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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農會文山農場入園須知    有效期限(2020.12.31) 
一、入園：歡迎對茶文化、自然生態有興趣的大小朋友們蒞臨農場 

                  本場為求服務品質及避免造成環境衝擊，場勘及體驗活動均採預約制 
     二、入園時間：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三、開放時間：上午 8：00 開門至下午 5：30，如需逾時離場，請先洽本場第一辦公室。 
     四、場地清潔費：含公共意外責任險 

(一)、入園收費標準 
20 人以下（個人） 20 人以上（團體） 

成人券 幼童券 敬老券 愛心券 成人券 幼童券 敬老券 愛心券 
13-65 歲 3-12 歲 66-80 歲 持身障手冊 13-65 歲 3-12 歲 66-80 歲 持身障手冊

200 元/人 125 元/人 150 元/人 100 元/人 

自備餐飲者，每人每餐加收 40 元

(二)、露營收費(晚上烤肉及野炊須環境回復，垃圾請分類置放)拔、紮營時間下午 2 點                 
入園費/每人 區域 型態 尺寸 營位數 營位費/每晚每頂

平
日 

全/半票 
120/80 元 

A 區 露天/碎石 4.5M*8M A1~A8 1,000

B 區 露天/植草磚 

5.5M*10M B1~B4 800
5M*5M B5~B6 800

17.5M*3.5M B7~B12 1,200
6.5M*3.5M B13~B20 800

例
假
日 

全/半票 
150/100 元 

C 區 遮雨棚/水泥地
C1 區:7 營位  C2 區:3 營位 
C3 區:6 營位  C4 區:2 營位 1,200 

D 區 露天/草坪 5M*8M D1~D18 1,000
1.凡園區露營者獨享，可免費參加農場舉行之生態導覽及 DIY 活動(每週六下午 03:30 前請至遊客
中心前廣場報到，逾時不候)，本活動為免費行程如因氣候或場地或與農場其他活動衝突等因素
無法進行而取消時，園方會另行通知或公告。 

2.本場可代訂各項餐飲〈自備餐飲者，每人每餐加收場地及垃圾清運費 40 元，清運費恕不折扣〉  
3.平日營位以 6 折計價。(平日為星期日~星期五入場，例假日為星期六及國定例假日前一日入場) 
4.租借「帳棚、睡墊、睡袋」費用另計，詳洽本場活動組；盥洗用品可至農特產品展售中心洽購。 
5.每日 PM 10:00 後農場庭園燈熄燈管制。 

(三)、學校迎新、幹訓露營專案(含入園場地清潔費、垃圾清運、隨行人員及茶凍…等）： 
      ※迎新露營專案每人費用(含餐)：二天一夜 1,150 元，三天二夜 1,590 元。 

(四)、其他場地清潔費收費項目： 
1.教室使用：提供投影機、投影布幕、白板、麥克風，（筆記型電腦須自備） 
107 農民教室：可容納約 50-70 人，4 小時/每時段 2,000 元，分成早.中.晚三時段。 

  201 農民教室：可容納約 60-80 人，4 小時/每時段 4,000 元，分成早.中.晚三時段。 
202 農民教室：可容納約 15-20 人，4 小時/每時段 2,000 元，分成早.中.晚三時段。 
○4 203 農民教室：可容納約 100-150 人，4 小時/每時段 3,000 元，分成早.中.晚三時段。 

2.農民集會所使用： 
  103 農民集會所：可容納約 20-30 人，4 小時/每時段 2,000 元。 
104 農民集會所：可容納約 15-20 人，4 小時/每時段 1,500 元。 

  205 農民集會所：可容納約 50 人，4 小時/每時段 4,000 元。 
3.營火場（含營火材搭建.燃油.火把 1 支,自備營火材無法扣抵費用）：第一營火場 7,000 元、 
  第二營火場 4,000 元、第三營火場 5,000 元、大停車場營火場 10,000 元、籃球場 6,000 元。 
4.戶外場地:大草坪:6,000 元，第二烤肉屋旁草坪:3,000 元，第一、三烤肉屋:4,000 元，第二烤肉

屋:5,000 元，戶一: 8,400 元，戶二: 3,600 元，晒衣場: 3,600 元，檢梗室 2,000 元。 
5.烤肉場地: 300 元(桌、椅、爐/乙組，餐自備者)。 

    (五)、注意事項： 
1.活動所有費用，於當天一律以現金結帳。 
2.預約登記後一週內繳交訂金，以預訂人數每人 100 元計，逾期未繳訂金，本場有權取消預約 
除因颱風(新北市政府宣佈停止上班、上課)可延期，餘不得要求退還訂金；如需延期，最遲請於
活動前三日告知；各項活動繳交訂金後始完成預約手續。※遇國定假日需於預約登記後三日內
繳交訂金。 

3.訂金繳交可採下列方式： 
直接來場繳交現金。 
銀行、郵局匯款：(匯款後請註明活動日期、團體名稱，聯絡人、電話及轉出帳號末 5
碼；傳真至 2666-4284)。 
行庫:新北市板橋區農會-信用部(銀行代號 928-0018，帳號: 92801-01-081210-0，戶名:新北市農會
文山農場)。 
ATM 轉帳：銀行代號: 928，帳號:92801-01-081210-0；需附轉出帳號末 5 碼，以利査証。 

4.本場非無障礙空間，且多屬山坡地形，如有行動不便者備有輪椅兩張，免費借用(押金 500 元)。 
5.烤肉僅限於烤肉屋或戶外有烤肉爐的區域，並不得於園區內丟擲鞭炮、氣〈水〉球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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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九點後不得使用擴音設備及燈光，並避免大聲喧嘩，影響安寧。 
6.本場為維護遊客安全、遊園品質及響應政府節能減碳，實施人、車分道管制，車輛一律依序停放
於大門管制站前停車場(免收費，約可停放轎車 100 部或遊覽車 20 部)，欲入園之車輛，每部汽
車酌收 100 元、機車 50 元，敬請配合，謝謝!! 

7.非經本場同意，禁止使用自備之卡拉 OK 等音響設備。 
8.凡入園之遊客，本場提供公共意外險之投保，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以本場公告為準。 

 (六)、園區各項活動介紹（含體驗材料費）：〈限 20 人以上團體報名、請先預約〉（每項活動約 40~50 分鐘）   
1.茶文化體驗： 
（1）採茶體驗：每人 60 元，戴斗笠揹茶簍，大家挽起衣袖，輕捻傳聞中的一心二葉。 
（2）製茶解說：每人 60 元，百年製茶廠巡禮，透過製茶機具，娓娓道來茶農製茶艱辛的過程。 
（3）泡茶講座：每人 100 元，由專業老師以文山農場有機茶教大家如何泡一壺好茶，泡出香、濃、

醇、韻、美特色。 
（4）茶凍 DIY：每人 60 元，製作二種口味茶凍，冰涼後食用〈10 人/組，限早上舉行〉。 
（5）茶包製作: 每人 60 元，以農場栽種有機茶為原料，自己親手製作袋茶包，品嘗特有茶香味。 
（6）生態導覽：每人 60 元，由農場導覽員帶著大家來一場豐富的生態之旅。 
2.特色 DIY 教學活動： 
（1）香菇陀螺彩繪 DIY：每人 60 元，可愛香菇頭，酷炫大對決，驚奇又好玩，小小朋友的最愛。 
（2）園藝盆栽 DIY 教學：每人 180 元，可愛盆栽 DIY，適合居家或辦公室觀賞。 
（3）葉拓創意 DIY-帆布手提袋：每人 150 元，採擷大自然葉脈素材，拓印出個人風格提袋。        
（4）貓頭鷹筆筒 DIY：每人 120 元，貓頭鷹為文山農場常見鳥類，造型可愛、精緻實用筆筒。 
（5）貓頭鷹吊飾 DIY：每人 80 元，貓頭鷹為文山農場常見鳥類，可愛貓頭鷹小吊飾。 
（6）台灣藍鵲笛 DIY：每人 80 元，台灣藍鵲為文山農場常見鳥類。 
（7）茶香發糕：每人 60 元，以農場栽種有機茶為原料，親自做出獨特濃郁茶香及黑糖風味發糕。 
（8）傳統麻糬香：每人 60 元，發揮團隊精神，搗出傳統風味麻糬，即時品嘗自己的手藝。 
（9）拉泡泡：每人 20 元，晶瑩剔透千變萬化的泡泡世界。 

      3.親子樂活營：  
（1）體能考驗營：每人 60 元，蜈蚣競走+滾滾瑜珈球+呼拉圈搖搖樂。  
（2）童玩親子營：每人 60 元，趣味跳繩+打陀螺+踢毽子+棒球 9 宮格。 

 (七)套裝行程： 
 （1）各機關學校體驗教學專案（團體 20 人以上）特惠價每人 380 元 

A 組合 採茶體驗→製茶解說→泡茶講座→便當（或西式餐盒）→生態導覽→自由活動→賦歸。 
B 組合 茶凍 DIY→生態導覽→便當（或西式餐盒）→貓頭鷹筆筒 DIY→拉泡泡→享用茶凍、自由 

活動→賦歸。 
C 組合 茶凍 DIY→採茶體驗→便當（或西式餐盒）→葉拓創意 DIY→拉泡泡→享用茶凍、自由活 

動→賦歸。 
 （2）茶文化專案（團體 20 人以上）特惠價：（13-65 歲）500 元，（3-12 歲）（66-80 歲）450 元 

      A. 09:30 生態導覽→10:30 茶凍→11:30 烤肉/組（里肌豬肉片+香烤翅腿 +碳烤冰地瓜+茶貢丸+焗烤奶
香塔+香腸+柳葉魚+天婦羅+豆乾+熱狗+青椒或香菇+吐司+佐料用具）→14:00 採茶體驗→15:00 下
午茶及茶凍品嚐→15:30 自由活動→16:30 快樂賦歸 。 

B. 綠茶製作：10:00 採茶(或提供茶菁)→11:00 製茶解說→11:50 烤肉/組→14:00 揉茶、烘乾。 
（3）兩天一夜露營專案（團體 20 人以上）：特惠價（3-80 歲）每人 1,250 元(含帳棚、睡袋) 

       第一天：報到(放行李)→生態導覽→彩繪 DIY→中式餐盒→茶凍 DIY→我愛跳跳床→拉泡泡→ 
               搭帳教學→茶香小火鍋→夜間生態觀察→吃茶凍→盥洗、就寢。 
       第二天：西式早餐→解帳→採茶體驗→童玩體驗→蜈蚣競走→烤肉 BBQ→最後巡禮→賦歸。 
      ※營火晚會費用另計。 

新北市農會 文山農場 
     地  址：新北市新店區湖子內路 100 號(新烏路 4 公里處 9 甲省道)  
     服務電話：2666-7512  傳真：2666-4284 
     聯 絡 人：活動組 
     E- mail ：wensunfarm@gmail.com 
     官方網頁：http://www.wsfa.com.tw   
     
                                                     

 交    通：捷運新店站→ 新店客運烏來線（849 號） 
（每 20 分鐘一班）→車程約 15 分鐘伸丈板站下車往回走 50 公尺 

               到文山農場入口，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到達第一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