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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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場次實務課程(每場 8 小時)，並選擇 12 處農遊據點辦理，每位
學員以參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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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課程結束後用印於學習護照中，學習護
照統一於年底前，由本會郵寄給每位學員。
三、 除前揭實務課程規劃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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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安排農場主簡報、專業導覽
解說及體驗活動，相關參訪行程需 10 人以上方可成團；學員自費參訪
需事先經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審核通過，由本會協助通知農遊場域
業者安排課程，課程間由本會稽核該課程內容，課後 10 天內檢送農場
主簡報、專業導覽解說及體驗活動過程照片 10 張(圖文說明)送協會審
查，審查通過後採認該場域 1 顆星，惟場域不可重複。
四、 凡累積 10 顆星以上即取得農遊大使認證資格。認證分為銅牌、銀牌、
金牌 3 種等級。累積 10 顆星者，可參加銅牌農遊大使認證；累積 20
顆星者，可參加銀牌農遊大使認證；累積 30 顆星者，可參加金牌農遊
大使認證。(農遊大使認證說明 https://goo.gl/w0G4sL)

肆、認證運用
一、銅牌農遊大使認證：頒發農遊大使銅牌證書及勳章，並納入農遊大使網
頁，邀請擔任本會參訪團領團人員。
二、銀牌農遊大使認證：頒發農遊大使銀牌證書及勳章，並納入農遊大使網
頁，邀請擔任本會休閒農場服務認證診斷委員。
三、金牌農遊大使認證：頒發農遊大使金牌證書及勳章，並納入農遊大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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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邀請擔任本會休閒農業學院特約教師。

伍、報名對象
一、報名資格:
已完成核心課程學員。(104 年-106 年有完成核心課程 6 小時者,方可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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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費用:
1 場次 750 元(費用包含農場主簡報、導覽解說、體驗活動、在地美食、
保險、交通接駁等)。

陸、報名日期及課程場次
一、報名日期
106 年 6 月 03 日(六)早上 10 點開始受理報名作業，報名截止日期:106
年 6 月 09 日(五)下午 4 點，錄取公告日期:6 月 16 日(五)下午 5 點。
二、共辦理 6 場次，每場次錄取 30 人，每人參加 1 場次為原則，可填寫第
2 意願場次備用。
課程

實
務
課
程

場次

課程資訊

主題：水果舒壓行程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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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場
除了講究鮮果健康與安全，分室外與溫室葡萄，採「套
彰化場
袋管理」
、
「草生栽培」
、
「農藥用量安全」等天然栽培。
(7 月 05 日)
日月山景休閒農場
結合生態教學、休閒、美食為一體的特色休閒農場，
是全民休閒旅遊的好地方，一同來參與生動活潑的知
識之旅。
地點：奈米休閒農場、日月山景休閒農場。
第2場
屏東場
(7 月 12 日)

主題：農村樂遊行程
說明：鶉園休閒農場
位於大武山下，飼養米其林頂級食材法國鵪鶉和春雞
的專業農場，設有餐廳提供相關料理和食材，並結合
達伶的家民宿以鄉村慢活體驗為主。而民宿設有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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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風韻的房間，並有一系列客製化的戶外生態導覽
與 DIY 體驗。
可可莊園休閒農場
全亞洲第一座最完整的巧克力觀光工廠，帶領您體驗
驚奇的巧克力生命之旅。您可以深入了解小小的可可
豆從發芽逐漸長成大樹，經發酵，曝曬，烘培，去殼，
斬碎，研磨，精煉到成型，變成人人喜愛的巧克力。
地點：鶉園休閒農場、可可莊園休閒農場。

主題：水水南瓜行程
說明：花泉休閒農場
以有機栽培為主，除種植大量野薑花，並規劃出許多
特色區域，包括生產有機咖啡豆的『咖啡園』、美味
可口的『西印度櫻桃園』、冬日綻放美麗花顏的『寒
梅園』等，植物景觀多元，並規劃有花卉展售區，可
第3場
供遊客選購。
宜蘭場
旺山休閒農場
(7 月 19 日)
主要栽種各式各樣的葫蘆科植物(EＸ：南瓜及扁
蒲)，品種來自世界五大洲，約 300 種以上，有東洋
南瓜、西洋南瓜、美國南瓜，黑子南瓜及觀賞南瓜，
因瓜果季節性的關係，於不同季節還種植了眾多品種
的瓜果取代，因瓜果隧道中充滿驚奇，總是吸引著許
多遊客駐足觀賞。
地點：花泉休閒農場、旺山休閒農場。
主題：古厝稻草行程
說明：林家古厝休閒農場
林家古厝已超過 120 年的歷史，磚紅色的閩南式傳統
建築前，有著一大片蓮花塘，背景則是一大片竹林，
洋溢著自然古樸的氛圍。走進院落的老屋內，可以看
見各種古老的傢俱器物分陳，包括臥室裡的紅眠床、
化妝櫃、嬰兒竹籃、百寶箱；廚房裡的蒸籠、菜櫥、
第4場
飯簍、灶鍋；還有農具室裡的割耙、牛車輪、牛軛、
桃園場
挖土機……等，猶如走入時空隧道，讓人有回到民初
(7 月 26 日)
台灣的懷舊感覺。
蓮荷園休閒農場
蓮荷園內可以參觀稻草博物館、動手編草劍、稻草鉛
筆娃娃、荷葉麻糬 DIY 等！農場內種植各類蓮花、灣
萍蓬草、三角藺草…等溼地生態，加上風車、水車、
五行八卦迷宮等，都是戶外教學的好教材！場主更將
蓮子、荷葉發展成多樣美食，讓遊客們玩得盡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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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滿足。
地點：林家古厝休閒農場、蓮荷園休閒農場。

第5場
苗栗場
(8 月 01 日)

第6場
宜蘭場
(8 月 04 日)

主題：牧場木炭行程
說明:飛牛牧場
牧場裡以自然、健康、歡樂為創園宗旨；品質創新、
親切和諧、永續環保為經營理念；以天空、草原及牛
奶的顏色調和出屬於飛牛牧場獨特的色彩。期許提供
遊客一個優質的休憩空間及三生合一～生產、生活、
生態的農村休閒體驗生活；希望藉由“親近大自然”
的生活體驗中學習尊重大自然並力行愛護大自然！
火炭谷休閒農場
造橋鄉素有炭的故鄉美稱，過去約有百分之 80 的居民
皆以燒木炭為業，而座落於此的火炭谷不但是苗栗縣
境內第一家合法的體驗型農場，更是台灣第一座以木
炭為主題的休閒農場。特別設置木炭博物館、木碳窯、
炭泉 SPA 館等與木炭相關的主題專區，甚至還開發出
炭晶饅頭、炭晶米粉等炭養生美食。
地點：飛牛牧場、火炭谷休閒農場。
主題：農村茶香行程
說明：廣興休閒農場
提供全台唯一以「豬舍」為環境主幹，重現傳統宜蘭
農村的生活、生產、生態的主題體驗休閒。這樣的獨
具特色，讓很多都市親子找到重新親近泥土香、溪流
沁涼的美好；更招待了許多的小朋友團體，讓孩子描
繪出 60 年代的惜福美德；還有建築相關科系的師生
團，來到這兒考據即將失傳的「鴨母寮」農舍；當然，
「飛雞過河」
、
「湧泉生態鏈」
、
「美食台灣鯛」
、
「豬舍
改裝主題。
星源茶園
茶園改變耕種方式及對土地的態度，使用友善栽培讓
顧客更放心，建立新的客源，更透過導覽解說、採茶
體驗、綠茶冰淇淋 DIY 等活動帶領遊客，發揮外語能
力接待來自不同國家的客人親近茶園、體驗茶趣、品
嚐茶香，與社區資源結合共同推廣在地特色，創造人
與茶之間不一樣的味覺感動與互動連結。
地點：廣興休閒農場、星源茶園。

柒、報名方式
統一線上報名:https://goo.gl/sW6Fl6
4

捌、繳費方式
錄取後，由本會進行網路公告並以 mail 通知，學員請於 106 年 6 月 23 日(五)
中午 12 點前請繳交 750 元配合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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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款帳號：33827+身份證後 9 碼
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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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工作天內其配合款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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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場次接駁地點與回程，請注意錄取通知，請於規定時間及地點統一集合，
自行開車學員，本會不採認該場域一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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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相關事宜請洽本會羅羿庭組長，電話:03-93812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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