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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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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山休閒農場
彰化縣花壇鄉灣東村灣

福路60巷13弄13號

http://trav

el.chcgplay

.tw/index_m

.php?ptype=

ieb_c&L3_id

=1116

電話：04-7872393

7869703

傳真：04-7869703

1.門票：免  2.用餐9折 林政哲場長

2 集來休閒農場
高雄市杉林區集來里通

仙巷107號

www.ji-

lai.com.tw

電話：07-6779126

傳真：07-6779107
門票：非假日/假日皆7折。 馮博文場長

3
臺南市古蹟巡禮

(臺南市政府文化

局)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

段6號13樓

http://tour

ism.ezgo.to

/webcam/

電話：06-3901341

(程)傳真：

(06)2954938

門票：８折 (1)程崑峰(2)蔡華芳     

4
台灣省農會休閒

綜合農牧場

台中市外埔區水美里山

腳巷56號

www.tpfarf.

org.tw

電話：04-

26872724  傳

真:04-26886131

1.門票：假日９折，非假日８折。（每一證件限購

４張門票）2.住宿：（雙人房及家庭４人房）：假

日９折，非假日８折。（每一證件限購住宿一間

房）

張永杰場長

5
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武陵農場

台中市和平區平等里武

陵路3號

www.wuling-

farm.com.tw

電話：04-

25901257

(撫卹者不列本景點之優惠。)1.門票：假日每人130

元，非假日100元  2.住宿：(1)雙人房：a.一般套

房：假日3,178元/非假日2,694元  b.蜜月套房：假

日3,475元/非假日2,925元    c. 歐式木屋：假日

3,970元/非假日3,310元   (2)家庭4人房:假日

4,871元/非假日4,233元

張瑟美

6 頭城農場
261宜蘭縣頭城鎮更新

路125號

www.tcfarm.

com.tw

電話：03-9772222

傳真：03-9778688

住宿：1.雙人房(精緻型)：假日5700元，非假日

4560元  2.家庭4人房：假日10400元，非假日8320

元
江富美(聯絡窗口:楊蘊蓉小姐)

101年公教人員特約休閒活動中心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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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台南市虎頭埤風

景區管理所

臺南市新化區中興路42

巷36號

http://htp.

tainan.gov.

tw/e-hu-

tou-1.htm

電話:06-5901325

傳真:06-5903897

1.門票：憑證本人享半票(40元)優惠   2.住宿：平

日住宿5折，假日8折。(春節連假住宿優惠不適用)
周彣軒

8 平林休閒農場
22742新北市雙溪區平

林里外平林35號

www.ping-

lingfarm.co

m.tw

電話：24934016~8

傳真：24933838

住宿：1.雙人房：假日1800元   2.家庭4人房：假

日2700元
葉孔成(總公司)

9
經濟部水利署南

區水資源局(曾文

水庫風景區)

71544台南市楠西區密

枝里70號

http://www.

wrasb.gov.t

w/TSENGWEN/

電話：06-5753251 門票：8折 李建志(秘書)

10
台東縣農會東遊

季温泉渡假村

台東縣卑南鄉温泉村温

泉路376巷18號

www.toyugi.

com.tw

電話：089-516111

傳真：089-516400
1.優惠表 涂維亮

11
尖山埤江南渡假

村

73658台南市柳營區旭

山里60號

www.chiensa

n.com.tw

電話：06-6233888

傳真：06-6234665

1.門票：憑證享入園門票１００元優待票，每證限

購４張。2.住宿：(1)淡季(7.8月除外):平日65折，

假日85折(2)旺季(7.8月):平日75折，假日95折。

(3)住宿須加10%服務費(4)各項優惠春節不適用

連俐晴

2.住宿：各式房型＿平日5.5折,假日

8.5折(寒暑假需加收訂價10%服務費;

春節期間不適用)(加單人床墊600

元)(訂房優惠專案以電話訂房為主,

不接受其他通路訂房) 

3.住宿優惠方案須前1天預約,附早餐

及養生溫泉spa劵 

4.農產品展售中心購物9折(菸.酒.米

及特價商品除外) 

5.購買養生溫泉門票享5折優惠(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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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東河休閒農場(行

政院國軍除退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

臺東農場)

園址：臺東縣池上鄉新

興村104號

http://tour

.taitung.go

v.tw/ch/All

InOne_Show.

aspx?path=2

38&guid=412

838f5-6482-

4ff8-a187-

d12f6f9d65f

1&lang=zh-

tw

電話：089-862241

傳真：

(089)863081

1.門票：免門票。2.住宿：(1)雙人房(中心型)：假

日1620元(9折)/非假日1080元(6折)  (2)雙人房(別

墅型)：假日2160元(9折)/非假日1440元(6折)

(3)家庭4人房(桃莊型):假日2340元(9折)/非假日

1560元(6折)

邱復季

13
劍湖山世界(股)

公司

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大

湖口67號

www.janfusu

n.com.tw

電話05-5825789

傳真:05-5825781
門票:享團體票優惠價( 每證限購4張，恕不適用遊覽車,

星光時段,農曆春節初一至初五 與其他優惠併用)
鐘云湘

14
池上蠶桑休閒農

場

台東縣池上鄉萬安村7

鄰27號

www.minchun

.com.tw

電話：089-864973

傳真：089-864645

1.住宿：(1)雙人房：假日2400元/非假日1440元

或定價(6折)    (2)家庭4人房:假日3600元/非假日

2160元    或定價(6折) 。2.其他優惠：自製農特

產品一律９折價（不含池上米及平面繭蠶絲被）
ps.有關住宿優惠：假日為星期六，平日為星期日及一至五，

連續假日及春節期間恕不適用

賴麗如

15
國立科學工藝博

物館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20號

www.nstm.go

v.tw
 電話:07-3800089

1.門票優惠：展示廳門票以一般團體票價收費。2.

購票時請出示相關證件或國民旅遊卡(每證限購 4

張)3.依本館現行優惠，教師,退休公教人員及因公

撫卹之遺族免費參觀

温立婷

16

新光兆豐休閒農

場   公司:新光

兆豐(股)公司花

蓮分公司

花蓮縣鳳林鎮林榮里永

福街20號

www.SKCF.co

m.tw

電話：03-8772666

傳真：03-8771556

1.門票：假日(周六與日)９折；非假日(周一至五)

８折 (每一證件限購4張）2.住宿：(1)雙人房：定

價5950 淡季_平日(日~五)3300,旺季(不含餐)_平日

4200  (2)四人房定價6950 淡季_平日(日~五)4200,

旺季(不含餐)_平日5250    3.暑假旺季(7/1~8/31,

每年不同,若有調整以官網為主)需含晚餐,收費因物

價波動不一,須以農場每年公告之價格為主  4.淡季

平日每加一人須加600元;旺季平日每加一人須加600

元+餐費,餐費以農場實際公布為主  5.住宿農曆春

節及連續假日不適用優惠

鍾金榮

第 3 頁

http://www.janfusun.com.tw/
http://www.janfusun.com.tw/
http://www.janfusun.com.tw電話05-5825789    傳真:05-5825781
http://www.janfusun.com.tw電話05-5825789    傳真:05-5825781
http://www.minchun.com.tw/
http://www.minchun.com.tw/
http://www.minchun.com.tw  電話：089-864973  傳真：089-864645
http://www.minchun.com.tw  電話：089-864973  傳真：089-864645
http://www.nstm.gov.tw/
http://www.nstm.gov.tw/
http://www.nstm.gov.tw  電話:07-3800089/
http://www.skcf.com.tw/
http://www.skcf.com.tw/
http://www.SKCF.com.tw電話：03-8772666    傳真：03-8771436
http://www.SKCF.com.tw電話：03-8772666    傳真：03-8771436


序

號
業者名稱       地        址 網址 電話、傳真 優惠措施(詳細內容請於出發前電洽業者確認) 聯絡人

17
頑皮世界野生動

物園

台南市學甲區三慶里頂

洲75-25號

www.wanpi.c

om.tw
電話：06-7810000

門票：憑證可享購團體學童票３５０元(原價480

元)。每一證件限購２張，農曆春節初一至初七不適

用。
蔡小姐

18
香格里拉休閒農

場

269宜蘭縣冬山鄉大進

村梅山路168號

www.shangri

las.com.tw

電話：03-9511456

傳真：03-9515222
1.優惠表 (經理)簡佩平 (行銷業務)陳怡穎

19
苗栗縣旅客服務

映象園區(金順豐

顧問有限公司)

363苗栗縣公館鄉館南

村14鄰館南352號

http://miao

litravel.ne

t/scenic_sp

ots.php?sn=

電話：037-236818

傳真：037-238288
1.門票：全票原80元    公教人員一律60元 許月英

20
仙菇休閒教育農

場

嘉義縣中埔鄉社口村社

口23號

電話：05-2536820

傳真：2536856
其他優惠：農特產品依產地價販售。 溫四郎場長

21 沐心泉休閒農場
台中市新社區中和里中

興街60號

http://0425

931201.mmmt

ravel.com.t

w

電話：04-

25931201
優惠：用餐享有９折。 黃健宗場長

22

福壽山農場(行政

院國軍除退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福

壽山農場)

台中市和平區梨山里福

壽路29號

www.fushous

han.com.tw

電話：04-

25989202

傳真：04-

25981441

1.門票：假日８折，非假日６折。2.住宿：(不論房

型)假日９折，非假７折
羅琪

2.住宿(純住宿/附早餐)：各式房型＿平

日65折,假日9折(春節期間需加收訂價

10%服務費)(訂房優惠專案需住宿日前14

日預約) 

3.住宿用餐者,另購農場門票享8折優惠 

4.持公務人員證者,一證限訂一房 

5.本農場有國旅卡適用 

*說明:週六及連續假期前夕視同假日 

       住宿優惠每證限優惠一間,團體

不適用 

(福壽山住宿區消費價格明細 

)http://www.fushoushan.com.tw/accommodation

福壽山住宿區消費價格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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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走馬瀨農場
台南市大內區二溪里唭

哩瓦60號

www.farm.co

m.tw

電話：06-

5760121~3   傳

真：06-5760225

門票：一證限購５張（不含遊憩優待票200元）其他

優待住宿說明：蘭花會館(每證限2間)假日7.5折，

非假日６折，寒暑假平日6.５折；農曆春節不適

用。ｐｓ．假日為星期六,國定假日當天及前一天

許永青(小姐)

24 世界宗教博物館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

段236號7樓

www.mwr.org

.tw

電話：82316118

傳真：82315966

1.門票：假日及非假日皆享常設展門票８折。其他

優惠：禮品及餐飲店9折,特價品除外。
董曉雯

25

初鹿牧場( 超能

生化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台東分公

司初鹿牧場)

台東縣卑南鄉明峰村牧

場1號

www.chulura

nch.com

電話：089-571002

傳真：089-570703
門票：享優惠票80元。 鄭岳偉組長

26
旺樹園．梅花湖

休閒農場

宜蘭縣冬山鄉得安村環

湖路62號

www.9612888

.com.tw

電話:03-9612888

傳真:03-9514345

門票:假日 非假日皆5折優待,住宿:(雙人房或家庭4

人房)假日9折  非假日6折(連續假日與春節不適用

該優惠))
郭秀惠

27
飛牛牧場(通霄休

閒農場股份有限

公司)

苗栗縣通霄鎮南和里

166號

www.flyingc

ow.com.tw

電話:037783195~8

傳真:037782399

1.門票：消費時出示證件可享購5張團體票(註:1.入

園人數20人以上同業代辦之團體不適用2.停車場地

環境維護費依定價計費3.團體票及半票不適用此專

案4.本優惠活動不適與其他優惠活動併用5.本優惠

活動無預購型方案適用)　2.住宿：假日９５折(限

本人一間)，非假日８折(不限間數)。( 註:1.假日:

連續假日前一晚及週六,春節連續假期不適用2.消費

時請出示相關證件則以訂價計費3.本優惠活動不得

與其他優惠活動併計 )

王于忻

28
劍門生態花果園

休閒農場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村

(路)2段143巷72號

http://ezfu

n.coa.gov.t

w/view.php?

theme=spots

&id=A_emily

_2004081813

4229&city=N

&class=C03,

C04

電話：04-

8522318,09334159

50　傳真：04-

8528910

門票：假日９折,非假日8折。 陳莉慧

第 5 頁

http://www.farm.com.tw/
http://www.farm.com.tw/
http://www.farm.com.tw電話：(06)5760121   傳真：(06)5760225
http://www.farm.com.tw電話：(06)5760121   傳真：(06)5760225
http://www.farm.com.tw電話：(06)5760121   傳真：(06)5760225
http://www.mwr.org.tw/
http://www.mwr.org.tw/
http://www.mwr.org.tw  電話：82316118     傳真：82315966
http://www.mwr.org.tw  電話：82316118     傳真：82315966
http://www.chuluranch.com/
http://www.chuluranch.com/
http://www.chuluranch.com  電話：089-571002/
http://www.chuluranch.com  電話：089-571002/
http://www.flyingcow.com.tw/
http://www.flyingcow.com.tw/
http://140.130.11.28/nfuweb/Feptemp/101/01/09/0035/福壽山優惠表.pdf


序

號
業者名稱       地        址 網址 電話、傳真 優惠措施(詳細內容請於出發前電洽業者確認) 聯絡人

29 南元休閒農場
台南市柳營區果毅里南

湖25號

www.nanyuan

farm.com.tw

電話:06-

6990726(321)

傳真:06-6991891

門票：團體票一律300元(不分成人兒童)（每一證件

限購４張"限全票"）住宿：家庭4人房 平日定價

3600元、旺日4320、假日5040   其他說明事項:平

常日(星日至四)  旺日(星期五)  假日(星期六)(每

卡優惠一間,軍需外加一成服務費)  旅行社代辦及

團體旅遊者不另優惠

楊明

30
番婆林觀光花園

休閒農場

新北市三芝區錫板里17

鄰番婆林44號

fpl.myweb.h

inet.net

電話：26362716

傳真：26362426
持證消費滿1000元送小花苗1株。 鄭重修

31
杉林溪森林遊樂

區(杉林溪遊樂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竹山鎮大鞍里溪

山路6號

www.goto307

.com.tw

電話：049-

2611217 傳

真:049-2611216

門票：每人假日200元,非假日100元(憑證優惠)。住

宿:(持證)雙人房及家庭4人房:假日9折,非假日6

折。
企畫科張先生

32 夢時代購物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

www.dreamal

l.com.tw

電話:07-9733888

傳真:07-9701258

提供"幸福企業員工優惠"即本百貨公司之所有美食

商家提供多項不等優惠

謝宗修先生(營運部自營事業TEAM摩

天輪業務組)

33
探索樂園馬拉灣

(月眉國際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421臺中市后里區月眉

村安眉路115號

http://www.

yamay.com.t

w/html/03ma

la/01.asp

電話:04-25583488

傳真:07-9701258

1.持全國公教員工證明文件,購買探索樂園全票享每

張團體優惠價550元 2.持全國公教員工證明文件,購

買馬拉灣樂園全票享每張團體優惠價590元 **優惠

購票張數以每一證件限購4張(限當日)**

企劃組王小姐

夢時代之幸福企業員工廠商優惠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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