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年度『農遊大使實務課程』簡章
壹、目標
農業旅遊已逐漸成為國人享受休閒生活的重要選擇，為了讓國內專業的導遊人員及
青年農民更瞭解休閒農場及農遊場域，特選定北、中、南、東具特色休閒農場、田媽媽
及休閒農業區及農遊果園，從消費者的角度，透過農場達人的帶領讓導遊及青年農民認
識休閒農業與農業旅遊，期望打造成為農遊最佳達人。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三、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

參、活動說明
一、辦理 8 場次實務課程(每場 8 小時)，並選擇 16 處農遊據點辦理，每位學員以參加 2 場次
實務課程為原則。
二、報名參加實務課程之學員可獲得 1 本學習護照，每參訪 1 處實務課程農遊場域即可獲得 1
顆星，於課程結束後紀錄於學習護照中。
三、除前揭實務課程規劃之 16 處農遊據點，學員若願自費參訪其他農遊場域，每處農遊場域
參訪需至少 4 小時，並安排專業導覽解說或體驗活動，相關參訪行程需事先經臺灣休閒
農業發展協會審核通過，則每處農遊場域亦可獲得 1 顆星，惟場域不可重複。
四、學習護照累計 10 顆星學員，將頒發農遊大使證書，於協會網站設立專區介紹，並優先安
排成為農業旅遊相關活動合作人員。

肆、報名方式
一、報名資格:
已完成 104 年或 105 年核心課程學員。
104 年課程學員請附相關附件:
(一)旅行社開業人員或旅行社行程規劃人員:請附證明或推薦函。
(二)導遊人員:請附導遊證正反面影本。
(三)青年農民&休閒農場:請附農場證明或推薦函。
二、錄取優先順序:
(一)旅行社開業人員或旅行社行程規劃人員。
(二)線上從事導遊工作或旅行社行程規劃人員；農委會或縣市政府輔導有案之青年農民。
(三)休閒農場從業人員。
三、課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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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場次 750 元(費用包含在地美食、導覽解說、體驗活動、保險、交通接駁等)。

伍、實務課程及報名日期
一、實務課程:
(一)需完成 104 年或 105 年核心課程(6 小時)方可參加。
(二)每場次錄取 30 人，每位學員以參加 2 場次實務課程為原則(但可於報名表勾選第 3
志願)，若於報名截止日後仍有名額，逕行以第 3 志願候補。

二、實務課程報名日期:105 年 6 月 15 日(三)早上 9 點開始受理報名作業，報名截止日期 105
年 6 月 27 日(一)下午 4 點前，錄取公告日期:7 月 05 日(二)下午 5 點。
課程

場次

課程資訊
主題：生態水果行程(台南場)
說明：台南鴨莊休閒農場
以養鴨產業為主，提供與「鴨生態」有關的體驗活動，並善用
鴨隻習性，使之與水稻共棲成長，產出品質極佳的鴨香米，堪
稱實踐「自然農法」的典範。此外，鴨蛋加工品的研發生產也

第1場
(7 月 19 日)

極具創意，加上豐富多元的體驗活動設計，讓來客可充份感受
到養鴨人家的專業技術與生活智慧。
小崇ㄉ果園
果園實行草生栽培，落實友善土地，友善環境。每年實施產銷
履歷驗證，讓人們購買的農產品，吃的是安全、安心的產品。
芒果在果園的心裡已經不再只是芒果，芒果樹是他們的另一群
孩子，具有生命力，看芒果由小變大由綠轉紅，更是一種藝術。

實
務
課

地點：台南鴨莊休閒農場、小崇ㄉ果園。
主題：養生水果行程(宜蘭場)

程
第2場
(7 月 22 日)

說明：大安藥園休閒農場以「藥用植物」為主題，面積雖然不算大，
但卻栽植了四、五百種藥草，讓大家不用翻山越嶺，就能近距
離接觸到各式各樣既具藥用功效、又具植栽魅力的養生植物。
錦普觀光果園目前種植水梨 270 棵，經營面積約 0.7 公頃，栽
種時間已有十多年之久。經營的方式，主要採開放式遊客現場
採果並配合生長過程的解說，另栽種了牛奶芭樂、紅心芭樂、
金棗、金桔、桑椹、柿子等水果。
地點：大安藥園休閒農場、錦普觀光果園。
主題：優遊動物行程(台北場)

第3場
(7 月 26 日)

說明：千戶傳奇生態農場以養殖鱒魚、鱘龍魚、鱸魚、鴨嘴鱘為主，
研發加工製成醃鱒、鱘龍魚等農漁特產品，目前也是田媽媽餐
廳，以最新鮮的在地食材，烹煮最美鱘龍魚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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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場次

課程資訊
蜜蜂世界以 40 年養蜂經驗分享知識及現場品嚐山泉水泡出的蜂
蜜。
地點：千戶傳奇生態農場、蜜蜂世界。
主題：自然生態行程(嘉義場)
說明：綠盈牧場在『取之自然、順乎自然』的開發原則下，盡其可能
的保持原地形地貌與樹林生態現況，並栽植蜜源植物及蝴蝶幼

第4場
(8 月 17 日)

蟲食材植物，營造成蝴蝶飛舞的自然生態，除酪農體驗；乳牛
主體外、又增設鵝、鴨等水禽、魚、兔子、巴貝多綿羊、台灣
黑豬、山豬、迷你馬、貓等等可愛動物，豐富了整座牧場。
獨角仙休閒農場打造豐富多元的自然生態環境，獨創與動物間
的零距離體驗，在這裡，是最真實的自然教室，也是最天然的
歡樂天堂，可窺探大自然的奧妙，用心打造極富生態。
地點：綠盈牧場、獨角仙休閒農場。
主題：藝術響宴行程(苗栗場)
說明：春田窯休閒農場座落於一個清幽與世無爭的田野間，場主為了

第5場
(9 月 13 日)

傳承『柴燒』藝術美、理念的堅持，並且也希望能將陶藝文化
之美發揚光大。
山板樵休閒農場以木雕創作教學為旨的農場，對京劇臉譜藝術
情有獨鍾，並多年潛心研究與描繪；遂將原為木雕初學者必學
的雕刻技巧，轉化為適合大眾、親子即興彩繪，簡單有趣的創
作教學活動。
地點：春田窯休閒農場、山板樵休閒農場。
主題：米香部落行程(台東場)
說明：關山米國學校規畫『看米、聽米、吃米、玩米、買米』的體驗

第6場
(9 月 27 日)

碾製米過程，不僅有趣又能充實知識。
台東崁頂社區人口以布農族為主，農產方面，釋迦、水蜜桃、
柑橘、生薑為主要作物，社區文化保存方面，設有工作坊(雕刻、
織布、染布、繪畫等)。
地點：關山米國學校、台東崁頂社區。
主題：農村體驗行程(宜蘭場)

第7場
(9 月 30 日)

說明：香格里拉休閒農場曾是台灣第一個觀光果園，也是台灣第一座
休閒農場，歷經二十多年的發展，如今規模龐大，除山坡地遍
植果樹、建有百餘間住宿小木屋，並提供多達十餘項的體驗活
動。
祥語有機農場 除了年年得獎的優良茶葉自產自銷外,另外還有
好吃又好玩的綠茶龍 DIY 體驗，歡迎到有機農場體驗一下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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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場次

課程資訊
生活。
地點：香格里拉休閒農場、祥語有機農場。
主題：自然體驗行程(台中場)
說明：羅望子生態教育農場場內種植 700 多種植物，有許多是來自世
界各地珍奇的種類，皆由從事園藝造景有 20 幾年經驗的場主用
心耕耘的秘密花園，農場以微生物維持好的自然生態，有復育

第8場
(10 月 13 日)

蝴蝶、獨角仙、楸形蟲生態，可聽樹蛙呱呱，鳥類生態館孔雀、
金雞、台灣鵝，體驗園藝植栽活動，認識無毒椪柑樹，環場步
道去聆聽，體驗農場生態之旅。
湧旺羊媽媽觀光農園占地 10 甲除飼養大量乳羊和肉羊外，也放
養溫馴的蘭嶼山豬及近百隻珠雞等農場動物，農場內遍植荔
枝、龍眼、白柚等作物，並且有許多台灣原生種的植物，從園
區最高處的觀景瞭望台，可 270 度盡覽八卦山脈、大肚山、大
台中都會區景觀，是一處令人身心放鬆的樂活農場。
地點：羅望子生態教育農場、湧旺羊媽媽觀光農園。

陸、報名方式
一、mail 報名:請寄至 n852104@msn.com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羅羿庭組長。
二、傳真報名:請傳真至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03-9382610。

柒、繳費方式
錄取後，由本會進行網路公告並以 mail 通知，再請 7 月 12 日 12 點前繳交配合款，錄取
一場次學員請繳交 750 元，錄取二場次學員請繳交 1,500 元，以此類推，未如期繳交配
合款視同放棄，由後補學員遞補，匯款資料如下:

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羅東分行
銀行匯款代號：0172288 (ATM 轉帳銀行代號 017)
戶名：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林典
匯款帳號：33827+身份證後 9 碼
捌、報名注意事項
一、錄取學員不得自行變更為其他人員參訓，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
二、實務課程若臨時不克出席，其配合款不予退還。
三、自備物品: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行攜帶環保杯、原子筆、筆記本、自備洋傘、帽子、
袖套、暈車藥。
四、交通接駁:
接駁地點與回程，請注意錄取通知，請於規定時間及地點統一集合。
五、報名錄取後無故沒有參加，一年內不接受該員報名。
六、課程相關資訊及錄取名單公告，請至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網站查詢
(www.taiwanfar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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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報名表

105 年度『農遊大使實務課程』報名表
姓

名

聯絡手機

出

生

年

性

別

□女

月
□男

日

收據抬頭
飲食

□葷

□全素

通 訊 地 址
備 註 說 明 報名資料所填個資，僅供課程使用，並依個資法相關規定辦理，敬請安心填寫。
志願

實 務 課 程

場次(日期)

第1場
(7 月 19 日)
第2場
(7 月 22 日)
第3場
(7 月 26 日)
第4場
(8 月 17 日)
第5場
(9 月 13 日)
第6場
(9 月 27 日)
第7場
(9 月 30 日)
第8場
(10 月 13 日)

內容

主題：生態水果行程(台南場)
地點：台南鴨莊休閒農場、小崇ㄉ果園。
主題：養生水果行程(宜蘭場)
地點：大安藥園休閒農場、錦普觀光果園。
主題：優遊動物行程(台北場)
地點：千戶傳奇生態農場、蜜蜂世界。
主題：自然生態行程(嘉義場)
地點：綠盈牧場、獨角仙休閒農場。
主題：藝術響宴行程(苗栗場)
地點：春田窯休閒農場、山板樵休閒農場。
主題：米香部落行程(台東場)
地點：關山米國學校、台東崁頂社區。
主題：農村體驗行程(宜蘭場)
地點：香格里拉休閒農場、祥語有機農場。
主題：自然體驗行程(台中場)
地點：羅望子生態教育農場、湧旺羊媽媽觀光農園。

1.每人以 2 場次為主，可勾選第 3 意願場次，請以 1、2、3 數字填選。
2.實務課程報名:6 月 15 日(三)早上 9 點開始，報名截止日期:105 年 6 月 27 日(一)下午 4
點截止，錄取公告:7 月 05 日(二)下午 5 點。
3.錄取學員統一由本會以 mail 通知接駁點，學員需全程搭乘課程所安排交通車。
4.錄取學員統一由本會以 mail 通知課程配合款指定匯入帳戶，請於 7 月 12 日(二)12 點前
繳交，未繳交者自動放棄錄取資格，由備取遞補之。
5.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告知下列事項：
(1)單位名稱：臺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相關合作之農遊場域。
(2)蒐集之目的：辦理農遊大使培訓工作。
(3)個人資料之類別：同報名表。
(4)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本資料供 105 年度於臺灣地區辦理之農遊
大使培訓相關作業使用(包括溝通聯繫、書面資料整理……等)，使用人員為臺灣休閒
農業發展協會、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及相關合作農遊場域之工作人員。
(5)報名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辦理。
(6)本報名表若資料不全而影響參訓權益，由學員自行負責。

課程注意事項:
1. 報名本課程需完成 104 年或 105 年核心課程(6 小時)方可取得報名資格參加。
104 年課程學員請附相關附件:
(1) 旅行社開業人員或旅行社行程規劃人員:請附證明或推薦函。
(2) 導遊人員:請附導遊證正反面影本。
(3) 青年農民&休閒農場:請附農場證明或推薦函。
2. 相關事宜請洽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羅羿庭組長，電話:03-9381269#11，mail 報名:
n852104@msn.com，傳真報名專線:03-938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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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推薦函

105 年度『農遊大使實務課程』推薦函

茲推薦

，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台灣休閒農業發展

協會辦理之 105 年度『農遊大使實務課程』
。
此致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推薦單位：

簽章

負 責 人：

簽章

地

址：

傳

真：

電

推薦單位
大章

負責人
私章

話：

課程注意事項:
1. 報名本課程需完成 104 年或 105 年核心課程(6 小時)方可取得報名資格參加。
104 年課程學員請附相關附件:
(1) 旅行社開業人員或旅行社行程規劃人員:請附證明或推薦函。
(2) 導遊人員:請附導遊證正反面影本。
(3) 青年農民&休閒農場:請附農場證明或推薦函。
2. 105 年 6 月 15 日(三)早上 9 點開始受理報名作業，報名截止日期 105 年 6 月 27 日(一)下
午 4 點前，錄取公告日期:7 月 05 日(二)下午 5 點。
3. 相關事宜請洽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羅羿庭組長，電話:03-9381269#11，mail 報名:
n852104@msn.com，傳真報名專線:03-938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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