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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業旅遊產業鏈加值整合行銷計畫 

國際遊客來台體驗《花漁農廚》主題農業旅遊獎勵規範 

(修訂版 2020.2.25) 

一、 申請對象： 

(一) 符合發展觀光條例第2條第10款所稱旅行業中之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或港澳、

日本、韓國及東協十國等國家之合法經營旅行業者，其對海外人士推廣販售來台體

驗主題農業旅遊行程者。 

(二) 海外人士係指在台灣地區以外設有戶籍、國籍或居留權之人士(含華僑)。 

(三) 凡國外旅行社如透過台灣地接旅行社申請，須註明合作旅行社名稱，以免重複請

款。 

二、 實施期間：自2020年2月1日至12月10日止。 

三、 獎勵內容及條件： 

(一) 獎勵內容：針對國際遊客來台體驗《花漁農廚》主題農業旅遊，凡旅遊行程含(指

定獎勵場家)『花卉或漁業旅行+休閒農場/合法經營旅宿住宿至少一晚，或參與農村

廚房全程體驗』，得獎勵每人新臺幣500元(不含隨團工作人員及兩歲以下嬰孩)。 

(二) 獎勵名額：限額6,000名，每次行程每人限申請一次，額滿為止。 

四、 申請及核銷規定： 

(一) 旅行社需於出團前至少10日以上，提出《花漁農廚》主題農旅獎勵補助申請表（附

件一）、行程表、旅客名單，以電子郵件予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協會）

行前審查，確認是否符合獎勵條件，以作為申請獎勵保留名額之依據。 

(二) 於出團結束日起20天內完成紙本核銷申請，需檢附文件如下： 

1. 《花漁農廚》主題農旅獎勵補助申請表（附件一）。 

2. 行程表、旅行業責任保險單（證明書）、旅客名單（須經保險公司核章，並應

註明隨團工作人員，隨團工作人員不予列入補助人數計算）。 

3. 領據（附件二）、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4. 至獎勵場家之體驗活動照片、消費憑證影本（附件三）：住宿、農業體驗（含

農事、生態、導覽、田園餐飲、遊程）或農村廚房遊程等活動照片至少 5 張、

消費憑證影本(如有特殊狀況請主動告知並提供相關佐證文件)。 

5. 切結書（附件四）：書面切結所檢附內容一切屬實，未有借名或向其他機關申

請同項目費用補助、虛報、浮報或申請文件不實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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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勵金經協會審核確認無誤後，於申請日算起20天內撥付（遇例假日順延），款項

將扣除匯款手續費，並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計畫後始予撥付。 

(四) 國外旅行社申請獎勵金以當日匯率為計算、其相關手續費由申請單位自行吸收。 

(五) 最終核銷申請日為2020年12月20日，逾期不予受理。 

(六) 如於確認前出團者，應自負不予獎勵之風險；申請內容有異動者，請於出團前主動

告知協會，以利控管。 

(七) 申請及核銷未依規定程序或未檢附應備文件，得限期補正一次，未於規定期限內補

正者，駁回不予獎勵。 

五、 其他： 

一、獎勵場家名單及相關表格，登載於【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農業

旅遊獎勵專區】。 

二、網址：https://www.taiwanfarm.org.tw/ 

三、獎勵須知將視計畫執行情形滾動檢討修正，均請依最新公布之版本配

合辦理。 

四、專案聯絡人：曾嘉汝秘書 

電話：(03)938-1269分機13 

地址：260宜蘭市陽明二路23巷2號3樓 

電子信箱：glitter1218@taiwanfarm.org.tw 

https://www.taiwanfarm.org.tw/
mailto:smile12131120xd@taiwanfar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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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獎勵場家 

(一)住宿名單：參與國際行銷推廣活動且具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或通過特

色農業旅遊場域認證，共16家業者，名單如下― 

NO 地區 名稱 登記證/編號 

1 新竹 雪霸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230號 

2 
苗栗 

飛牛牧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117號 

3 卓也小屋 108年特色農業旅遊場域認證 

4 台中 私房雨露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402號 

5 南投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059號 

6 嘉義 龍雲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278號 

7 

台南 

大坑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246號 

8 南元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076號 

9 仙湖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251號 

10 走馬瀨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333號 

11 

宜蘭 

頭城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167號 

12 梅花湖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342號 

13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146號 

14 三富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247號 

15 花蓮 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114號 

16 台東 布農部落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445號 

(二)花旅、漁旅名單： 

NO 地區 名稱 體驗內容 

1 

新北 

花-茶鄉桂花農園 10-4月桂花採摘、桂花釀、餐 

2 漁-千戶傳奇生態農場 下漁池摸鱘龍魚體驗、鱘龍魚排DIY 

3 漁-鮮物本舖 
九孔鮑生態導覽、養殖解說、餵養體

驗 

4 漁-仁和鮑魚養殖農場 養殖生態講解、採收鮑魚體驗 

5 

台北 

花-曹家花田香 5-7月賞繡球花 

6 花-財福海芋田 
2-5月青蛙裝採海芋體驗;5-6月賞繡

球花、繡球花圈製作體驗 

7 
桃園 

花-蓮荷園休閒農場 5-8月賞蓮;6月大王蓮乘坐體驗 

8 花-林家古厝休閒農場 6-9月蓮花、竹蟬蓮花栽培;10-3月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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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藕體驗 

9 花-向陽農場 
6-9月向日葵、採花體驗、盆栽種植體

驗 

10 花-老牛休閒農藝 10-11月賞仙草花 

11 

新竹 

花-雪霸休閒農場 

1-3月李花、藍莓花;4-6月梨花、牡丹

花、玫瑰花、杜鵑花、奇異果花；7-9

月玫瑰花；10-12月小楓葉 

12 花-福祥仙爸人掌園藝中心 盆栽DIY 

13 漁-水月休閒藍鯨魚寮 餵魚體驗、魚拓體驗、烏魚三明治DIY 

14 漁-福樂休閒漁村 
烏魚養殖區導覽解說、烏魚粽DIY、烏

魚丸DIY 

15 

苗栗 

花-九湖休閒農場 11-12月賞杭菊、採花體驗 

16 花-花露休閒農場 
4-6月繡球花;10-4月薰衣

草;11-4月玫瑰;1-12月蘭花 

17 花-葛瑞絲香草田 
3-5月賞薰衣草、花園導覽及萃取精油

解說 

18 花-田媽媽祕密花園 5-7月蓮花、3月底-4月初柚花 

19 漁-春谷休閒農場 鱘龍魚餐、鱒魚餐 

20 

台中 

花-東勢林場 2月櫻花 

21 花-可苗花園休閒農場 蘭花DIY 

22 花-沐心泉休閒農場 2-3月櫻花;4-5月桐花;5-8月金針花 

23 漁-摸蛤兼洗褲農場 摸蜆、划船體驗 

24 

彰化 

花-茉莉花的故鄉-銨琪企業 5-10月賞茉莉花、採花體驗 

25 漁-哈哈漁場 摸蛤體驗、牽罟、收蛇籠體驗 

26 芳苑 海牛採蚵體驗 

27 
雲林 

漁-馬蹄蛤主題館 摸蜆體驗、馬蹄蛤風味餐 

28 漁-好蝦冏男社 撈蝦生態體驗、好蝦料理 

29 南投 花-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花卉創意料理 

30 
嘉義 

花-曙光玫瑰有機農場 
1-12月賞玫瑰花、玫瑰巧克力DIY、玫

瑰花環/花冠/花束製作、玫瑰水餃DIY 

31 漁-向禾休閒漁場 摸文蛤體驗、划船撈海菜、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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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台南 

花-九品蓮花生態教育園區 

體驗乘坐大王蓮、蓮花小火鍋 

33 漁-股份魚鄉 食魚教育、摸文蛤 

34 漁-田媽媽-長盈海味屋 虱目魚料理、龍膽石斑產品 

35 漁-三股社區發展協會 
剖蚵體驗、串蚵殼DIY、蚵殼盆栽DIY、

三股海味特色餐 

36 

屏東 

花-薰之園香草休閒農場 採蝶豆花、茶飲、香草手作皂 

37 花-大花農場 11-4月賞玫瑰花、採花體驗 

38 花-天使花園休閒農場 
1-12月賞蘭花、花束DIY、蘭花絹印束

口袋DIY、蘭花絹印手提側背袋DIY 

39 漁-勇盛泰國蝦 釣蝦、撈蝦、小廚師體驗 

40 

宜蘭 

花-花泉有機休閒農場 6-8月採野薑花 

41 花-觀蓮有機生態農場 採蓮花 

42 花-波的農場 食蟲植物導覽解說 

43 漁-蘭楊蟹莊-泰國蝦生態園區 釣蝦、抓蝦體驗、泰國蝦料理 

44 漁-八甲休閒魚場 香魚特色餐 

45 漁-廣興休閒農場 摸蜆兼洗褲、小蝦米的家 

46 漁-大發一支釣 漁村廚房 

47 

花蓮 

漁-立川漁場 摸蜆體驗、蜆殼DIY 

48 漁-洄遊吧 七星潭摸魚趣 

49 漁-欣綠農園 巴拉告捕魚法 

50 台東 花-青山農場 

1-3月賞櫻花、2-3月賞杏花、4-5月賞

台灣百合、5-7月賞繡球花、8-10月賞

金針花 

(三)農村廚房：在農村裡學習在地料理，在歡笑中認識台灣滋味，共14家

業者，名單如下―。 

NO 地區 名稱 主題遊程 

1 新北 千戶傳奇生態農場 漁人的一天 

2 
台北 

梅居休閒農場 陽明山秘境蔬食廚房 

3 白石森活休閒農場 森林深處的老灶腳 

4 桃園 好時節休閒農場 大溪人的午餐 

5 新竹 水月休閒藍鯨魚寮 藍鯨魚寮裡不吃鯨魚 



6 

6 
苗栗 

飛牛牧場 跟牛媽媽一起學做菜 

7 卓也小屋 卓也的好色廚房 

8 台中 私房雨露休閒農場 台灣山海的滋味-當八仙山遇見太平洋 

9 嘉義 龍雲休閒農場 茶香雲霧飄渺山居廚房 

10 台南 仙湖休閒農場 台南的放伴龍眼乾與土匪雞 

11 

宜蘭 

音樂米創意產銷企業社 跟少年阿公逛菜市場 

12 梅花湖休閒農場 黑白切，切什麼 

13 逢春園渡假別墅 山居歲月料理體驗 

14 頭城休閒農場 德國人也可以來的綠色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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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業旅遊產業鏈加值整合行銷計畫 

《花漁農廚》主題農旅獎勵補助申請表 

旅行社資料 

旅行社名稱 
 □ 國外旅行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台灣地接旅行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營業登記證 

地址 

□□□ 

註冊編號  
電 話 

 

負 責 人  
傳 真 

 

聯 絡 人  
電子信箱 

 

行程內容 

旅客國別 
 

旅遊團名 
 

遊程期間 2020 年       月       日 至        月         日 

申請獎勵內容 
□花卉或漁業旅行+休閒農場/合法經營旅宿住宿至少一晚 

□農村廚房(遊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獎勵場家名稱  

旅客人數 
 

獎勵金額 
 

備註 

1. 針對國際遊客來台體驗《花漁農廚》主題農業旅遊，凡旅遊行程含指定場域或

遊程，得獎勵每次行程每人新臺幣 500 元。 

2. 請款檢附文件：□申請表 □行程表 □旅行業責任保險單(證明書) □旅客名

單(保險公司核章及註明隨團人員) □領據 □體驗活動照片 5 張 □消費憑證

影本 □切結書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此致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公司名稱：                         (蓋章) 

負 責 人：                         (蓋章) 

西 元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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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據 

    茲領到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核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休閒農業旅遊產業鏈加值整合行銷計畫－國際遊客來台

體驗《花漁農廚》主題農業旅遊獎勵」之獎勵金，合計請

領金額新臺幣                  元整。 

 

此致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旅行社名稱：           （蓋章）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蓋章） 

會計人員：            （蓋章） 

聯絡電話： 

地    址： 

                 

 

 

西元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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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業旅遊產業鏈加值整合行銷計畫 

國際遊客來台體驗《花漁農廚》主題農業旅遊獎勵憑證文件 

消費憑證影本（須加蓋公司騎縫章及「與正本相符」字樣）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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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業旅遊產業鏈加值整合行銷計畫 

國際遊客來台體驗《花漁農廚》主題農業旅遊獎勵憑證文件 

花旅、漁旅體驗或農村廚房遊程等活動照片至少 5 張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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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以下簡稱本公司）申請貴會辦

理之「休閒農業旅遊產業鏈加值整合行銷計畫－國際遊客來台體驗

《花漁農廚》主題農業旅遊獎勵」之獎勵金，所檢附內容一切屬實，

如有借名或向其他機關申請同項目補助、虛報、浮報或申請

文件不實等情事，本公司同意歸還已領取之全數獎勵金，並負一切

法律責任，後續不得就本次獎勵計畫再提出申請，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公司名稱：           （蓋章） 

負責人或代表人：         （蓋章） 

公司地址： 

 

 

西 元           年         月        日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