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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海里的农家乐 

   松湖生态园位于松山湖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内，占地面积 500多亩，园区有

深圳市海纳百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东莞市松湖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并且管理运营，地理位置优越距离深圳、广州、珠海、佛山均程一个小时

左右，交通便利梅观高速、龙大高速、常虎高速等均有出口，是珠三角经济圈

中心位置，生态园倡导体验创造价值的全新游玩方式，让生活贴近自然；作为

广东省十佳风水圣地，广东省最美农家乐和广东最值得游玩的农家乐以及深圳、

广州、东莞市民的后花园，园区内山水相依，群山环绕，亭台楼阁交相呼应，

鸟语花香，处处生机勃勃，园内同时设计有观景台、百亩花园上百种花让你置

身花丛之中，仿佛置身仙境，农家乐体验采摘区域让你和你的小伙伴们一起体

验农家采摘的新鲜，绿色有机食品带给你更多的享受，视觉盛宴 5D电影带你感

受视觉的冲击，机动项目让体验刺激的感觉，康体休闲项目射箭、陶艺制作、

碧波泛舟、钓鱼、钓虾、棋牌麻将、团体拓展训练、商务会议、休闲养生等带

着你一路体验，让你的出游更加有体验价值，让“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

桃源生活成为现实，无论您是上千人的公司出游，还是一般的家庭个人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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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都将带给您意想不到的快乐，我们将用最热情的服务迎接您的到来，松湖

生态园欢迎你。  

 

活动项目： 

【精彩剧场】5D动感电影、魔术表演、杂技表演 

【康体休闲】卡拉 OK、射箭、陶艺制作、台球、乒乓球、羽毛球、

水上竹筏、棋牌、麻将 

【机动游戏】摇头飞椅、旋转木马、激战鲨鱼岛、太空漫步、激

光战车、滑行龙、自控飞车碰碰车、跳跳宝、世纪转盘 

【拓展项目】毕业墙、罗马炮架、信任背摔、旱地龙舟、挑战

160 秒、孤岛森林、有轨电车、击鼓颠球、共同进退、穿越电网、

敲响幸运锣、盲人摸像、竹筏接力、争夺漂流瓶、达芬奇密码、

驿站传书、移花接木、汉诺塔、动力圈、沙场点兵、疯狂世界杯、

力拔山河 

【风景欣赏】玫瑰花园、薰衣草花田、沙漠植物园、非洲菊花田、

醉蝶花田、洛阳花田、向日葵花田、天竺葵花田、一串红花田、

海棠花田、金鱼草花田、名贵花卉展厅、罗曼花园、茶花园、稻

草王国、天主教堂、欧洲风情街、波西兰教堂、荷兰风车群、蓝

精灵乐园、熊出没乐园、白雪公主乐园、梦幻长城、桃花湖、梦

幻树屋、梦幻飞瀑、白鸽天台、哈哈镜乐园、喜羊羊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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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议行程如下： 

08：00-08:10  准时出发最光荣，吹响集结号，等车准备出发。 

08：10-09:10  快乐旅程，欣赏沿途风景，可以补充一个美容觉。 

09：10-09:20  到达农家乐停车场，下车集合清点人员，统一进园，大家一

起去高山流水，释放压力。 

09：20-09:30  农庄活动场地集结小伙伴们，导游讲解园区相关注意事项，

以及相关活动安排。 

09：30-11:00  趣味行程，快乐团队 

【暖场之旅】发财手指操、成吉思汗、洗衣舞、神拳、我爱你、桃花朵朵开等 

【目    的】消除旅途疲惫，调动团队气氛，让团队的凝聚力得到提升，

活动胫骨，运动人生，让一天的活动从快乐开始，今天的快乐我们从这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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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比赛项目】挑战 160 秒 

【项目内容】团队成员完成 4 个闯关，第一关团队跳大绳、第二关团队吹

气球、第三关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第四关团队兔子跳。 

【项目目的】1、提升团队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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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协作与沟通

 

 

【备选团体项目】毕业墙、罗马炮架、信任背摔、旱地龙舟、孤岛森林、有轨

电车、击鼓颠球、共同进退、穿越电网、敲响幸运锣、盲人摸像、竹筏接力、

争夺漂流瓶、达芬奇密码、驿站传书、移花接木、汉诺塔、动力圈、沙场点兵、

疯狂世界杯、力拔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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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10  【江湖菜】厨艺大比拼：互动菜艺，让舌尖上的家乡味在这

里飘香 

【内容】炊事班长、伙夫、案板、大厨、小兵等分工、领取物资准备比赛 

【物资标准】10-12 人一桌，农家走地鸡一只、鸭一只、水库鱼一条、土猪肉

一斤、鸡蛋 4个、豆腐一份、青瓜 2 条、土豆 4个、青辣椒一斤、青菜两种、

西红柿 2个，蔬菜类季节不同会有所变化，以季节为准，荤菜四季供应。 

【炉具及调料】10-12个人一个桌子、菜刀一把、盘子 10 个、汤碗 2 个、饭碗

根据人数提供、筷子为一次性、案板公用、锅一口、锅铲一把、汤勺一把、柴

火一捆、洗菜盆子两个、洗菜篓筐 2 个、油一斤、盐、醋、酱油、姜、蒜、葱、

大料、花椒、小红干辣椒、白糖、生粉适量 

11：10-11:40   【江湖菜厨艺大比拼】准备阶段，小兵上山抓鸡，下塘抓

鱼，领取相关其他物资配料，清理、清洗、准备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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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2:30    烹饪阶段，高手都在民间，就让我们跟我们的小伙伴一

起用柴火在生态餐厅烹饪美食吧，让家乡的味道结合”江湖菜“的特色然后分

享给我们的小伙伴们吧，都说家乡美，那就从美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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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2:40    【江湖菜厨艺评比】有吃货团队对小伙伴们的烹饪佳肴

进行评选。 

【团队配合奖】优秀的团队总能有优秀的厨子，松湖厨子就从这里产生啦，在

最快时间内烹饪出产品的，不管做的好于不好直接吧团队配合奖给到他。 

【最佳菜名奖】爱美的兄弟姐妹们，菜做的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响

亮的名字，让人看到名字就想吃的冲动，给你的菜取个响亮的名字吧，只要你

的够响亮，不用想这个奖项就是你的。 

【最佳口味奖】有内涵的东西总是不在乎外表的，民间的高人如此，一道美食

也是如此，小伙们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做出你的味道，让吃货们吃一口就想

吃第二口，我想这样的奖项一定属于你的。 

【地域特色奖】不管你是来自天山的客人，还是来自西藏的藏民，不管你是湘

西的土匪，还是江西的老表，不管你是来自大东北，还在来自大海南，把你的

家乡特色做出来，分享给你身边的同事们吧。 

【最佳卖相奖】屌丝的福音，卖相很关键，不光要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美食

也要有看像，豆腐雕花你不会，萝卜刻字你不会，没关系，你能有卖相那这个

奖项就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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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13:30  补充能量，享受团队美食，吃的饱饱的下午休闲放松。 

13：30-18:00  偷得浮生半日闲，休闲一下午，放松身心，体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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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竹筏】传统的篮竹经过编排，漂浮在环山间的小河上，荡起你心中的小

浆，唱我们心中的山歌，松湖好声音带你给更多的山水之乐以及山水之美，你

可以休闲小游，也可以跟你的小伙伴们组织竹筏接力，你同时也可以组织大家

一起在小河上抓取漂流瓶，让工作不在疲惫，让生活在这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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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弓弩】体验古代弓弩的准确，在校场上感受百步穿杨的乐趣，或许你看

过弓弩，但是真实的体验如何，只有参与过你才能感受，冷兵器时代的阻击感

受，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让体验告诉你感受吧。 

 
【陶艺制作】中国人的骄傲之一，汉唐盛世的杰作，很多人无法体验的艺术之

美，松湖生态园陶吧或许能让你发现你的艺术细胞，钧瓷、景德镇的青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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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艺术品如果制作出来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体验吧，让不起眼的泥巴在我们

的手中变幻出无限的精彩，如果你能制作出精彩的艺术品，那这个艺术品就是

你的，带回家里放在书房，放在办公室桌上，让快乐延续到生活中去。 

 
【5D 电影】影片的视觉冲击感完全区别于家庭影院以及电影院，让你置身在影

片之中，仿佛你就是电影导演，到精彩的镜头冲你而来的时候你还在能坚持冷

静吗？不要尖叫只要欣赏，让视觉冲击带给你更多的快乐和刺激。 

 

【康体休闲】吊床休闲、愤怒的小鸟、草地垫子休闲、台球、乒乓球、羽毛球、

象棋、麻将等，让下午的午后时光从满休闲的感觉，没有疲惫只有惬意的享受，

让出游轻松而来，快乐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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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湖好声音】松湖好声音，专业的卡拉 OK房，大型的舞台卡拉场地，你如

果喜欢演唱会的效果那就在生态音乐厅的舞台上去唱响你的梦想吧，享受粉丝

的掌声吧，如果你还有些含蓄，那就前往卡拉 OK 房好好的嚎叫吧，总有一个

地方是适合你的，尽情的释放压力，唱响美好生活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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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项目】精彩刺激的机械项目，让你的出游休闲的同时也带着心跳的参与，

飞车竞速、小摆锤、果虫滑车、自控小蜜蜂、逍遥水母、疯狂迪斯科、袋鼠跳、

旋转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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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表演场】在欢乐的海洋观看杂技以及魔术表演，艺术的欣赏让你感受杂

技的惊险，同时也让你看到魔术风云变幻，舞台上的精彩来自己你们的喝彩，

让发财的双手带给舞台上的人更多精彩吧 

 

18:00  送君千里总须一别，告别的时刻总是让人忧伤，不过快乐和满意是

要带回家的，结束一天的行程带上松湖生园的特产“开心快乐”“满足满意”

返回温暖的家中。 

 

2017 年度景区套票活动如下： 

一、1 月-12 月年度团体优惠如下： 

8 人-15 人 158 元/人景点吃喝玩乐一票通 

16人-30人 138 元/人景点吃喝玩乐一票通 

31人以上 128/每人（或者）158 元/人含车接送 

二、客户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不足 30 人无拓展活动、孩童超 1 米收费、亲子不量身高大小同价、如需开发

票另支付税点 

三、9 月份至跨年度 2月景区主题企业年会系列： 

乡村 party 定制年会系列、 乡村趣味运动年会系列、  企业拓展年会系列。 

四、年度大宗活动系列-企业员工周主题文化活动、企业员工关爱之旅主题活

动系列、员工成长拓展系统训练营 

五、1 月-12 月亲子月月乐活动，幼儿园孩童“城市农夫”亲子主题活动、小

学 1-3年级“成长与实践同行”亲子主题活动、4-6年级“小兵当家”亲子主

题活动、中学生“生存训练”系列主题活动 

五、企业拓展培训，专业的拓展培训场地，优质的培训教练，为企业员工提供

专业的拓展培训，让拓展培训一站式，从培训用餐到培训导师，从培训场地到

住宿房间，全部一站式提供到位，让培训费用更加合理。 

 

活动的目的及意义： 

1、激发参加者的责任感、自信心、独立能力，领导才能、团队合作精神以及

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应变能力。 

2、突破自我极限、打破旧的思维模式、树立敢于迎接挑战的信心与决心，磨

练意志，建立全局观意识。     

3、从容应对压力与挑战，在面对问题时，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其领导才能，展

现个人魅力。                      

4、强化换位思考、主动补位的意识，使个人、部门间以及团队内部的沟通协

作更为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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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高时间与任务管理技巧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6、增加团队人员的有效沟通，形成积极协调的组织氛围；树立互相配合，互

相支持的团队精神和意识。 

 

景点：东莞市松湖生态园 

地址：东莞市松山湖经济开发区新城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