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員山打水仗
勝洋休閒農場

這邊是個將「水產業」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園區，不僅是戲水的好去處，同
時也是把玩水草 DIY 的好地方。

戲水、釣魚兩相宜

宜蘭員山可說是水的故鄉，鄉境

內有著 5 條溪流經過，同時還有著

潔淨天然的湧泉。勝洋休閒農場便

是地處於湧泉帶上，附近有著包括

金車在內的兩家礦泉水廠、自來水

公司，以及處處可見的養殖魚池，

「我們這邊啊，往下挖 30 公分就

會發現湧泉！」勝洋休閒農場場長

徐輝雄這樣形容。

勝洋園區內甚至有著自己的湧泉

水，園區旁就有野溪，因此來到這

邊不管是在池中玩水、划竹筏，還

是要在野溪中打水仗都可以。「野

溪中可以捉魚、捉蝦，還能摸蛤仔，

是天然的蛤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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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輝雄說，他們這邊還有個特點

便是很好釣魚。園區內自己養著許

多的吳郭魚，「而且沒有餵得太飽」，

所以魚兒很容易就上鉤，讓許多從

沒拿過釣竿的人也會有成就感，而

即使是有釣魚經驗的人也是會口耳

相傳，「這邊很好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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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洋大門口美麗的雨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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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池中有小魚幫你去除角質層喔

( 勝洋休閒農場提供 )
2. 以可愛造型出現的水草

3. 水草與電燈的組合，相當巧妙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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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生命力的 DIY

勝洋的另一個迷人之處，在於他

們「有生命」的水草 DIY。

DIY 過程蠻簡單的，不過重點在

於拿回家之後的照顧。應該這麼說

吧，其實幾乎不需要照顧，瓶子裡

的小蝦、藻球自己就會活得好好的，

甚至曾有 16 年前在勝洋做過生態

瓶 DIY 的顧客，帶著養了 16 年的小

蝦回到勝洋來「回娘家」。

「小蝦可以活這麼久，連我們都

很意外！」徐輝雄說，小蝦的食物

來源是瓶中的藻類，因此只要有水

及光線，平常不用餵食，小蝦都會自

己活得好好的，甚至還會生出小蝦

子來。他認為，這種可長長久久的

DIY，與外面的完全不同，也是勝洋

的特色之一。

勝洋是宜蘭老牌的休閒農場，而

且不斷地開發出不同的體驗活動，

希望能拓展出更多不同的新客源。

這兩年勝洋主推的是以漂流木製

作的「手工筆 DIY」，客人的反應相

當不錯，甚至還開發出一些「手工

達人」，常常到勝洋報到做 DIY。而
勝洋後來則是將手工筆延伸到了漂

流木湯匙、筷子DIY，客源又更廣了。

為了求變化，這個老牌的休閒農

場，一直在轉型當中，很快的，他們

又將推出全新的 DIY 體驗活動，不

過究竟是什麼呢？徐輝雄笑說，「請

大家拭目以待喔！」 

勝洋的另一個迷人之處，在於他們「有生命」的水草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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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故鄉—員山鄉  小知識

員山鄉的自然水源豐富，有許多大大小小的

湖泊，以及清澈乾淨的湧泉，而且水質良好，

自日治時期以來，員山的水源一直供著員山

及宜蘭市的居民飲用，素有「水的故鄉」美

稱。

鄉內埤湖眾多，包括望龍埤、雷公埤、雙連埤、

大湖…等。員山鄉的自然水源是大自然的禮

讚，非常具有特色，其水質好，型態豐富，相

當具開發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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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動手做
 【藻球瓶 DIY】

Algae Globe DIY

在瓶中放入貝殼、珊瑚樹以

及細沙

Set star sand, coral and 
fine sand into your glass 
globe.

以水沖洗細沙，洗掉沙中的

雜質

R i n s e  s e v e r a l  t i m e s 
with water to remove 
d i r t ,  s a l t ,  a n d  o t h e r 
particulates.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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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瓶中放入貝殼、珊瑚樹以

及細沙

Set star sand, coral and 
fine sand into your glass 
globe.

綁上繩子之後，完成了可愛

的藻球瓶

Tie it up with string and 
yo ur  cha r ming  a lg a e 
globe is ready to take 
home!

放入水草、藻球

Place aquatic plants and 
algae ball into the globe.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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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world in Yuanshan
Sheng Yang Leisure Farm

Set in western Yilan County in 
the shadow of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Sheng Yang Leisure Farm 
is well-known for its abundance of 
crystal-clear water, which f lows in 
from the mountains through the 
township’s 5 rivers and gurgles up 
from the myriad of natural springs 
in the area. At Sheng Yang, digging 
down 30cm is sufficient to bring 
groundwater bubbling to the surface. 
The prist ine mountains and the 
healthful, clean water here have 
made Yuanshan Township a main 
natural water source for the county’s 
public water system, mineral-water 
bottlers, and an award-winning 
whisky maker. 

Sheng Yang Leisure Farm has 
built its reputation on freshwater 
recreation. There is plenty of space 
to go rafting on the farm’s pontoon 

boats, enjoy a water f ight with 
friends, or just soak in the farm’s 
ponds, wh ich are cont inuously 
renewed by several onsite springs. 
Don’t want to get wet? Try your 
hand at line fishing in several of 
farm’s ponds stocked with tilapia. 

A lso,  Sheng Yang L ei sure 
Farm has proudly offered its ‘algae 
globe’ DI Y ac t iv ity to v i s itors 
for well over a decade. Simple to 
create and maintain, algae globes 
provide everything necessary to 
keep a shrimp comfortable and well 
fed for many happy years. With 
ample sunlight, the algae provide 
a continuous source of food and 
nutrition for the shrimp. Looking for 
an enjoyable, watery getaway? Look 
no further than Sheng Yang Leisure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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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地址：宜蘭縣員山鄉尚德村八甲路 15-6 號

電話：(03) 922-2487

臉書：搜尋「勝洋休閒農場」 

開放時間：09：00-17：00

體驗： 藻球瓶 DIY：價格依所選瓶子而不同，

介於 280-320 元之間。

生態瓶DIY：價格依所選瓶子而不同，
介於 380~620 元之間。

( 以上 DIY 若是加購火山蝦一隻 150
元；加購藻球一顆 100 元。一人即可
進行體驗，無須預約。)

手工筆 DIY: 費用 1,000 元，一人即
可參加，至少需前一天前預約。

木湯匙、筷子 DIY：費用 280 元，一人
即可參加，至少需前一天前預約。

Address: 15-6 Bajia Road, Shangde Village, 
Yuanshan Township, Yilan County

Tel: (03) 922-2487

Facebook: search for “sy039222487”

Hours: 09:00-17:00 daily

DIY Courses: Algae Globe DIY: NT$280-
320 (varies by glass globe chosen)

Eco-Globe DIY: NT$380-620 (varies by 
glass globe chosen)

(‘add-on’ items - volcano shrimp: NT$150 
per shrimp; algae ball: NT$100 per ball; no 
prior reservation required)

Handmade pen DIY: NT$1,000 (please 
make reservation at least 1 day in advance)

Wooden spoon / chopsticks DIY: 
NT$280 (please make reservation at least 1 
day in advance)

Note – All of the above DIY courses are 
open to one or more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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