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澳港 
岸上觀光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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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港碼頭平面位置圖 

•   

 

港口總面積約406平方公尺：水域面積278.55萬平方公尺，陸域面積127.08萬
平方公尺，港口寬度250公尺，航道水深23至60公尺；平均潮差1.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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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旅遊景點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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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十大必遊景點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傳統文化是民族風貌的展現，將生活、習俗、價值觀、道德等，
透過戲劇、音樂、舞蹈展現於其中，呈現出多樣且豐富的文化
內涵。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創立於2002年1月，保有臺灣傳統的技藝、戲
曲等傳統的經典藝術，坐在露天表演廳中，好像回到兒時，手
拿著板凳，相約街訪鄰居到廟宇前，觀看一場布袋戲或歌仔戲，
談論表演劇情，歡樂無限。傳統的紅磚建築中，民俗工藝師，
各個展現拿手絕活，讓每場表演都精彩萬分，技藝的展現，不
再是遙遠的距離，而如同藝術般，感動人心。生活就是文化的
傳承，創新、推廣、教育、展演，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將文化
技藝代代流傳，走訪在古道上，頗有一番風味。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位於宜蘭縣大同鄉內，屬於中央山脈的北端，
由於當地海拔高低相差極大，從200公尺到2400公尺以上，每上升
500到1000公尺，物產資源截然不同，豐富且多變化。 
早年泰雅族人，狩獵於多羅山中，稱當地為「眠腦」，有著森林茂
密之意，後來日本警察路過此地時，對於如此動人的參天古木，深
感興趣。在1914年，日本人到此地進行資源調查後，決定開發當地
的林木，因此，將此地譯名為「太平山」。 
太平山長年受到東北季風及太平洋海風的吹拂，讓當地雨量豐富、
雲霧繚繞，孕育出臺灣珍貴的檜木、水青岡，且擁有鳳頭蒼鷹、黑
熊等稀有的保育類動物，居住在這片精靈的故鄉。 
漫步在步道中，感受來自森林芬芳的氣息，沉浸在歷史的氛圍，聆
聽來自鳥兒的叫聲，忘卻一切心中的煩惱，來場與大自然的約會，
起舞在這浩瀚且無窮的知識寶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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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夜市 

夜市文化在臺灣蓬勃發展，也最具當地飲食的文化指標，早年
民俗節慶結合廟會活動，讓當地獨特的名產、傳統小吃、娛樂
產業群聚，在多年的演變，逐漸形成頗具規模觀光夜市。 

羅東夜市有著全臺名聞遐邇的特點美食，盛名遠播的蒜味肉羹、
冷熱雙重的包心粉圓、香味四溢的三星蔥餅，走在人滿為患的
街道上，遠望大排長龍的美味佳餚，一回神已踏入美食的陷阱，
手中的熱情溫度，讓人留連忘返，每口都是驚喜。 

民以食為天，美味的特色小吃，東吃一點，西嘗一點，雙手滿
是血拚的成果，越晚越美的羅東夜市，讓當地宛如不夜城，逛
街、遊玩熱鬧不已。 

 

蘭陽博物館 
倒印在水面的蘭陽博物館，像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島嶼，山型的建築，是
採用東北角海岸一帶的地貌景觀單面山為設計概念，外觀則用音樂呈現
宜蘭四季景色的變化，獨特的建築造型，在2012年獲得國際建築獎的殊
榮。 
蘭陽博物館將宜蘭的特色涵蓋其中，歷史文化、自然景觀，點滴不錯過，
宛如縮小版的宜蘭，探索宜蘭真的很簡單，來到蘭陽博物館，讓你將宜
蘭寶典帶回家。 
園區外的烏石港濕地公園，保有豐富的自然生態環境，黃小鷺、水茄苳、
夜鷺等多樣化的動植物，展現旺盛的生命力，讓走訪遊客，觀賞到宜人
的蘭陽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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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旗瀑布風景區 
蘭陽八景之一的五峰旗風景區，有著五座醒目的尖峰，形似五面戲曲
的旗幟，顧名「五峰旗」。 

步入觀瀑石階，迎面而來的微風，吹來大自然的氣息，伴隨而來的蟲
鳴鳥叫聲，唱誦著森林的樂章，全長100公尺的五峰旗瀑布，步步攀
登高峰，一層、二層、三層，層層體驗絕妙的景觀。 

下層水流平緩，藏身於樹叢間，宛如桃花源秘境般，美不勝收，流淌
而下的瀑布，水花輕彈而起，點滴水珠沁涼入心，來訪的遊客，玩的
不亦樂乎。 

踏著悠閒的步伐，一步一階的往上行，水聲在耳邊，漸漸清晰，飄然
而來的水汽，與五峰亭交織出古典美景，彷如走入詩詞中，絕妙非凡。 

歷經千辛萬苦，走過萬層階梯，氣勢磅礴的瀑布，瞬間征服你的心，
望著奔騰而下的水流，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可拋卻一旁，讓它獨佔你
的心。 

 

冬山河親水公園 

坐在步道岸邊，傾聽風捎來水的訊息，倒印在水中的倩影，輕輕撥起
一波波的水紋，漸漸淡去。一艘艘的小船，優游在水上舞台，左右來
回的滑動，感受來自水的溫情懷抱。 

冬山河親水公園，將水精心設計，划船、戲水、遊玩，拉近人與水的
距離，充分展現「親近水，擁有綠」的主題定位。 

夏日玩水，舒暢涼爽，全家一起出遊，快樂又甜蜜。冬山河親水公園
是親子休閒娛樂的好所在，划划小船、踏踏水花、潑灑池水、優游在
戲水池中，輕輕拍打水花，展現你玩水的天性，樂趣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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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冷泉 
蘇澳冷泉是全臺唯一的碳酸氫鈣泉，水溫約在攝氏22度左右，由於泉
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曾讓誤入的昆蟲魚蝦無法生存，而被認為是
有毒的泉水。直到日治時期，日本軍人竹中信景發現此泉清澈透亮，
品嘗之下，口感甘甜，才發覺此泉的好處。 

炎炎夏日，雙手撥起一波又一波的水花，看著空中飛散的水珠，讓暑
意瞬間消弭。清躺於泉中，像優游於水中的魚兒，沁涼自在，蘇澳冷
泉的迷人魅力，無不讓人爭相前往。 

古早味的彈珠汽水、Q彈甜蜜的羊羹，早年採用蘇澳冷泉製作，為當
地特色名產，如今，彈珠汽水已經絕版，羊羹要躍升為當紅蘇澳之星，
冷泉的驕傲，來到蘇澳，品嘗一塊甜蜜蜜的羊羹，幸福滿滿。 

 

礁溪溫泉 

幾萬年前，火山噴發後，遺留下的岩漿保留於地底，在降雨豐沛
的蘭陽平原上，雨水滲入岩層中，瞬間加熱為滾滾熱水，讓礁溪
一帶，有著天然的溫泉。 

壟罩著氤氳水氣的溫泉池，溫熱的氣息包覆全身，疲勞瞬間消散
於天地間，心情也為之愉悅起來。在寒冷的冬天，來場溫泉之旅，
驅趕冰冷的氣息，重擁溫暖於懷中。 

民國92年開始，宜蘭每年冬天都會舉辦「冬戀宜蘭溫泉季」活動，
泡溫泉、品美食等系列好康，讓來訪的遊客滿心歡喜，在2016年
將其更名為「礁溪溫泉季」，呈現獨特的礁溪溫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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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在1924年，太平山及羅東森林的鐵路開通後，成
為當時太平山開採木材的集散地，並且帶動當地繁榮發展。然而伐木
產業，也在逐漸發展下，慢慢式微。1980年，林務局結束的太平山的
開發，隨之而來的鐵路停駛，讓羅東林場發展沒落。 

2004年，為了重現臺灣林業的發展史，林務局規劃此地為羅東林業文
化園區，將蒸汽火車、鐵路、房舍等，各式的建築、文化、產業等，
一步一步整修，呈現出如今的樣貌。 

輕巧的踏步在舊鐵道上，兩側林立的樹木，綠意盎然，感受自然間滿
滿的生機，看著日式的房舍建築，懷舊的氛圍，回憶歷史留下的印記，
在科技的日益發展下，走訪在舊時的產業文化中，宛如搭乘時光隧道，
見證歷史發展的一刻。 

 

 

宜蘭火車站幾米廣場 
簡單的線條，勾勒出最動人的畫風，神秘的故事盡頭，有著發人深省
的意涵，幾米透過繪圖，尋找最純真的童心、最期望的世界，每段故
事背後，有著傳奇般的際遇。 

宜蘭火車站幾米廣場，將幾米的世界，「向左走，向右走」、「地下
鐵」、「星空」真實的呈現，也是全臺第一座幾米主題廣場，來往宜
蘭火車站時，不妨停下繁忙的腳步，欣賞精心製作的主題展，探索神
秘的幾米空間。 

宜蘭火車站南側，原本是鐵路舊宿舍區，在2013年，規劃出特色的幾
米主題廣場，並保有舊時的歷史建築，將原本的空地，變成繽紛奇幻
的繪本世界，讓走訪的遊客，停留片刻，刻印宜蘭美好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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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節慶 
Major Festivals 

歡樂宜蘭年（除夕） 
月份 : 1~2月 
地點 : 宜蘭市或冬山鄉 
傳統習俗中，在除夕夜晚，大人小孩一同回到家中，吃著精心準備的團圓飯，圍著火爐閒話家常，通宵守夜，祈求嶄新的一年，平安
順遂。 
想體驗不一樣年節氣氛嗎？想與全臺的朋友一同守歲，過除夕夜晚嗎？歡慶宜蘭年活動，在每年的除夕夜展開，邀請大朋友小朋友團
聚一塊，歡慶倒數，有著濃濃的年節氣氛。 
聽音樂、看表演，除夕守歲夜晚，邀請民眾到宜蘭慶新年，每年活動精彩萬分，讓來訪的遊客，有種回到家鄉，過年的氛圍，想要迎
接年節的假期，歡樂宜蘭年邀請您來同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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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澤簡走尪 
月份 : 2月 
地點 : 五結鄉 
利簡澤曾是蘭陽溪的交通要道，連接蘇澳、宜蘭、艋舺等地，是當時重要的貨物集散區。有一年，利簡澤當地發生疫情，居民商討後，
決定將當地特有的習俗弄尪儀式，擴大舉辦，抬著神明遶境，有著去邪消災、遠離疾病之意，成為當地住民的走尪祭典。 
農曆元月十五日，元宵節慶，利簡澤永安宮會邀請境內的大小廟宇的神明，參與遶境活動，壯觀的場面，吸引民眾爭相前往，拍照留
影熱鬧不已。 
年度的走尪重頭戲，在繞境完後舉行，早年是兩組人馬互相抬轎競賽，在街道上百米狂奔，多組競賽後，贏得最後的冠軍，後來改由
抬神轎，來回街上舉辦過火儀式，每踏一次火堆，民眾也會之瘋狂，紛紛鼓掌，氣氛甚為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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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博覽會 
月份 : 3~5月 
地點 : 武荖坑風景區或冬山河生態綠舟 
愛護環境，人人有責，從行動中實踐環保，提倡生態環保、綠色能源、環境教育等理念，強調人與土地間的關係，透過永續經營、
永續生活的想法，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宜蘭是綠色生活的領航者，透過每年舉辦綠色博覽會，將臺灣的綠色生活概念，傳播出去，從生活、環境、產業等各方面，慢慢改
進，有著與土地間共有、共享、共存的想法，讓生活中，都充滿綠色的能量。 
乘著綠色方舟，航向嶄新的未來，宜蘭綠色博覽會，帶你理解綠色概念生活，如何落實在生活當中，將綠色的漣漪一層一層的擴散
出去，期望全球都生活在綠色的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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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龍競渡 
月份 : 6月 
地點 : 礁溪鄉 
相傳早年噶瑪蘭平埔族在二龍河沿岸的淇武蘭定居後，與居住在上游的番割田族，每年會定期舉辦划船比賽，採用木板舢
或是紅頭渡船，嬉戲遊玩好不熱鬧。然而淇武蘭河沙淤積越發嚴重，比賽地點也往下游遷移，演變成淇武蘭和洲仔尾，兩
村間的競賽。 
兩百多年來，二龍河的淇武蘭港，與當地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然而當地常發生溺水意外，村民以競渡方式，驅逐水中妖怪。
每到端午節，精緻的龍船，在河上爭先恐後地往終點前進，現場沒有裁判、計時員，輸贏全由隊員觀眾決定，賽情激烈、
神聖又不凡，是全臺最獨特的民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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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國際童玩節 
月份 : 7~8月 
地點 : 冬山河親水公園 
炎炎夏日，到底要去哪裡玩呢？走到哪裡都好熱啊，揮之不去的暑氣壟罩而下，消暑最佳利器到底在哪裡呢？那就來宜蘭
尋寶吧！ 
夏天玩水真的很過癮，大朋友小朋友最愛的宜蘭國際童玩節，在每年的夏季舉辦，現場擠滿玩水的人潮，滑水道、戲水池、
噴泉等遊樂設施，讓來訪的遊客，玩的不亦樂乎。 
放開心境，讓自己當小孩一次，盡情的遊玩，宜蘭童玩節，就是要讓你「童」玩一夏，帶著家人小孩一同玩水，不分大小，
不分年紀，大家互相潑水嬉戲，開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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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冷泉嘉年華 
月份 : 7月 
地點 : 蘇澳鎮 
蘇澳有著世界知名的碳酸氫鈉鈣冷泉，盛夏時分，浸泡在冰涼的泉水中，暑氣瞬間消散。體驗來自從天而降的水珠，與街道旁
的民眾一同歡慶，蘇澳冷泉嘉年華，潑水狂歡，街頭大戰，有萬人踩街的盛況。 
創意踩街、花車遊行、街頭表演等創意的狂歡活動，讓蘇澳湧入數萬遊客，拿起水球互丟、潑水，各個展現許久沒發揮的身手。 
品嘗蘇澳冷泉製作的Q彈羊羹，甜蜜蜜幸福滋味，在口中散發出來，再來口特製的冷泉冰棒，獨特的口感，讓人回味無窮，蘇澳
冷泉的神秘力量，你心動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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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七夕情人節 
月份 : 8月 
地點 : 蘭陽節慶館官網公告 
牛朗與織女只能在每年農曆七月七日，走上喜鵲搭起的鵲橋，與愛人相會，浪漫且淒美的愛情故事，是流傳千年的傳說，點
點而下的雨水，是兩人傾訴相思之苦的淚滴，感動千萬人心。 
七夕情人節，與愛人攜手走過象徵愛情的鵲橋，許下一生一世永不分離的信念，宜蘭每年在七夕情人節，創意的情人鵲橋，
在夜晚中閃閃發光，情人紛紛前往拍下歷史的一刻，見證忠貞的愛情。 
最浪漫的日子，留給最美的情人之夜，宜蘭特別規劃的情人節活動，賦予七夕情人節慶嶄新的風貌，讓傳說的舞台，在宜蘭
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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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搶孤 
月份 : 8~9月 
地點 : 頭城鎮 
早年漢人來到宜蘭開疆闢土，經歷天災、戰爭、疾病等磨難，讓往生者無所依歸，在每年農曆七月，居民聯合舉辦普渡儀式，
消災解厄、普渡孤魂，並在農曆鬼門關之夜，展開精彩萬分的搶孤儀式。 
一年一度的頭城搶孤競賽，在子時開演，參賽者攀爬在塗滿牛油的棚柱上，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爬，感受來自團隊互助合作的精
神，過程激烈驚險，讓搶孤的參與者，體驗搶救孤魂、普渡野鬼的艱辛歷程。 
有著宗教、歷史、文化內涵的頭城搶孤，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參與，現場氣氛熱鬧滾滾，目睹年度盛大的宗教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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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節 
月份 : 10月 
地點 : 宜蘭市或羅東鎮 
宜蘭不老節是全國第一個為長者舉辦的活動，打破老人就是活力低、走不動的型態，是銀髮族的活動樂園，讓長者保有人老心
不老的心境，展現出熱血活力、精力無限的動感老人。 
動動手啊，動動腳啊，扭扭腰啊，轉個圈，長者跟著音樂揮舞手腳，每個人臉上笑口常開，賣力地唱唱跳跳，開心不已。隨著
經典老歌的撥放，讓長者彷彿回到青春歲月，回味早年生活的歡樂時光，展現生命的熱情，引吭高歌的長者，唱出心中滿滿的
感動。 
不老節為銀髮族敞開大門，開啟活力的嶄新世界，營造友善的高齡城市，讓長者互相交流、彼此關照，聊天、唱歌、跳舞等系
列活動，開啟全新的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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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王公過火 
月份 : 12~1月 
地點 : 五結鄉 
二結王公廟供奉的祀神為「古公三王」，相傳南宋末年，有三位義士抵抗蒙古兵馬，最後壯烈犧牲，鄉民感念三位的忠義，建寺
廟宇，尊稱他們為「古公三王」。 
每年農曆11月15日，會舉辦二結王公過火儀式，消災解厄、除晦氣、去霉運，是臺灣規模最盛大的「過炭火」民俗活動，已有百
年之久，俗諺中有句：「驚王公生，不驚過年」，彰顯出當地住民對於祭典的重視。 
在耆老帶領之下，將兩萬餘斤的炭火堆疊成小山，時程一到，工作人員往火堆中灑鹽米，有著去除不潔之意，並在萬眾矚目下，
信徒抬著武轎，依序走過火堆，廟裡廟外熱鬧萬分， 
民俗的信仰是在地最珍貴的文化，療癒參與者的心靈，「二結王公過火」在2007年，被國家文化總會評選文臺灣10大民俗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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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知性之旅 
    太平山國家森林公園 
 

太平山國家森林公園幅員廣闊，擁
有多樣的植物型態及各式遊憩設施。
前身為日治時期的運材鐵道的蹦蹦
車，現在提供載客服務，來乘著蹦
蹦車將太平山獨特的美盡收眼底吧！ 
 

    橘之鄉蜜餞形象館 
 

有益健康的金棗也是宜蘭著名的名
產之一，橘之鄉有專人解說蜜餞製
作過程，來橘之鄉挽起您的袖子
DIY金棗蜜餞！ 
 

    湯圍溝溫泉公園 
 

獨得天厚的礁溪擁有天然的溫泉，
宜蘭縣政府將自然湧出的泉水，規
劃為溫泉公園，有戶外泡腳池、溫
泉魚SPA以及湯屋可以體驗。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保留臺灣傳統技藝、戲曲、文化、
建築風貌及雜貨等，傳統藝術中心
結合文化與創意帶您穿越時空隧道，
來認識、欣賞昔日的臺灣風情。 
 



    頭城金車伯朗城堡咖啡館 
 

金車伯朗咖啡城堡館擁有童話
般的建築外觀、舒適的用餐環
境，來這裡品嚐美味的咖啡與
餐點，在居高臨下的位子眺望
美麗的太平洋！ 
 

    望龍埤 
 

望龍埤是一座自然形成的湖泊，
古早的當地居民期望有豐沛的
雨水而命名為望龍埤。此處有
令人心曠神怡的景色，更因此
吸引偶像劇前來取景。 
 

    安農溪分洪堰風景區 
 

安農溪是觀賞水鳥及自然生態
的好去處，總面積約2.2公頃，
沿途還可欣賞稻田、上將梨產
地銀柳田等田園風光。 
 

    羅東夜市 
 

夜市是台灣獨特的飲食文化之
一，羅東夜市裡有許多台灣特
色小吃、宜蘭名產及平價商圈，
是不容錯過的好去處。 
 

親子生態之旅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是台灣日治時期
的三大林場之一，經過羅東出張所
的規劃，有了現在的樣貌。如今不
再具有貯木功能的貯木池也有了新
居民─水鳥與魚兒們，充滿鳥語花
香。 
 

    冬山河親水公園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 
 

「親近水，擁有綠」，親水公園與
冬山河為伍提供遊客觀光、休閒、
遊玩服務。親水公園在端午節有民
俗活動划龍舟比賽、7-8月份有老少
咸宜的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 
 

    南方澳進安宮 
 

令人敬仰的媽祖是沿海地區的宗教
信仰，保佑居民海上活動的平安，
進安宮使人心靈平靜。 
 

    白米木屐村與南方澳情人灣 
 

木屐村及情人灣是蘇澳地區的著名
景點。木屐村有導覽解說及木屐體
驗活動，鄰近白米社區的情人灣可
以觀賞漂亮的海灣風光。 
 

文化之旅 



在地傳統美食 

宜蘭人從小到大的零嘴，
用油豆腐包入豬皮、香腸，
最後加上香菜串成一串，
放入口中香氣四溢。 

將草蝦、豬肉剁成肉泥後，
加入老母雞熬成高湯後下
油鍋炸至外皮金黃，口感
像炸過的布丁，令人回味
無窮。 

特選豬的里脊肉，去除筋和
油脂醃過後油炸，色澤金黃，
外皮酥鬆甜香，是宜蘭必吃
傳統美食。 



在地特色美食 

使用宜蘭名產三星蔥做成
的蔥餅，加入五香肉的內
餡後，酥脆的外皮配上三
星蔥的甜味及五香肉的香
味，非常好吃！ 

一顆顆飽滿的包心粉圓滑
入嘴裡，中心蘊藏著整顆
紅豆，綿沙溫熱的口感帶
來幸福甜蜜滋味。 

不甜不膩、香Q可口的「奶
凍蛋糕」，冰涼的享用，
風味更佳濃郁。 



在地特色美食 

全世界最薄的餅～只有0.1
公分的超薄牛舌餅，純手
工桿製而成，口感絕佳低
糖無蛋健康概念。 

清甜的湯底配上鮮嫩的羊
肉，成了羅東夜市的人氣
美食。 

台灣票選第一名讓人流口
水的烤鴨在宜蘭蘭城晶英
酒店，結合宜蘭在地食材、
三星蔥香，絕對美味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