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票

票種 適用身分 價格 說明 備註

學生票

學童票

幼童票

博愛票

午後票

免費票

手工榨乳實演-榨乳解說 平日三場 11:30、13:30、15:30 假日四場 09:30、11:30、13:30、15:30

假日二場 10:30、14:30

假日二場 10:00、14:00

平日二場 10:00、13:30 假日二場 10:00、14:00 如遇雨天暫停演出

平日二場 10:40、14:10 假日二場 10:40、14:40 如遇雨天暫停演出

假日一場 16:30 如遇雨天暫停演出

假日開放 09:30-16:30 免費使用，如遇雨天暫停演出

婚紗攝影:2000元/車 每車限乘5人 ◎車輛請依場內指定地點停放。
◎馬車出租費用2000元/時/車，需預約
◎如有特殊需求，請來電洽詢

◎會議室備有投影機、桌上型電腦、無線網路、桌椅、茶水(相關設備依場地不同而有所變動，請依業務報價為準)。
◎綠活館、綠思會議中心，每逾時30分鐘，加收500元。未滿30分鐘以30分鐘計。
◎另有代辦茶點，每人每次80元起。

牛奶餅乾、奶凍、甩奶油

大客車100元；小客車100元；機車50元 停車場僅供停車使用，不另負保管責任

如有需要使用其他
場地，請洽本場業
務同仁。

廣告攝影:6000元/車 每車限乘8人 場地費用另有專案報價，請來電洽詢

蝴蝶生態園導覽

乳業展覽館導覽

牛仔趕羊秀

賽金豬、賽福羊

掌工坊實演-修馬蹄

假日親子活動

免費

埔心牧場各項設施收費明細表

票價表

牧場展演/導覽時刻表

附屬設施收費價目表

遊樂設施價目表

DIY工坊

漆彈場&山訓攀岩場【僅接受30人以上團體預約】

學生

成人

學童

幼童

身心障礙

楊梅區民

老年人

午後15:00入場

依規定

400元

300元

300元

250元

200元

150元

18歲(含)以上之成人

在學學生持有學生證者

6歲(含)以上未滿12歲，持有身分證者

每日15:00後購票入場者

A.3歲(含)以上至6歲(含)以下，持有身分證明者
B.身高90公分以上，未滿120公分者

A.75歲(含)以上至長者，持有身分證明者
B.未滿3歲(憑證件)或身高未滿90公分之幼童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本人及陪同者得以1:1原則可享本優惠

65歲(含)以上至74歲(含)以下長者，持有身分證明者

設籍於楊梅區之區民，持有身分證明者

1.免費入場之遊客，請持證件至大門售

  票處兌換查驗券，憑券入場。

2.購買學生票、學童票、幼童票、特惠

  票、午後票之民眾，僅適用該票種優

  惠，不適用於本場其他優惠方案。

3.購買特約廠商之折扣票券，請出示相

  關證件，每次每人限購4張。

4.門票不含場內遊樂設施費用。

5.午後票不適用團體及露營遊客。

6.30人以上團體另有優惠折扣，請洽本

  場業務，洽詢專線03-4644132#125。

7.本收費標準，牧場保留修改權利，請

  以現場公告為準。

本展演項目如遇天候或外力不可抗拒之

因素暫停演出，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商業攝影

停車場

會議
教育訓練
場地出租

協力車
划船區

租船時間至
16:30止

一般單車               200元/次 2人手划船       100元/次/0.5小時

2人腳踏船       150元/次/0.5小時

3人腳踏船       200元/次/0.5小時

4人腳踏船       250元/次/0.5小時

◎總站<--->總站 50元/人/次

◎另有依各站點上車之不同費率，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環場列車設站:(1)驛廊小站 (2)住宿區 (3)餐飲區 (4)生態區        

租車時間至
16:30止

兒童單車               200元/次

兩人協力車             250元/次

四人協力車            400元/3hr

環場列車

漆彈活動 漆彈槍:200元/枝/日、漆彈:5元/顆、迷彩服:55元/套

雙索突擊、三索突擊、攀岩、滯空下降 費用500元/人山訓活動

現場販售/製作 團體預約

類型時段

09:00-:12:00

13:00-:17:00

18:00-:22:00

15000元

綠活(150-200人) 綠思(40-100人) 綠學1號(15-30人) 綠學2-3號(10-15人)

15000元

15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3000元

3000元

3000元

1500元

1500元

1500元

牧 場 總 機 : 0 3 - 4 6 4 4 1 3 2 - 1 2 3  
牧 場 傳 真 : 0 3 - 4 6 4 4 1 4 0
本 場 營 業 時 間 : 0 9 : 0 0 - 1 7 : 0 0  售 票 至 1 6 : 0 0 止
牧 場 官 網 :

本收費明細表，價格、時間及產品內容，本場保留修改權利，請以現場公告為主。

150元系列

100元系列

80元系列

60元系列

100元系列

60元系列

香茅手作DIY

牛奶香皂、櫻花香皂、乳牛相框、彩繪搖搖馬、毬果DIY

彩繪獨角仙DIY

彩繪陶牛、彩繪風箏、組合風車、種子畫布DIY

牛奶燒、冰淇淋、紅龜粿

團體預約產品，僅接受30人以上團體預約，請來電預約:03-4644132-125

https://www.pushin-ranch.com/



水泥營位400元/晚

8人帳300元/晚/個 睡袋50元/晚/個 炊具出租300元/次 煤油50元/罐 四方桌100元/次/桌 塑膠椅30元/次/椅 延長線100元/次/條

木棧板營位600元/晚 車輛入場200元/晚【需預約】營位費用

露營用具出租

烤肉區爐位清潔費 露天爐位350元/爐、長亭爐位500元/爐

露營區價目表

烤肉區價目表

牧場環保烤肉餐(鐵盤烤肉餐)

綠廊餐廳(西餐廳)綠園餐廳(中餐廳)

綠茵速食坊(輕食)(假日營業)

2000元烤肉餐 2500元烤肉餐 3000元烤肉餐

3000元環保烤肉餐 4000元環保烤肉餐 5000元環保烤肉餐 環保烤肉餐用具

烤肉用具

說明

說明

燒烤豬肉片   500克/盒
雪花牛排       8片/盒
烤香腸         300克/10條
串烤花枝丸   300克/盒
和風燒雞      450克/8個
草蝦            200克/盒
糯米腸         900克/10支
魚下巴         500克/5個
烤香菇         10個/盒
金針菇         200克/包
碳烤玉米      500克/盒
吐司            1條
甜點            10個/組
可口可樂      1250毫升/瓶
味全礦泉水   1430毫升/瓶
烤肉用具      1組

燒烤豬肉片  500克/盒
雪花牛排     8片/盒
烤香腸        300克/10條
串烤花枝丸  300克/盒
和風燒雞     450克/8個
烤草蝦        200克/盒
糯米腸        900克/10支
魚下巴        500克/5個
烤香菇        10個/盒
蔬菜盒        300克/盒
碳烤玉米     500克/盒
烤鮮鯛魚     220克/2個
烤黃金魚板  320克/10支
烤花枝卷     250克/10支
吐司           1條
甜點           10個/組
可口可樂     1250毫升/瓶
味全礦泉水  1430毫升/瓶
烤肉用具     1組

燒烤豬肉片  500克/盒
雪花牛排     10片/盒
烤香腸        300克/10條
串烤花枝丸  300克/盒
烤草蝦        200克/盒
無骨雞腿     500克/2片
和風燒雞     450克/8個
魚下巴        500克/5個
青椒           2個/盒
杏鮑菇        250克/包
烤香菇        10個/盒
蔬菜盒        300克/盒
培根蔥捲     10個/包
烤鮮鯛魚     2個/組
秋刀魚        5條/組
可口可樂     1250毫升2瓶
味全礦泉水  1500毫升/瓶
吐司           1條
甜點           10個/組
烤肉用具     1組

烤肉醬1瓶、竹籤1束、衛生筷10雙、衛
生碗10個、烤網1張、火種1包、烤肉夾
2支、毛刷1支、打火機1個、桌巾1條、
餐巾紙1包、鋁箔紙4張、木炭2包、杯
子10個、盤子5個、胡椒鹽2小包、酥
油2小包、黑胡椒醬2小包。

烤肉醬1瓶、竹籤1束、衛生筷10雙、衛
生碗10個、竹夾2支、毛刷1支、桌巾
1條、餐巾紙1包、鋁箔紙4張、杯子10
個、盤子5個、胡椒鹽2小包、酥油2小
包、黑胡椒醬2小包。

◎本場為北台灣最大森林烤肉區，可容
   納3000人以上同時烤肉，歡迎工商
   團體來場使用。
◎預訂烤肉套餐附贈露天爐位，欲使用
   長亭爐位，每座加收150元費用
◎預訂烤肉餐，須支付三成訂金。
◎若有特殊需求，歡迎來電洽詢。
◎預約專線:03-4644132-123

◎本環保烤肉餐需提前7天前預約。
◎預訂烤肉套餐附贈露天爐位，欲使用
   長亭爐位，每座加收150元費用
◎預訂烤肉餐，須支付三成訂金。
◎若有特殊需求，歡迎來電洽詢。
◎預約專線:03-4644132-123

3000元 4000元 5000元 6000元

牧場牛奶火鍋450元

英格蘭炸魚套餐480元

海鮮/燻鴨義大利麵套餐450元

歡樂分享拼盤150元

香橙乳酪蜜核桃沙拉260元

檸檬雞翅拼盤290元

美式格子鬆餅150元

松露白醬/牛肝菌紅醬義大利麵套餐450元(素)

美國肋眼牛排套餐720元

沙朗牛排套餐550元

主餐系列 拼盤系列

供餐時間:11:00-17:00
視營業狀況調整營業時間

供餐時間:10:00-16:30
視營業狀況調整營業時間

A套餐:熱狗堡+飲料                  80元

B套餐:熱狗堡+薯條+飲料     120元

C套餐:熱狗堡+雞米花+飲料 125元

2018/9/1版
◎此為參考菜單，如有變動請以業務報價或現場公告為準
◎提供便當餐盒服務，需事前預約

◎供餐時間07:00-14:00 視營業狀況調整營業時間
◎另有點餐服務，請參考現場菜單

牧場美拼盤
客家燜筍控肉
砂鍋獅子頭

牧場特色油雞
港式清蒸鮮魚

陶板雙鮮
四季鮮時蔬
養生鏈珠湯
美味甜點
季節水果

四喜臨門吉祥拼盤
上湯扣芋香八寶
牧場特色油雞
港蒸海上鮮
蒜蓉蒸草蝦
玉兔包米糕
法式白醬酥
藥膳燉全雞
蠔油燴時蔬
美味甜點

四季鮮水果

牧場油雞鴻運盤
紅糟鴨片

上湯扣芋香八寶
陶盤鹽焗草蝦
港式蒸鮮魚

紅麴醬香窩窩頭
油飯幸福包
一品白醬酥
海皇扒時蔬

養生御膳烏骨雞
美味甜點

四季鮮水果

錦繡紅糟天官拼
牧場油雞
佛跳牆

陶盤鹽焗草蝦
客風艾草粿油飯
暖胃香蘋扣橙排
花雕富貴海上鮮

法式白醬酥美雙拼
蠔皇大美鮑

客家仙草養生燉全雞
美味甜點

當季生鮮果

超嫩小羔羊肩排         500克
孜然羊肉串                   10串
招牌客家鹹豬肉         300克
韓式泡菜                         1罐
中式傳統香腸            600克
脆皮雞肉捲                400克
椒鹽杏鮑菇生鮮             1盒
醬燒豬肉片                600克
當季新鮮水果                 1份
精緻手工吐司                 1條
可口可樂      1250毫升/2瓶
味全礦泉水  1430毫升/2瓶
烤肉用具                         1組

頂級肋眼牛排              500克
雪花牛培烤片              500克
去骨大雞腿                  500克
挪威鯖魚一夜干              1尾
生鮮大香菇                 300克
中式傳統大香腸         600克
頂級松阪豬肉片         500克
阿根廷大魷魚             550克
當季新鮮水果                 1份
西式燒餅                         1盒
可口可樂      1250毫升/2瓶
味全礦泉水  1430毫升/2瓶
烤肉用具                         1組

日本爆卵香魚              1100克
活力大草蝦                    300克
阿根廷大魷魚                550克
挪威輪切鮭魚                500克
高粱酒大香腸                600克
頂級松阪豬肉片            500克
雪花牛培烤片                500克
日式養生毛豆                    1包
當季新鮮水果                    1份
西式燒餅                            1盒
可口可樂         1250毫升/2瓶
味全礦泉水     1430毫升/2瓶
烤肉用具                            1組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