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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農遊超市農業旅遊票券簡章 

一、 說明： 

根據旅遊搜尋平台 Skyscanner 對 2021 年旅遊趨勢剖析中指出：臨時起意的國內旅

行將會取代提前規劃的海外旅行，旅客將會不斷探索自己國家的美麗秘境，國內旅遊繼

續保持較強的勢頭。而全球線上訂房平台 Booking.com 解析 2021 年九大旅遊新趨勢(報

復性旅遊、重視價值、偽在地人、雲端旅行、安全至上、環保意識覺醒、揮別朝九晚五、

挖掘小確幸及科技無法取代)中發現，自疫情開始後，有數個與自然景觀有關的搜尋標籤

呈現成長的趨勢，其中包含健行（94%）、乾淨的空氣（50%）、大自然（44%）和放鬆之旅

（33%），有 76%的台灣旅客，希望旅遊業能提供更永續的旅遊選項，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更多的臺灣民眾開始展開慢遊，而且是在地人式的輕旅行，不追求景點數，反而是如在

地人般把旅遊玩成生活，或是進行深度的體驗，尊重當地文化、體驗當地文化，也慢慢

地往永續旅遊靠攏。 

為了貼近市場端的消費趨勢，「農遊超市」導入更符合不同業者的旅遊商品整合方式，

透過旅遊商品內容的重新包裝、具競爭力的價格、聚焦農業旅遊商品特色，打造具市場

競爭力的農業旅遊商品，在 2020ITF 台北國際旅展一推出，就獲得最佳創意獎，驚艷大

家目光，今年更要趁勢投入國內旅遊市場，協會規劃一整系列的宣傳行銷，包括農遊年

曆、傳統媒體宣傳(電視、雜誌、廣播…)及數位媒體宣傳(內容行銷、社群行銷、影片行

銷…)，打造「農遊超市」成為最吸睛、最專業的農業旅遊商品專賣店。 

二、 報名資格： 

(一) 取得許可登記證休閒農場。 

(二) 取得「特色農業旅遊場域認證」之農業旅遊業者。 

(三) 輔導在案之田媽媽、亮點茶莊及休閒酒莊。 

(四) 通過「優質農村體驗」評鑑之組織單位。 

(五) 休閒農業區旅遊服務中心及該區農業旅遊業者，且至少持有一張相關執照之休閒

農業經營體，如:住宿執照、餐飲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等。 

(六) 曾參加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專案審查通過者，如：交通部觀光局水果旅行專案

等，惟若農業體驗活動內容為食材採摘者，其所採摘之農產品需取得「三章一 Q」

任一標章或通過無農藥殘留檢驗。 

三、 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110年 11月 20日(星期六)止。 

四、 票券內容： 

凡符合「茶、米、花卉、果、蔬、林、竹、禽、畜、蜜蜂、雜糧、咖啡、可可、香藥染草、

特用作物、漁撈養殖、娛樂漁業」17類農業主題生產、生態、生活相關之體驗活動、美

食餐飲（需為個人套餐或下午茶套餐）、一／二日套裝遊程皆可報名，惟行程不得牽涉到

旅行社業務，僅只能於單一業者之場域內進行體驗，以避免違反票券發行原則。 

https://www.skyscanner.com.tw/news/holiday-trends-post-covid
https://www.skyscanner.com.tw/news/holiday-trends-post-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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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票券使用說明： 

1.本票券農曆春節期間不得使用(春節期間定義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告為主)，旅遊票

券所註明之優惠內容，其優惠期限為自購票日起壹年內，如逾優惠期限，得補足價差

後使用。 

2.不論平假日定義、孩童定義皆依各農場規定為之，並請於報名表中詳細說明；惟農場

入園如需門票者，兌換內容則需包含入園門票，消費者無須再另外購買入園門票即可

入園，以免造成爭議。 

六、 票券相關費用： 

品項 費用 內容說明 

上架費 0 元 
完成簽約之商品，即可免費上架至「農遊超市」電商平台及

其他合作平台上，並享有聯合行銷資源。 

銷售處理費 15% 
訂單成立後，本會收取票券金額之 15%為銷售處理費，運用

於履約保證(2%)、多元支付(2%)、行政處理費(3%)、合作通

路上架費(10-15%)等費用。 

稅 金 0% 開立發票(稅金為內含)、收據或農民收據請款。 

其 它 協議 針對合作通路特定促銷方案有配合意願者，個案協議之。 

七、 請款費用及流程： 

(一)業者提供低於市場售價至少 10%之優惠作為協會售價，以刺激消費，打造農遊超市

農旅品牌，扣除銷售處理費後即為農場請款金額。 

(二)本會於每月 15日前，寄送前月份(訂單成立者)銷售對帳單予業者，請業者於該月

20日前開立憑證(發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或農民收據)，本會於扣除匯款手續費

後，將款項於隔月 5日前撥款至業者約定帳戶（遇例假日順延）。第一次請款之農

場業者，請另附上匯款資料，作為指定帳戶。 

(三)請款憑證開立方式：  抬頭：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統編：1712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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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銷售通路： 

本會已整合便利超商、線上電商平台、旅遊業者、實體旅展等通路與多元支付方式購買

農遊超市票券，不同通路會有不同平台上架費，已包含於銷售服務費中，業者無須再額

外支付即可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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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媒體宣傳資源：(圖示以 2020年為例) 

以具有市場競爭力優勢之農遊超市商品作為宣傳標的，今年度預計透過旅遊電視節目、

旅報、微笑台灣、捷運車廂廣告、高鐵雜誌(T Life)、便利商店推播電視、IG網紅、踩

線團、Youtube、電視、KLOOK、kkday、趣吧、農業易遊網、電子報(或 EDM)、Facebook

粉絲團等媒體資源，達到 110年度銷售業績較 109年度成長 50%之目標。 

 
 

IG 宣傳(網紅)系列 電視節目系列 

  

捷運影片推播 雜誌系列宣傳 

  

7-11電視推播 網路票選(星旅榜) 

 

 
旅遊巴士車體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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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報名方式： 

煩請於 11月 20 日(星期六)前詳細填寫報名表(附件，

簡章電子檔下載：https://www.taiwanfarm.org.tw/zh-

TW/Front/News/Detail/189 

， 範 例 請 見 p.12) ， 並 將 以 下 資 料 電傳 至 雲 端

http://taiwanfarm.quickconnect.to/sharing/JyIJN7eIs 

，密碼：0919598968。 

(一)農場介紹文字說明 100-150字。 

(以吸引消費者的動人文字，敘明農場特色) 

(二)請提供農場景觀照片與報名商品符合之照片各五張，照片解析度宜超過 2MB 以上且

同意授權本會使用。 

十一、產品審核及簽約： 

由本會審核業者報名內容是否與現況相符，以避免日後產生消費糾紛，影響台灣休閒農

業旅遊聯合品牌；審核通過後，本會將與業者簽訂「銷售合約書」，合約書為一式兩份，

由本會及參加農場業者各執一份，「合約期間」一年，合約到期若雙方無異議即自動續約。 

十二、如有任何未盡事宜，煩請逕洽：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聯絡人：戴子僑，電話：03-9381269 分機 12。 

  

(文件上傳) (電子檔下載) 

https://www.taiwanfarm.org.tw/zh-TW/Front/News/Detail/189
https://www.taiwanfarm.org.tw/zh-TW/Front/News/Detail/189
http://taiwanfarm.quickconnect.to/sharing/JyIJN7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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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體驗券報名表 

說明：包裝符合「茶、米、花卉、果、蔬、林、竹、禽、畜、蜜蜂、雜糧、咖啡、可可、香藥染草、

特用作物、漁撈養殖、娛樂漁業」17 類農業主題生產、生態、生活相關之單項體驗活動(如採

果、摸蜆或製茶體驗等)或一日遊套裝遊程(如小小農夫一日遊：認識有機生態導覽、有獎徵答

遊戲、採摘有機蔬菜帶回家、有機農村風味餐及頒發小小農夫結業證書)。 

農場名稱                                                         

商品名稱                                   體驗時間         分鐘 

開放體驗期間 ☐全年度皆可使用  ☐季節限定：    月    日 至     月    日 

票券適用期間 
☐ 平假日皆可使用 ☐ 限平日使用，平日定義：                  

☐ 限假日使用，假日定義：                  (ex:星期六至星期日) 

兌換品項 內容說明 單價(元/單位) 

1.    

2.    

3.    

4.    

5.    

農場原售價 $         元/人 接待人數上限          人/場次 

協會售價 $         元/人 (業者提供低於市場售價至少 10%之優惠為協會售價) 

注意事項 

※本商品☐ 願意 ☐不願意 上架至農遊超市以外之平台。(未勾選則視為願意) 

※如有其它未盡事項，均請登載於此。 

農產檢驗證照 

(編       號) 

☐ TAP產銷

履歷農產品 

☐ CAS台灣

優良農產品 

☐台灣農產生

產追溯 QRCode 

☐有機 

農產品 

☐友善耕

作審認 

☐無農藥

殘留檢驗 

      

※如欲報名二種以上之產品，煩請自行複製報名表填寫，謝謝您的配合。 

※請貴農場詳細填寫本表及提供商品相符照片各五張，並將資料上傳雲端(檔名：農場名稱) 

網址：http://taiwanfarm.quickconnect.to/sharing/JyIJN7eIs，密碼：0919598968。 

  

附件一 

https://miny.app/farm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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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券(餐券)報名表 

說明：包裝餐飲內容符合「茶、米、花卉、果、蔬、林、竹、禽畜、蜜蜂、雜糧、咖啡、可可、

香藥染草、特用作物、漁撈養殖、娛樂漁業」16 類農業主題之美食餐飲（需為個人套

餐或下午茶套餐）(如養生野菜火鍋套餐、山蕉特色餐、蜂蜜鬆餅下午茶等)。 

農場名稱                                                          

餐飲合法登記 ☐餐廳 ☐小吃部☐田媽媽營業登記 證號：                   

餐飲名稱                                                          

票券適用期間 

☐ 平假日皆可使用  

☐ 限平日使用，平日定義：                   

☐ 限假日使用，假日定義：                   

兌換品項 內容說明 單價(元/單位) 

1.    

2.    

3.    

4.    

5.    

農場原售價 $         元/人 接待人數上限          人/場次 

協會售價 $         元/人 (業者提供低於市場售價至少 10%之優惠為協會售價) 

注意事項 

※本商品☐ 願意 ☐不願意 上架至農遊超市以外之平台。(未勾選則視為願意) 

※如有其它未盡事項，均請登載於此。 

※如欲報名二種以上之產品，煩請自行複製報名表填寫，謝謝您的配合。 

※請貴農場詳細填寫本表及提供商品相符照片各五張，並將資料上傳雲端(檔名：農場名稱) 

網址：http://taiwanfarm.quickconnect.to/sharing/JyIJN7eIs，密碼：0919598968。 

  

附件二 

https://miny.app/farm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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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券報名表 

說明：包裝二天一夜住宿+早餐之平日住宿商品[例如：松羅館「檜閣」風行二人房住宿一晚

+健康營養中式早餐(B&B)]。由業者提供低於市場售價至少 10%之優惠作為協會售價，

以刺激消費，打造農遊超市農旅品牌；假日可另加價使用。 

農場名稱                                                                   

登記證明 ☐ 民宿登記證：       號   ☐ 旅館業登記：                      號 

房間資訊 

房間名稱  

房間定價  住宿人數       人 

農場平日售價  協會平日售價  

農場假日售價  假日加價  

平日定義  假日定義  

進房時間  退房時間  

配合本專案所提供之房型間數                       間(最少三間以上) 

配合本專案所提供之房型坪數                       坪 

加人費用 

 ☐ 可加       人   ☐ 不得再加人 

★身高未滿          公分(或          歲)：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 

★身高超過          公分(或          歲)：加 1 人費用為          元。 

☐ 有加床  ☐ 沒有加床 

附贈內容：                                                    

★身高滿       公分(或          歲)，而未滿        公分(或        歲)：

加１人費用為        元。 

☐ 有加床  ☐ 沒有加床 

附贈內容：                              

早餐資訊 ☐ 中式     ☐ 西式      ☐ 自助式 

注意事項 

※本商品☐ 願意 ☐不願意 上架至農遊超市以外之平台。(未勾選則視為願意) 

※如有其它未盡事項，均請登載於此。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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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遊套裝遊程報名表 

說明：包裝二天一夜住宿+早餐及其他活動之二日遊套裝遊程(如：松羅館「檜閣」風行二人

房住宿一晚+健康營養中式早餐+農場景觀門票+夜間民俗活動一搓湯圓、打陀螺、放

天燈祈福)。由業者提供低於市場售價至少 10%之優惠作為協會售價，以刺激消費，打

造農遊超市農旅品牌；假日可另加價使用。 

農場名稱  

套裝總價 
農場平日售價  農場假日售價  

協會平日售價  假日使用售價  

房間資訊 

☐ 民宿登記證：       號   ☐ 旅館業登記：                      號 

房間名稱  

房間定價  住宿人數       人 

農場平日售價  農場假日售價  

平日定義  假日定義  

進房時間  退房時間  

配合本專案所提供之房型間數                       間(最少三間以上) 

配合本專案所提供之房型坪數                       坪 

加人費用 

☐ 可加       人   ☐ 不得再加人 

★身高未滿          公分(或          歲)：無須加價即可免費入住。 

★身高超過          公分(或          歲)：加 1 人費用為          元。 

☐ 有加床  ☐ 沒有加床 

附贈內容：                                                    

★身高滿       公分(或          歲)，而未滿        公分(或        歲)：

加１人費用為        元。 

☐ 有加床  ☐ 沒有加床 

附贈內容：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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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資訊 ☐ 中式     ☐ 西式      ☐ 自助式 

其他活動 

 

項目 份數 原價 內容 

下午茶  
$        元/人 

 

晚餐  
$        元/人 

 

午餐 
 

$        元/人 
 

體驗活動 1 
 

$        元/人 
 

體驗活動 2 
 

$        元/人 
 

體驗活動 3 
 

$        元/人 
 

伴手禮 
 

$        元/人 
 

其他 
 

$        元/人 
 

注意事項 

※本商品 ☐ 願意 ☐不願意 上架至農遊超市以外之平台。(未勾選則視為願意) 

※如有其它未盡事項，均請登載於此。 
※如欲報名二種以上之產品，煩請自行複製報名表填寫，謝謝您的配合。 

※請貴農場詳細填寫本表及提供商品相符照片各五張，並將資料上傳雲端(檔名：農場名稱) 

網址：http://taiwanfarm.quickconnect.to/sharing/JyIJN7eIs，密碼：0919598968。 

https://miny.app/farm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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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基本資料表 

農場名稱  

農場介紹

(100~150 字) 
 

農場開放時間 
平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最晚入場時間：                  ) 

假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最晚入場時間：                  ) 

可服務外語 ☐英文  ☐韓文  ☐日文 ☐其他              

其他資訊 

入園門票 

☐有  ☐無 

1.全票(定價：       元人) 

門票包含項目：                                        

2.半票/優待票(定價：       元/人) 

定義：                                                

門票包含項目：                                        

3.免費，定義：                                          

4.其他規定：                                            

寵物友善空間 

☐有  ☐無 

☐ 免費  /  ☐ 需酌收          元清潔費 

☐ 全區  /  ☐ 限                 區域 

親子接待服務 

☐有  ☐無 

☐ 兒童餐具 ☐ 兒童座椅 ☐ 嬰兒澡盆 

☐ 育嬰室/哺乳室  ☐ 其他               

接駁服務 

☐有  ☐無 

☐免費/☐需付費       元/人   

接駁地點：                                     
無障礙空間 

☐有  ☐無 
☐ 全區  /  ☐ 限                 區域 

專案窗口 

預約電話  公司傳真  

專案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電子信箱  

地    址  

網    址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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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體驗券報名表 

說明：包裝符合「茶、米、花卉、果、蔬、林、竹、禽畜、蜜蜂、雜糧、咖啡、可可、香藥染草、特

用作物、漁撈養殖、娛樂漁業」16 類農業主題生產、生態、生活相關之單項體驗活動(如採果、

摸蜆或製茶體驗等)或一日遊套裝遊程(如小小農夫一日遊：認識有機生態導覽、有獎徵答遊戲、

採摘有機蔬菜帶回家、有機農村風味餐及頒發小小農夫結業證書)。 

農場名稱 喜樂可可咖啡園 

商品名稱 可可 Lê拿鐵 體驗時間 150 分鐘 

開放體驗期間 
■ 全年度皆可使用   
☐ 季節限定：       月       日 至        月       日 

票券適用期間 
■ 平假日皆可使用 ☐ 限平日使用，平日定義：                  

☐ 限假日使用，假日定義：                  (ex:星期六至星期日) 

兌換品項 內容說明 單價(元/單位) 

1. 導覽解說 視聽饗宴  

2. 體驗 眾神食物 Vs 味蕾挑逗 699 元/人 

3. 體驗 可可 Lê拿鐵 DIY  

4. 伴手禮 伴手禮(可可茶 2 包) 70 元/份 

5.    

農場原售價 $769 元/人 接待人數上限 12 人/場次 

協會售價 $699 元/人 (業者提供低於市場售價至少 10%之優惠為協會售價) 

注意事項 

※本商品 ■ 願意 ☐不願意 上架至農遊超市以外之平台。(未勾選則視為願意) 

▓週二&週日公休。 

▓6 人成行。 

▓請於 7 天前電話預約。 

※如有其它未盡事項，均請登載於此。 

農產檢驗證照 

(編       號) 

☐ TAP產銷履

歷農產品 

☐ CAS台灣

優良農產品 

■台灣農產生

產追溯 QRCode 

■有機 

農產品 

☐友善耕

作審認 

☐無農藥

殘留檢驗 

  1401001657 
1-007-

118042   

※如欲報名二種以上之產品，煩請自行複製報名表填寫，謝謝您的配合。 

※請貴農場詳細填寫本表及提供商品相符照片各五張，並將資料上傳雲端(檔名：農場名稱) 

網址：http://taiwanfarm.quickconnect.to/sharing/JyIJN7eIs，密碼：0919598968。 

範 例 

https://miny.app/farmmar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