園多年來，不斷在脫澀

方面改進突破，經過專家輔導及摸索改進，努力在真空脫澀作了十年，近

兩年並在遠東愛買超市上架販售!

真空脫澀的柿子，呈現柿子原有的亮麗光鮮同時，鎖住甜度及鮮脆的口

感，冷藏後更可口，並可延長保鮮期限，期望＂番路是柿子的故鄉＂，能

發揚光大。

Persimmon柿
子

農場資訊

‧果園導覽解說

‧柿子脫澀體驗

‧帶回市價180元的柿子

兌換內容

1.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0月初-11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

  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

  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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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7-355928

05-2593672

嘉義縣番路鄉番路村下石頭埔7鄰50號

abc990301@yahoo.com.tw



洛神
ROSELLE

水│果│介│紹

洛神一般多加蜂蜜熬製花茶，或製成蜜餞、果醬，享受它酸酸甜甜戀愛般的滋

味。含有豐富的花青素、黃酮素、多酚，可以養顏美容，調整血脂，維護肝臟

健康的作用。且具有平衡身體內的酸鹼值的效果，極具保健功效。

盛產期│9-11月

產地│台東、高雄、南投、花蓮、台南

觀光活動│台東金峰洛神花季

伴手禮│洛神花蜜餞、洛神燕麥糕、洛神花蓮薯

秋│季│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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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村有機渡假農場

03-9613385/0932-090003

03-9512855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村梅花路300號

king lan .wu@msa.h inet .net

www. fa i ry -s tory .com. tw

東經121°44'32"／北緯24°39'56"

童話村有機渡假農場，是小型有機認證農場亦是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歡

迎大家來體驗有機生態環境，享受一年四季不同農作物的有機餐飲美食。

多久沒有出來走走，轉換心情，體驗鄉村風光，幸福滋味~快來童話村保

證讓您帶著滿滿的回憶回家喔~

Roselle有
機
洛
神

農場資訊

‧採果前有機洛神花果園導覽解說

‧體驗採洛神花

‧洛神花蜜餞DIY或洛神花果醋DIY(二選一)

‧DIY後可帶回成品

兌換內容

0.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9-11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10:00-17:00／假日 10: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大朵的洛神花才可以採摘

採果注意事項

※搭大眾運輸前往農場者，請在台北轉運站搭

葛瑪蘭或首都巴士，搭直達羅東站後轉搭首都

281線在廣興國小下車。（早上8:00、11:00、

13:30、15:30、17:30，一日共5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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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野莊園休閒農場

03-9371478

宜蘭市黎明一路88號

Eland0912592789@yahoo.com.tw

www.ctnet .com. tw/ l i ya/ index .htm

N24.4431.4    E121.4648.1

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曾經還是年輕帶著熱血離開故鄉，去尋找心裡深處的

夢想，從心靈深處的反覆耕耘，發現那夢想的種子早已播下了，這幾年來

琢磨了它，體認到還是鄉下生活最適合現代忙碌的人們，興起打造一個無

憂無慮令人舒展的園子和朋友們分享，一切就是這樣子開始。以農家四季

蔬果區為體驗主題，農家體驗如鐵牛車、米苔目米食DIY、生態導覽等，

生產的農產品和一般生活居家的連結，如果醬DIY、歐姆蛋DIY，讓農家和

居家距離更近。

洛
神

農場資訊

‧搭鐵牛車參觀莊園內蔬果區、家禽

  養殖及生態導覽

‧體驗採洛神花

‧農村四季果醬DIY

兌換內容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請參與採果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

  物及適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

  用品。

‧活動需3人成行。

採果注意事項

0000

開放採果面積
8-11月

開放採果日期

8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30-17:3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wif i無線網路

Ros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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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香草休閒農場

03-3872540/0958-226256

03-3872539

桃園市大溪區福安里3鄰埤尾22-8號

tomita love@yahoo.com.tw

www.tomi ta .com.tw

東經121.2879423／北緯24.8387452

富田香草休閒農場面積約兩公頃，彩虹花田、薰衣草、波斯菊、向日葵、

七彩金魚草等時序花卉，為農場交織出四時不同的美景，幾年來一直是北

台灣浪漫花田的代表，也因此成為戀人必訪及婚紗攝影偶像劇拍攝的著名

景點。

園區除[幸福浪漫花田]、[婚紗攝影基地]景觀為偶像劇婚紗拍攝主要場景

外，歐風主屋[愛情城堡]景觀餐廳提供餐飲服務，主屋右側[情人湖]以及[

可愛寵物農莊]都受到遊客歡迎，秋季更有採洛神花體驗喔！！

洛
神

農場資訊

‧農場入園門票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每人約採30粒)

‧洛神花蜜餞DIY

‧帶回製作完成之洛神花蜜餞

兌換內容

‧每張採果券限採約30粒洛神花

‧採果時間為14:00-15:00

‧洛神花蜜餞DIY時間為15:00-16:00

採果注意事項

0.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0-11月

開放採果日期

5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Ros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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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寵物限餐廳以外區域 ◎使用網路限餐廳區域



自然主義農園
自然主義農園，以堅持自然，追求一種對土地友善的耕種方法，尊重大

地的自然循環，不施農藥及化肥是我們最基本的耕種態度，與大地一起

努力。「共好」是我們的理念，也是自然主義農園努力的目標。自然主

義農園以友善土地的耕作方式生產，提供台東健康、無毒、優質及安心

的農產品。

Roselle洛
神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洛神蜜餞DIY並可帶回DIY產品

兌換內容

0.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1月

開放採果日期

5-1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有機田請穿著長袖衣褲

‧務必遵守農園安全規定

採果注意事項

089-515759

089-510713

台東市知本路一段915巷235號

plantat ion@kimo.com

www.facebook.com/matura l i sm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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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
GRAPE

水│果│介│紹

台灣所種的葡萄約17種，以巨峰葡萄為主，其果粒大，堅實而耐貯藏。葡萄滋味

甜美，含豐富營養素，即使市面上不乏世界各地進口葡萄，但台灣所產葡萄那種

濃郁芳香，酸甜可口滋味，依然無法被取代!

盛產期│夏果：6-8月；冬果：10-12月

產地│彰化、台中、苗栗、南投、高雄

觀光活動│大村葡萄之鄉路跑活動

伴手禮│晶鑽葡萄酥、蘭姆葡萄餅禮盒、葡萄醬

秋│季│水│果

207 208



新峰農場

10人以下請撥打：04-25811938／04-25824243

10人以上團體請撥打：0919-722929

04-25823686

台中市新社區中和街二段264號

cyen. t rave l@gmai l . com

FB :  新峰農場-酋長女兒的家

東經120.815435／北緯24.186719

一位在地農夫的耕耘故事 一份熱情純樸的心

揮灑汗水與用心的結晶  帶給您幸福的味道

在台中市新社區，一圓採果的美夢，品嘗剛採摘的鮮果滋味…….。

一場不一樣的田園風情，新峰農場與遊客分享農家喜悅的點點故事。農場

採用網室自然栽培，水果皆以套袋處理、清潔衛生，水果粒粒飽滿、口口

香甜。農場另有雅房溫馨民宿邀您來主人家作客。

服務項目：

1.一年四季採果體驗

2.當地農特產品販售

3.農場DIY體驗

4.導覽解說服務

Grape葡
萄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試吃葡萄

‧體驗採葡萄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00元的葡萄及市

  價120元的葡萄乾一包

兌換內容

‧請事先預約，確認是否還有水果。

‧不浪費水果且注意採果刀具之安全。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採果注意事項

8分地

開放採果面積

6月底-7月底／10月中-12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2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3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5.農事體驗行程規劃服務

6.新社深度遊程服務

7.校外教學學習體驗

8.農村深度旅遊體驗規劃服務

209 210

◎使用網路限農產展場區域



奈米休閒農場

04-8539810/0919-327075

04-8538389

彰化縣大村鄉南勢村南二橫巷８號

naimi fa rm@gmai l . com

blog.yam.com/na imi fa rm/

東經120.55605北緯23.98519

大村鄉有田園風光外更是巨峰葡萄故鄉，南勢村的奈米休閒農場，結合了

生活、生產、生態，是一處可供遊客休憩、團康活動、DIY、採果與田園

生態體驗的好去處。果園除了講究鮮果健康與安全，分室外與溫室葡萄，

全場區均是不使用農藥及草生栽培等方式管理。葡萄每年均經農委會農藥

所及SGS檢驗無農藥殘留雙重驗證，並有農委會「吉園圃」認證，而農委

會輔導「葡萄汁伴手禮」更蘊藏著果園天然香酸甜好滋味，還有紅蕃茄與

無花果也值得你來採。此外，園區也提供鐵板烤肉、焢窯、情人套餐、下

午茶，結合彰化鄰近休閒農場，可搭配一日遊或二日遊，讓你有愉快及滿

足的田園樂趣。

Grape葡
萄

農場資訊

‧採果前果園導覽解說

‧體驗採葡萄

‧採果後可帶回1斤葡萄

兌換內容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4-8月／12月-隔年2月

開放採果日期

1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大村火車站

接駁服務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

  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

  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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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10:00-18:00／假日09: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葡萄柚
GRAPEFRUIT

水│果│介│紹

含有豐富維他命Ｃ的葡萄柚，正是催促排便的催化劑，早上空腹飲用自製的葡

萄柚汁，不但可以解決便秘之苦，還可以排除腎毒，亦有美白肌膚的作用。

盛產期│10-11月

產地│台南、嘉義、雲林、南投

秋│季│水│果

213 214



興瑞文旦

0937-976379

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一段268-3號

smal lcat325@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cheer fu l ru i

興瑞文旦位於瑞穗鄉，從民國72年第一代游金水開始栽種，到第二代游

胡興改變耕作方式，減少農藥及化學肥料外，也禁用除草劑，讓農作物

檢驗達到零檢出。現在第三代游胡偉為了創造消費者、生產者及環境三

贏，從生態環境做起，用人工除草，並培養不同本土植被，創造天敵環

境。落果和修剪的枝條製作成環保酵素和堆肥後，再回歸到土地。另

外，還種植香茅，取出精油，來驅除病蟲害，並取過慈心有機轉型期標

章。希望消費者買的安心、吃的開心、對我們有信心。

Grapefruit青
皮
甜
葡
萄
柚

農場資訊

215 216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青皮甜葡萄柚

‧體驗採青皮甜葡萄柚

‧採果後可帶回3斤的青皮甜葡萄柚

兌換內容

0.7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0月中-11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1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提前一個禮拜預約

‧穿著長袖長褲，避免蚊蟲叮咬

採果注意事項

09:00-15:00

農場開放時間

◎帶寵物限採收區域



金棗
KUMQUAT

水│果│介│紹

金棗雖因形似棗子而得名，但實際上是柑橘類的一種，正式名稱為「金柑」，宜

蘭為主要產地。金棗果實呈圓形或橢圓形，金黃色，大約如大拇指，可連皮帶肉

吃食，果皮甜中帶點苦味，可潤喉，生津解渴，幫助消化，製成蜜餞成為最受歡

迎的伴手禮。

盛產期│12月至隔年2月

產地│宜蘭、彰化、屏東、雲林、嘉義

觀光活動│礁溪金棗文化節

伴手禮│金棗牛舌餅、生津金棗茶、金橘手工餅乾

冬│季│水│果

217 218



錦普觀光果園

03-9231427/0920-237543

03-9232869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村枕山路106-2號

gon@mai l .e - land.gov . tw

FB：錦普觀光果園

東經121°43'09.4"／北緯24°46'28.1"

Kumquat金
棗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帶回市價180元之金棗或金棗加工

  伴手禮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1月中-隔年3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果園栽種一年四季皆有生產的水果，有香甜的珍珠芭樂、香酸甜

的金棗及桑椹、汁多肉嫩的水梨，提供遊客體驗採果的樂趣，不

僅可以體驗採果收穫的成就感，還可現場大飽口福，並有深度的

栽培過程導覽解說。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

  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

  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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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立果園
果園在宜蘭三星牛鬥。牛鬥位於蘭陽溪旁，是蘭陽沖積平原的頂端，只要

找到牛鬥橋就能找到在牛鬥橋頭下方的果園。面積約一公頃的果園內植栽

果樹有茂谷柑、佛利蒙柑、金棗、佛手柑、香水檸檬、珍珠芭樂、紅心芭

樂等。果園水果整年的產期大致從八月底九月初芭樂的熟成開始，十一月

是佛利蒙、十二月是金棗的成熟期，一月中旬開始可以採收茂谷柑，香水

檸檬及佛手柑整年都會開花結果，除了五~七月水果產項較少，幾乎全年

都有水果可採。

金
棗

‧採果前果園導覽水果介紹

‧體驗採金棗

‧採果後帶回市價180元的金棗或水果加工品

兌換內容

６分地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1月-隔年3月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採電話預約制

農場開放時間

果園地面土石多，果樹樹枝亦多，還請穿

著輕便衣物，運動鞋或平底包鞋為佳，請

勿穿跟鞋拖鞋以避免受傷。

採果注意事項

0932-263361

宜蘭縣三星鄉泰雅一路牛鬥橋邊(台七丙線約1K處)

stacey5420@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MrLongFarm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Kumq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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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礁溪農場
來大礁溪農場『棗』幸福喔～

大礁溪農場位於風景優美的望龍埤附近，園區有種植金棗、紅心芭樂、珍珠

芭樂、金桔….等。大致可分為採果區、生產區和戶外教學體驗區。

除了提供採果、DIY體驗外，並自己研發製作無香精、無色素、無防腐劑之

金棗果醬、金棗蜜餞和水果冰淇淋….等。

金棗是枕山在地特有的水果之一，農曆十月半開始，果園區飄來陣陣柑橘類

的清香。彷彿在叮嚀外出的遊子;記住這個思念的味道…。

Kumquat
金
棗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

‧介紹金棗加工作法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00元的金棗鮮果。

  (若當日無水果，也可兌換農場內等值

  之農產品)

兌換內容

‧遊客請於出發日前一週內，請先E-mail
  上傳採果劵並清楚告知預約採果的日期
  及時間、人數、姓名;採果前一日以電話
  告知，採果當日請依約定時間在大礁溪
  農場集合。
‧出發前若有時間延遲或異動，請主動打
  電話告知農場主人並以電話保持聯絡。
‧請準備防蚊液、帽子、穿薄長袖進入果
  園採果。
‧若遇雨天採果，為個人衛生著想，請自
  行準備鞋套，才不會弄髒鞋子。

採果注意事項

1.5公頃開放採果面積

10月底-隔年2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開放採果人次

09:30-16:00農場開放時間

03-9225567/0935-172968

03-9231650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村坡城路18-6號

chiou .c225567@gmai l . com

blog.yam.com/ch iou225567
chiou225567.p ixnet .net/b log

東經121.702527574747 ／北緯24.779770344364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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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健康有機農場
意評的父親林永爍，在民國98年，與行健村張美阿嬤一同創辦行健有機

村，推廣有機對土地和環境友善的理念，開始積極參與有機村的設立。

退休之後，他買下位於宜蘭大同鄉，一座1.1公頃的金棗園，專心從事有

機農耕。因為用有機栽培，不噴灑農藥以及不施加任何的化學肥料，因

此農場裡常常可以發現蝴蝶、蜜蜂、小松鼠、五色鳥，大冠鷲也經常翱

翔於果園上空，擁有相當多樣化且吸引人的生態環境。

意評最大的夢想，就是讓國人瞭解友善環境對人體、土地與心靈健康的

重要，發展有機，避免被過多的化學肥料與農藥影響其生態環境，也是

為了保存故鄉的美麗田園，並呈現給每一位認同有機理念與想要認識有

機是什麼的顧客。

Kumquat有
機
金
棗

‧果園導覽解說金棗種植方式

‧採果體驗

‧採果後可帶回1公斤金棗鮮果(可自

  費150元體驗金棗軟糖DIY)

兌換內容

1.0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2月-隔年3月

開放採果日期

2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09:3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

‧請攜帶防曬及防蚊用品，並記得補充

  水份。

採果注意事項

03-9891239/0933-748080

宜蘭縣大同鄉松羅村玉蘭46號

epin1980@gmai l . com

FB：棗健康有機農場

東經121°35'39.1"／北緯24°40'14.9"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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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富金棗果園

039-874138

039-84453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34號

abc9874138@yahoo.com.tw

gold f ru i t .myweb.h inet .net

東經120°32'19.4"／北緯24°00'28.5"

Kumquat金
棗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金棗

‧金棗產品DIY

兌換內容

0.4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2月1日-隔年2月28日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

  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

  鞋子(勿穿有跟鞋子)，並自備防曬

  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每年11月至翌年3月是金棗產期，農曆過年時，成熟的金柑園，放眼望去一

片金黃，喜氣洋洋。而金棗在宜蘭成為全省唯一的特產地。而我們的果園經

過多年的研究與種植，把柚子與金棗和橘子合為一樹，是難得一見的景象，

您可以來瞧瞧。而我們也選擇了12月到2月底這個黃金時段來做開放，欲享

採棗之樂、品嚐新鮮的金棗風味，宜富觀光果園應是最好的選擇，歡迎網友

攜家帶眷來此一遊喔!!果園採草生栽培法是吉園圃安全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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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門生態花果園休閒農場

04-8522318/0933-415950

04-8528910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二段141巷20號

farmer2006a@yahoo.com.tw

東經120°32'19.4"／北緯24°00'28.5"

Kumquat金
棗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提供水果試吃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金棗

兌換內容

0.7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0月底-隔年2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2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劍門生態花果園休閒農場位於彰化縣大村鄉茄苳村，這裡是一處以栽種柑橘

類水果為主的園區，農場裡有豐富多元的柑橘種類如柳丁、椪柑、桶柑、金

桔、金棗、美人柑…等，園區採用友善土壤環境的草生栽培，整個果園綠意

盎然，生產的水果有吉園圃安全蔬果認證。因為農場日照充足，除了果樹可

因全日照的光合作用帶來水果的香甜美味外，更在藍天白雲的陪襯下，讓舒

適的果園環境帶來愉快的休閒採果心情。農場也有提供事先預約的團體解說

活動，是相當值得您安排親子採果、戶外教學、休閒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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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
TANGERINE

水│果│介│紹

台灣柑橘種類有20種以上，酸中帶甜、肉質柔軟多汁等風味。含豐富營養成分如

維生素A、C、B群，與礦物質如鈉、鉀、鎂、鋅…等，秋末冬初正是台灣柑橘成熟

時，觸目盡是成熟的金黃果實，處處飄散果香。

盛產期│11月至隔年2月

產地│台中、嘉義、台南、雲林、苗栗

觀光活動│新竹峨眉桶柑節、苗栗三灣稻鄉柑香季

伴手禮│逗留果乾禮盒、芸之香柑橘鹽、泉之橘餅

冬│季│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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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普觀光果園
Tangerine柑

橘

233 234

果園栽種一年四季皆有生產的水果，有香甜的珍珠芭樂、香酸甜

的金棗及桑椹、汁多肉嫩的水梨，提供遊客體驗採果的樂趣，不

僅可以體驗採果收穫的成就感，還可現場大飽口福，並有深度的

栽培過程導覽解說。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柑橘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之柑橘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1月-隔年1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

  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

  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03-9231427/0920-237543

03-9232869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村枕山路106-2號

gon@mai l .e - land.gov . tw

FB：錦普觀光果園

東經121°43'09.4"／北緯24°46'28.1"

農場資訊



炳智果園

03-9891080/0917-162208

宜蘭縣三星鄉天山村3鄰下湖路47-52號

shmes0707@yahoo.com.tw

東經121°38'02.0"／北緯24°38'55.7"

位於海拔430公尺高的炳智果園，因地理環境優勢，可鳥瞰三星

地區景觀並遠眺龜山島，且因擁有純淨的水源而孕育出了三星桶

柑、茂谷柑、無籽桶柑，果肉甜酸多汁，歡迎您蒞臨採果品嚐。

Tangerine柑
橘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遊覽解說

‧體驗採果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茂谷柑

  或桶柑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3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15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貼心服務│     寵物235 236



大山背休閒農場
大山背休閒農場為大山背休閒農業區的核心成員，農園位置位於大山背山

海拔500~700公尺的山坡上，園區地勢較高，到果園的民眾可以開車到樂

善堂停車，步行至果園，一來可免受尋找車位之苦，也可順便健身運動，

或是直接驅車到農園的小停車場停車。

此處果園向陽背風，因此生產出來的柑橘風味特佳，顏色鮮紅味道甜美，

讓人忍不住想去品嘗，盛產期為每年12月至次年3月，種類分為茂谷柑及

帝王柑、砂糖橘等。

Tangerine柑
橘

‧園區導覽解說

‧柑橘種類辨識

‧免費試吃

‧體驗採橘子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或3斤的橘子

兌換內容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1月中-隔年3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99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8:00-18:00／假日 08:00-16:3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0926-192049

新竹縣橫山鄉豐鄉村5鄰52號

tzengscot t@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dashanbe i

東經121°08'05.2"／北緯24°41'46.1"

農場資訊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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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erine柑
橘

239 240

橘二代
橘二代!苗栗大湖草莓鄉中的一小片橘子園，青年返鄉承接父業的傳承使

命，農業是台灣的根與本，友善農業從我開始。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柑橘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柑橘

兌換內容

450坪

開放採果面積

12月20日-2月10日

開放採果日期

5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確

  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穿著輕便帶小帽、球鞋或雨鞋。

採果注意事項

037-994459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村1鄰7號

Ahmg.san@gmai l . com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ㄚ發哥果園
ㄚ發哥果園內的果樹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園主堅持一貫的種植理念，果園

的果樹皆是以發酵的牛奶灌溉長大，定期的施肥及管理，讓果園中的水果

果肉不但甜美且多汁，更附含數種維他命礦物質，沒有農藥殘留讓來採果

的朋友們吃的安心採的放心!! 

進入園區前，方能先享受到竹林&森林裡的微風輕拂，體驗蜿蜒綿延的山

中小路，彷彿來到世外桃源，享受芬多精的洗禮，去除塵世的紛擾，讓疲

倦的心靈來這裡重新熱情起來吧!

Tangerine柑
橘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柑橘

‧體驗採柑橘

‧採果後可帶回180元的柑橘

兌換內容

0.9+0.4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國曆11/1至隔年農曆過年

開放採果日期

沒有限制

開放採果人次

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037-951547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四份46號

x5210x@gmai l . com

037951547.mmm.tw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國小或大湖鄉雙華道路

農場資訊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園區內不能邊採邊吃，試吃請至櫃台

  (現僅櫃台提供試吃)

採果注意事項

241 242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義芳農場
義芳農場是由曾經獲得全國農民楷範的彭爸爸一手創建。他以40多年種植

果樹的經驗，將佔地約八公頃的山林果園，規劃為一處兼具休閒步道、觀

光採果的專業園區，分享他一生對果樹植栽的付出。義芳農場是苗栗縣西

湖鄉最大的休閒採果農場，園區佔地面積八甲地，保留原始風貌的自然景

觀，裁種水果具有獨特性，相較市面少有的品項。   

Tangerine三
寶
柑

243 244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三寶柑

‧體驗採三寶柑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三

  寶柑或清潔精一瓶

兌換內容

採果注意事項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1月中旬-隔年2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
  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

  式，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
  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
  果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

  及適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
  防蚊用品。

0912-932666 /  0937-771026

苗栗縣西湖鄉龍洞村11鄰雷公崁9號

ccpe1688@chin-ch ing .com.tw

Yi fa rm. idv . tw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義芳農場
義芳農場是由曾經獲得全國農民楷範的彭爸爸一手創建。他以40多年種植

果樹的經驗，將佔地約八公頃的山林果園，規劃為一處兼具休閒步道、觀

光採果的專業園區，分享他一生對果樹植栽的付出。義芳農場是苗栗縣西

湖鄉最大的休閒採果農場，園區佔地面積八甲地，保留原始風貌的自然景

觀，裁種水果具有獨特性，相較市面少有的品項。   

Tangerine美
女
柑

245 246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美女柑

‧體驗採美女柑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美

  女柑或清潔精一瓶

兌換內容

採果注意事項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1月中旬-隔年2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
  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

  式，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
  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
  果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

  及適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
  防蚊用品。

0912-932666 /  0937-771026

苗栗縣西湖鄉龍洞村11鄰雷公崁9號

ccpe1688@chin-ch ing .com.tw

Yi fa rm. idv . tw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義芳農場
義芳農場是由曾經獲得全國農民楷範的彭爸爸一手創建。他以40多年種植

果樹的經驗，將佔地約八公頃的山林果園，規劃為一處兼具休閒步道、觀

光採果的專業園區，分享他一生對果樹植栽的付出。義芳農場是苗栗縣西

湖鄉最大的休閒採果農場，園區佔地面積八甲地，保留原始風貌的自然景

觀，裁種水果具有獨特性，相較市面少有的品項。   

Tangerine肚
臍
柑

247 248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肚臍柑

‧體驗採肚臍柑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肚

  臍柑或清潔精一瓶

兌換內容

採果注意事項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1月中旬-隔年2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
  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

  式，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
  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
  果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

  及適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
  防蚊用品。

0912-932666 /  0937-771026

苗栗縣西湖鄉龍洞村11鄰雷公崁9號

ccpe1688@chin-ch ing .com.tw

Yi fa rm. idv . tw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義芳農場
義芳農場是由曾經獲得全國農民楷範的彭爸爸一手創建。他以40多年種植

果樹的經驗，將佔地約八公頃的山林果園，規劃為一處兼具休閒步道、觀

光採果的專業園區，分享他一生對果樹植栽的付出。義芳農場是苗栗縣西

湖鄉最大的休閒採果農場，園區佔地面積八甲地，保留原始風貌的自然景

觀，裁種水果具有獨特性，相較市面少有的品項。   

Tangerine佛
利
檬
柑

249 250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佛利檬柑

‧體驗採佛利檬柑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佛

  利檬柑或清潔精一瓶

兌換內容

採果注意事項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1月中旬-12月上旬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
  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

  式，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
  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
  果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

  及適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
  防蚊用品。

0912-932666 /  0937-771026

苗栗縣西湖鄉龍洞村11鄰雷公崁9號

ccpe1688@chin-ch ing .com.tw

Yi fa rm. idv . tw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義芳農場
義芳農場是由曾經獲得全國農民楷範的彭爸爸一手創建。他以40多年種植

果樹的經驗，將佔地約八公頃的山林果園，規劃為一處兼具休閒步道、觀

光採果的專業園區，分享他一生對果樹植栽的付出。義芳農場是苗栗縣西

湖鄉最大的休閒採果農場，園區佔地面積八甲地，保留原始風貌的自然景

觀，裁種水果具有獨特性，相較市面少有的品項。   

Tangerine蜜
柑

251 252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蜜柑

‧體驗採蜜柑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蜜

  柑或清潔精一瓶

兌換內容

採果注意事項

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1月中旬-12月上旬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
  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

  式，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
  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
  果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

  及適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
  防蚊用品。

0912-932666 /  0937-771026

苗栗縣西湖鄉龍洞村11鄰雷公崁9號

ccpe1688@chin-ch ing .com.tw

Yi fa rm. idv . tw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情人谷果園
「情人谷果園」位於豐原境內，園區免費入園，是中部知名旅遊勝地。農

場屬低海拔林地，自然生態豐富，有五色鳥、樹蛙、蝴蝶、螢火蟲等。

5600坪左右園區裡，陸續增加自然生態的區域，而由十四個班員栽培的觀

光果園，品質深受肯定。來此可體驗春天的新綠、夏天濃蔭、秋季柑橘黃

葉，到了冬天落葉飄零只剩枯枝，憑添蕭瑟之美，四季不同風情，是休閒

渡假、散步好地方。

Tangerine柑
橘

‧採果前果園導覽解說

‧體驗採柑橘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柑橘

兌換內容

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1月-隔年2月

開放採果日期

5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10: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04-25260650

台中市豐原區東陽路清谷巷2號

pcfr119@gmai l . com

www. loverva le .com.tw

東經120°45'25.0"／北緯24°13'32.6"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253 254



‧採果前介紹解說

‧體驗採柑橘

‧現場品嚐柑橘(依開放成熟果實)

‧採果後可帶2台斤的柑橘

兌換內容

1-1.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1月-2月

開放採果日期

數百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依現場介紹和說明。

採果注意事項

Tangerine柑
橘

255 256

公老坪農場
親近自然、享受鮮果及山餚碳美味…漫步在農場裡，聽不到城市的喧囂吵

雜，只有蟲鳴鳥叫聲陪伴您，空氣中瀰漫著果樹花草散發出來的香氣，更

讓人覺得神清氣爽。在午後的時光，坐在樹蔭下，吹著那徐徐微風，小睡

一番，可謂“偷得浮生半日閒＂呀﹗

    公老坪休閒農場是全國第一家創辦的觀光果園，也是您親近自然、享受

渡假的好地方。逢佳節來臨，正是水果成熟時、一顆顆潤甜果，令人垂涎

欲滴、隨著淡淡的黃金波光傳送著一陣陣的鄉土味，夾雜著些許甘醇，這

田園之美、特請您來細細品味 !

04-25245907

04-25284187

台中市豐原區水源路坪頂巷12號

gorop@ho.net . tw

www.gorop.com.tw

農場資訊

◎使用網路限接待大廳、餐廳、住宿區等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帶寵物限小型寵物及戶外場地，果園等



Tangerine柑
橘

257 258

水寨一方農場
本農園位於台中市東勢區中嵙里【梨之鄉休閒農業區】，交通便利，依山

傍水，環境無汙染，適合果樹種植，為友善利用土地，永續經營，兼顧生

產、生活、生態，採用草生栽培，不使用除草劑。

主要農產有甜柿、桶柑、臍橙等。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桶柑

‧體驗採桶柑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等值桶柑或

  加工品。(超過部分按市價計算)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2月-隔年1月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聽從導覽人員解說。

‧果園於山坡上，走路請小心，斜坡注意

  路滑。

‧使用採果工具請注意安全。

‧請勿攀折花木。

‧山上有蚊蟲，請穿著長褲、長袖外衣，

  或擦防蚊液。

‧為維護環境清潔，果園區內請勿亂丟果

  皮垃圾。

採果注意事項

0987-382916/0920-210383

台中市東勢區中嵙里東崎路三段396號

roy lo lc5501@gmai l . com

24°15'32.5"N 120°52'00.0"E 橫龍公車站牌斜對面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公道農園
公道農園開放果樹認養，實現您在山中擁有一棵結實纍纍果樹的夢想，可

以帶著一家大小來採果，觀察果園中的植物生態呢！每棵認養的果樹，在

一年當中將提供您50台斤的椪柑（也可換成園中其他水果特產，如四季檸

檬、茂谷柑、錫蘭橄欖、筆柿等水果。）

　　園主人詹益輝先生秉持著果農的誠信以及對自然的堅持，以生態工法

一手打造了位於新社山區的「公道農場」。因為使用生態工法以及自己多

年研發出的公道肥料，農園土地無污染，成為動植物的樂園。公道農園，

讓您全家吃到無毒健康的優良水果。

Tangerine柑
橘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

‧體驗採柑橘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柑橘

兌換內容

0.9+0.4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1月-隔年3月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04-25820384

台中市新社區協中街新社古堡隔壁巷入口

Natasha81888@gmai l . com

緯度24.228634　經度120.800387

農場資訊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勿穿有跟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

  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259 260



Tangerine柑
橘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柑橘

‧體驗採柑橘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柑橘或小禮品

兌換內容

2.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1月-隔年2月

開放採果日期

99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6:3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並

  告知人數及時間。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採下

  來視同購買不能丟棄，除非腐壞、故

  障。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261 262

東新觀光果園
東新農園成立至今於有三十年歷史，是一對純樸的夫妻經營，充滿濃濃的

人情味，果園的主人很用心的在農園栽種滿滿鮮甜多汁的水果，有水梨、

甜柿、柑橘等等。

喜歡體驗農村的人們趁著假日遠離都市塵囂，讓心靈放鬆，享受著農村生

活以及品嚐，並由您親手摘下新鮮水果，給您體會"開心農場"的感覺。

04-25885960

台中市東勢區勢林街約5公里處(往東勢林場方向)

Hsiaoyan12476@yahoo.com.tw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劍門生態花果園休閒農場

04-8522318/0933-415950

04-8528910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二段141巷20號

farmer2006a@yahoo.com.tw

東經120°32'19.4"／北緯24°00'28.5"

劍門生態花果園休閒農場位於彰化縣大村鄉茄苳村，這裡是一處以栽種柑橘

類水果為主的園區，農場裡有豐富多元的柑橘種類如柳丁、椪柑、桶柑、金

桔、金棗、美人柑…等，園區採用友善土壤環境的草生栽培，整個果園綠意

盎然，生產的水果有吉園圃安全蔬果認證。因為農場日照充足，除了果樹可

因全日照的光合作用帶來水果的香甜美味外，更在藍天白雲的陪襯下，讓舒

適的果園環境帶來愉快的休閒採果心情。農場也有提供事先預約的團體解說

活動，是相當值得您安排親子採果、戶外教學、休閒的好地方。

Tangerine柑
橘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橘子

‧提供水果試吃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橘子

兌換內容

0.7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0月底-12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2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263 264



‧水果與在地的故事        

‧農夫小撇步乎你知        

‧現採現吃體驗

‧換裝成台灣農夫的裝扮

‧贈送部份水果(時價)

‧農夫證留念

兌換內容

建議穿著運動鞋或登山鞋。

採果注意事項

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仙湖休閒農場

06-6863635

06-6863662

台南市東山區南勢里賀老寮一鄰6-2號

senwho@gmai l . com

www.senwho.com.tw

東經120°28'56.6"／北緯23°15'54.5"

仙湖農場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農作物綻放。

從春天的水果花、蜂蜜預告當年的豐收狀況，緊接著夏天荔枝、

龍眼，秋冬柑橘、咖啡。

跟著四季做不同的事，是農夫很幸福的生活。

傳承了農作，也傳承了兩百年土窯龍眼乾的技法、歷史及文化。

我們是這塊土地的第六代，我們以身為農夫驕傲。

Tangerine柑
橘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接駁服務
‧嘉義高鐵站:700元/單程/4人

‧新營火車站:500元/單程/4人

265 266

◎使用網路限休閒區域

每年10月

開放採果日期



柳丁
ORANGE

水│果│介│紹

台灣柳丁概分為甜橙、血橙、臍橙、無酸橙四大類。柳丁有豐富的膳食纖維、維

生素A、B、C、磷、蘋果酸等，口感上香甜多汁、肉質細膩，甜度高，清爽可口，

有時也會有酸中帶甜的口感。

盛產期│12月至隔年2月

產地│雲林、台南、嘉義、南投、新竹

觀光活動│古坑柳丁節、中寮暨柳丁文化節

伴手禮│芸之香橙心鮮果乾、橙香餅乾、柳丁醬油禮盒

冬│季│水│果

267 268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橘二代
Orange柳

丁
橘二代!苗栗大湖草莓鄉中的一小片橘子園，青年返鄉承接父業的傳

承使命，農業是台灣的根與本，友善農業從我開始。

269 270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香橙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香橙

兌換內容

450坪

開放採果面積

12月20日-2月10日

開放採果日期

5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確

  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穿著輕便帶小帽、球鞋或雨鞋。

採果注意事項

037-994459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村1鄰7號

Ahmg.san@gmai l . com

農場資訊



水寨一方農場
Orange柳

丁

271 272

本農園位於台中市東勢區中嵙里【梨之鄉休閒農業區】，交通便利，依山

傍水，環境無汙染，適合果樹種植，為友善利用土地，永續經營，兼顧生

產、生活、生態，採用草生栽培，不使用除草劑。

主要農產有甜柿、桶柑、臍橙等。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臍橙

‧體驗採臍橙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等值臍橙或

  加工品。(超過部分按市價計算)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月-3月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聽從導覽人員解說。

‧果園於山坡上，走路請小心，斜坡注意

  路滑。

‧使用採果工具請注意安全。

‧請勿攀折花木。

‧山上有蚊蟲，請穿著長褲、長袖外衣，

  或擦防蚊液。

‧為維護環境清潔，果園區內請勿亂丟果

  皮垃圾。

採果注意事項

0987-382916/0920-210383

台中市東勢區中嵙里東崎路三段396號

roy lo lc5501@gmai l . com

24°15'32.5"N 120°52'00.0"E 橫龍公車站牌斜對面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劍門生態花果園休閒農場

04-8522318/0933-415950

04-8528910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二段141巷20號

farmer2006a@yahoo.com.tw

東經120°32'19.4"／北緯24°00'28.5"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提供水果試吃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柳丁

兌換內容

0.7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0月底-隔年2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2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Orange柳
丁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劍門生態花果園休閒農場位於彰化縣大村鄉茄苳村，這裡是一處以栽種柑橘

類水果為主的園區，農場裡有豐富多元的柑橘種類如柳丁、椪柑、桶柑、金

桔、金棗、美人柑…等，園區採用友善土壤環境的草生栽培，整個果園綠意

盎然，生產的水果有吉園圃安全蔬果認證。因為農場日照充足，除了果樹可

因全日照的光合作用帶來水果的香甜美味外，更在藍天白雲的陪襯下，讓舒

適的果園環境帶來愉快的休閒採果心情。農場也有提供事先預約的團體解說

活動，是相當值得您安排親子採果、戶外教學、休閒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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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里生態休閒農場

049-2777622/0910-593251

049-2778621

南投縣水里鄉玉峰村永樂巷89-5號

chenben987@yahoo.com.tw

東經120°49'39.8"／北緯23°48'07.8"

隨著時代變遷，世界地球村的時代之下，農業面臨激烈競爭，為因應瞬息

萬變的環境，在本場嚴格遵守合作原則的前提下，致力於創新、健全的經

營管理制度及新觀念企業化經營方式，追求更高且更有效率之經營成果，

使本農場之業務更趨穩定發展，提高農民收益，進而改善果農生活。

水里生態休閒農場四季都有時令的水果，因此春、夏、秋、冬都能體驗採

果樂趣，香蕉、柳丁、蜜柚、葡萄柚、西施柚、炭烤龍眼乾、國慶龍眼、

糯米荔枝、碰柑、梅子、臍橙等，都是健康無污染GAP產品，都有吉園

圃的標章，消費者及遊客都能吃的安心、放心，在市場上也深獲好評。

Orange柳
丁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水果

‧體驗採柳丁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60元的柳丁

  或水果加工品

兌換內容

‧注意蚊蟲咬傷的防護。

‧愛護植物，對未完熟的水果不採摘、

  不浪費。

‧已經採下的水果必須全部負責帶走。

採果注意事項

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2月-隔年1月

開放採果日期

8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8:00-17:30／假日 07: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275 276

◎使用網路限住家區域



‧水果與在地的故事        

‧農夫小撇步乎你知        

‧現採現吃體驗

‧換裝成台灣農夫的裝扮

‧贈送部份水果(時價)

‧農夫證留念

兌換內容

建議穿著運動鞋或登山鞋。

採果注意事項

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仙湖休閒農場

06-6863635

06-6863662

台南市東山區南勢里賀老寮一鄰6-2號

senwho@gmai l . com

www.senwho.com.tw

東經120°28'56.6"／北緯23°15'54.5"

仙湖農場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農作物綻放。

從春天的水果花、蜂蜜預告當年的豐收狀況，緊接著夏天荔枝、

龍眼，秋冬柑橘、咖啡。

跟著四季做不同的事，是農夫很幸福的生活。

傳承了農作，也傳承了兩百年土窯龍眼乾的技法、歷史及文化。

我們是這塊土地的第六代，我們以身為農夫驕傲。

Orange柳
丁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接駁服務
‧嘉義高鐵站:700元/單程/4人

‧新營火車站:500元/單程/4人

277 278

◎使用網路限休閒區域

每年11-12月

開放採果日期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彌勒有機果園

03-8870890

花蓮縣瑞穗鄉瑞祥村北一路131號

er icpra2001@yahoo.com.tw

ht tps : //m. facebook.com/Jo l l yBuddhaOrgan icOrchard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體驗採香丁+採果

  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或2斤的香丁。

‧採果前導覽解說+橙花香橙果醬DIY。

兌換內容

0.9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3月1日-4月15日

開放採果日期

1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Orange柳
丁

08: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

  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

  鞋子(勿穿有跟鞋子)，並自備防曬

  及防蚊用品。

‧不可爬樹，需用三腳梯。

採果注意事項

彌勒果園的黃彥儒為了陪伴年邁的父母，辭去prada的工作返鄉回到

果園，在都市工作的經驗，也讓他成為土地與消費者連結的橋樑，

以自產自銷的方式，將品質優良的水果銷售到各處，他相信，農夫

愛著土地的那份心送到消費者手裡，也能使消費者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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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擇一)



Orange柳
丁

281 282

0937-976379

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一段268-3號

smal lcat325@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cheer fu l ru i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帶寵物限採收區域

興瑞文旦
興瑞文旦位於瑞穗鄉，從民國72年第一代游金水開始栽種，到第二代游

胡興改變耕作方式，減少農藥及化學肥料外，也禁用除草劑，讓農作物

檢驗達到零檢出。現在第三代游胡偉為了創造消費者、生產者及環境三

贏，從生態環境做起，用人工除草，並培養不同本土植被，創造天敵環

境。落果和修剪的枝條製作成環保酵素和堆肥後，再回歸到土地。另

外，還種植香茅，取出精油，來驅除病蟲害，並取過慈心有機轉型期標

章。希望消費者買的安心、吃的開心、對我們有信心。

‧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臍橙

‧體驗採臍橙

‧可帶回3斤的臍橙

兌換內容

0.7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1月中-12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1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提早一個禮拜預約

‧穿著長袖長褲，避免蚊蟲叮咬

採果注意事項

09:00-15:00

農場開放時間



草莓
STRAWBERRY

水│果│介│紹

台灣草莓種植集中在苗栗大湖鄉，擁有「草莓王國」的美譽，全台各地也都有零

星栽培的草莓園。嬌豔欲滴的草莓是許多人最愛的水果，果實柔軟多汁，甘酸宜

人，芳香馥郁，且含有大量的醣類、蛋白質、有機酸、果膠等營養物質，維生素

C比蘋果、葡萄含量還高。

盛產期│12月至隔年3月

產地│苗栗、新竹、南投、台南、台中

觀光活動│苗栗大湖草莓季

伴手禮│草莓香腸、草莓豆腐乳、草莓貢丸、草莓淡酒

冬│季│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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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果農場

0925-070601

kissk issgo

新竹縣竹北市泰和里1鄰環北路一段286巷80號

jenny315974119@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k issk issgo

我們位在台元科技園區旁，我們在草莓園溝渠上舖設稻穀，兼顧地力也避免採

果民眾弄髒腳，埋設水管，田間管理品質好，種植豐香1號的草莓，我們的草

莓是種給自己家人吃，採有機農法。園內種植的草莓與當季蔬果，皆使用有機

方式管理種植，我們的農特產品還不定期配合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進行

抽驗，農藥部分都零檢出。

我笑說，儘管身為神農獎得主的女兒，但自己不曾下田，直到決定務農，父親

才丟書給我讀，每天做功課，連施肥、收成紀錄都得給父親過目，才能累積出

好口碑。

Strawberry草
莓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採果後帶回市價180元的草莓鮮果或草莓醬

兌換內容

0.3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2月-隔年4月

開放採果日期

無上限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7:3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LINE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請參與採果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

  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並自備防

  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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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樂地金榜農園

0918-952396

苗栗縣大湖鄉台三線130.2公里處左轉

s26315611@hotmai l . com

FB：莓樂地金榜精油草莓

金榜草莓園自成立以來，一直秉持著誠懇與實在的心，來服務所

有愛草莓的顧客們。目前也與中興大學農業研究團隊，合作實驗

用植物萃取精油來防治草莓病蟲害的田間研究進而減少農藥的使

用機會，30多年的草莓種植經驗，品質絕對值得您信賴。

Strawberry草
莓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草莓

‧體驗採果

‧可帶回市價180元之草莓

兌換內容

3分地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2月中-隔年3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採電話預約制／假日:08: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入園禁止邊採邊吃。

‧請勿跨越草莓行溝避免發生危險。

‧請選擇完全紅熟的草莓再採下。

‧請勿剪白色的草莓花朵。

‧請留意自家小孩安全，並教導小孩正

  確的剪草莓方式。

採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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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也居一休閒農場

037-951530

037-951396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9鄰6號

mile951332@yahoo.com.tw

ginger .emmm.tw

東經120°50'01"  北緯24°22'29"

雲也居一(原雲洞仙居)，民國七十二年成立為該區域第一家觀光

農場，帶動鄰近觀光農場的興盛，經營餐飲與民宿，而此處居高

臨下的位置，經常可以觀賞到雲霧環繞山巒的美麗景緻，遠眺山

腳下還能看見卓蘭平原！除了種植果樹、草莓還有不同季節的花

卉、生態觀賞，並可漫步果園旁的步道登上山頂，享受登高望遠

遼闊的視野！前後串連三義＆大湖各個著名景點。

Strawberry草
莓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可帶回市價180元的草莓

兌換內容

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2月25日-隔年3月30日

開放採果日期

2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8:30-19:30／假日 08:30-20:00

農場開放時間

◎帶寵物限餐廳及果園區域 ◎使用網路限餐廳區域

‧不可以在果園裡邊採邊吃

‧不可以浪費材料及果實

‧如果水果產量不足，可兌換其他同價

  水果伴手禮

採果注意事項

接駁服務
地點：三義火車站/費用：350元/趟/車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289 290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Strawberry草

莓

291 292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資源條件極佳，在經過匠心獨具的佈置之後更可以傳達

出花樣人生，並且散發出生命中最絢爛璀璨的火花及成長的喜悅。進入園

區之後將感受到花香四溢、青春洋溢、花樣年華的清新氣息，看見人生的

青春充滿色彩。

農場風景秀麗，核心面積佔地13公頃、視野面積數千公頃，農場精心規劃

特色主題如：花神廟、雨林風情館、蝶舞館、綠雕公園、綠茵廣場等，竭

誠歡迎大家一起來探索這塊美麗的世外桃花源！

‧農場入園門票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草莓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草莓

兌換內容

1.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2月-隔年4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9:00-17:00/假日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採果注意事項
‧夏季注意防蚊，請隨身攜帶防蚊

  液，園區亦提供香茅油

‧冬季早晚溫差大，需備保暖衣物

‧為提供穩定果源，謝絕邊採邊吃

‧每張券限採一份

‧內含門票為100元優惠門票，不可

    折抵消

049-2997848

049-2985970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176號

serv ice@ta i i . com. tw

www.ta i i fa rm.com

東經121°0'33.2"  北緯23°58'43.7"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莓洋洋草莓園

0982-777715

屏東縣恆春鎮省北路二段531巷11-3號

yu19770409@gmai l . com

myy.aestore .com.tw

東經120.72011／北緯22.048838

莓洋洋草莓園位於恆春五里亭機場旁，也是前往國境之南―墾丁的必

經之地，在墾丁，不只有陽光、沙灘、比基尼，還可以享受採草莓之

樂趣。每年的十二月至四月是草莓的盛產期，此時園區到處都是飽滿

紅嫩的草莓，讓人經過時都忍不住停下車，想要嚐嚐草莓酸酸甜甜的

滋味！園主發展出了屬於自己的特色，在餐飲上所付出的心思，各式

各樣的草莓飲食創作，讓人垂涎三尺，大飽口服之慾！趁著週休二日

的時間，建議您不妨親自來一趟，展開一場草莓之旅。

Strawberry草
莓

農場資訊

‧草莓園導覽解說

‧體驗採草莓

‧帶回市價225元的草莓

兌換內容

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2月-4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禁止邊採邊吃。

 （違者以1:10罰款，謝謝合作）

‧採下之果實，請勿放回草莓叢內。

‧兒童請家長陪同採果，以減少誤採之損

  失與浪費。

‧入園不收門票，以實採數量論斤計價。

‧採果前請先詢問價格。

‧禁止寵物入園。

採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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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棗
JUJUBE

水│果│介│紹

台灣印度棗主要栽培品種為蜜棗，外形有如青蘋果一樣。原種棗子經由台灣專業

改良後，果肉細緻多汁、脆口香甜，已成為台灣高檔水果之一。果皮淺綠色有光

澤，富含維生素C、B1及B2，尤其維生素C，是西瓜的5倍，水梨的9倍，蘋果的

20倍，堪稱為「維生素C果」。

盛產期│12月至隔年2月

產地│高雄、屏東、台南、嘉義、苗栗

觀光活動│高樹蜜棗節、燕巢芭樂蜜棗文化節

伴手禮│蜜棗乾

冬│季│水│果

295 296



棗到了-梅嶺棗園休閒採果區
本場採自然栽培法，以口感取勝，一年四季皆使用人工除草，減少

農藥對人體的傷害，配合過期牛奶發酵，使土壤改良，場內並設有

水龍頭讓遊客清洗，讓遊客吃到最健康、最自然的蜜棗口感。

Jujube蜜
棗

‧採果前導覽解說

‧場內免費試吃蜜棗

‧採果體驗

‧帶回市價180元的水果。

(場內設有座椅及盪鞦韆設施供小孩遊玩

，讓大人放心採果)

兌換內容

3分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月-3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無上限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進場請遵照工作人員解說方法採果，避

免不必要的浪費。

採果注意事項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0918-636380

無地址，可搜尋台南市楠西區茄拔路315-26號往梅嶺方向一百公尺。

FB：棗到了-梅嶺棗園休閒採果區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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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元農場

07-6165553/0975-269-677

07-6140634

高雄市燕巢區中興北路88號

ive l ine@siquar .com. tw

www. facebook.com/KcgBigMounta in

東經120°21´41.0＂／北緯22°47´43.7＂

大山元農場位於高雄市燕巢區，農場自量產燕巢代表性水果牛奶芭樂(全

年供應)、蜜棗(每年11月-隔年3月)及芒果(每年5-6月)，可供網路訂購、

宅配、現場選購，休閒農場也將不定期推出自產季節性蔬果，可提供民眾

自行採收，享受田園之樂，汗漓盡致，休息片刻後，休閒農場有自製季節

限量芒果冰品，酸甜交雜滋味，彷彿回到小時鄉村淳樸記憶，伴隨夕陽，

可自行車環遊全台第一座阿公店水庫自行車道，一路暢快環繞一覽水庫美

景，農場備有出租多樣自行車服務，適合家庭、學生團體以及公司機構來

此舉辦休閒活動一日遊。

Jujube蜜
棗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採果園內免費試吃蜜棗到飽

‧採蜜棗體驗

‧每人可帶回2斤新鮮現採蜜棗(附精

  美水果手提盒１只)

兌換內容

‧請穿著長褲，勿穿有跟鞋入園。

‧棗子樹本身有刺，請採果員小心。

‧請依導覽員介紹，採收熟度足之蜜棗，
  勿將未成熟果實採下，浪費食物。

‧若遇雨天或天氣影響因素，不開放入

  園採果。

採果注意事項

0.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2月底-隔年2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35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08:30-16:30／假日10:00-16:30

農場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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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茄
TOMATO

水│果│介│紹

台灣番茄目前可栽種出近50種品種，屬全年皆可生產，常見品種有黑柿子蕃茄、

桃太郎、金童、玉女、聖女...等。台灣番茄皮薄、汁多、甜度高，並富含番茄紅

素、β-胡蘿蔔素、維生素A及C等抗氧化成分，營養價值高，深受台灣人所喜愛。

盛產期│12月至隔年4月

產地│高雄、台南、嘉義、雲林、南投

觀光活動│路竹蕃茄節、新竹芎林蕃茄節

伴手禮│蕃茄旺來酥、香Q蕃茄調合米粉禮盒、桂花釀蕃茄

冬│季│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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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結教育觀光農場
農場位於宜蘭縣礁溪鄉，面積包含溫室約0.4公頃，主要栽種溫泉

蕃茄，有桃太郎、玉女、黃金等各式品種的蕃茄。產季約從12月

至隔年5月，產品皮薄汁多，口感細緻，品質優良。

本場通過吉園圃安全蔬果認證與生產追溯，提供消費者安全高品

質之健康蔬果。

Tomato蕃
茄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蕃茄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50元的蕃茄

兌換內容

‧謹慎採果，減少折損。

‧小心使用採果剪刀。

‧採下之果實若超過150元的部份

  需全數購回。

採果注意事項

0.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2月中-5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6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1:30／13:30-16:3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wif i無線網路

0935-841337

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路86-5號

hochengru@gmai l . com

FB：藤結教育農場

東經121°46'50.6"／北緯24°48'32.2"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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荳媽媽休閒果園
「荳媽媽休閒果園」位於卓蘭鎮壢西坪上，果園約佔地兩甲，完

全由女主人一個人獨立完成，包辦像是施肥、開搬運車、鋤草、

修枝…等都難不到她呢。園區內除了有甜美的高接梨，還有百香

果、鳥梨、長福梨…等，並開放梨樹認養活動，客家美食ＤＩＹ

活動，製作客家小吃、手工客家菜包…等，親身體驗農家樂。

Tomato蕃
茄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小蕃茄

‧體驗採小蕃茄

‧帶回市價200元的小蕃茄或水果

  加工品

兌換內容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

  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

  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進入果園請勿邊採邊吃、不可帶

  外帶零食。

採果注意事項

0.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2月-隔年4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305 306

農場資訊
04-25896923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109-20號

s1006v@gmai l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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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到訪朋友遵從導覽員指示

  進行採果，水果易受損煩請各位

  一同愛護。

採果注意事項

好麻吉農場
好麻吉農場是由數位熱愛農事的好友共同打造的「開心農場」，原本只是規

劃成好友聚會的場所，在閒暇之餘，也能透過蕃茄、香瓜、火龍果等水果培

養興趣，因受到親朋好友喜愛，進而成為溫室果園，逐漸對外開放採果。

Tomato蕃
茄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

‧體驗採果

‧帶回市價130元的小蕃茄

兌換內容

400坪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4月

開放採果日期

無上限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9:00-16:00／假日 08: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0963-673002

0963-673002

台中市霧峰區南阡巷69號

gm673002@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groups/708585085828978

307 308

LINE



沐光農場

0937-959397

台中市清水區菁埔里中山路563號(集合地點)

sunsh inefarmin57@gmai l . com

sunsh inefarmin57.com

「沐」浴在陽「光」下的果實，總是長得特別甜美」，因此我們創立

了「沐光農場」，這是由兩個專業、值得您信賴的大男生，用"種給

家人吃的理念"及"呵護土地的心"，利用溫室栽培出高品質的精緻安全

蔬果！全程不使用農藥及賀爾蒙，特別採用國外引進的熊蜂授粉，而

且最特別的是~只要一到沐光農場，您可以感受到我們的小蕃茄和洋

香瓜皆沐浴在古典音樂的氛圍裡!讓您不只吃得安心，更讓您感受到

我們的小蕃茄和洋香瓜有著與眾不同的氣質!

Tomato蕃
茄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蕃茄

‧採果後可帶回1斤的蕃茄

兌換內容

0.2公頃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月底-4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80人次/每日開放採果人次

農場開放時間 09:00-17:00

‧園區內禁止使用剪刀。果園長期無毒方
  式栽種，而剪刀容易夾帶病毒，造成植
  株加互感染。
‧園區內採果禁止邊採邊吃。因為吃剩的
  果皮、蒂頭留在園區內會滋生小蟲。
‧體諒農民辛勞，珍惜農產品。請不要將
  蕃茄任意丟棄！隨意亂丟水果將會是孩
  子們眼中最糟的身教，家長們也可以趁
  此機會給予孩子們正確的教育。
‧果園內水果採自然生長法，產量難免因
  氣候有所增減，所以請保持平常心，結
  實纍纍時好好把握、盡情享受，產量不
  多時也要保持樂觀的心，與我們一起期
  待果實早日成熟喔！

採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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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恩蜜溫室蔬果觀光果園
優恩蜜溫室休閒觀光果園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果園，園內充滿大地

真情的喜悅，園名取名「優恩蜜」，園主邱舜君特別解說：是想實

現個人的經營理念，包含之意是生產優質蔬果、懷著感恩的心、讓

大家一起享受甜蜜產品的願望，也代表著英語YOU AND ME(你和我）

情感交融之意，因此，它是一個用愛心、用感情經營，充滿願景的

果園。

Tomato蕃
茄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採果後帶回市價180元的小蕃茄

兌換內容

00

開放採果面積
全年

開放採果日期

00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週一休園)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勿穿有跟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

  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311 312

04-25826058/0933-443320

04-25825392

台中市石岡區豐勢路391-10號

chiun in18@gmai l . com

you-ame.myweb.h inet .net

農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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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內請勿邊走邊吃，飲食請至休息區。

‧園區內禁止吸菸，吸菸請至吸菸區。

‧為維持園區清潔，垃圾請丟至指定位置，
  勿隨意丟棄。

‧園區內偶有濕滑，為顧及安全，請勿奔跑

  追逐。

‧「花→果」維護不易，花朵及未成熟之蔬

  果請勿任意採摘、棄置。

‧請依照導覽人員之說明採摘蔬果。

‧其他未盡事宜，園方得於園區公告之。

採果注意事項

禾果多農企工坊（花壇農場）
禾果多農企工坊（花壇農場）位於八卦山西側山麓，坐落於彰化137縣道

6.3km處，日日與稻禾為友、夜夜和茉莉相伴，雖無緣朝朝同迎晨曦、卻有幸

暮暮共送夕陽，在風光如此明媚、物產如此豐饒的風水寶地培育農作物。

禾果多農企工坊（花壇農場）專注致力於生產優質農產品，以提供健康、高

品質、安全無毒蔬果為目標。園區採設施（溫室）、離地、養液栽培方式，

生產過程嚴謹，完全遵照TGAP（台灣良好農業規範）之精神使用合乎自然地

耕作技術來種植農作物，並努力減少農產品生產過程中對自然環境所造成之

傷害；以適時、適地、適種的方式並合理的使用農業資材以保護農作物健康

生長，已達成提高農產品品質之目標。

Tomato蕃
茄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小蕃茄

‧體驗採果

‧帶回市價180元的小蕃茄伴手禮

兌換內容

0.0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1月20日-4月10日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 09:00-16:00／假日 08: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313 314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農場資訊
04-7266110

0978-913125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一段911號旁

ta233436@pchome.com.tw

LINE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資源條件極佳，在經過匠心獨具的佈置之後更可以傳達

出花樣人生，並且散發出生命中最絢爛璀璨的火花及成長的喜悅。進入園

區之後將感受到花香四溢、青春洋溢、花樣年華的清新氣息，看見人生的

青春充滿色彩。

農場風景秀麗，核心面積佔地13公頃、視野面積數千公頃，農場精心規劃

特色主題如：花神廟、雨林風情館、蝶舞館、綠雕公園、綠茵廣場等，竭

誠歡迎大家一起來探索這塊美麗的世外桃花源！

Tomato蕃
茄

‧農場入園門票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蕃茄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蕃茄

兌換內容

1.5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5月-7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09:00-17:00/假日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049-2997848

049-2985970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176號

serv ice@ta i i . com. tw

www.ta i i fa rm.com

楓樺台一渡假村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315 316

採果注意事項
‧夏季注意防蚊，請隨身攜帶防蚊

  液，園區亦提供香茅油

‧冬季早晚溫差大，需備保暖衣物

‧為提供穩定果源，謝絕邊採邊吃

‧每張券限採一份

‧內含門票為100元優惠門票，不可

  折抵消費



豐碩果園

05-3714221/0928-700686

05-3712106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村89-13號

tomato51688@yahoo.com.tw

www. fongshuo.com.tw

東經120°21'21.9"／北緯23°26'27.6"

近來國人越來越重視休閒旅遊，周休二日親子活動、鄉村農務

輕旅的體驗越來越夯。豐碩果園自102年開始導入觀光採果，藉

由採果過程進行農業相關生產、種植、採收作業導覽解說，讓

來的旅客除了體驗採果的樂趣之餘，也能對台灣的農業有更進

一步的了解，我們希望果園成為一個兼具生產與教育及親子娛

樂的園區。

Tomato蕃
茄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牛奶小蕃茄

‧體驗採蕃茄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頂級溫室

  牛奶小蕃茄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2月-隔年5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100-15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接駁服務

農場開放時間
09:00-17:00

地點:嘉義高鐵站/費用:免費(限3-5人)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317 318

◎帶寵物限溫室果園外區域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確

  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避

  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在果園允

  許採摘體驗範圍內活動。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民

  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並

  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下水果不可浪費隨意丟棄。

採果注意事項

后羿農場
后羿農場位於阿里山下，早晚溫差大，相當適合各類亞熱帶水果栽植，農場

水果種類有百香果、紅龍果、小番茄、哈密瓜、香甜瓜各種溫室水果，依不

同產期產出並有開放觀光採果希望將栽植採果樂趣和大家一起分享。

Tomato蕃
茄

‧採果前導覽解說

‧可在果園現吃小蕃茄

‧體驗採小蕃茄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約1盒(1斤)的小蕃茄

兌換內容

0.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2月1日-隔年4月30日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平日10:00-16:00/假日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319 320

0919-584788

嘉義縣番路鄉民和村客庄72號

maj i530@yahoo.com.tw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氣屋溫室農場

0921-339614

高雄市阿蓮區中路里285-6號

genk i2eat@gmai l . com

http : //www. facebook.com/genk i2eat

東經120°18'00.5"／北緯22°53'45.5"

蒝氣屋溫室果園位於高雄市阿蓮區，阿蓮區素有水果之鄉的美名，

有棗子、芭樂、蓮霧、番茄等。因園主對番茄有特殊的情感，特

別興建溫室來培育優質番茄，透過隔離病蟲害及以友善大自然的

栽培方式，致力栽培無農藥殘留的高優質番茄。誠摯邀請您來品

嘗我們用心栽培喜悅收穫的果實。

Tomato蕃
茄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蕃茄到飽

‧採果體驗

‧採果後帶回市價300元或2斤的蕃茄

兌換內容

0.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2月中-3月中

開放採果日期

5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

  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

  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321 322



奇異果
KIWI FRUIT

水│果│介│紹

奇異果含多種維生素，夏季每天吃兩顆奇異果，將可補充身體中的鈣質，增強人

體對食物的吸收力，以及逐漸改善品質不好的睡眠狀況。奇異果的微酸能適當促

進腸蠕動，增強食物的吸收力，減少腸胃脹氣的發生。

盛產期│1-4月、9-12月

產地│新竹、台中

伴手禮│奇異果果醬

冬│季│水│果

323 324



雪霸休閒農場
位於海拔1923公尺的世外桃源雲上世界-雪霸休閒農場農場

春天的雪霸農場百花齊放，色彩繽紛；

夏天則是採小藍莓及避暑的最佳時刻；

秋天則是賞楓賞槭的好時節；

冬天可以享用甜美奇異果與享受站在雲端的快感。

農場為了配合當時台灣農業政策，於西元1983年開始著手培育奇

異果，經過多方嘗試後，於西元1985年孕育成功，在台灣農業上

為一大創舉，並且於西元1990年生產出農場第一批的奇異果。每

年的11月就是採收奇異果的季節，香甜滋味不可言喻，酸甜好滋

味，歡迎大家上山品嘗

Kiwi Fruit奇
異
果

‧奇異果園導覽解說

‧體驗奇異果果醬DIY

兌換內容

‧戶外活動請穿著長袖以防蚊蟲

  叮咬。

‧農場海拔較高，請自行攜帶外

  套禦寒。

‧請遵守解說員宣佈之採果方式。

採果注意事項

無開放摘採

開放採果面積
11月初-11月底

開放採果日期

無開放摘採

開放採果人次

全天候開放

農場開放時間

325 326

03-5856192

03-5857182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民石380號

spfm8910@ms59.h inet .net

www.she ipa .com.tw

東經121.1062578／北緯24.313900

農場資訊

◎使用網路限櫃檯與咖啡廳區域

貼心服務│      wif i無線網路



木瓜
PAPAYA

水│果│介│紹

木瓜的果肉香甜柔軟，營養豐富，除了可以生果鮮食或是烹飪用的蔬菜之外，還

可加工醃漬、打果汁、釀酒或是做成果醬、蜜餞，也可純化出木瓜酵素做為肉類

軟化劑，還可應用於毛織、皮革、醫療及化妝品等行業，可說是用途多多的好水

果。

盛產期│全年度

產地│台南、屏東、南投、嘉義、高雄

觀光活動│林內木瓜節

伴手禮│青木瓜醋、木瓜粽合酵素、木瓜修護滋養霜

四│季│水│果

327 328



奈米休閒農場
Papaya木

瓜

329 330

04-8539810/0919-327075

04-8538389

彰化縣大村鄉南勢村南二橫巷８號

naimi fa rm@gmai l . com

blog.yam.com/na imi fa rm/

東經120.55605北緯23.98519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大村鄉有田園風光外更是巨峰葡萄故鄉，南勢村的奈米休閒農場，結合了

生活、生產、生態，是一處可供遊客休憩、團康活動、DIY、採果與田園

生態體驗的好去處。果園除了講究鮮果健康與安全，分室外與溫室葡萄，

全場區均是不使用農藥及草生栽培等方式管理。葡萄每年均經農委會農藥

所及SGS檢驗無農藥殘留雙重驗證，並有農委會「吉園圃」認證，而農委

會輔導「葡萄汁伴手禮」更蘊藏著果園天然香酸甜好滋味，還有紅蕃茄與

無花果也值得你來採。此外，園區也提供鐵板烤肉、焢窯、情人套餐、下

午茶，結合彰化鄰近休閒農場，可搭配一日遊或二日遊，讓你有愉快及滿

足的田園樂趣。

‧採果前果園導覽解說

‧體驗採木瓜

‧採果後可帶回1斤木瓜

兌換內容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2月-隔年10月

開放採果日期

1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大村火車站

接駁服務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

  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

  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平日10:00-18:00／假日09: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安康美之農無毒農園

07-6831697/0912-584437

高雄市美濃區吉洋里吉安37號

sam. l incomeon70@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meinonong/

s905720895.p ixnet .net/b log

在美濃靠近里港與高樹的交界處，有一個當地人俗稱「18甲」的

養殖地區，而「安康美之農無毒農園」就位在這廣大的地區中，

四周都被魚塭包圍著。沒有鄰田汙染、沒有毒水困擾，造就了獨

特的安全封閉環境。

農場主人阿樑在還未從農、還是個白領時，就很討厭吃蔬果要洗

農藥洗半天，所以在自己從事農業後，首要目標就是一定要種出

非常安全的蔬果。

『找回沖沖水就能吃的蔬果食代』，這句話不但是阿樑開始的目

標，也是未來不變的方向。

Papaya木
瓜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採果前導覽解說

‧採果體驗

‧品嚐親採的香甜好果

‧帶回市價180元的木瓜

兌換內容

請穿著長袖、長褲及包腳鞋，並注意

水份保持及聽從導覽人員的安排，以

免發生危險。

採果注意事項

2分

開放採果面積

全年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9:00-11:00及16: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限非種植區域才可帶寵物

331 332



芭樂
GUAVA

水│果│介│紹

台灣芭樂一年四季都可收成，芭樂品種有20多種，口感上清脆爽口、甜度夠，營

養價值也高又低熱量，深得台灣人民喜愛，更是女性保持身材的最愛果品，是台

灣最具代表性的優質水果。

盛產期│全年度

產地│高雄、彰化、台南、屏東、雲林

觀光活動│燕巢芭樂蜜棗文化節

伴手禮│芭樂心葉茶、芭樂乾脆片、芭樂葉玄米茶

四│季│水│果

333 334



錦普觀光果園
Guava芭

樂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帶回市價180元之芭樂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7月-隔年4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果園栽種一年四季皆有生產的水果，有香甜的珍珠芭樂、香酸甜

的金棗及桑椹、汁多肉嫩的水梨，提供遊客體驗採果的樂趣，不

僅可以體驗採果收穫的成就感，還可現場大飽口福，並有深度的

栽培過程導覽解說。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335 336

03-9231427/0920-237543

03-9232869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村枕山路106-2號

gon@mai l .e - land.gov . tw

FB：錦普觀光果園

東經121°43'09.4"／北緯24°46'28.1"

農場資訊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

  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

  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長立果園
果園在宜蘭三星牛鬥。牛鬥位於蘭陽溪旁，是蘭陽沖積平原的頂端，只要

找到牛鬥橋就能找到在牛鬥橋頭下方的果園。面積約一公頃的果園內植栽

果樹有茂谷柑、佛利蒙柑、金棗、佛手柑、香水檸檬、珍珠芭樂、紅心芭

樂等。果園水果整年的產期大致從八月底九月初芭樂的熟成開始，十一月

是佛利蒙、十二月是金棗的成熟期，一月中旬開始可以採收茂谷柑，香水

檸檬及佛手柑整年都會開花結果，除了五~七月水果產項較少，幾乎全年

都有水果可採。

Guava芭
樂

‧採果前果園導覽水果介紹

‧體驗採芭樂

‧採果後帶回市價180元的芭樂或水果加工品

兌換內容

６分地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8月-隔年2月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採電話預約制

農場開放時間

果園地面土石多，果樹樹枝亦多，還請穿

著輕便衣物，運動鞋或平底包鞋為佳，請

勿穿跟鞋拖鞋以避免受傷。

採果注意事項

0932-263361

宜蘭縣三星鄉泰雅一路牛鬥橋邊(台七丙縣約1K處)

stacey5420@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MrLongFarm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337 338



菁  休閒農場

04-8752376/0958-893396

04-8747498

彰化縣溪州鄉成功村庄北巷7號

da8747498@gmai l . com

FB：菁芩休閒農場

東經120°35'31"／北緯23°51'16"

菁芩休閒農場是一個芭樂主題農場，提供生態、採果等體驗活動，

目前果園區內栽種約12種不同品種的芭樂，本農場採用草生栽培，

從陽光之中吸取更多的能量，孕育出充滿陽光能量、風味絕佳及香

脆回甘的鮮甜芭樂。

Guava芭
樂

農場資訊

‧採果前果園導覽解說

‧體驗採芭樂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芭樂

  或芭樂加工品

兌換內容

‧盡量採摘黃綠色的果實，甜脆好吃。

‧預約後請務必準時抵達，如有突發  

  狀況請提前來電告知。

採果注意事項

0.9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全年

開放採果日期

無上限

開放採果人次

07:00-17:3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339 340



蜜旺果舖
台大商學畢業的芒果哥哥賴永坤班長，1991年毅然攜妻偕子返鄉幫農，這

種護鄉愛土的堅持，研發玉井山區的水果特有的加工風貌，有別於市面上的

蜜餞產品，加工過程不漂白、不添加色素、糖精、香料及防腐劑，採用低溫

糖漬、慢火烘烤、低溫存放，於密閉無塵室內進行烘焙及包裝，保留水果中

珍貴的營養成份，彷佛在樹上新鮮現摘的又香又濃，同時滿足口感與味蕾的

需求，有別於台灣本土風味，香Q不膩，手工限量特製，常常供不應求。

Guava
芭
樂

貼心服務│     無障礙空間    

06-5746787/0910-773755

06-5747816

台南市玉井區望明里53-6號

y881108@yahoo.com.tw

www.miwango. tw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芭樂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芭樂

兌換內容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全年

開放採果日期

8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341 342



大山元農場
Guava芭

樂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珍珠芭樂

‧採果後每人可帶回180元的珍珠芭樂

兌換內容

0.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電話洽詢

開放採果日期

10-15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大山元農場位於高雄市燕巢區，農場自量產燕巢代表性水果牛奶芭樂(全

年供應)、蜜棗(每年11月-隔年3月)及芒果(每年5-6月)，可供網路訂購、

宅配、現場選購，農場也將不定期推出自產季節性蔬果，可提供民眾自行

採收，享受田園之樂，汗漓盡致，休息片刻後，農場有自製季節限量芒果

冰品，酸甜交雜滋味，彷彿回到小時鄉村淳樸記憶，伴隨夕陽，可自行車

環遊全台第一座阿公店水庫自行車道，一路暢快環繞一覽水庫美景，農

場備有出租多樣自行車服務，適合家庭、學生團體以及公司機構來此舉辦

休閒活動一日遊。

343 344

07-6165553/0975-269677

07-6140634

高雄市燕巢區中興北路88號

ive l ine@siquar .com. tw

www. facebook.com/KcgBigMounta in

東經120°21´41.0＂／北緯22°47´43.7＂

農場資訊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

  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

  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08:30-16:30及10:00-16:3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不一樣鱷魚生態休閒農場
不一樣鱷魚生態休閒農場除鱷魚生態體驗外，農場還種植黃金果及芭

樂，兩種水果都屬於長年果樹，四季水果，因此本農場一年52週，週

週都精彩，週週都有得採。黃金果由屏科大引入，農場以無農藥方式種植

，屬熱帶果樹，含豐富植物膠原蛋白，鐵及鈣，甜度適中，果熟呈金

黃色取名黃金果，目前農民種植還不太多，是目前最夯水果拌手禮。

芭樂大家耳熟能詳，農場以無毒方式管理，目前正朝有機方向前進。

場長本人已取得台灣休閒農業協會農遊大使認證，40年農林漁牧休閒

農場經歷。的請將文字說明電傳至e-mail：angela@taiwanfarm.org.tw

Guava芭
樂

‧採果前導覽解說

‧芭樂品嘗

‧體驗採芭藥+帶回市價180元或3斤

兌換內容

0.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4月-11月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每周六09:30-11:00

農場開放時間

‧10人成團

‧採果需著輕便服飾，並注意日曬與
  蚊蟲叮咬
‧可買農場已整理完或登記宅配

採果注意事項

345 346

08-7882707

087-881707

屏東縣潮洲鎮太平路600巷108號

crocoa l i@gmai l . com

www.crocod i le - fa rm.com.tw

東經120°21'21.9"／北緯23°26'27.6"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月季優質農場

0933-370551/0921-803102

台東縣鹿野鄉龍田村北一路658號

下定決心做有機已十幾年了，真是賠錢買功夫。土地被殺草劑破壞，

農藥的大量使用，得癌症的人越來越多，看在眼裡，我能為這個環境

做什麼??

毅然決定走上有機這條路，賠了很多錢也不放棄，現在食安的問題

發生了，我們也被肯定了，真是走對路，雖然辛苦但也很值得，現

在土地養的非常好，種了珍珠芭樂與水晶芭樂，為了生態平衡採混

種枇杷及各種水果，非常適合民眾來體驗採果哦!

Guava有
機
芭
樂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果

‧帶回時價180元的芭樂

兌換內容

一甲半

開放採果面積
每年5-12月

開放採果日期

無上限

開放採果人次

採電話預約制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請務必於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

  預約，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

  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

  樂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

  當之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

  品。

採果注意事項

347 348



鳳梨
PINEAPPLE

水│果│介│紹

鳳梨性喜高溫，耐旱性強，而台灣氣候與環境優良，具有栽種鳳梨先天上之優

勢，使台灣鳳梨成為全年都可生產之水果，鳳梨富含營養成份，如維生素A，

B群，C，E，鈣，鐵，鎂，磷，胡蘿蔔素等，而鳳梨品種繁多，又以金鑽鳳梨

口感好，甜度高，酸性低，肉質細緻，風味濃郁，最具代表。

盛產期│全年度

產地│屏東、南投、嘉義、台南、高雄

觀光活動│高雄鳳荔文化觀光季

伴手禮│鳳梨酥、鳳梨酵素、鳳梨果醬

四│季│水│果

349 350



二湖鳳梨館

03-9230046

宜蘭縣員山鄉湖西村二湖路108號

a0908967201@gmai l . com

二湖鳳梨館

宜蘭二湖是台中以北唯一適合栽種鳳梨的的地區，早在日劇時代就有

了。在早期刻苦的環境，肥料一包三四百塊，但鳳梨才四五角而已所

以無法買肥料來施肥。所以大家的認知裡土鳳梨就是小小顆的這裡所

種的鳳梨是唯一最接近原生種沒在經過改良的土鳳梨，吃的到鳳梨香

鳳梨酸跟鳳梨甜的土鳳梨鳳梨其聖產季節為6~9月。

Pineapple鳳
梨

農場資訊

‧採果前導覽解說+免費試吃鳳梨+鳳梨

  酵素+體驗採鳳梨+採果後並可帶回市

  價180元的鳳梨

‧鳳梨果園導覽解說+鳳梨豆腐乳DIY

兌換內容

0.4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6月30日-9月30日

開放採果日期

不限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挑好想採的鳳梨後請老闆鑑定是否可

  以採收。

採果注意事項

351 352

(二擇一)

平日08:00-18:00/假日07: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鴻旗有機休閒農場

08-7967301/0911-569580

08-7966916

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產業路330號

ch99aj@hotmai l . com

www.homchi .com

老祖先最具智慧的耕作方法「稻鴨共作」~

「鴻旗有機休閒農場」位於屏東高樹水源水質保護區，以無污染的山泉水

及豐沃的有機土壤經過有機認證。

種植有機農產品：稻鴨有機米、鳳梨、黑豆、紅龍果、香蕉等，其中以有

機鳳梨為主要農產品，農場更研發出優質的有機農特產品：鳳梨酵素、鳳

梨乾、蜜黑豆、香椿茶等。

農場主人許天來老師，將有機與休閒結合並大力推廣「吃出健康」「活出

希望」的新概念。

Pineapple鳳
梨

農場資訊

‧採果前鳳梨果園導覽解說

‧免費喝香椿茶

‧體驗採鳳梨

‧帶回有機鳳梨一大顆

PS.如遇下雨之情形，則改為室內有

機鳳梨栽培管理解說+鳳梨苗1株+200

元有機鳳梨乾1包+免費喝香椿茶等。

兌換內容

農場提供手套採果，請自備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10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全年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353 354



富興社區發展協會
富興社區以造林田園景觀、低碳環境為特色，結合當地鳳梨及各項農

特產做為環境教育及採果體驗，搭配1314幸福小火車及採果遊園車

暢遊農村山林與部落文化，提供在地農特產之伴手禮、風味餐、露營

區、農家體驗民宿、DIY等服務。

Pineapple鳳
梨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鳳梨

‧體驗採鳳梨

‧採果後並可帶回兩顆鳳梨

兌換內容

1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6月30日-8月15日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進入鳳梨田請小心腳步，避免被刺傷。

採果注意事項

355 356

平日09:30-16:30/假日09:00-18:00

農場開放時間
03-8811658

03-8812359

花蓮縣瑞穗鄉富興村中正北路三段180號

fush in193@gmai l . com

www.facebook.com/fush in193

富興小火車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檸檬
LEMON

水│果│介│紹

檸檬富含檸檬酸等有機酸、維生素C與纖維，果皮含精油是其芳香之來源，是

健康、美容聖品，近年推廣以「綠翡翠」為其別名，恰如其分。

盛產期│全年

產地│屏東

觀光活動│檸檬文化節

伴手禮│檸檬蛋糕、甘草檸檬

四│季│水│果

357 358



金湖岸楊梅大王
在城市最靠近的距離，有著與我們最接近的大自然~

藏身於鄉間的金湖岸以楊梅為主題園區。有別於一般大眾對農場的觀念，金湖岸

的園區不算大，而是袖珍精緻。園區內最大面積除種植楊梅外，其餘以四季變化

的不同種植了許多稀珍果樹與植物珍藏品，到訪的朋友如果能夠用心體會一定可

以不虛此行滿載而歸。優渥的地理環境，午後吹著微風，欣賞美麗的夕陽，享受

一份幸福美點，靜謐優閒。

Lemon檸
檬

‧園區導覽解說
‧一壺茶
‧體驗採香檸
‧採果後並帶回一斤香檸

兌換內容

400坪開放採果面積
全年度開放採果日期

5人成行開團採果開放採果人次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確認
  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果。
‧請勿任意攀採園區花草樹木及果實，也請
  愛護園區事物；懂得惜物之人必然會是讓
  人尊敬的人喔。
‧大自然的園區有著很多的美好，遊玩之時
  請注意自身的安全，父母請注意自己的寶
  貝，出外時請注意防曬和防蚊，儘量避免
  跳躍與奔跑。平平安安的出門，快快樂樂
  的回家。
‧我們歡迎寵物入園，但請主人勿將寵物放
  在桌子上或打擾到其他遊客，寵物如廁時
  也請主人自行清理乾淨，美好的環境需要
  您的支持。
‧請尊重園區，勿攜帶外食入內享用。如發
  現攜帶外食者每人酌收清潔費新台幣200元
  整。(請做好自行管理，勿讓快樂的旅程蒙
  上一小片烏雲)。

採果注意事項

359 360

9:00-17:00
(園區每月休館日以金湖岸官網最新消息公告
 為主。為維護良好的環境與服務品質，如有
 不便之處，敬請體諒。)

農場開放時間

03-4733543

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一段1412巷123號

Jw4733543@gmai l . com

www. jha . tw

緯度25.027044 經度:121.105154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公道農園
公道農園開放果樹認養，實現您在山中擁有一棵結實纍纍果樹的夢想，可以帶著

一家大小來採果，觀察果園中的植物生態呢！每棵認養的果樹，在一年當中將

提供您50台斤的椪柑（也可換成園中其他水果特產，如四季檸檬、茂谷柑、錫

蘭橄欖、筆柿等水果。）

　　園主人詹益輝先生秉持著果農的誠信以及對自然的堅持，以生態工法一手

打造了位於新社山區的「公道農場」。因為使用生態工法以及自己多年研發出

的公道肥料，農園土地無污染，成為動植物的樂園。公道農園，讓您全家吃到

無毒健康的優良水果。

Lemon檸
檬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

‧體驗採檸檬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檸檬

兌換內容

0.9+0.4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7月-10月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勿穿有跟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
  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361 362

(二擇一)

09:00-16:00

農場開放時間

04-25820384

台中市新社區協中街新社古堡隔壁巷入口

Natasha81888@gmai l . com

緯度24.228634　經度120.800387

農場資訊



蜻蜓谷休閒農場
我們是榮譽的農夫，我們熱愛大自然，我們積極的對待土地，我們堅

持無毒、生態、有機，你呢？也許你也可以成為令人驕傲的農夫，一

起體驗最純淨的環境，品嚐最純粹的美味，享受最自由輕鬆的生活，

來吧，來蜻蜓谷晃一晃吧

Lemon檸
檬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檸檬乾

‧體驗採果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香水檸檬

兌換內容

0.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月底-12月初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穿著包鞋，山上有蚊蟲可事先噴防蚊液

採果注意事項

363 364

平日09:00-16:00/假日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0928-915963

台中市東勢區東坑路西盛巷60號

ri taheyk506@gmai l . com

https : //www. facebook.com/wqh88289/(蜻蜓谷生態農場)

台中市東勢區東坑路西盛巷60號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wif i無線網路



天使花園休閒農場
天使花園休閒農場為竹田在地優質農特場的體驗平台，近年相關企業

天使農產運銷合作社的無毒檸檬，更是近年消費者的最愛。由其食安

風暴之後及健康意識抬頭，檸檬成為維護健康最好的飲品選擇，天使

花園的檸檬園均具有產銷履歷驗證，是體驗採果的最佳選擇!

Lemon檸
檬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檸檬

‧採果後並可帶回市價180元的檸檬鮮果

兌換內容

3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6月1日-10月31日

開放採果日期

2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需戴帽子及長袖衣服，預防果樹枝條
  劃傷。

採果注意事項

365 366

10:00-21:00(周二公休)

農場開放時間

0933-287181/08-7801699

屏東縣竹田鄉鳳明村福安路120巷101號

angelgardenfarm@gmai l . com

www. lemonassemble .com

N22.5650 E120.5142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黃金果
CAIMITO

水│果│介│紹

果實鮮食用：黃金果的果實主供鮮食，黃熟後果肉呈果凍般的半透明膠質狀，滋

味甜美Q滑，惟因果皮富含膠質與鐵質，易受氧化而成褐色，剖開後應儘速食用。

若經冷藏後食用，口感更為清涼爽口，另可.製成果汁或冰淇淋後食用。

盛產期│全年

產地│屏東

伴手禮│黃金果禮盒

四│季│水│果

367 368



不一樣鱷魚生態休閒農場
Caimito黃

金
果

369 370

08-7882707

087-881707

屏東縣潮洲鎮太平路600巷108號

crocoa l i@gmai l . com

www.crocod i le - fa rm.com.tw

東經120°21'21.9"／北緯23°26'27.6"

農場資訊

不一樣鱷魚生態休閒農場除鱷魚生態體驗外，農場還種植黃金果及芭

樂，兩種水果都屬於長年果樹，四季水果，因此本農場一年52週，週

週都精彩，週週都有得採。黃金果由屏科大引入，農場以無農藥方式種植

，屬熱帶果樹，含豐富植物膠原蛋白，鐵及鈣，甜度適中，果熟呈金

黃色取名黃金果，目前農民種植還不太多，是目前最夯水果拌手禮。

芭樂大家耳熟能詳，農場以無毒方式管理，目前正朝有機方向前進。

場長本人已取得台灣休閒農業協會農遊大使認證，40年農林漁牧休閒

農場經歷。的請將文字說明電傳至e-mail：angela@taiwanfarm.org.tw

‧採果前導覽解說

‧黃金果品嘗

‧體驗採黃金果

‧帶回市價180元或1斤黃金果芭樂

兌換內容

0.8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全年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每周六09:30-11:00

農場開放時間

‧10人成團

‧採果需著輕便服飾，並注意日曬與

  蚊蟲叮咬

‧可買農場已整理完或登記宅配

採果注意事項

貼心服務│     寵物



金桔
CALAMONDIN

水│果│介│紹

金桔中有維生素A、維生素B、維生素C、維生素P、醣類、蛋白質、金桔甙，

礦物質鈣、磷、鐵，也含有膳食纖維、胡蘿蔔等成分，更含有大量的水分，

是水分多、營養均衡的水果。

盛產期│全年

產地│宜蘭、新竹、嘉義

伴手禮│金桔酥、金桔吸凍、金桔果油

四│季│水│果

371 372



錦普觀光果園
Calamondin金

桔

‧採果前導覽解說

‧體驗採金桔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之金桔

兌換內容

0.6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7月-隔年4月

開放採果日期

10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果園栽種一年四季皆有生產的水果，有香甜的珍珠芭樂、香酸甜

的金棗及桑椹、汁多肉嫩的水梨，提供遊客體驗採果的樂趣，不

僅可以體驗採果收穫的成就感，還可現場大飽口福，並有深度的

栽培過程導覽解說。

0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373 374

03-9231427/0920-237543

03-9232869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村枕山路106-2號

gon@mai l .e - land.gov . tw

FB：錦普觀光果園

東經121°43'09.4"／北緯24°46'28.1"

農場資訊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

  以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

  之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

  鞋子，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採果注意事項



大礁溪農場
來大礁溪農場『棗』幸福喔～

大礁溪農場位於風景優美的望龍埤附近，園區有種植金棗、紅心芭樂、珍珠

芭樂、金桔….等。大致可分為採果區、生產區和戶外教學體驗區。

除了提供採果、DIY體驗外，並自己研發製作無香精、無色素、無防腐劑之

金棗果醬、金棗蜜餞和水果冰淇淋….等。

金棗是枕山在地特有的水果之一，農曆十月半開始，果園區飄來陣陣柑橘類

的清香。彷彿在叮嚀外出的遊子;記住這個思念的味道…。

金
桔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

‧介紹金棗加工作法

‧採果後可帶回市價180元的金棗鮮果

  (若當日無水果，也可兌換農場內等值

  之農產品)

兌換內容

‧遊客請於出發日前一週內，請先E-mail
  上傳採果劵並清楚告知預約採果的日期
  及時間、人數、姓名;採果前一日以電話
  告知，採果當日請依約定時間在大礁溪
  農場集合。
‧出發前若有時間延遲或異動，請主動打
  電話告知農場主人並以電話保持聯絡。
‧請準備防蚊液、帽子、穿薄長袖進入果
  園採果。
‧若遇雨天採果，為個人衛生著想，請自
  行準備鞋套，才不會弄髒鞋子。

採果注意事項

1.5公頃開放採果面積

全年度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開放採果人次

09:30-16:00農場開放時間

03-9225567/0935-172968

03-9231650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村坡城路18-6號

chiou .c225567@gmai l . com

blog.yam.com/ch iou225567
chiou225567.p ixnet .net/b log

東經121.702527574747 ／北緯24.779770344364

農場資訊

375 376

Calamondin



鵝山有機體驗農場
民國75年成立了鵝山茶園，茶葉以自產、自製、自銷茶葉為主，種茶經驗

豐富，得獎無數。因地方政府推動農業轉型，結合觀光發展，在民國94年

11月成立茶燻體驗館，以「茶燻蛋DIY」為主題，將剝殼的雞蛋放在網架上

面，利用紅糖及茶葉，將雞蛋燻成金黃，茶燻蛋就完成了哦。切開雞蛋，你

會發現蛋黃濃稠有如黃金，放進口裡更有一種獨特的煙燻茶葉香味。

支持農夫，守護自然，只為了將最好的呈現給您。

金
桔

03-9580301

03-9588726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中山五路3號

Donco1602@yahoo.com.tw

www.urshanteafarm.com.tw

東經121°44´40.0〃 北緯24°37´47.9〃

農場資訊

377 378

Calamondin

‧採果前介紹解說

‧體驗採四季桔

‧烏龍金桔茶DIY

‧成品可帶回

兌換內容

0.2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5月-7月、11月-隔年1月

開放採果日期

4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金桔有刺，採果要小心，五歲以下不建

議體驗

採果注意事項

09: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貼心服務│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ㄚ發哥果園

金
桔

379 380

Calamondin

ㄚ發哥果園內的果樹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園主堅持一貫的種植理念，果園

的果樹皆是以發酵的牛奶灌溉長大，定期的施肥及管理，讓果園中的水果

果肉不但甜美且多汁，更附含數種維他命礦物質，沒有農藥殘留讓來採果

的朋友們吃的安心採的放心!! 

進入園區前，方能先享受到竹林&森林裡的微風輕拂，體驗蜿蜒綿延的山

中小路，彷彿來到世外桃源，享受芬多精的洗禮，去除塵世的紛擾，讓疲

倦的心靈來這裡重新熱情起來吧!

‧採果前導覽解說

‧免費試吃金桔

‧體驗採金桔

‧採果後可帶回180元的金桔

兌換內容

0.9+0.4公頃

開放採果面積
11月1日-隔年2月28日

開放採果日期

20人次/每日

開放採果人次

8:00-17:00

農場開放時間

‧請務必出發前一週事先向果園預約，

  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產量提供採摘。

‧請遵守導覽人員解說之採果方式，以

  避免造成農民損失及果樹傷害。

‧因果園多位於山區，請參與採果樂之

  民眾穿著長袖輕便衣物及適當之鞋子，

  並自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園區內不能邊採邊吃，試吃請至櫃台

  (現僅櫃台提供試吃)

採果注意事項

037-951547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四份46號

x5210x@gmai l . com

037951547.mmm.tw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國小或大湖鄉雙華道路

農場資訊

貼心服務│     寵物       無障礙空間       wif i無線網路



購買方法
「台灣農場趴趴走旅遊票券」消費者滿意度調查表

Q1

Q2

請問您是第幾次購買本產品? 

請問您此次購買本產品的資訊來源為何? 

Q3 請問您此次購買本產品的銷售通路為何?

Q4 請問您此次購買本產品的用途為何? 

Q5 請問您此次所前往兌換之農場是?

第一次 

網路訊息 電視電台 報章雜誌 廣告文宣 

手機簡訊 

其    他: 

APP程式 旅行社 旅遊展 

親友推薦

家族旅遊 員工旅遊 朋友聚會 約    會 學校戶外教學

Q6 請問您對於兌換農場之服務態度為何? 

Q7 請問您對於票券兌換內容與實際兌換狀況之符合性為何?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常不滿意

非常符合 還算符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常不符合

Q8 請問您對於兌換內容之趣味性為何? 

非常趣味 還算趣味 普    通 不 趣 味 非常不趣味 

Q9 請問您對於本產品及兌換農場整體滿意度為何? 

Q10 請問您是否願意再次購買本產品?

Q11 煩請您針對本會及本產品提供寶貴的意見。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購物網站 便利商店 旅行社 旅遊展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五次以上 

其    他: 

說    明: 

說    明: 

說    明: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常不滿意

非常願意 還算願意 普    通 不 願 意 非常不願意

說    明: 

洽詢本會(電話：03-9381269；地址：宜蘭市陽明二路23巷2號3樓)。請先來電確認購買兌換券

數量，以ATM匯款或現金袋方式購買，匯款者請於匯款後將匯款明細、聯絡人及聯絡方式傳真

至03-9382610，確認無誤後票券於3天內寄出。

台 灣 休 閒 農 業 發 展 協 會

至台灣農場趴趴走旅遊票券特約旅行社網站或實體店面購買（特約旅行社名單，請參閱本會網

站www.taiwanfarm.org.tw最新公告內容為準）。

旅 行 社

至全省7-11便利商店I-bon便利生活站現場購買，依I-bon機器操作介面指示逐項點選

後，拿取列印之繳費單與持票須知，於繳費期限時間內於櫃檯結帳，現場立即取票。

至全省全家便利商店FamiPort便利生活站現場購買，依FamiPort機器操作介面指示逐

項點選後，拿取列印之繳費單，於繳費期限時間內於櫃檯結帳，現場立即取票。

便 利 商 店

至Taiwan Farm Mall :http://store.pchome.com.tw/taiwanfarm/下標後，可使用ATM匯款、超商

付款(包含7-11便利商店、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便利商店及OK便利商店)、信用卡線上刷卡付款

購買，收取款項後票券於3個工作天內寄出。

購 物 網 站

至http://www.payeasy.com.tw/index.shtml點票券-品牌搜尋「台灣農場趴趴走」，下標後，可使

用ATM轉帳、信用卡線上刷卡付款購買，收取款項後票券於3個工作天內寄出。

至http://sc.myfone.taiwanmobile.com/buy/index.php點票券-休閒、門票-休閒活動，下標後，可

使用ATM轉帳、信用卡線上刷卡付款購買，收取款項後票券於3天內寄出。

至http://www.momomall.com.tw輸入「台灣農場趴趴走」搜尋商店，點入『逛商店』，下

標後，可使用ATM轉帳、信用卡線上刷卡付款購買，收取款項後票券於3個工作天內寄出。

www.taiwanfarm.com.tw台灣休閒農業旅遊館

至樂天市場首頁搜尋「台灣農場趴趴走」或直接至http://www.rakuten.com.tw/shop/taiwanfarm/，
下標後，可使用ATM轉帳付款購買，收取款項後票券於3個工作天內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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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非常謝謝您的寶貴意見，我們會將整體意見彙整後，

作為改進的參考，再次謝謝您的填寫。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敬上

性  別：

男 女

19歲以下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歲以上

年  齡：

29萬以下 30~49萬 50~69萬 70~99萬 100萬以上

個人年收入：

國  小 國  中 高中/職 大專/大學 研究所(含)以上

學  歷：

農  業 工  業 軍公教

退休人員

商業/服務業 學  生

自由業 家  管 待業中 其  他

職  業：

收件人姓名： 

聯絡電話： 

禮品寄送地址： 

請將本問券裁剪下來後，寄送至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地址：26057宜

蘭市陽明二路23巷2號3樓)，我們在收到您的寶貴意見後，將回饋一份精

美禮物給您哦，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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