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人輕鬆行、2人甜蜜遊、4人歡樂GO，怎樣都有趣！

從北到南、從東到西涵蓋15個縣市，讓你全台灣走透透！

精選280條以上優質農場旅遊路線，不怕你不玩，怕你玩不完！

票券販售收取金額，專戶儲存，不讓你的權益睡著了！

符合定型化契約，規範在把關，消費有保障！

GU I D E ACCOMMODAT IONT E L : 03-9381269

FA X : 03-9382610

WEB:www.taiwanfarm.org.tw

ADD:26057宜蘭市陽明二路23巷2號3樓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Taiwan Leisure Farm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本手冊為「台灣農場趴趴走旅遊票券」之產品介紹。適用兌換

農場、兌換內容如有變更或替換時，相關訊息請參閱本會網站

最新公告內容為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輔導單位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主辦單位

106年11月起適用

台 灣 農 場
趴 趴 走

台灣休閒農業旅遊館
www.taiwanfarm.com.twwww.taiwanfarm.org.tw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兌 換 手 冊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Taiwan Leisure Farm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係於西元1998年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之非營利組織，以協助農業

升級發展休閒農業，建構樂活農村為目標，農場會員數近200家。歷經第一屆理事長飛

牛牧場董事長施尚斌先生、第二、三屆理事長香格里拉休閒農場董事長張清來先生，第

四、五屆理事長大坑休閒農場董事長蔡澄文先生，第六、七屆理事長龍雲農場董事長鄧

雅元先生，第八、九屆理事長千戶傳奇生態農場董事長林典先生，第十屆理事長飛牛牧

場總經理吳明哲先生的領導，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學術界與業者的支持下，協會扮演

學術界、政府與產業的橋樑，肩負休閒農業發展的使命。

協會在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肩負社會教育與環境保護的責任，期使農村社會安

定、農村永續發展，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秘書處秉持著「七分做現在、三分做未來」

的理念來推動業務，透過延續農村價值、分享知識、傳承幸福的力量，將台灣農業塑造

成為適合旅遊、也適合居住的生活空間，讓青年回鄉紮根、讓農民找回尊嚴，讓農村延

續文化，讓大家都能夠『享受休閒、體驗幸福』。

    協會秘書處為專業幕僚團隊，以提升服務品質、建構文化品味及塑造品牌價值為任

務，推動『品質、品味、品牌』之三品運動，設置四大部門：

行政事務部門

負責秘書處管理，設立 www.taiwanfarm.org.tw，作為休閒農業知識交流與經驗傳承的

平台。

人力發展部門

設立台灣休閒農業學院，推動休閒農場經營管理師認證制度，負責培育經營管理人才。

產業發展部門

負責法令研修，推動休閒農場服務認證，建構穩定且高品質的休閒農業品牌。

市場行銷部門

負責創新商品研發，開拓國際旅遊市場，以全球在地化的觀點『建構台灣、行銷全球』。

田園幾度更新貌

餵養人間千百年

昔日水牛不復見

白鷺依舊阡陌間

當年，水牛退役時應當與白鷺有過徹夜長談

如今，耕耘機旁仍可見白鷺鷥跳躍其間

你要問台灣的農園故事

小白鷺應該是不二人選

春耕時，那點點雪白的身影

讓人放心又充滿信心

因為，那意味著……豐年

台灣休閒農業旅遊吉祥物

鷺小白



關於台灣農場趴趴走

產品 大特色

Taiwan Farms Pap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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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桶山農場

若茵民宿

精 緻 雙人

豐 富 雙人

精 緻 四人

豐 富 四人

農場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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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親山∼沁水∼農情趣∼

產品最強：品美食、住好房、玩好玩、拿好康，讓你囂張吃、搖擺玩！！

人數最Free：1人輕鬆行、2人甜蜜遊、4人歡樂GO，怎樣都有趣！！

範圍最廣：從北到南、從東到西涵蓋15個縣市，讓你全台灣走透透！！

選擇最多：適用全台近140家農場，包山又包海，農場一路玩到High！！

精選最優：精選280多條優質農場旅遊路線，不怕你不玩，真的怕你玩不完！！

使用便利：寒暑假保證絕不另外加價，親子、學生族群的最愛！！

物美價廉：以少少的錢就能吃喝玩樂消遙遊！！

通路多元：便利商店、購物網站、旅行社都可買到，不用再去旅展人擠人！！

保證履約：票券販售收取金額，專戶儲存，不讓你的權益睡著了！！

安心賣家：符合定型化契約，規範在把關，消費有保障！！

週休二日制度的實施，不僅提昇了國人對休閒的重視，且帶動了台灣旅遊

風氣，農場旅遊也漸漸成為了目前最HOT的一種旅遊趨勢。因此，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的指導下，本會整合全台各地農場特有的生態、景觀、農村文化、農民

生活、自然環境等資源，開發出一套以農場住宿、餐飲、體驗活動為特色的旅

遊票券方案-「台灣農場趴趴走」。

「台灣農場趴趴走」推出「單人農業體驗一日遊」、「單人田園美食一日

遊」、「農莊住宿二日遊」及「單人採果體驗一日遊」，總計超過280條以上休

閒農場旅遊行程，可以自由選擇。行程內容包羅萬象，吃喝玩樂一應俱全。其

農場範圍更是涵蓋到全台灣各地，讓您用少少的錢，就能玩遍全台灣，台灣到

處PAPAGO。

無論是自由自在的單人行、甜蜜出遊的雙人行，或者親子同樂的四人行，

都能擁有各自的旅遊樂趣，1人輕鬆行～2人甜蜜遊～4人歡樂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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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內容介紹
限2人使用一張農莊住宿兌換券兌換，定價：2,500元以上/2人，兌換券可

兌換二人套房住宿一晚及兩客早餐，部份農場並加贈其他優惠活動，優

惠活動項目依各適用農場提供內容而定，詳見手冊介紹(P3~P28)。

三富休閒農場、梅花湖休閒農場、英仕山莊、蘭陽橋、北關休閒農場、

八甲爵士莊園、童話村有機渡假農場、雲也居一休閒農場、火炭谷休閒農

場、金葉山莊休閒農場、羅望子生態農場、仙湖休閒農場共12家農場。

適用農場

限2人使用二張農莊住宿兌換券兌換，定價：4,750元以上/2人，兌換券可

兌換二人套房住宿一晚及兩客早餐，部份農場並加贈其他優惠活動，優

惠活動項目依各適用農場提供內容而定，詳見手冊介紹(P29~P62)。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三富休閒農場、梅花湖休閒農場、蘭陽橋、雲山水

小築、雪霸休閒農場、花露休閒農場、羅望子生態農場、酒桶山農場、

香格里拉空中花園、竣悅空中花園渡假山莊、仙湖休閒農場、走馬瀨休閒

農場、福灣養生休閒農場、布農部落休閒農場共15家農場。

適用農場

限4人使用二張農莊住宿兌換券兌換，定價：4,750元以上/4人，兌換券可

兌換四人套房住宿一晚及四客早餐，部份農場並加贈其他優惠活動，優

惠活動項目依各適用農場提供內容而定，詳見手冊介紹(P63~P82)。

梅花湖休閒農場、三富休閒農場、雲山水小築、栗田庄、金葉山莊休閒

農場、羅望子生態農場、酒桶山農場、若茵民宿、台一生態休閒農場共

9家農場。

適用農場

限4人使用三張農莊住宿兌換券兌換，定價：6,900元以上/4人，兌換券可

兌換四人套房住宿一晚及四客早餐，部份農場並加贈其他優惠活動，優

惠活動項目依各適用農場提供內容而定，詳見手冊介紹(P83~P100)。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梅花湖休閒農場、三富休閒農場、雲山水小築、酒

桶山農場、仙湖休閒農場、大坑休閒農場、小熊渡假農場共8家農場。

適用農場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券，限星期日至星期四使用。

星期五、六及國定假日前夕使用，需另補假日差價，請參閱使用手冊各家農場頁面說明。

農曆春節期間(農曆除夕至農曆元月十五日)恕不適用本票券。

本票券依兌換專案房型之人數使用；孩童請參閱使用手冊各家農場頁面說明。

經預約確認後，需將本票券以傳真或郵寄方式交付所兌換之農場進行登錄，以完成訂房手續。

預約當日因故未入住時，本票券將註記失效，無法再行使用。

本票券所註明之優惠內容，其優惠期限為自購票日起壹年內，逾優惠期限使用，得以用票券面

額（實購金額）另行補足差價後使用，並無使用期限之限制。

產品注意事項
本票券使用前，敬請先行詳閱相關使用規定、適用範圍及使用效期等；使用時，需事先向適用

農場預約，並主動告知及出示本券後兌換使用。

本票券為單次兌換，且不得與兌換農場其他優惠活動合併使用，因塗改、註記、毀損或遺失時

，恕無法補發或退費，請持券人自行妥善保管。

本票券可否適用於加人、升等及其費用，均依兌換農場之現場規定處理，後續收費或預約服務

，亦請事先向兌換農場進行確認為準。

本票券未經發行單位正式書面授權時，均不得以任何之形式販售、拍賣，因人為塗改、影印或

未加蓋票券專用章者，均視為無效券。

本票券為保障持券人權益，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5年11月1日農輔字第0950051201號公告「休閒

農場商品兌換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辦理，將本票券銷售所收取之金額，存入

票券正面所記載之金融機構開立之發行人專戶，並應專款專用。

本票券之適用兌換農場、兌換內容如有變更或替換時，相關訊息請參閱發行單位官方網站 

www.taiwanfarm.org.tw 最新公告內容為準。

本票券之發行人為整合行銷單位，並非最終服務提供之業者，所適用兌換之農場均為專案契約

合作對象，如有發生與本票券正面記載商品內容所提供服務不符之情事，請逕向本會窗口提出

申訴，以維護您的消費權益。（發行人客服專線：03-938-1269）

退票說明
辦理退票時，請繳回本票券（需保持票券完整且不得毀損、註記、塗改）及原始開立之消費憑

證、贈品等，始可辦理退票手續。

自購票日起30天內辦理退票者，需扣除票面10%之行政手續費；自購票日起30天以後辦理退票者

，則需扣除20%之行政手續費。

產品使用說明

精緻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
農莊住宿券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精緻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豐富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三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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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雙人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農莊住宿兌換券

產品內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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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仕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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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村有機渡假農場

仙湖休閒農場

雲也居一休閒農場

火炭谷休閒農場

金葉山莊休閒農場

羅望子生態農場

Application Farms

限2人使用一張農莊住宿兌換券兌換，定價：2,500元以上/2人，兌換券可兌換二人

套房住宿一晚及兩客早餐，部份農場並加贈其他優惠活動，優惠活動項目依各適用

農場提供內容而定，詳見下列適用農場頁面介紹。

音樂盒

躺在草地上 我閉上雙眼

剎那間 大地安靜了下來

感覺到

風在吹-真心呼喊

樹在搖-盡情跳舞

蟲在叫-高聲歡唱

靜止的我 正陶醉著

耶-大地的音樂盒動了起來

苗栗縣頂埔國小一年級 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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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休閒農場
三富農場生態豐富，景致怡人，園內步道與仁山植物園相連，優質環境渾然天成，非常適合喜愛自

然的您紓壓放鬆，與昆蟲、鳥類近距離互動。四季景觀各具風情，特別是探索夜間生態，生動活潑

的解說加上親身體驗，更讓許多住宿貴賓印象深刻。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精緻雙人套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2,900元)

夜間生態導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3間

身高滿90公分以上，加1人費用為6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未滿9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假日加價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農場資訊
03-9588690、03-9588795

03-9588753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新寮二路161巷82號

sanfufarm@gmail.com

www.sanfufarm.com.tw

東經121°45'14.3" 北緯24°37'4.5"G

Server
備註：Wifi限服務中心/住宿區/會議區/餐飲區。

【台北→宜蘭】：

◎國道5號：下羅東交流道直走到底T字路右轉中山路

(台7丙)往羅東方向走到光榮路左轉，過高架橋直走

第三個紅綠燈往丸山、仁山植物園或中山休閒農業區

方向(宜34線、義成路三段)左轉，走到底(約2.7km看

咖啡色指標)右轉直走即可到達。 

◎市區：北宜公路(濱海公路)→礁溪→宜蘭→羅東、

冬山方向，於進入羅東市區前環鎮道路大十字路口右

轉純精路(2.6km)右轉往丸山(宜34，義成路三段)，

走到底(2.8km)，T字路右轉直走往中山休閒農業區或

仁山植物園即可到達(3.5km)。 

【花蓮→宜蘭】：

◎開車：由花蓮、蘇澳方向過來，請走台九省道往羅

東、冬山經過冬山鄉農會後(0.6km)，左轉往梅花湖(

宜30)，義成路一段直走2.2km叉路左轉往八寶直走

(1.2km)十字路口左轉往中山休閒農業區或仁山植物

園即可到達(2.7km)。

【台北→宜蘭】：

◎客運：或於台北京站轉運站、板橋火車站、捷運科技大樓站搭乘葛瑪蘭客運，或於市政府搭乘首都

客運至羅東站，下車轉計程車(9km)約15分鐘即可到達。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宜 蘭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600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火車：請在羅東火車站下車轉計程車(9km)約15分鐘

即可到達。 

◎首都客運281：羅東－仁山植物園首都客運於仁山植

物園站下車後，步行20分鐘即可到達。 

【花蓮→宜蘭】：

◎火車：請在羅東火車站下車轉計程車(9km)約15分鐘

即可到達。

精緻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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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湖休閒農場
農場佔地一萬多坪，毗鄰宜蘭八大奇景梅花湖風景區旁，依山傍水景色渾然天成，園內蟲鳴鳥叫，花

木扶疏，是個休閒渡假的好地方，備有渡假木屋、養生餐廳、有機果園、漆彈夢工場、香草園、烤肉

區、露營區等，並有適合親子的兒童戲水池、沙雕堡、體訓場、可愛動物區等體驗設施~~~歡迎您~~~。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蜜月雙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2,900元)

鮮採花草茶二壺(售價：80元/壺)

體驗可愛動物互動餵食*提供牧草或蔬菜二把餵食*

(售價：30元/把)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0：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6間

身高滿90公分以上，加１人費用為8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未滿9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假日加價

03-9612888

03-9514345

宜蘭縣冬山鄉得安村環湖路62號

ilan9612888@yahoo.com.tw

www.9612888.com.tw

東經121°44'5.1" 北緯24°38'57.1"G

Server
備註：Wifi限烤肉區與會議室區域。

(1)花蓮至羅東：

搭乘火車，至羅東火車站(後站)下車，坐計程車約20分鐘即可到達或搭首都客運281號至梅花湖下車，

步行至農場。

(2)台北至羅東：

可搭乘(1)火車(2)噶瑪蘭(3)首都客運，到羅東火車站（後站）搭計程車至農場，或搭281號公車至梅

花湖下車，步行至農場。

接駁費用：200元/車/趟

接駁地點：羅東火車站

接駁服務

(1)南至北：

走台九線→冬山鄉永興路左轉→廣興派出所左

轉→(左前方有一個全家便利商店)左轉接梅花

路→右邊天賜爾科技路口左轉接鹿得路→直走

到底左轉50公尺→至盡頭再右轉即抵達旺樹園

．梅花湖休閒農場。

(2)北至南：

國道3號(北二高)→國道5號(經雪山隧道)→羅

東五結交流道下→沿路橋下外側直走到底→遇

到T字型路口右轉→即為中山路直走(中山路一

段走到四段)穿過羅東市區來到中山路4段→經

右邊學校羅東高商→經左邊學校羅東高工→經

過第二個紅綠燈(左前方有一個全家便利商店)左轉接梅花路→右邊天賜爾科技路口左轉接鹿得路→直

走到底左轉50公尺→至盡頭再右轉即抵達旺樹園．梅花湖休閒農場。

農場資訊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800

宜 蘭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精緻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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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仕山莊
英仕山莊擁有全球首座水力觀景旋轉屋，獨特之處—完全利用『水力』來帶動，浮在水上的巧妙設

計，自然慢速旋轉，有點像坐在空中飛船裡，在這邊你可以喝杯咖啡隨性的看看書﹑聊聊天，慢慢

欣賞蘭陽溪河谷﹑太平山系完美呈現。另有鱒魚餐廳﹑小木屋﹑會議假期﹑蘭陽溪茅草車之旅﹑皮

雕DIY…等。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木屋二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3,000元)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7間

每房限住二人，不得再加人哦！

03-9801701

03-9801387

宜蘭縣大同鄉英士村泰雅路三段21巷3號

yingshih701@yahoo.com.tw

www.yingshih.com.tw

東經121°32'44.0016" 北緯24°37'42.9996"G

Server
備註：Wifi限會議室/接待大廳/活動廣場區域。

(1)台北【火車】→宜蘭【國光】→英仕山莊《石

頭橋站》。

(2)台東【火車】→羅東【國光】→英仕山莊《石

頭橋站》。

(3)國光號 Tel:03-9365441  Tel:03-9542054

◎宜蘭往梨山、南山經英仕：07:00、12:40、

15:00，回程往宜蘭：07:50、10:40、15:40。

◎羅東往梨山、南山經英仕：07:00、15:40，回程

往羅東：10:30、15:30。

(1)台北《65㎞》→宜蘭《20㎞》→英仕山莊《台

七線91.5㎞處》。

(2)花蓮《123㎞》→羅東《20㎞》→英仕山莊《台

七線91.5㎞處》。

假日加價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

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並加贈晚餐二客。1,460

宜 蘭

$2000

溫馨雙人
住宿兌換券

一張使用

精緻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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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橋
沿著蘭陽河畔的堤岸步行向前，可以發現一棟美輪美奐的鄉間別墅，它有千餘坪的室外空間，它有百餘坪的室內大

廳，它有十餘坪的套房環境，站在陽台就可以遠眺龜山島的壯麗…，站在陽台就可以飽攬蘭陽平原的美景…，讓您

的身心得到真正的舒展。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溫馨浪漫雙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3,000元)

下午茶二份*宜蘭餅+咖啡或花茶*(售價：150元/份)

釣魚體驗

自行車體驗

使用卡拉OK設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7間

身高110公分以上，加１人費用為500元；並提供加床、早餐、下午茶、釣魚體驗、自行車體驗及使

用卡拉OK設施。

身高滿100公分，而未滿110公分，加1人費用為300元；並提供早餐、下午茶、釣魚體驗、自行車體

驗及使用卡拉OK設施，但無提供加床。

身高未滿10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早餐、下午茶、釣魚體驗、自行車體

驗及使用卡拉OK設施。

03-9650265

03-9650275

宜蘭縣五結鄉溪濱路三段399巷17號

a655572@yahoo.com.tw

www.9569.tw

東經121°45'51.4" 北緯24°42'28.6"G

Server
備註：寵物限餐廳以外區域Wifi限大廳區域。

接駁費用：免費

接駁地點：羅東火車站、羅東轉運站

(1)[由北往南]：

◎台北→國道五號→下羅東交流道→左回轉直走到

底→遇到河堤左轉往河堤道路方向→過涵洞→第二

個西河北路(路口有鐵塔)→左轉進入→蘭陽橋。

◎新店→北宜公路(台九省道)→礁溪→宜蘭(請依

照指示標誌行駛外環道路，免受塞車之苦)→蘭陽

大橋(宜蘭往羅東方向)→過橋右轉往河堤道路方向

→第二個西河北路(路口有鐵塔)→左轉進入→蘭陽

橋。

(2)[由南往北]：

花蓮→蘇花公路→蘇澳→冬山→羅東純精路→見加

油站左轉進入復興路→見河堤道路右轉→第二個西

河北路(路口有鐵塔)→右轉進入→蘭陽橋。

假日加價
農場資訊

開車方式

接駁服務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1,000

宜 蘭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精緻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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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關休閒農場
北關農場．螃蟹博物館，屬於複合式旅遊景點，農場內提供多元化的服務：住宿、風味餐飲以及體

驗活動等等，依四季的變化給您不同的自然生態饗宴，蘊藏著豐富多樣化的動植物。螃蟹博物館內

珍藏全世界豐富的宜蘭縣龜山島海域甲殼類動物，走一趟北關農場，讓您上山下海玩透透！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標準二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2,500元)

螃蟹咖啡廳飲品暢飲*提供時間：09：00~17：00*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2間

身高110公分以上，加1人費用為800元；並提供加床

、早餐及螃蟹咖啡廳飲品暢飲。

身高未滿11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

供加床、早餐及螃蟹咖啡廳飲品暢飲。

03-9772168

03-9776860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205號

pk.farm@msa.hinet.net

www.peikuan-resort.com.tw

東經121°52'5.7" 北緯24°54'44.3"G

Server
備註：Wifi限螃蟹咖啡廳區域。

(1)坐平快車或電聯車至龜山火車站，步行

約30分鐘。(住宿農場者，可先電話預約免

費接駁<接駁時間09:00~16:30>

(2)坐對號列車(莒光號、自強號)至頭城火

車站下車，站外有計程車招呼站(約220元)

至北關農場。

接駁費用：免費

接駁地點：宜蘭龜山火車站

接駁時間：09：00~16：30

(1)[經雪山隧道前往]：

經由國道3號(北二高16公里處)轉接國道5號往宜蘭(

北宜高速公路)穿過雪山隧道後即靠外線，由頭城(

礁溪)交流道下後向右轉往頭城、東北角風景區方向

(台2庚線)行至頭城銜接(台2線濱海公路)，經烏石

港(137.6公里處)、外澳(133公里處)、梗枋(129公

里處)，請在跨越梗枋橋後即刻左轉，由橋墩旁道路

沿指標前進約1公里就能到北關農場。

(2)[由濱海公路前往]：

可由中山高向北往基隆方向行駛，在暖暖、瑞芳交

流道下高速公路後，沿著2號省道(即濱海公路)往宜

蘭方向行駛，途經福隆、石城、大里、大溪、北關

海潮、梗枋約129公里處即可看到梗枋橋，由橋墩旁

道路沿指標前進就能到北關農場。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接駁服務

搭車方式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宜 蘭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500

精緻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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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甲爵士莊園
八甲魚場位於香魚養殖的故鄉－宜蘭，全國約80％的香魚產量來自蘭陽平原，由香魚達人黃玉明所

經營的八甲魚場養殖史長達30餘年，天然純淨湧泉加上專業的養殖技術，一年四季都能養出肥美的

香魚。來八甲我們邀您品嚐2億年前白堊紀出現的水中帝王鱘龍魚、魚中女皇香魚、魚中極品苦花與

各式精緻美食料理，絕對讓您不虛此行。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爵士雙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2,800元)

胺基酸魚膠原蛋白眼膜二份(售價：60元)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5間

每房限住二人，不得再加人哦!

假日加價 03-9226222

03-9227222

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員山路二段19號

www.8fish.com.tw

東經121°41'54.3" 北緯24°43'0.4"G

Server

國道5號於宜蘭交流道下，接台9線

後過宜蘭橋右轉經環河路接台七線

，於台七線約116公里左手邊抵達。

開車方式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1,00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宜 蘭

精緻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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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村有機渡假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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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兩人原木套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4,000元)

贈送有機洛神花果茶及有機水果茶或現磨咖啡二份

單車體驗暢遊梅花湖看水舞表演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0：3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3間

03-9613385/0932-090003

03-9512855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村梅花路300號

kinglan.wu@msa.hinet.net

www.fairy-story.com.tw

東經121°44'32" 北緯24°39'56"G

Server

國道3號→下國道5號羅東五結交流道

(46)後直走，看到傳藝路右轉→直走

到底羅東後火車站→看到站東路左轉

→鐵路平交道右轉直走→中山路2段接

3段接4段接廣興路→左邊全家超商旁

梅花路直走(左轉宜33線)→童話村有

機渡假農場(冬山鄉-廣興國小正對面)

台北火車站對面的台北轉運站4樓，搭葛瑪蘭巴士(羅東直達車，約1小時10分鐘即直達羅東)。下車

處看到萊爾富超商；光榮路直走約2分鐘，在首都客運總站對面，搭首都客運281線的公車(早上11

：00、15；00；ㄧ日共2班車次)，搭到廣興國小站下車即是童話村有機渡假農場。

接駁費用：計程車：170~210元/4人/趟

          來電派車(電話：0932164497)：

          150元/4人/趟；300元/8人/趟

接駁地點：羅東火車站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農場資訊

每房限住二人，不得再加人哦！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

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1,00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宜 蘭

精緻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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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也居一休閒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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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雲也田園雙人房或蒲公英雙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

(定價：3,600元)

下午茶二份*任點一杯茶飲+乙份蛋糕*(售價：200元/份)

薑餅人彩繪DIY二份(售價：150元/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0：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2間

身高110公分以上，加１人費用為5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滿70公分，而未滿110公分，加1人費用為150元；提供早餐，但無提供加床。

身高未滿7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037-951530

037-951396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薑麻園9鄰6號

mile951332@yahoo.com.tw

ginger.emmm.tw

東經120°50'01" 北緯24°22'29"G

Server

可搭乘區間車至苗栗三義站後，租機車前往本農場或利用接駁服務前往本農場。

接駁費用：400元/4人/趟

接駁地點：苗栗三義火車站

◎路線一(北上)：

中山高公館下交流道→72線快速道路往大湖

走到底→右轉接台三線行駛至137.4km處→

右轉接苗130線往雲也居一田媽媽，我們就

在路邊唷~（130/27.5k處）。

◎路線二：

中山高轉國道4號至東勢端下→接台3線續行

→經東勢、卓蘭至大湖鄉→台三線137.4km

接130縣往雲也居一田媽媽，我們就在路邊

唷~（130/27.5k處）。

◎路線三(南下)：

中山高三義交流道下→往三義市區方向經過

2座行人天橋，在第二個行人天橋右轉→接

苗130縣道往大湖薑麻園→雲也居一田媽媽，我們就在路邊唷~（130/27.5k處）。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接駁服務

搭車方式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500元/房。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苗 栗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精緻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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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炭谷休閒農場
【火炭谷休閒農場】坐落於山光明媚的苗栗縣造橋鄉，農場內保留了許多天然的生態環境，其中百年老玉蘭花樹更

訴說著農場的過往與傳奇。隨著造橋鄉南瓜博覽會的盛大舉辦，農場裡不僅可欣賞每年春夏期間結實纍纍的垂吊式

各式造型南瓜，或巨無霸大南瓜，橙黃黃一片金色瓜海，吸引無數人造訪造橋，營養豐富的金瓜更激發農場團隊的

創作慾望，南瓜幻變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餚、養生點心等。火炭谷亦結合谷巴休閒渡假村軟硬體設施及造橋木炭博

物館的黑炭成立了黑金傳奇系列產品及瓜呆小不特色品牌的傳奇…

園區佔地十公頃，提供住宿、會議、咖啡餐飲、炭泉SPA、親子DIY、漆彈等多種功能。在此，吃、喝、玩、育、樂

皆與【黑金(木炭/金瓜)】有關。餐飲團隊屢獲全國多項廚藝競賽大獎，更奠定了農場黑金傳奇風味餐佳評如潮的

基石。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雅致雙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3,200元)

下午茶二份*各式咖啡、飲料、花茶擇一*(售價：150元/份)

炭拓印DIY二份及葉脈書籤DIY二份或南瓜精靈紙黏土DIY二份(售價：150元/份)

木炭博物館參觀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15間

身高110公分以上，加1人費用為800元；並提供加床、早餐及木

炭博物館參觀。

身高未滿11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早

餐及木炭博物館參觀。

037-540039

037-540338

苗栗縣造橋鄉(村)錦成東路8-5號

monweichen@yahoo.com.tw

www.58resort.com.tw

東經120°52'33.8" 北緯24°38'8.9"G

Server

搭至山線造橋站再步行1.5公里或搭至竹南/苗栗站

再搭乘計程車(約13公里)。

接駁費用：免費

接駁地點：苗栗造橋火車站(限星期日~星期五)

(1)[北部出發]：

◎中山高頭份交流道下左轉接台1線(往苗栗/後龍

方向)→左轉接台13甲至造橋。

◎北二高竹南交流道下左往竹南/造橋→右轉接台1

線(往苗栗/後龍方向)→左轉接台13甲線至造橋。

(2)[南部出發]：

◎中山高苗栗交流道下左轉接台6線→右轉接台72

線至6公里出口→右轉台13甲線往頭份方向至造橋

。

◎中二高大山交流道下右轉接苗8線→左轉台1線→

右轉接台13甲線至造橋。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接駁服務

搭車方式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80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苗 栗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精緻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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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葉山莊休閒農場
農場的主人是一位篤實的公務員，木納而親切，當初因為家族成員都酷愛山林，對蝴蝶、原生植物有深入的研究與

喜愛，因而在大約三十年前入主這一方土地。在這裡，天氣晴朗時甚至可眺望新社台地，夜間更可欣賞美麗的山城

夜景。夏秋之際，當大安溪畔的蘆葦翻飛時，此地更可一覽無遺。當初來到此地，這裡有著成群的楓香樹群，每每

在冬初就將此地染成一片金黃，這也是主人稱此為~「金葉山莊休閒農場」的由來！

來到農場絕不能錯過女主人的好手藝，特有的「客家封肉」和「生龍活虎湯」別處吃不到，兼顧美味和養生，也是

招待客人政商應酬的宴席料理。女主人還會不時的研發新菜色和新口味，讓大家不同時間來都能品嚐到好味道。

農場裡的房間陳設簡單而優雅，周圍群樹環抱，享受清新的森林浴住宿。早起時鄰近古道漫步健行，午後冷泉泳池

戲水，泉水泳池引用山泉水，終年流動且乾淨，是夏天消暑的好去處。還有下午茶、手工藝DIY、烤肉活動，享受

悠遊自在休閒時光。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樟樹林二人房或聞香閣二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4,280元)

贈送迎賓肉桂茶或養生茶二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0：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4間

每房限住二人，不得再加人哦!

04-25892292

04-25895508

苗栗縣卓蘭鎮豐田里185號

v58836@yahoo.com.tw

www.goldleaf-hill.com

東經120°49'16" 北緯24°19'44"G

Server
備註：Wifi限餐廳區域。

1.經高速公路南下者，從苗栗交流道下，左轉

台六省道，經公館、汶水銜接台三省道往南

147.5公里處，即可經大湖直抵金葉山莊休閒

農場。

2.經三義交流道下，左轉台十三省道，再左轉

苗52縣道，經鯉魚潭水庫後，銜接台三省道往

南147.5公里處，即可抵達金葉山莊休閒農場。

3.經高速公路北上者，過豐原交流道後，自31

號出口接四號國道，往東勢方向下交流道後，

左轉接豐勢路經石崗、東勢往北，進入卓蘭接

台三省道往西坪147.5公里處，即可抵達金葉

山莊休閒農場。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1,50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苗 栗

精緻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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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望子生態農場
農場為占地2.5公頃大的園區，內有700多種植物，以森林為主的農場，提供許多生物所必須的食物及環境。

玩：農場以有益微生菌維持好的自然生態，復育蝴蝶、獨角仙、楸形蟲生態，可聽樹蛙呱呱，鳥類生態館有孔雀、金

    雞、台灣鵝，體驗園藝植栽活動，珍稀種子吊飾製作，認識無毒椪柑樹，體驗農場生態之旅。

食：農場景觀餐廳為挑高綠建築，採自然風扇通風，節能減碳環保餐具，使用在地新鮮菇品蔬菜，在此推薦三杯杏鮑

    菇、羊奶頭雞湯、焗烤海鮮南瓜、羅望子小排…等美味料理，遍植的花木讓您如同森林用餐般，放鬆心情享用美

    食。

住：農場民宿建築採玻璃屋，與戶外生態結合，可於房間內觀察農場蝶舞鳥鳴蟲叫，夜晚體驗農場的夜景，與你分享

    浪漫夜晚。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玻璃屋二人套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2,750元)

夜間生態導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6間

每房限住二人，不得再加人哦！

0910-495155 

04-25722855

台中市石岡區萬仙街岡仙巷6-7號

treed.luor@msa.hinet.net

www.treed.com.tw

東經120°46'58" 北緯24°16'03"G

Server

由國道1號接國道4號往東勢方向，於

省道台三線161.5K右轉上山，依指標

前往農場。

可搭乘火車到豐原火車站，轉搭乘豐

原客運到石岡站下車，可接駁至農場

；或台北直接搭乘統聯客運至石岡站

下車，接駁至農場。

接駁費用：免費

接駁地點：統聯客運石岡公車站或市內公車社寮角公車站(限住宿客人)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接駁服務

搭車方式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Tamarind ecological education leisure farm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中

800

備註：寵物限戶外區域，WIFI限玻璃屋餐廳區域。

精緻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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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湖休閒農場
台南 東山 淺山區，52公頃的農場中心是座獨立山頭，因為晨間、黃昏及雨後的雲海，讓山頭看起來

像座湖中小島，故稱仙湖。我們在這實踐人與土地共生的農作生活，四季農作 在堅持中傳承與演進。 

                                                            仙湖  在農作生活中體驗幸福～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山林獨棟小木屋兩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5,000元)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10間

每房限住二人，不得再加人哦！

假日加價

06-6863635

06-6863662

台南市東山區南勢里賀老寮一鄰6-2號

senwho@gmail.com

www.senwho.com

東經120°28'56.6" 北緯23°15'54.5"

(亦可設定東原國小)

G

Server
備註：Wifi限餐廳區域。

抵達嘉義高鐵站→可搭乘仙湖休閒農場代訂接

駁車或計程車→約40分鐘→抵達仙湖休閒農場。

  接駁費用：700元/單程  接駁地點：嘉義高鐵站

  接駁費用：500元/單程  接駁地點：新營火車站

※接駁車可共乘四位

南二高→至白河交流道→172縣→白河→165

線→東山→99線→東原→仙湖休閒農場(約30

分鐘)。

開車方式

接駁服務

搭車方式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

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台 南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600

精緻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一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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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一點點
有一種情境 叫-大自然

有一種空氣 叫-芬多精

有一種樂音 叫-蛙、鳥、蟲嗚

有一種想像 叫-放空

有一種享受 叫-渡假

陽光一點點 山嵐一點點 

微風一點點 蝶舞一點點 草香一點點

眼光 遠一點 微笑 露一點

呼吸 輕一點 腳步 慢一點

心情 好大一點

台中市光復國小五年級 李可瑄

豐富雙人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農莊住宿兌換券

台 北桃 園

新 竹

苗 栗

台 中

彰 化
南 投

嘉 義

台 南

高 雄 台 東

花 蓮

屏 東

雲 林

宜 蘭

台 北桃 園

新 竹

苗 栗

台 中

彰 化
南 投

嘉 義

台 南

高 雄 台 東

花 蓮

屏 東

雲 林

宜 蘭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三富休閒農場

梅花湖休閒農場

蘭陽橋

布農部落休閒農場

香格里拉空中花園

竣悅空中花園渡假山莊

仙湖休閒農場

走馬瀨休閒農場

雲山水小築

雪霸休閒農場

花露休閒農場

羅望子生態農場

酒桶山農場 

P.31

P.33

P.35
P.37

P.39

P.41

P.43

P.45
P.47

P.49

福灣養生休閒農場
P.57

P.51

P.59

P.53 

P.55

Application Farms

產品內容介紹

限2人使用二張農莊住宿兌換券兌換，定價：4,750元以上/2人，兌換券可兌換二人

套房住宿一晚及兩客早餐，部份農場並加贈其他優惠活動，優惠活動項目依各適用

農場提供內容而定，詳見下列適用農場頁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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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香格里拉

一個沒有設限的渡假空間

今天您是什麼心情

我們就換成怎樣的風景

春、夏、秋、冬

哪一天您來，我們都會獻上最窩心的服務等待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精緻雙人套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4,000元)

檜木香罐二份(售價：150元/份)

檜木筷子二份(售價：150元/份)

彩繪風箏DIY二份(售價：280元/份)

民俗活動體驗*搓湯圓、打陀螺、放天燈*

農場景觀果園門票*採果視季節性*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28間

03-9511456

03-9515222

宜蘭縣冬山鄉大進村梅山路168號

s515736@ms33.hinet.net

www.shangrilas.com.tw

東經121°43'42.8" 北緯24°37'55.8"G

Server
備註：寵物限特定木屋區客房，需事先告知，且需酌收300元/隻之清潔費。

北二高(國道3號)→國道5號(45公里處)羅

東五結交流道下→直走到底右轉(中山路一

段走到四段）→穿越羅東市區→中山路4段

→經左側羅東工業學校→第二個紅綠燈（

左前方有一個全家便利商店）前左轉→直

走遇圓環六叉路→繞土地公廟走山路往三

清宮方向→經三清宮停車場沿右邊梅山路

960M到達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火車，搭乘北迴線往宜蘭方向，至羅東站

（後火車站下車）；客運，首都、噶瑪蘭

接駁費用：80元/人/趟；150元/人/來回

接駁地點：羅東後火車站、羅東轉運站

身高110公分以上，加1人費用為1,200元；並提供早餐、檜木香罐、

檜木筷子、彩繪風箏DIY、民俗活動體驗及農場景觀果園門票，但

無提供加床。

身高未滿11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早餐、檜木

香罐、檜木筷子、彩繪風箏DIY、民俗活動體驗及農場景觀果園門票。

客運（總站下車），可預約農場接駁提早預約名額有限（另外付費）時間另洽或坐計程車約二十分鐘

即可到達。

假日加價

農場資訊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宜 蘭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元/房。800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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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休閒農場
三富農場生態豐富，景致怡人，園內步道與仁山植物園相連，優質環境渾然天成，非常適合喜愛自

然的您紓壓放鬆，與昆蟲、鳥類近距離互動。四季景觀各具風情，特別是探索夜間生態，生動活潑

的解說加上親身體驗，更讓許多住宿貴賓印象深刻。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精緻雙人套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2,900元)

下午茶二份*紫森林咖啡或柚花茶二選一及手工餅干*(售價：230元/份)

晚餐-中式合菜二客(售價：300元/客)

旅遊手工書DIY二份(售價：180元/份)

餵魚樂-魚飼料二罐(售價：30元/罐)

伴手禮-青蛙手機座二份(售價：210元/份)

夜間生態導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3間
03-9588690、03-9588795

03-9588753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新寮二路161巷82號

sanfufarm@gmail.com

www.sanfufarm.com.tw

東經121°45'14.3" 北緯24°37'4.5"G

Server
備註：Wifi限服務中心/住宿區/會議區/餐飲區。

身高超過110公分，加1人費用為1400元；並提供加床、早餐、晚餐、下午茶、旅遊手工書DIY、

魚飼料及青蛙手機座。

身高滿90公分，而未滿110公分，加１人費用為8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未滿9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假日加價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台北→宜蘭】：

◎國道5號：下羅東交流道直走到底T字路右轉中山路

(台7丙)往羅東方向走到光榮路左轉，過高架橋直走

第三個紅綠燈往丸山、仁山植物園或中山休閒農業區

方向(宜34線、義成路三段)左轉，走到底(約2.7km看

咖啡色指標)右轉直走即可到達。 

◎市區：北宜公路(濱海公路)→礁溪→宜蘭→羅東、

冬山方向，於進入羅東市區前環鎮道路大十字路口右

轉純精路(2.6km)右轉往丸山(宜34，義成路三段)，

走到底(2.8km)，T字路右轉直走往中山休閒農業區或

仁山植物園即可到達(3.5km)。 

【花蓮→宜蘭】：

◎開車：由花蓮、蘇澳方向過來，請走台九省道往羅

東、冬山經過冬山鄉農會後(0.6km)，左轉往梅花湖(

宜30)，義成路一段直走2.2km叉路左轉往八寶直走

(1.2km)十字路口左轉往中山休閒農業區或仁山植物

園即可到達(2.7km)。

【台北→宜蘭】：

◎客運：或於台北京站轉運站、板橋火車站、捷運科技大樓站搭乘葛瑪蘭客運，或於市政府搭乘首都

客運至羅東站，下車轉計程車(9km)約15分鐘即可到達。 

◎火車：請在羅東火車站下車轉計程車(9km)約15分鐘即可到達。 

◎首都客運281：羅東－仁山植物園首都客運於仁山植物園站下車後，步行20分鐘即可到達。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600

宜 蘭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花蓮→宜蘭】：

◎火車：請在羅東火車站下車轉計程車(9km)約15

分鐘即可到達。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33 34



梅花湖休閒農場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蜜月雙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2,900元)

鮮採花草茶二壺(售價：80元/壺)

手創彩繪百寶袋DIY二份(售價：490元/份)

押花鑰匙圈DIY二份(售價：100元/份)

單車自由行體驗二台(售價：100元/台)

伴手禮-純釀薄荷精油二瓶(售價：299元/瓶)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0：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6間

03-9612888

03-9514345

宜蘭縣冬山鄉得安村環湖路62號

ilan9612888@yahoo.com.tw

www.9612888.com.tw

東經121°44'5.1" 北緯24°38'57.1"G

Server
備註：Wifi限烤肉區與會議室區域。

(1)南至北：

走台九線→冬山鄉永興路左轉→廣興派出所

左轉→(左前方有一個全家便利商店)左轉接

梅花路→右邊天賜爾科技路口左轉接鹿得路

→直走到底左轉50公尺→至盡頭再右轉即抵

達旺樹園．梅花湖休閒農場 。

(2)北至南：

國道3號(北二高)→國道5號(經雪山隧道)→

羅東五結交流道下→沿路橋下外側直走到底

→遇到T字型路口右轉→即為中山路直走(中

山路一段走到四段)穿過羅東市區來到中山路

(1)花蓮至羅東：

搭乘火車，至羅東火車站(後站)下車，坐計程車約20分鐘即可到達或搭首都客運281號至梅花湖下車

，步行至農場。

(2)台北至羅東：

可搭乘(1)火車(2)噶瑪蘭(3)首都客運，到羅東火車站（後站）搭計程車至農場，或搭281號公車至梅

花湖下車，步行至農場。

接駁費用：200元/車/趟

接駁地點：羅東火車站

身高滿90公分以上，加１人費用為8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未滿9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4段→經右邊學校羅東高商→經左邊學校羅東高工→經過第二個紅綠燈(左前方有一個全家便利商店)

左轉接梅花路→右邊天賜爾科技路口左轉接鹿得路→直走到底左轉50公尺→至盡頭再右轉即抵達旺樹

園．梅花湖休閒農場。

假日加價

農場資訊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

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農場佔地一萬多坪，毗鄰宜蘭八大奇景梅花湖風景區旁，依山傍水景色渾然天成，園內蟲鳴鳥叫，花

木扶疏，是個休閒渡假的好地方，備有渡假木屋、養生餐廳、有機果園、漆彈夢工場、香草園、烤肉

區、露營區等，並有適合親子的兒童戲水池、沙雕堡、體訓場、可愛動物區等體驗設施~~~歡迎您~~~。

700

宜 蘭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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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橋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豪華景觀雙人套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7,500元)

下午茶二份*宜蘭餅+咖啡或花茶*(售價：150元/份)

晚餐-海陸火鍋二客(售價：390元/客)

釣魚體驗

自行車體驗

使用卡拉OK設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0：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6間

03-9650265

03-9650275

宜蘭縣五結鄉溪濱路三段399巷17號

a655572@yahoo.com.tw

www.9569.tw

東經121°45'51.4" 北緯24°42'28.6"G

Server
備註：寵物限餐廳以外區域，Wifi限大廳區域。

(1)[由北往南]：

◎台北→國道五號→下羅東交流道→左回轉直走到

底→遇到河堤左轉往河堤道路方向→過涵洞→第二

個西河北路(路口有鐵塔)→左轉進入→蘭陽橋。

◎新店→北宜公路(台九省道)→礁溪→宜蘭(請依照

指示標誌行駛外環道路，免受塞車之苦)→蘭陽大橋

(宜蘭往羅東方向)→過橋右轉往河堤道路方向→第

二個西河北路(路口有鐵塔)→左轉進入→蘭陽橋。

(2)[由南往北]：

花蓮→蘇花公路→蘇澳→冬山→羅東純精路→見加

油站左轉進入復興路→見河堤道路右轉→第二個西

河北路(路口有鐵塔)→右轉進入→蘭陽橋。

接駁費用：免費

接駁地點：羅東火車站、羅東轉運站

身高110公分以上，加1人費用為500元；並提供加床、早餐、下午茶、釣魚體驗、自行車體驗及使用

卡拉OK設施。

身高滿100公分，而未滿110公分，加1人費用為300元；並提供早餐、下午茶、釣魚體驗、自行車體驗

及使用卡拉OK設施，但無提供加床。

身高未滿10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早餐、下午茶、釣魚體驗、自行車體驗

及使用卡拉OK設施。

沿著蘭陽河畔的堤岸步行向前，可以發現一棟美輪美奐的鄉間別墅，它有千餘坪的室外空間，它有百餘坪的室內

大廳，它有十餘坪的套房環境，站在陽台就可以遠眺龜山島的壯麗…，站在陽台就可以飽攬蘭陽平原的美景…，

讓您的身心得到真正的舒展。

假日加價

農場資訊

開車方式

接駁服務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1,000

宜 蘭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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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山水小築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雲山水隱巷金或隱巷銀或山水庭園(小房子)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4,000元)

晚餐-雲山水風味餐二客(售價：300元/客)

雲山水二姐的咖啡二杯(售價：200元/杯)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4間

02-24962201

02-24962548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山尖路72-1號

yunshan.shui@msa.hinet.net 

sister2wu@gmail.com

www.cloudvillage.net

東經121°51'18.6" 北緯25°6'52.2"G

Server
備註：寵物限戶外區域，Wifi限雲山水隱巷石頭屋區域。

(1)[從台北來]：

經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6公里（大華系

統萬里/瑞濱）下交流道直接接台62快速道路，直

達瑞濱出口右轉，接台2線(東北角濱海公路)，於

水湳洞78.5km處右轉接北34縣道，靠右沿著山邊接

浪漫公路約1公里到達石山橋後右邊雲山水資訊站

P1停車場停好車。

(2)[從基隆來]：

經台2線(東北角濱海公路)，至水湳洞78.5km右轉

北34縣道，靠右沿著山邊接浪漫公路約1公里到達

石山橋後右邊雲山水資訊站P1停車場停好車。

(3)[從宜蘭來]：

經台2線(東北角濱海公路)，自貢寮福隆轉102縣道

經雙溪到隔頂(約102線道15公里處)，接北34右轉

往金瓜石方向，接浪漫公路沿左邊山邊沿路蜿蜒而

下，即可到達雲山水資訊站P1停車場。

(1)基隆出發：搭乘基隆客運「基隆-金瓜石」線於

金瓜石站下車，散步15分鐘就到雲山水P1山尖路

13-1號。

接駁費用：250元/車/趟

接駁地點：瑞芳火車站

身高90公分以上，加1人費用為6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未滿9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雲山水小築位居於金瓜石、九份、水湳洞金三角的中心位置，是個喜歡散步的最佳旅遊點，沿山尖

步道往上走約30分鐘即可到達熱鬧的九份，沿山尖步道往下走約10分鐘即可到達人人皆知的金瓜石

黃金瀑布，約散步20分鐘即可到達金瓜石的黃金博物園區；爬爬小山也不錯喔!您可以選擇放空...

清新的空氣.蟲鳴鳥叫聲...此時此刻放鬆心情的感覺真好!徹底地放鬆自己，毋需遠赴海外跋山涉水

，於此即可。

假日加價

農場資訊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北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800

(2)台北出發：在忠孝復興捷運站１號出口，搭乘基隆客運「台北往金瓜石」線，在瓜山國小站下車

，散步10分鐘就到雲山水P1山尖路13-1號。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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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休閒農場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歐式木屋二人套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

晚餐-西式套餐二客

水果醋DIY二份

(本專案平日定價：5,200元/假日定價：5,920元)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0：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4間

03-5856193

03-5857182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民石380號

spfm8910@ms59.hinet.net

www.sheipa.com.tw

東經121°7'1.79" 北緯24°31'41.06"G

Server
備註：Wifi限櫃檯大廳及咖啡廳區域。

遊客自行開車可走中山高或北二高或台三線→下

北二高竹林交流道後→循以下路段抵達農場：

★北二高竹林交流道→竹東→往五峰鄉(大霸尖山

)→清泉→大鹿林道21.5公里→雪霸休閒農場。(

由清泉往觀霧的大鹿林道，在里程21.5公里處，

即為農場的入口，循著道路穿過濃密的原始森林

，約460公尺即可抵達。)

接駁費用：1600元/人/來回(含保險/需2人成行)

接駁地點：新竹高鐵站4號出口(車程約2小時)

身高120公分以上，加１人費用為1,460元；並提供加床、早餐、晚餐及水果醋DIY。

年齡滿3歲，而未滿120公分，加１人費用為1,370元；並提供加床、早餐、晚餐及水果醋DIY。

年齡未滿3歲，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早餐、晚餐及水果醋DIY。。

雪霸休閒農場海拔1923公尺，山嵐環繞，彷彿身處世外桃源。農場內四季分明，各有千秋：「春季

櫻花紛飛、夏季繡球盛開、秋季楓紅層層、冬季梅花傲放」。漫步其間，花園隨處一隅，都會帶給

遊客許多驚喜。除了賞花，農場亦可體驗採果樂：七、八月時小藍莓果實纍纍，十一月的原生奇異

果更是讓人們愛不釋手。誠摯的邀請諸位舊雨新知，呼朋引伴來雪霸休閒農場共享鄉野之趣。

假日加價

農場資訊

開車方式

接駁服務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1,000

新 竹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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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露休閒農場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香氛雙人套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6,800元)

茶樹防蚊液DIY二份(售價：150元/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2：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6間

身高110公分以上，加１人費用為1,0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滿90公分，而未滿110公分，加1人費用為300元；並提供早餐，但無提供加床。

身高未滿9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花露是親近自然的地方，我們有植物的精華（精油）觸動您的嗅覺，打開您的心扉，在地的養生食材（香草）誘

惑您的味蕾；也可入主精油城堡築小時候的夢想，這裡擁有的一切，都是要讓您洗滌心靈，放空後儲備更多的能

量。

假日加價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1,200

苗 栗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1.公館交流道下→往大湖→台三線146.4公里左

彎上山約5分鐘抵達。 

2.三義交流道下→台13線→苗52線→鯉魚潭水庫

→卓蘭→台三線146.4公里左彎上山約5分鐘抵達

。

3.國道四號下→石岡東勢→卓蘭→台三線146.4

公里右彎上山約5分鐘抵達。

開車方式

04-25898565

04-25898525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43-3號

flowers.chen@msa.hinet.net

www.flowerhome.com.tw

東經120°49'34.35" 北緯24°19'58.7"

備註：Wifi限住宿區域。

Server

農場資訊

G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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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望子生態農場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玻璃屋二人套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2,750元)

晚餐二客*含羅望子豬小排、焗烤海鮮南瓜、三杯杏鮑菇、梅味山蕨、湯、水果及飲料*(售價：450元/客)

當令水果養生醋DIY二份(售價：350元/份)

下午茶一份*含二杯飲料+一份點心*(售價：400元/份)

夜間生態導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6間

0910-495155

04-25722855

台中市石岡區萬仙街岡仙巷6-7號

treed.luor@msa.hinet.net

www.treed.com.tw

東經120°46'58" 北緯24°16'03"G

Server

由國道1號接國道4號往東勢方向，於省

道台三線161.5K右轉上山，依指標前往

農場。

可搭乘火車到豐原火車站，轉搭乘豐原

客運到石岡站下車，可接駁至農場；或

台北直接搭乘統聯客運至石岡站下車，

接駁至農場。

接駁費用：免費

接駁地點：統聯客運石岡公車站或市內公車社寮角公車站(限住宿客人)

每房限住二人，不得再加人哦！

農場為占地2.5公頃大的園區，內有700多種植物，以森林為主的休閒農場，提供許多生物所必須的食物及環境。

玩：農場以有益微生菌維持好的自然生態，復育蝴蝶、獨角仙、楸形蟲生態，可聽樹蛙呱呱，鳥類生態館有孔雀、

    金雞、台灣鵝，體驗園藝植栽活動，珍稀種子吊飾製作，認識無毒椪柑樹，體驗農場生態之旅。

食：農場景觀餐廳為挑高綠建築，採自然風扇通風，節能減碳環保餐具，使用在地新鮮菇品蔬菜，在此推薦三杯杏

    鮑菇、羊奶頭雞湯、焗烤海鮮南瓜、羅望子小排…等美味料理，遍植的花木讓您如同森林用餐般，放鬆心情享

    用美食。

住：農場民宿建築採玻璃屋，與戶外生態結合，可於房間內觀察農場蝶舞鳥鳴蟲叫，夜晚體驗農場的夜景，與你分

    享浪漫夜晚。

假日加價

農場資訊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中

800

備註：寵物限戶外區域，WIFI限玻璃屋餐廳區域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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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桶山農場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黛安娜二人房或邱比特二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3,850元)

英式下午茶一份*2人一份*(售價：320元/份)

晚餐-主廚推薦套餐二客(售價：800元/客)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2間

假日加價
04-22766060

04-22776202

台中市太平區東汴里山田路長青巷26號

lafatte22766060@yahoo.com.tw

www.joymountain.com.tw

東經120°47'12.9984" 北緯24°6'50.0004"G

Server

(1)[國道一號]五權西路交流道(北上

、南下均適用，不經台中市區)：

五權西路交流道→直行五權西路→右

轉文心南路→直行→過中山醫學大學

→直行大里市區→直行德芳南路→直

行過立元一橋→盡頭→左轉(頭汴坑溪

水防道路)直行→看到7-11右轉過一江

橋→直行→頭汴坑→直行→過蝙蝠洞

左轉→往酒桶山→(沿途有路標)→酒桶

山農場(酒桶山。法蝶)。

(2)[國道三號]霧峰→74號快速道路(

北上適用)：

接駁費用：免費

接駁地點：豐原客運茅埔總站

每房限住二人，不得再加人哦！

酒桶山農場位於台中市太平區，海拔800公尺的酒桶山山麓，面向大台中盆地，視野遼闊。向東望可看到南投九九

峰，向西可遠眺台中港區，氣勢雄偉，冬暖夏涼，林木參天，自然生態極為豐富！農場除了可鳥瞰中部五縣市外

，連綿山巒，一望無際。白天的綠野山景，黃昏的天邊彩霞，雨後的雲海奇觀，夜晚的璀璨夜景，每一個不同時

刻，都歷歷如畫，展現不同的光影創作！

國道3號→霧峰→轉74號快速道路→太平→樂業路下匝道→右轉東平路→一江橋→直行→頭汴坑→直行

→過蝙蝠洞左轉→往酒桶山→(沿途有路標)→酒桶山農場(酒桶山。法蝶)。

(3)[國道一號]大雅交流道(南下適用，經過台中市區)：

台中大雅交流道→台中市區→中清路→直行→大雅路→左轉太原路→直行→太平大興路→左轉中山路

→直行經勤益科技大學→盡頭→左轉東平路→直行→一江橋→頭汴坑→蝙蝠洞左轉→往酒桶山→(沿途

有路標)→酒桶山農場(酒桶山。法蝶)。

(4)[國道一號]豐原交流道(南下適用)：

豐原交流道→豐原市區→往東勢方向→直行→豐勢路→右轉田心路→直行→經慈濟醫院→直行→左轉

樂業路→直行→東平路→直行→一江橋→頭汴坑→蝙蝠洞左轉→往酒桶山→(沿途有路標)→酒桶山農

場(酒桶山。法蝶)。

(5)[新社至太平酒桶山]：

農場資訊

開車方式

接駁服務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

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台中市區→中興嶺→右轉→新社古堡莊園→直行→右

轉中99線→直行→經梅林親水岸→左轉茅埔產業道路

→(有酒桶山法蝶路標)→直行→到底→左轉自強農路

→直行→酒桶山法蝶(沿途有路標)→酒桶山農場(酒

桶山。法蝶)。

1,100

酒桶山農場導覽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中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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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空中花園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典雅雙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3,850元)

伴手禮-香氛蠟燭二份(售價：700元/份)

下午茶二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2：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8間

049-2802166

049-2802169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榮光巷8號

service@s-villa.com.tw

www.shangrila-resort.com.tw

東經121°9'19.21" 北緯24°2'30.62"G

Server

(1)若您來自北部：

國道一號或國道三號→國道三號霧峰系

統 [ 214K ] 接國道六→國道六號終點接

省道14線往霧社→省道14線 [ 80K ]轉接

省道14甲線往「清境農場」、「合歡山

」、「大禹嶺」方向→省道14甲線[ 

7.5K ] 國民賓館旁巷口左轉150公尺→即

可到達「香格里拉空中花園」。

(2)若您來自南部：

國道一號或國道三號 → 國道三號霧峰系

統 [ 214K ] 接國道六 →國道六號終點

接省道14線往霧社→省道14線 [ 80K ]轉

來自北中南部的朋友，請先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至埔

里，轉搭南投客運至清境國民賓館站下車，下車後

步行約150公尺，約5～10分鐘即可到達「香格里拉

空中花園」。

身高未滿9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位居高海拔原木構築的香格里拉，令很多遊客吃驚，除了親手蓋木屋外，內部的擺設也多出自於年輕主人夫婦倆

的巧思布置，處處皆見主人身體力行，全心投入，為實踐理想而做的努力。

香格里拉，說不上大飯店的氣派，卻流露著一股溫馨的氣息，而內部的裝潢也多用書香及花卉，小至窗簾布、掛

滿窗的乾燥麥桿菊、星辰花，大至整個原木的結構，處處散發著迷人的歐式陳設風格。

接省道14甲線往「清境農場」、「合歡山」、「大禹嶺」方向→省道14甲線 [ 7.5K ] 國民賓館旁巷

口左轉150公尺→即可到達「香格里拉空中花園」。

(3)若您來自西部:

省道76線→國道三號霧峰系統 [ 214K ] 接國道六號→國道六號終點接省道14線往霧社→省道14線 [ 

80K ]轉接省道14甲線往「清境農場」、「合歡山」、「大禹嶺」方向→省道14甲線 [ 7.5K ] 國民

賓館旁巷口左轉150公尺→即可到達「香格里拉空中花園」。

(4)若您來自東部:

省道8線→大禹領→小風口→合歡山莊→武嶺→昆陽→鳶峰→翠峰→經「青青草原」、「乾坤農場旅

客服務中心」→省道14甲線7.5公里處→清境國民賓館旁右轉150公尺→即可到達「香格里拉空中花園」。

假日加價

農場資訊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95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南 投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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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悅空中花園渡假山莊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金典雙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4,500元)

風味晚餐二客(售價：350元/客)

日月潭遊湖券二張(售價：300元/張)

伴手禮-豆腐乳1罐(售價：180元/罐)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14間

假日加價
049-2803388

049-2803311

南投縣仁愛鄉仁和路228號

n12.n34@msa.hinet.net

www.junyue.com.tw

東經120°10'4.0008" 北緯24°4'14.9988"G

Server

(1)[北部或南部至清境竣悅空中花園]：

國道三號(中二高)→霧峰系統214K→國

道六號→埔里終點→左轉台14線往霧社

→霧社→台14甲線往清境→青青草原→

竣悅空中花園渡假山莊。

(2)[中部週邊至清境竣悅空中花園]：

◎台中市區→中投快速路(台63線)→下

中投交流道→上國道三號往南(中二高

)→霧峰系統214K→國道六號→埔里終點

→左轉台14線往霧社→霧社→台14甲線

往清境→青青草原→竣悅空中花園渡假山

(1)火車或巴士→台中站→轉搭全航客運或南投客運或埔里小巴至埔里站→轉搭南投客運往清境農場

(松岡站)→過青青草原5分鐘後會看到竣悅空中花園渡假山莊→於本山莊門口下車。※國光客運(台

汽)於台北西站搭乘可直達埔里。

(2)高鐵→台中烏日站→轉搭南投客運至埔里站→轉搭南投客運往清境農場(松岡站)→過青青草原5

分鐘後會看到竣悅空中花園渡假山莊→於本山莊門口下車。

身高110公分以上，加１人費用為8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滿80公分，而未滿110公分，加１人費用為4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未滿8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竣悅空中花園渡假山莊，位於清境農場附近，而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可覽觀合歡山、奇萊主峰等群山壯闊，遠眺山

景秀麗，山嵐環繞縱觀朝暉夕映，外觀為雄偉的歐風建築，結合清境原有的景觀特色，作最佳的配置，所有建築

物為鋼筋混凝土建造，內部原木裝璜，內裝設備媲美五星級飯店，山莊設有華麗尊貴的大廳、西餐廳、咖啡廳、

露天景觀雅座、大型多媒體會議廳、大型停車場，空氣新鮮，地理絕佳，還有多樣高級雅致床縵以及貴妃椅的豪

華套房，讓遠到渡假的旅客，渡過一個美好溫馨愉快的假期。

莊。

◎台中市外圍→中彰快速路(台74線)→快官交流道→國道三號往南(中二高)→霧峰系統214K→國道六

號→埔里終點→左轉台14線往霧社→霧社→台14甲線往清境→青青草原→竣悅空中花園渡假山莊。

農場資訊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

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1,00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南 投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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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湖休閒農場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山林獨棟小木屋兩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5,000元)

晚餐-仙湖野菜養生大餐二份(售價：450元/份)

咖啡DIY+輕午茶二份(售價：400元/份)

分享旅行儀式*葉拓明信片*二份(售價：100元/份)

伴手禮-桂園協奏曲一份(售價：750元/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10間

06-6863635

06-6863662

台南市東山區南勢里賀老寮一鄰6-2號

senwho@gmail.com

www.senwho.com

東經120°28'56.6" 北緯23°15'54.5"

(亦可設定東原國小)

G

Server
備註：Wifi限餐廳區域。

南二高→至白河交流道→172縣→白河→165

線→東山→99線→東原→仙湖休閒農場(約

30分鐘)。

抵達嘉義高鐵站→可搭乘仙湖休閒農場代訂

接駁車或計程車→約40分鐘→抵達仙湖休閒

農場。

  接駁費用：700元/單程 接駁地點：嘉義高鐵站

  接駁費用：500元/單程 接駁地點：新營火車站

※接駁車可共乘四位

每房限住二人，不得再加人哦！

台南 東山 淺山區，52公頃的農場中心是座獨立山頭，因為晨間、黃昏及雨後的雲海，讓山頭看起來

像座湖中小島，故稱仙湖。我們在這實踐人與土地共生的農作生活，四季農作 在堅持中傳承與演進。 

                                                           仙湖  在農作生活中體驗幸福～

假日加價

農場資訊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優惠期限內

台 南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元/房。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1,620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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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馬瀨休閒農場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蘭花會館雙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5,800元)

七項運動休閒體驗遊憩券二張＊碰碰船、腳踏車、腳踏船、戲水世界、射箭、遊園車、高爾夫

球打擊各一次＊(售價：150元/張)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20間

06-5760121

06-5760282

台南市大內區二溪里其子瓦60號

farmers_league@yahoo.com.tw

www.farm.com.tw

東經120°25'46.27" 北緯23°08'13.29"G

Server

(1)國道南下：

◎[中山高]：南下至299K接下營系統交流道→台

84東西向快速道路往東[玉井]→走馬瀨隧道38K前

右轉→ 走馬瀨休閒農場。

◎[南二高]：334K官田、玉井系統交流道→台84

東西向快速道路往東[玉井]→過走馬瀨隧道右轉

→走馬瀨休閒農場。

(2)國道北上：

◎[中山高]：北上至299K接下營系統交流道→台

84東西向快速道路往東[玉井]→走馬瀨隧道38K前

右轉→走馬瀨休閒農場。

◎[南二高]：北上334K官田、玉井系統交流道→

高鐵台南站轉接駁公車至台南火車站下車轉搭興南客運至玉井站下車，轉計程車至走馬瀨休閒農場。

接駁費用：900元/車/趟

接駁地點：台南高鐵站

身高110公分以上，加1人費用為7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未滿11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位於台南市大內區，面積120公頃，提供五感六覺全方位的複合綠能空間，設施有住宿、露營、會

議、展演、餐飲及30餘項運動休閒遊憩，是環境教育體驗參訪的戶外教室，更是自然旅行享受休閒

的最佳地點。休閒走馬瀨，歡迎到農場。

台84東西向快速道路往東[玉井]→過走馬瀨隧道

右轉→走馬瀨休閒農場。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農場資訊

備註：Wifi限大廳區域。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

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1,00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南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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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內容
綠意套房住宿1晚+早餐2客（售價：3300+10%）

巧克力DIY2份（售價：250元/份）

伴手禮―季節珠寶盒巧克力一盒（售價：680元/份）

   
住房須知

進房時間：15：00以後；假日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3

加人費用

身高120公分以上，加1人費用為1,0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未滿12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福灣養生休閒農場(兌換至107年8月31日)

◆2014 休閒農場優良服務品質認證

◆2014 環境生態保育獎

◆2014 台灣OTOP優質企業獎

◆2014 台灣十大頂級民宿(蕃薯藤網路人氣票選) 

◆2015 德國iba世界點心大賽台灣區銅獎

◆2015 UIBC世界盃青年西點大賽台灣區冠軍

◆2016 ICA世界巧克力大獎賽美洲亞太區總決選

接駁費用：免費

接駁地點：東港大鵬灣公車站或林邊火車站

●高雄市至福灣莊園：中山路->台17線往墾丁->台17線過東港大橋->台17線東港警察局左轉->直行約2

公里->大鵬路左轉約200公尺->右手邊福灣莊園

●中山高至福灣莊園：中山高->台88->竹田系統交流道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南二高）往林邊->林邊交

流道下右轉（往東港方向）台17線沿海路->約3.2公里右轉大鵬路->約200公尺右手邊福灣莊園

●墾丁至福灣莊園：台26線屏鵝公路->楓港台1線->枋寮轉台17線沿海路->約14公里右轉大鵬路->約

200公尺右手邊福灣莊園

●國道3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至福灣莊園：國道3號林邊交流道下右轉台17線沿海路->約3.2公里右

轉大鵬路->約200公尺右手邊福灣莊園

●大眾交通工具至高鐵左營站二號或三號出口處搭乘墾丁快線,早上9點至晚上7點每30分鐘一班,到大

鵬灣站（不塞車約45分鐘）下車，請通知我們去迎接您（下車後通知約10分鐘即可到達）

Server

08-8320111

08-8321538

屏東縣東港鎮大鵬路100號

villafuwan@gmail.com

www.fuwan.com.tw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接駁服務

農場資訊

優惠期限內

屏 東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元/房2,000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備註：寵物需酌收1,000元清潔費（限戶外區域）

57 58

(合作至107年8月31日止)



布農部落休閒農場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竹林愛屋雙人房住宿一晚+早餐二客(定價：3,000元)

布農紅葉溫泉大眾池泡湯體驗二份(售價：80元/份)

晚餐-原住民風味餐或火鍋二客(售價：300元/客)

皮雕DIY或手工香皂DIY或編織DIY二份*三選一(售價：200元/份)

射箭體驗DIY二份(售價：100元/份)

腳踏車體驗二份(售價：50元/份)

伴手禮-橄欖露或梅子露或小米酒二份*三選二*(售價：350元/份)

部落劇場*表演時間：每日上午10：30及下午2：00共二場，平日表演30分鐘/假日表演40分鐘*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15間

089-561211

089-561409

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昇平路11鄰191號

bununfarm@gmail.com

www.bunun.org.tw

東經121°5'26.53" 北緯22°54'23.11"G

Server
備註：Wifi限咖啡屋區域。

(1)來自南橫或花蓮、富里、關山、鹿野方向(

台九線344K)：

台9線過關山經344K可見「布農部落」指標，或

再直行到鹿野見「龍田」指標，即右轉直行，

見「延平」指標，再直駛1公里，左轉過鹿平橋

，約200公尺右轉，循指標約2分鐘即可到達布

農部落休閒農場。

(2)來自台東或屏東方向(台九線356K)：

台9線→初鹿→經鹿鳴橋→看到右邊有「脫線土

雞」及「全家便利商店」後→左轉左前方岔路

可見「布農部落」指標→左轉循布農部落」指

標，約5分鐘即可到達布農部落休閒農場。

1.接駁費用：免費(20位以內)   接駁地點：台東鹿野火車站

2.接駁費用：500元/4人/趟     接駁地點：台東火車站或台東機場

年齡超過4歲以上，加１人費用為500元；並提供早餐，但無提供

加床。

年齡未滿4歲，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來自台東的布農部落休閒農場，是一處讓人體驗原住民文化的後山桃花源，自己養雞隻牛羊、自己種青菜水果、

自己製作果汁/果醬/果醋/果露，無污染的空氣和水質，無添加化學原料的食品加工品，提供旅人無負擔的旅遊品

質。由部落族人演出原住民樂舞、編織創作，是最直接認識原住民藝術文化之美的機會，布農部落劇場甚至屢屢

受邀至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地演出，深獲各界好評與感動。

為方便旅人進一步認識原住民文化，還提供布農風味美食、民宿房間，以及編織、射箭、陷阱、樹皮打陀螺、精

油手工皂、竹炭吊飾等文化體驗課程。

近年來農場開發提煉純度99%的檜木精油，及獲CAS驗證的竹炭、竹醋液，提供新興概念的民生用品。而擴充有機

農業的開發與推廣，更為好朋友環保健康生活加分。

到一趟布農，不僅身心靈獲得洗滌，原住民的熱情吃得到、看得到！藉此也和布農族人成為好朋友，幫助了布農

族人得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接駁服務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1,00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東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豐富雙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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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四人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農莊住宿兌換券

Application Farms

P.67

P.69

P.71

P.73

P.75

P.77

P.63

P.65

P.79

台 北桃 園

新 竹

苗 栗

台 中

彰 化
南 投

嘉 義

台 南

高 雄 台 東

花 蓮

屏 東

雲 林

宜 蘭

台 北桃 園

新 竹

苗 栗

台 中

彰 化
南 投

嘉 義

台 南

高 雄 台 東

花 蓮

屏 東

雲 林

宜 蘭 梅花湖休閒農場

三富休閒農場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雲山水小築

金葉山莊休閒農場

栗田庄

羅望子生態農場

酒桶山農場

若茵民宿

產品內容介紹

限4人使用二張農莊住宿兌換券兌換，定價：4,750元以上/4人，兌換券可兌換四人

套房住宿一晚及四客早餐，部份農場並加贈其他優惠活動，優惠活動項目依各適用

農場提供內容而定，詳見下列適用農場頁面介紹。

來這裡尋寶

來這裡尋寶

享受為你準備的森林浴 拋開課業的壓力

來這裡尋寶

齊心協力放天燈 傳達滿滿祈福的心意

來這裡尋寶 跟姐姐一起打陀螺 和奶奶學草編 

悠閒自在的玩耍

體驗不一樣的幸福之旅

高雄市竹圍國小四年級 黃品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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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湖休閒農場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親子四人房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4,200元)

鮮採花草茶四壺(售價：80元/壺)

彩繪風箏DIY四份(售價：150元/份)

體驗可愛動物互動餵食*提供牧草或蔬菜四把餵食*(售價：30元/把)

伴手禮-純釀薄荷精油1瓶(售價：299元/瓶)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0：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6間

身高滿90公分以上，加1人費用為8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未滿9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03-9612888

03-9514345

宜蘭縣冬山鄉得安村環湖路62號

ilan9612888@yahoo.com.tw

www.9612888.com.tw

東經121°44'5.1" 北緯24°38'57.1"G

備註：Wifi限烤肉區與會議室區域。

Server

(1)南至北：

走台九線→冬山鄉永興路左轉→廣興派出所

左轉→(左前方有一個全家便利商店)左轉接

梅花路→右邊天賜爾科技路口左轉接鹿得路

→直走到底左轉50公尺→至盡頭再右轉即抵

達旺樹園．梅花湖休閒農場 。

(2)北至南：

國道3號(北二高)→國道5號(經雪山隧道)→

羅東五結交流道下→沿路橋下外側直走到底

→遇到T字型路口右轉→即為中山路直走(中

山路一段走到四段)穿過羅東市區來到中山路

4段→經右邊學校羅東高商→經左邊學校羅東

(1)花蓮至羅東：

搭乘火車，至羅東火車站(後站)下車，坐計程車約20分鐘即可到達或搭首都客運281號至梅花湖下車

，步行至農場。

(2)台北至羅東：

可搭乘(1)火車(2)噶瑪蘭(3)首都客運，到羅東火車站（後站）搭計程車至農場，或搭281號公車至梅

花湖下車，步行至農場。

接駁費用：200元/車/趟

接駁地點：羅東火車站

高工→經過第二個紅綠燈(左前方有一個全家便利商店)左轉接梅花路→右邊天賜爾科技路口左轉接鹿

得路→直走到底左轉50公尺→至盡頭再右轉即抵達旺樹園．梅花湖休閒農場。

假日加價

農場資訊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優惠期限內

元/房。

農場佔地一萬多坪，毗鄰宜蘭八大奇景梅花湖風景區旁，依山傍水景色渾然天成，園內蟲鳴鳥叫，花

木扶疏，是個休閒渡假的好地方，備有渡假木屋、養生餐廳、有機果園、漆彈夢工場、香草園、烤肉

區、露營區等，並有適合親子的兒童戲水池、沙雕堡、體訓場、可愛動物區等體驗設施~~~歡迎您~~~。

1,00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宜 蘭

精緻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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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休閒農場
三富農場生態豐富，景致怡人，園內步道與仁山植物園相連，優質環境渾然天成，非常適合喜愛自

然的您紓壓放鬆，與昆蟲、鳥類近距離互動。四季景觀各具風情，特別是探索夜間生態，生動活潑

的解說加上親身體驗，更讓許多住宿貴賓印象深刻。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精緻四人套房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4,000元)

光學萬花筒DIY四份(售價：200元/份)

壓花書卡DIY四份(售價：75元/份)

夜間生態導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15間

身高超過110公分，加1人費用850元；並提供加床、早餐、光學萬花筒DIY及彩繪青蛙響板DIY。

身高滿90公分，而未滿110公分，加1人費用6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假日加價

03-9588690、03-9588795

03-9588753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新寮二路161巷82號

sanfufarm@gmail.com

www.sanfufarm.com.tw

東經121°45'14.3" 北緯24°37'4.5"G

備註：Wifi限服務中心/住宿區/會議區/餐飲區。

Server

(1)【台北→宜蘭】：

◎國道5號：下羅東交流道直走到底T字路右轉中山路

(台7丙)往羅東方向走到光榮路左轉，過高架橋直走

第三個紅綠燈往丸山、仁山植物園或中山休閒農業區

方向(宜34線、義成路三段)左轉，走到底(約2.7km看

咖啡色指標)右轉直走即可到達。 

◎市區：北宜公路(濱海公路)→礁溪→宜蘭→羅東、

冬山方向，於進入羅東市區前環鎮道路大十字路口右

轉純精路(2.6km)右轉往丸山(宜34，義成路三段)，

走到底(2.8km)，T字路右轉直走往中山休閒農業區或

仁山植物園即可到達(3.5km)。 

(2)【花蓮→宜蘭】：

◎開車：由花蓮、蘇澳方向過來，請走台九省道往羅

東、冬山經過冬山鄉農會後(0.6km)，左轉往梅花湖(

宜30)，義成路一段直走2.2km叉路左轉往八寶直走

(1.2km)十字路口左轉往中山休閒農業區或仁山植物

園即可到達(2.7km)。

(1)【台北→宜蘭】：

◎客運：或於台北京站轉運站、板橋火車站、捷運科技大樓站搭乘葛瑪蘭客運，或於市政府搭乘首都

客運至羅東站，下車轉計程車(9km)約15分鐘即可到達。 

◎火車：請在羅東火車站下車轉計程車(9km)約15分鐘即可到達。 

◎首都客運281：羅東－仁山植物園首都客運於仁山植物園站下車後，步行20分鐘即可到達。 

(2)【花蓮→宜蘭】：

◎火車：請在羅東火車站下車轉計程車(9km)約15分鐘即可到達。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

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80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宜 蘭

精緻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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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山水小築
是台灣極具本土性且單純的大自然農場,三面環山一面環海,有天然的礦物、自然的景致、豐富的礦

區文化、更擁有堪稱世界文化遺產的地質礦區,散步於鄉間小道上,分明的視野各不同,春夏秋冬異樣

的風情,唯有放下您的心情,放慢您的腳步,清新的空氣、放鬆的感覺一一呈現於眼前….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雲山水隱巷72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5,200元)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4間

每房限住四人，不得再加人哦！

02-24962201

02-24962548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山尖路72-1號

yunshan.shui@msa.hinet.net 

sister2wu@gmail.com

www.cloudvillage.net

東經121°44'32" 北緯24°39'56"G

備註：寵物限戶外區域，Wifi限雲山水隱巷石頭屋區域。

Server

(1)[從台北來]：經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在6公里（大華系統萬里/瑞濱）下交流道直接接台

62快速道路，直達瑞濱出口右轉，接台2線(東北角

濱海公路)，於水湳洞78.5km處右轉接北34縣道，靠

右沿著山邊接浪漫公路約1公里到達石山橋後右邊雲

山水資訊站P1停車場停好車。

(2)[從基隆來]：經台2線(東北角濱海公路)，至水

湳洞78.5km右轉北34縣道，靠右沿著山邊接浪漫公

路約1公里到達石山橋後右邊雲山水資訊站P1停車場

停好車。

(1)基隆出發：搭乘基隆客運「基隆-金瓜石」線於

金瓜石站下車，散步15分鐘就到雲山水P1山尖路

接駁費用：250元/車/趟

接駁地點：瑞芳火車站

(3)[從宜蘭來]：經台2線(東北角濱海公路)，自貢

寮福隆轉102縣道經雙溪到隔頂(約102線道15公里處

)，接北34右轉往金瓜石方向，接浪漫公路沿左邊山

邊沿路蜿蜒而下，即可到達雲山水資訊站P1停車場。

開車方式

假日加價

農場資訊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13-1號。

(2)台北出發：在忠孝復興捷運站１號出口，搭乘基隆客運「台北往金瓜石」線，在瓜山國小站下車

，散步10分鐘就到雲山水P1山尖路13-1號。

優惠期限內

台 北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元/房。800

精緻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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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葉山莊休閒農場
農場的主人是一位篤實的公務員，木納而親切，當初因為家族成員都酷愛山林，對蝴蝶、原生植物有深入的研究與

喜愛，因而在大約三十年前入主這一方土地。在這裡，天氣晴朗時甚至可眺望新社台地，夜間更可欣賞美麗的山城

夜景。夏秋之際，當大安溪畔的蘆葦翻飛時，此地更可一覽無遺。當初來到此地，這裡有著成群的楓香樹群，每每

在冬初就將此地染成一片金黃，這也是主人稱此為~「金葉山莊休閒農場」的由來！

來到農場絕不能錯過女主人的好手藝，特有的「客家封肉」和「生龍活虎湯」別處吃不到，兼顧美味和養生，也是

招待客人政商應酬的宴席料理。女主人還會不時的研發新菜色和新口味，讓大家不同時間來都能品嚐到好味道。

農場裡的房間陳設簡單而優雅，周圍群樹環抱，享受清新的森林浴住宿。早起時鄰近古道漫步健行，午後冷泉泳池

戲水，泉水泳池引用山泉水，終年流動且乾淨，是夏天消暑的好去處。還有下午茶、手工藝DIY、烤肉活動，享受

悠遊自在休閒時光。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樟樹林四人房或聞香閣四人房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5,380元)

贈送迎賓肉桂茶或養生茶四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0：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3間

每房限住四人，不得再加人哦！

假日加價 優惠期限內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苗 栗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元/房。1,500

04-25892292

04-25895508

苗栗縣卓蘭鎮豐田里185號

v58836@yahoo.com.tw

www.goldleaf-hill.com

東經120°49'16" 北緯24°19'44"G

Server
備註：Wifi限餐廳區域。

1.經高速公路南下者，從苗栗交流道下，左轉

台六省道，經公館、汶水銜接台三省道往南

147.5公里處，即可經大湖直抵金葉山莊休閒

農場。

2.經三義交流道下，左轉台十三省道，再左轉

苗52縣道，經鯉魚潭水庫後，銜接台三省道往

南147.5公里處，即可抵達金葉山莊休閒農場。

3.經高速公路北上者，過豐原交流道後，自31

號出口接四號國道，往東勢方向下交流道後，

左轉接豐勢路經石崗、東勢往北，進入卓蘭接

台三省道往西坪147.5公里處，即可抵達金葉

山莊休閒農場。

開車方式

農場資訊

69 70

精緻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栗田庄
居家環境的好壞與否，和國家及至個人富裕程度並沒有任何關連，無論是融合多元種族文化，或注

重自然生活，或強調傳統文化都顯得金錢並不代表「生活品味」，唯有發展自我獨特性的理念，重

視自己審美觀和文化內涵，才能豐富個人生活，帶給自己並分享客人愉悅而美妙的感覺。栗田庄從

兩千多坪庭園、小橋流水、花圃綠地以及屋內氣氛、擺設或收藏，這林林總總獲得遊客的認同，溫

馨和迴響總是不斷的。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大嬉地四人樓中樓或飄浮海洋四人樓中樓或暖陽四人樓中樓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4,800元)

下午茶四客*咖啡或花茶任選+手工餅乾*(售價：180元/客)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3間

每房限住四人，不得再加人哦！

037-824978

037-821537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14鄰小東河17-2號

service@ltcvilla.com

www.ltcvilla.com

東經120°59'13.2" 北緯24°34'35.7"G

Server

中山高下頭份交流道後往三灣方向→124縣道→ 

台3線(往三灣方向)→三灣→124縣道→獅頭山→ 

南庄→南庄老街(7-11)→過南庄大橋直行，順沿

指標前行至124縣道30.3公里附近即可看見栗田

庄山下路口的招牌，左轉上山約2分鐘即可到達。

(1)搭火車-【竹南】站→改搭苗栗客運往南庄線

(約20分鐘一班)，南庄老街總站下車(約60分鐘)

。

(2)搭國光號-頭份站下車→走路至苗栗客運頭份

總站搭往南庄線(約20分鐘一班)，南庄老街總站

下車(約50分鐘)。

接駁費用：免費

接駁地點：苗栗南庄老街

Ps.星期日至星期五住宿提供下午茶，星期六住宿則不提供，請見諒。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星期五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星期六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

優惠期限內

元/房 元/房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苗 栗

300 800

精緻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備註：如需帶寵物，請直接與農場洽詢費用等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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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望子生態農場
農場為占地2.5公頃大的園區，內有700多種植物，以森林為主的休閒農場，提供許多生物所必須的食物及環境。

玩：農場以有益微生菌維持好的自然生態，復育蝴蝶、獨角仙、楸形蟲生態，可聽樹蛙呱呱，鳥類生態館有孔雀、

    金雞、台灣鵝，體驗園藝植栽活動，珍稀種子吊飾製作，認識無毒椪柑樹，體驗農場生態之旅。

食：農場景觀餐廳為挑高綠建築，採自然風扇通風，節能減碳環保餐具，使用在地新鮮菇品蔬菜，在此推薦三杯

    杏鮑菇、羊奶頭雞湯、焗烤海鮮南瓜、羅望子小排…等美味料理，遍植的花木讓您如同森林用餐般，放鬆心情

    享用美食。

住：農場民宿建築採玻璃屋，與戶外生態結合，可於房間內觀察農場蝶舞鳥鳴蟲叫，夜晚體驗農場的夜景，與你

    分享浪漫夜晚。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玻璃屋四人套房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3,300元)

晚餐四客*含羅望子豬小排、焗烤海鮮南瓜、養生土雞腿、三杯杏鮑菇、梅味山蕨、湯、水果及飲料*

(售價：450元/客)

夜間生態導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6間

每房限住四人，不得再加人哦！

G

Server
備註：寵物限戶外區域，WIFI限玻璃屋餐廳區域

由國道1號接國道4號往東勢方向，於省

道台三線161.5K右轉上山，依指標前往

農場。

可搭乘火車到豐原火車站，轉搭乘豐原

客運到石岡站下車，可接駁至農場；或

台北直接搭乘統聯客運至石岡站下車，

接駁至農場。

接駁費用：免費

接駁地點：統聯客運石岡公車站或市內公車社寮角公車站(限住宿客人)

0910-495155

04-25722855

台中市石岡區萬仙街岡仙巷6-7號

treed.luor@msa.hinet.net

www.treed.com.tw

東經120°46'58" 北緯24°16'03"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中

800

精緻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73 74



酒桶山農場
酒桶山農場位於台中市太平區，海拔800公尺的酒桶山山麓，面向大台中盆地，視野遼闊。向東望可

看到南投九九峰，向西可遠眺台中港區，氣勢雄偉，冬暖夏涼，林木參天，自然生態極為豐富！農

場除了可鳥瞰中部五縣市外，連綿山巒，一望無際。白天的綠野山景，黃昏的天邊彩霞，雨後的雲

海奇觀，夜晚的璀璨夜景，每一個不同時刻，都歷歷如畫，展現不同的光影創作！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維納斯四人房或阿波羅四人房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4,730元)

英式下午茶二份*2人一份*(售價：320元/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2間

身高120公分以上，加１人費用為55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未滿12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04-22766060

04-22776202

台中市太平區東汴里山田路長青巷26號

lafatte22766060@yahoo.com.tw

www.joymountain.com.tw

東經120°47'12.9984" 北緯24°6'50.0004"G

Server

接駁費用：免費

接駁地點：豐原客運茅埔總站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1)[國道一號]五權西路交流道(北上

、南下均適用，不經台中市區)：

五權西路交流道→直行五權西路→右

轉文心南路→直行→過中山醫學大學

→直行大里市區→直行德芳南路→直

行過立元一橋→盡頭→左轉(頭汴坑

溪水防道路)直行→看到7-11右轉過

一江橋→直行→頭汴坑→直行→過蝙

蝠洞左轉→往酒桶山→(沿途有路標

)→酒桶山農場(酒桶山。法蝶)。

(2)[國道三號]霧峰→74號快速道路(

北上適用)：

國道3號→霧峰→轉74號快速道路→

太平→樂業路下匝道→右轉東平路→一江橋→直行→頭汴坑→直行→過蝙蝠洞左轉→往酒桶山→(沿

途有路標)→酒桶山農場(酒桶山。法蝶)。

(3)[國道一號]大雅交流道(南下適用，經過台中市區)：

台中大雅交流道→台中市區→中清路→直行→大雅路→左轉太原路→直行→太平大興路→左轉中山

路→直行經勤益科技大學→盡頭→左轉東平路→直行→一江橋→頭汴坑→蝙蝠洞左轉→往酒桶山→(

沿途有路標)→酒桶山農場(酒桶山。法蝶)。

(4)[國道一號]豐原交流道(南下適用)：

豐原交流道→豐原市區→往東勢方向→直行→豐勢路→右轉田心路→直行→經慈濟醫院→直行→左

轉樂業路→直行→東平路→直行→一江橋→頭汴坑→蝙蝠洞左轉→往酒桶山→(沿途有路標)→酒桶

山農場(酒桶山。法蝶)。

(5)[新社至太平酒桶山]：

台中市區→中興嶺→右轉→新社古堡莊園→直

行→右轉中99線→直行→經梅林親水岸→左轉

茅埔產業道路→(有酒桶山法蝶路標)→直行→

到底→左轉自強農路→直行→酒桶山法蝶(沿途

有路標)→酒桶山農場(酒桶山。法蝶)。

 

酒桶山農場導覽

1,37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中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精緻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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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山棕套房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6,160元)

下午茶四客*咖啡四杯或花茶兩壺及兩盤餅乾*(售價：130元/客)

假日加價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5間

每房限住四人，不得再加人哦！

G

Server
備註：Wifi限櫃檯大廳。

若茵民宿
若茵農場(海拔1100公尺)展望山林景色極佳，視野超過270度，大甲溪、大安溪壯闊的溪谷景致和飄

渺翻騰的雲海就在腳下。若茵農場同時也是觀星、賞流星雨的最佳場所。秋冬季的經典雲海，春天

螢火蟲滿山飛舞；夏日的夜晚星空輝映……

由高速公路下豐原交流道或由國道四號下

東勢出口後，接3號省道開往東勢鎮方向

。經過東勢大橋後右轉往谷關方向，沿著

河濱道路行駛約莫5至6個紅綠燈，看見大

雪山森林遊樂區之指標後左轉，走東坑路

(即200林道)，至大棟派出所(約15公里)

，便可看見若茵農場導引標示。

(1)[火車]：搭乘火車至豐原火車站後→

搭乘豐原客運至東勢→轉搭東勢至橫流溪

方向之班車至大棟派出所即可。

接駁費用：600元/車/趟

接駁地點：豐原客運東勢站

04-25971218

04-25971277

台中市和平區中坑里雪山路1號

rollinfarm@gmail.com

www.rollin.com.tw

東經120°54’1.5”北緯24°15’0.3”

(2)[高鐵]：搭乘高鐵至台中烏日站後→接駁車至台中火車站→搭乘豐原客運至東勢→轉搭東勢至橫

流溪方向之班車至大棟派出所即可。

(3)[巴士]：乘坐火車或客運抵達豐原後→搭乘豐原客運至東勢→轉搭東勢至橫流溪方向之班車至大

棟派出所即可。或於台北火車站附近、桃園機場入境大廳旁搭乘統聯客運直達東勢後，再轉搭豐原

客運開往橫流溪方向之班車至大棟派出所，上方左轉步行約25分鐘即可到達若茵農場。

＊橫流溪車班(早上06：05；中午11：25；下午16：25)由東勢豐原客運總站出發。

＊計程車(車資600元/單程)由東勢到若茵農場。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中

1,600

精緻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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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生態休閒農場(兌換至107年12月31日)

「從一粒種籽觀察生命的奧妙，用花香裝扮多彩人生」，用專業貢獻社會，提供知性觀光資源，這

是農場主人設立「台一生態休閒農場」的服務宗旨。為推動「三生一體」生活、生態、生產的多元

化功能，並呈現農村風味，農場積極將精緻農業發展成觀光資源，使所生產的花卉能夠巧妙地應用

在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中，為您的週日假期增添許多生活情趣。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水上木屋四人房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5,000元)

夜間DIY：原住民項鍊DIY或押花鑰匙圈DIY四份*DIY項目依農場實際狀況為主*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13間

身高110公分以上，加1人費用為800元；並提供加床、早餐及夜間DIY活動。

身高未滿11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早餐及夜間DIY活動。

假日加價

G

Server

於高鐵台中烏日站下至1樓5號出口處客運轉運

站搭乘南投客運，經國道6號直達至埔里車站

；再轉搭飯店接駁車即到達目的 (採預約制來

回接送服務)。

接駁費用：免費

接駁地點：南投客運埔里站

接駁時間：去程 09：15、11：15、14：15/回程 09：00、11：00、14：00

(1)北部或南部至台一生態休閒農場：國道三號

→霧峰系統214K→接國道六號→至埔里終點端

處出口下→左轉台14線往霧社方向→下出口約3

分鐘即可抵達。

(2)東部至台一生態休閒農場：花蓮太魯閣入山

→往合歡山方向行駛→經清境農場→經霧社→

經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接台14線西行下山

，沿著指標即可到達。總行程約4小時。

049-2997848 

049-2900037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176號

taii.mis@msa.hinet.net

www.taiifarm.com

東經121°0'33.2" 北緯23°58'43.7"

備註：寵物不可進房。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南 投

1,000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精緻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二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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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四人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三張農莊住宿兌換券

Application Farms

P.83

P.89

P.91

P.93

P.95

P.97

P.85

P.87

台 北桃 園

新 竹

苗 栗

台 中

彰 化
南 投

嘉 義

台 南

高 雄 台 東

花 蓮

屏 東

雲 林

宜 蘭

台 北桃 園

新 竹

苗 栗

台 中

彰 化
南 投

嘉 義

台 南

高 雄 台 東

花 蓮

屏 東

雲 林

宜 蘭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梅花湖休閒農場

三富休閒農場

小熊渡假農場

仙湖休閒農場

大坑休閒農場

雲山水小築

酒桶山農場

產品內容介紹

限4人使用三張農莊住宿兌換券兌換，定價：6,900元以上/4人，兌換券可兌換四人

套房住宿一晚及四客早餐，部份農場並加贈其他優惠活動，優惠活動項目依各適用

農場提供內容而定，詳見下列適用農場頁面介紹。

農場記憶
山住在乾淨的藍天下

伸了一個懶腰

山腳便伸到

坐滿陽光的菊花田

連作夢  我都摸得到

農場裡兔寶寶蓬鬆柔軟的毛

連作夢  我都嚐得到

奶酪中盤固拉牧草的香甜

好想好想住在那兒

農場記憶

是滿足我　穿梭夢境的時光機

新竹縣松林國小五年級 吳玟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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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香格里拉

一個沒有設限的渡假空間

今天您是什麼心情

我們就換成怎樣的風景

春、夏、秋、冬

哪一天您來，我們都會獻上最窩心的服務等待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精緻四人房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5,000元)

檜木香罐四份(售價：150元/份)

檜木筷子四份(售價：150元/份)

彩繪風箏DIY四份(售價：280元/份)

民俗活動體驗*搓湯圓、打陀螺、放天燈*

農場景觀果園門票*採果視季節性*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13間

身高110公分以上，加1人費用為1,200元；並提供早餐、檜木香罐、

檜木筷子、彩繪風箏DIY、民俗活動體驗及農場景觀果園門票，但無提供加床。

身高未滿11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早餐、

檜木香罐、檜木筷子、彩繪風箏DIY、民俗活動體驗及農場景觀果園門票。

G

Server

假日加價

北二高(國道3號)→國道5號(45公里處)羅

東五結交流道下→直走到底右轉(中山路一

段走到四段）→穿越羅東市區→中山路4段

→經左側羅東工業學校→第二個紅綠燈（

左前方有一個全家便利商店）前左轉→直

走遇圓環六叉路→繞土地公廟走山路往三

清宮方向→經三清宮停車場沿右邊梅山路

960M到達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火車，搭乘北迴線往宜蘭方向，至羅東站

（後火車站下車）；客運，首都、噶瑪蘭

接駁費用：80元/人/趟；150元/人/來回

接駁地點：羅東後火車站、羅東轉運站

客運（總站下車），可預約農場接駁提早預

約名額有限（另外付費）時間另洽或坐計程車約二十分鐘即可到達。

03-9511456

03-9515222

宜蘭縣冬山鄉大進村梅山路168號

s515736@ms33.hinet.net

www.shangrilas.com.tw

東經121°43'42.8" 北緯24°37'55.8"

備註：寵物限特定木屋區客房，需事先告知，且需酌收300元/隻之清潔費。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農場資訊

優惠期限內

宜 蘭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元/房。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800

豐富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三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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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湖休閒農場 

精緻四人房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6,000元)

鮮採花草茶四壺(售價：80元/壺)

手創彩繪百寶袋四份(售價：490元/份)

體驗可愛動物互動餵食*提供牧草或蔬菜四把餵食*(售價：30元/把)

伴手禮-純釀薄荷精油1瓶(售價：299元/瓶)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0：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2間

身高滿90公分以上，加1人費用為800元；並提供加床及早餐。

身高未滿9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G

Server

(1)南至北：

走台九線→冬山鄉永興路左轉→廣興派出所

左轉→(左前方有一個全家便利商店)左轉接

梅花路→右邊天賜爾科技路口左轉接鹿得路

→直走到底左轉50公尺→至盡頭再右轉即抵

達旺樹園．梅花湖休閒農場 。

(2)北至南：

國道3號(北二高)→國道5號(經雪山隧道)→

羅東五結交流道下→沿路橋下外側直走到底

→遇到T字型路口右轉→即為中山路直走(中

山路一段走到四段)穿過羅東市區來到中山路

4段→經右邊學校羅東高商→經左邊學校羅東

(1)花蓮至羅東：

搭乘火車，至羅東火車站(後站)下車，坐計

程車約20分鐘即可到達或搭首都客運281號

至梅花湖下車，步行至農場。

(2)台北至羅東：

可搭乘(1)火車(2)噶瑪蘭(3)首都客運，到

羅東火車站（後站）搭計程車至農場，或搭

281號公車至梅花湖下車，步行至農場。

接駁費用：200元/車/趟

接駁地點：羅東火車站

高工→經過第二個紅綠燈(左前方有一個全家便利商店)左轉接梅花路→右邊天賜爾科技路口左轉接鹿

得路→直走到底左轉50公尺→至盡頭再右轉即抵達旺樹園．梅花湖休閒農場。

03-9612888

03-9514345

宜蘭縣冬山鄉得安村環湖路62號

ilan9612888@yahoo.com.tw

www.9612888.com.tw

東經121°44'5.1" 北緯24°38'57.1"

備註：Wifi限烤肉區與會議室區域。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

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農場佔地一萬多坪，毗鄰宜蘭八大奇景梅花湖風景區旁，依山傍水景色渾然天成，園內蟲鳴鳥叫，花

木扶疏，是個休閒渡假的好地方，備有渡假木屋、養生餐廳、有機果園、漆彈夢工場、香草園、烤肉

區、露營區等，並有適合親子的兒童戲水池、沙雕堡、體訓場、可愛動物區等體驗設施~~~歡迎您~~~。

2,00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宜 蘭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豐富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三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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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休閒農場
三富農場生態豐富，景致怡人，園內步道與仁山植物園相連，優質環境渾然天成，非常適合喜愛自

然的您紓壓放鬆，與昆蟲、鳥類近距離互動。四季景觀各具風情，特別是探索夜間生態，生動活潑

的解說加上親身體驗，更讓許多住宿貴賓印象深刻。

兌換內容

住房須知

加人費用

精緻四人套房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4,000元)

下午茶四份*紫森林咖啡或柚花茶二選一及手工餅干*(售價：230元/份)

晚餐-中式合菜四客(售價：300元/客)

旅遊手工書DIY四份(售價：180元/份)

彩虹星砂瓶DIY四份(售價：70元/份)

餵魚樂-魚飼料四罐(售價：30元/罐)

夜間生態導覽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12間

G

Server

假日加價

(1)【台北→宜蘭】：

◎國道5號：下羅東交流道直走到底T字路右轉中山路(

台7丙)往羅東方向走到光榮路左轉，過高架橋直走第

三個紅綠燈往丸山、仁山植物園或中山休閒農業區方

向(宜34線、義成路三段)左轉，走到底(約2.7km看咖

啡色指標)右轉直走即可到達。 

◎市區：北宜公路(濱海公路)→礁溪→宜蘭→羅東、

冬山方向，於進入羅東市區前環鎮道路大十字路口右

轉純精路(2.6km)右轉往丸山(宜34，義成路三段)，走

到底(2.8km)，T字路右轉直走往中山休閒農業區或仁

山植物園即可到達(3.5km)。 

(2)【花蓮→宜蘭】：

(1)【台北→宜蘭】：

◎客運：或於台北京站轉運站、板橋火車站、捷運科技大樓站搭乘葛瑪蘭客運，或於市政府搭乘首都

客運至羅東站，下車轉計程車(9km)約15分鐘即可到達。 

◎火車：請在羅東火車站下車轉計程車(9km)約15分鐘即可到達。 

◎首都客運281：羅東－仁山植物園首都客運於仁山植物園站下車後，步行20分鐘即可到達。 

(2)【花蓮→宜蘭】：

◎火車：請在羅東火車站下車轉計程車(9km)約15分鐘即可到達。

◎開車：由花蓮、蘇澳方向過來，請走台九省道往羅

東、冬山經過冬山鄉農會後(0.6km)，左轉往梅花湖(

宜30)，義成路一段直走2.2km叉路左轉往八寶直走

(1.2km)十字路口左轉往中山休閒農業區或仁山植物園

即可到達(2.7km)。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農場資訊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

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身高超過110公分，加1人費用1400元；並提供加床、早餐、晚餐、下午茶、旅遊手工書DIY、

星砂瓶DIY及魚飼料。

身高滿90公分，而未滿110公分，加1人費用800元；並提供加床、早餐及晚餐。

身高未滿9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

03-9588690、03-9588795

03-9588753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新寮二路161巷82號

sanfufarm@gmail.com

www.sanfufarm.com.tw

東經121°45'14.3" 北緯24°37'4.5"

備註：Wifi限服務中心/住宿區/會議區/餐飲區。

80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宜 蘭

豐富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三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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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山水小築 

兌換內容

雲山水隱巷72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5,200元)

晚餐-雲山水風味餐四客(售價：300元/客)

雲山水二姐的咖啡四杯(售價：200元/杯)

住房須知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4間

加人費用

每房限住四人，不得再加人哦！

是台灣極具本土性且單純的大自然農場,三面環山一面環海,有天然的礦物、自然的景致、豐富的礦

區文化、更擁有堪稱世界文化遺產的地質礦區,散步於鄉間小道上,分明的視野各不同,春夏秋冬異樣

的風情,唯有放下您的心情,放慢您的腳步,清新的空氣、放鬆的感覺一一呈現於眼前…

(1)[從台北來]：經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在6公里（大華系統萬里/瑞濱）下交流道直接接台

62快速道路，直達瑞濱出口右轉，接台2線(東北角

濱海公路)，於水湳洞78.5km處右轉接北34縣道，靠

右沿著山邊接浪漫公路約1公里到達石山橋後右邊雲

山水資訊站P1停車場停好車。

(2)[從基隆來]：經台2線(東北角濱海公路)，至水

湳洞78.5km右轉北34縣道，靠右沿著山邊接浪漫公

路約1公里到達石山橋後右邊雲山水資訊站P1停車場

停好車。

(1)基隆出發：搭乘基隆客運「基隆-金瓜石」線於

金瓜石站下車，散步15分鐘就到雲山水P1山尖路

接駁費用：250元/車/趟

接駁地點：瑞芳火車站

(3)[從宜蘭來]：經台2線(東北角濱海公路)，自貢

寮福隆轉102縣道經雙溪到隔頂(約102線道15公里處

)，接北34右轉往金瓜石方向，接浪漫公路沿左邊山

邊沿路蜿蜒而下，即可到達雲山水資訊站P1停車場。

02-24962201

02-24962548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山尖路72-1號

yunshan.shui@msa.hinet.net 

sister2wu@gmail.com

www.cloudvillage.net

東經121°44'32" 北緯24°39'56"G

備註：寵物限戶外區域，Wifi限雲山水隱巷石頭屋區域。

Server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農場資訊

13-1號。

(2)台北出發：在忠孝復興捷運站１號出口，搭乘基隆客運「台北往金瓜石」線，在瓜山國小站下車，

散步10分鐘就到雲山水P1山尖路13-1號。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

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北

800

豐富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三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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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內容

維納斯四人房或阿波羅四人房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4,730元)

英式下午茶二份*2人一份*(售價：320元/份)

晚餐-主廚推薦套餐四客(售價：800元/客)

住房須知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2間

加人費用
每房限住四人，不得再加人哦！

酒桶山農場
酒桶山農場位於台中市太平區，海拔800公尺的酒桶山山麓，面向大台中盆地，視野遼闊。向東望可看到南投九九

峰，向西可遠眺台中港區，氣勢雄偉，冬暖夏涼，林木參天，自然生態極為豐富！農場除了可鳥瞰中部五縣市外，

連綿山巒，一望無際。白天的綠野山景，黃昏的天邊彩霞，雨後的雲海奇觀，夜晚的璀璨夜景，每一個不同時刻，

都歷歷如畫，展現不同的光影創作！

接駁費用：免費

接駁地點：豐原客運茅埔總站

G

Server

04-22766060

04-22776202

台中市太平區東汴里山田路長青巷26號

lafatte22766060@yahoo.com.tw

www.joymountain.com.tw

東經120°47'12.9984" 北緯24°6'50.0004"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接駁服務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1)[國道一號]五權西路交流道(北上

、南下均適用，不經台中市區)：

五權西路交流道→直行五權西路→右

轉文心南路→直行→過中山醫學大學

→直行大里市區→直行德芳南路→直

行過立元一橋→盡頭→ 左轉(頭汴坑

溪水防道路)直行→看到7-11右轉過

一江橋→直行→頭汴坑→直行→過蝙

蝠洞左轉→往酒桶山→(沿途有路標

)→酒桶山農場(酒桶山。法蝶)。

(2)[國道三號]霧峰→74號快速道路(

北上適用)：

國道3號→霧峰→轉74號快速道路→太平→樂業路下匝道→右轉東平路→一江橋→直行→頭汴坑→直

行→過蝙蝠洞左轉→往酒桶山→(沿途有路標)→酒桶山農場(酒桶山。法蝶)。

(3)[國道一號]大雅交流道(南下適用，經過台中市區)：

台中大雅交流道→台中市區→中清路→直行→大雅路→左轉太原路→直行→太平大興路→左轉中山

路→直行經勤益科技大學→盡頭→左轉東平路→直行→一江橋→頭汴坑→蝙蝠洞左轉→往酒桶山→(

沿途有路標)→酒桶山農場(酒桶山。法蝶)。

(4)[國道一號]豐原交流道(南下適用)：

豐原交流道→豐原市區→往東勢方向→直行→豐勢路→右轉田心路→直行→經慈濟醫院→直行→左

轉樂業路→直行→東平路→直行→一江橋→頭汴坑→蝙蝠洞左轉→往酒桶山→(沿途有路標)→酒桶

山農場(酒桶山。法蝶)。

(5)[新社至太平酒桶山]：

台中市區→中興嶺→右轉→新社古堡莊園→直行→右轉中99線→直行→經梅林親水岸→左轉茅埔產業

道路→(有酒桶山法蝶路標)→直行→到底→左轉

自強農路→直行→酒桶山法蝶(沿途有路標)→酒

桶山農場(酒桶山。法蝶)。

酒桶山農場導覽

1,100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中

豐富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三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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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內容

山頂閣樓四人房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平日售價：5,610元/假日售價：6,600元))

晚餐-仙湖野菜養生大餐四份(售價：350元/份)

仙湖咖啡四杯(售價：150元/杯)

假日加價

住房須知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1：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10間

加人費用

每房限住四人，不得再加人哦!

G

Server

仙湖休閒農場

南二高→至白河交流道→172縣→白河→165

線→東山→99線→東原→仙湖休閒農場(約

30分鐘)。

抵達嘉義高鐵站→可搭乘仙湖休閒農場代訂

接駁車或計程車→約40分鐘→抵達仙湖休閒

農場。

  接駁費用：700元/單程  接駁地點：嘉義高鐵站

  接駁費用：500元/單程  接駁地點：新營火車站

※接駁車可共乘四位

06-6863635

06-6863662

台南市東山區南勢里賀老寮一鄰6-2號

senwho@gmail.com

www.senwho.com

東經120°28'56.6" 北緯23°15'54.5"

(亦可設定東原國小)

備註：Wifi限餐廳區域。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農場資訊

優惠期限內

台南 東山 淺山區，52公頃的農場中心是座獨立山頭，因為晨間、黃昏及雨後的雲海，讓山頭看起來

像座湖中小島，故稱仙湖。我們在這實踐人與土地共生的農作生活，四季農作 在堅持中傳承與演進。 

                                                            仙湖  在農作生活中體驗幸福～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南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

差價 元/房。2,790

豐富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三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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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內容

森林原木屋四人房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4,800元)

晚餐-田園風味精緻山產料理四人份(售價：375元/人)

伴手禮四份(售價：150元/份)

山泉SPA體驗

住房須知

進房時間：15：00以後

退房時間：12：0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10間

加人費用

身高100公分以上，加1人費用為300元；並提供早餐，但無提供加床。

身高未滿10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及早餐。

G

Server

大坑休閒農場

南二高→新化交流道→大坑休閒農場。

(1)台南火車站→興南客運岡林線大坑休閒

農場站下車。

(2)台南高鐵站→計程車→大坑休閒農場。

大坑休閒農場，南台灣新化山區，休閒渡假為主題，住原木屋像小精靈，歐式別墅別有一番風情，

餐飲特色強調健康有機，除了自產三寶地瓜竹筍鳳梨、招牌碳烤迷你豬最人氣，別忘了品嚐碳烤土

雞，還有伊魯巴船屋咖啡廳，使用香草入料理最Fresh，享受調酒的微醺風情，露天山泉SPA水療區

，讓你洗的健康又美麗，動物們好親近，孔雀白鴿、母雞帶小雞、豬也好迷你!高空滑車、繩索吊橋

好刺激，竹林步道芬多精，更為大坑增加了山野豪邁的無限魅力!

06-5941555

06-5940266

台南市新化區大坑里82號

www.idakeng.com.tw

東經120°22'27.0012" 北緯23°0'50.0004"

備註：寵物不可帶入房間。

假日加價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農場資訊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

差價

優惠期限內

元/房。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南

900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豐富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三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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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內容

美式紅檜獨棟木屋(雙房雙衛一客廳)住宿一晚+早餐四客(定價：9,000元)

晚餐-熊廚創意料理合菜四人份(售價：300元/份)

與熊共舞晚會~附贈天燈乙顆

住房須知

進房時間：15：30以後

退房時間：11：30以前

本專案提供房型間數：2間

加人費用

身高110公分以上，加１人費用為1,500元；並提供早餐及晚餐，但無提供加床。

身高滿90公分，而未滿110公分，加1人費用為900元；並提供早餐及晚餐，但無提供加床。

身高未滿90公分，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但無提供加床、早餐及晚餐。

小熊渡假農場
宛如童話般斗大的『Bear』及可愛造型的小熊在園內各處跟遊客打招呼。不只木屋及RV車屋住房，更有釣魚池、

單車、礦泉泳池等，充份感受渡假氣息。每晚『與熊共舞~HuLa晚會』，一同歌舞、猜謎、放天燈、觀煙火，濃濃

渡假風，豐富台東行。年度推出『旅遊管家』自由行套裝，讓深度旅遊更精緻。

可搭乘台鐵各班次前往，至『台東火車站』下車(

台北遊客也可搭乘飛機)。每日提供定時定班免費

接駁費用：300元/車/趟，第三人加收150元/人/趟

接駁地點：台東火車站

接駁時間：每日定時定班來回接駁13：30接，13：00送。

(1)[北→東]：

經雪山隧道、蘇花公路接台九線(花東縱谷線)，

經鹿野往初鹿行至359.5公里處可明顯看見小熊度

假村招牌，沿大熊腳掌印約1公里即達。

(2)[南→東]：

南二高下南州交流道往楓港前進，由高架橋進入

台東，即達南迴公路，出南迴公路見地標往關山

卑南左轉即台九線(花東縱谷線)，過初鹿往鹿野

高台行至359.5公里處可明顯看見小熊度假村招牌

，沿大熊腳掌印約1公里即達。

G

Server

089-570707

089-570808

台東縣卑南鄉嘉豐村稻葉路16號

mastbear@ms59.hinet.net

www.masterbear.com.tw

東經121°6'52.9" 北緯22°53'09"

備註：寵物需酌收500元清潔費。

接泊乙次。13:30由台東火車站或台東機場前往小熊渡假農場，隔日13:00送往台東火車站或台東機場

。其餘時段收費。(訂房時請告知到站時刻)

開車方式

搭車方式

接駁服務

假日加價

農場資訊

本票券為平日優惠兌換券，假日兌換時需另補差價

優惠期限內

1,860 元/房。

Transportation Guide交．通．指．南

台 東

使用專案票券，每房最多只可再加1人

豐富四人
農莊住宿二日遊

使用三張
農莊住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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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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內寄出。

台 灣 休 閒 農 業 發 展 協 會

購 物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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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工作天內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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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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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內寄出。

至https://online.senao.com.tw/點生活美食-人氣票券-休閒農場，下標後，可使用信用卡線上

刷卡付款購買，收取款項後票券於5個工作天內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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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