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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 徜徉深蓝的太平洋
宜兰的海，是世界最大的太平洋，海水极为湛蓝，风浪
也特别壮阔，海上还有钓鱼台、龟山岛等美丽岛屿。近
年赏鲸豚风潮兴起，深入大洋不再只是南岛民族的专利。
宜兰的海岸长逾 100 公里，北段和野柳同样有豆腐岩、
单面山等地质景观，也有和垦丁同属海上活动圣地的蜜
月湾、外澳海滩。中段沙滩、湿地广布，为赏鸟的好去处。
南段则是苏花断层海岸，鬼斧神工让人叹为观止。想要
深入极东的海洋秘境，体验东台湾的海洋文化，宜兰的
海洋绝不容错过。

1
小镇 · 散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由于三面环山，形势封闭，宜兰自古即有“后山”之名。
上世纪末，也曾如鹿港小镇一样摆荡在霓虹灯和红砖墙
之间，但宜兰人选择了“环保、文化、观光”立县，拒
绝了污染性产业，也为台湾留存了一片净土。现在的宜
兰小镇除保有昔日风华，也不乏现代的文创气息，如政
治中心宜兰市，既有吸引金城武来拍广告的古朴官署，
也有时尚风采的几米主题公园；有乡间的悠闲，也有城
里的热闹；有传统的荫凉，也不乏现代的光影，宜兰小
镇就是这样迷人。

2

田园 · 悠游在梦想家园
在山与海之间，在小镇的四周围，在兰阳溪冲积的
平原里，全都是纵横阡陌的绿色田园，这些全是梦

3

想家的梦想家园。由于形势封闭，迟至 18 世纪末，
一群汉人梦想家才进入宜兰开垦，但早年这个全台
第三大的兰阳平原，不但水灾频繁，许多地方灌溉
不易，先人不断筑堤、挖埤塘、修圳沟，才有今日
的绿色梦想家园。现在骑着自行车悠游乡间，田野
伴随着小路，小路陪伴着沟圳，沟圳不小心还会撞
上埤塘，这个由水色和绿田共织的绿色田园，让每
个梦想家都不禁起家园之思。

山林 · 在大山的绿色怀抱中
宜兰 3/4 的面积是山，北边是雪山山脉，南方是中
央山脉，两条山脉在西边夹挤在了一起，形势似个
漏斗。秋冬季饱含水气的东北季风长驱直入，全积
聚在“漏斗”深处，潮湿多雾的气候造就了太平山
丰富的森林资源，早年曾是台湾三大林场，现在也
仍有太平山、栖兰及明池森林游乐区，是享受森林
浴的极好去处。此外还有风景优美的加罗湖、翠峰
湖等高山湖泊，思源垭口、福山植物园等地的丰富
生态。宜兰的山林美不胜收，等着你来体验她的美好。

4
小吃 · 巷弄市场里的生活滋味
寻常人对宜兰生活味的感受，多半建立在宜兰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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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宜兰味”上，宜兰是个有小吃传统的地方，丰
富多样的小吃，常让人流连忘返。鸭赏、胆肝、糟饼、
糕渣……都属宜兰特有。吃小吃，在哪里吃也很重要，
宜兰小镇里的市场、闾巷、夜市里，都有许多几代
人共享的风味老店，很需要一点寻幽探险的精神，
以及挖掘舌尖上人与小吃故事的本事，才能尽得其
味。如想深刻感受台湾小吃的魅力，宜兰小吃一定
得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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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Traveler 聪明旅行家
阿栋，过了三十岁后才开始爬山。旅行。因为在旅途中感受了生活还有其他的可能，于是在十年
前离开职场，做个接案的文字工作者及摄影师，以使自己能有更长的时间可以在旅途中体验不同
的生活。他的背包旅行多为长旅行，因为他说旅行最少需 2 个月，才能真正进入旅行的状态。他
去的地方也不多，因为他喜欢的旅行是进入僻远的村寨里，待上许久去实际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而生活这本大书，就是吸引他持续旅行的主要动力。宜兰是个生活的地方，宜兰人也是很好的朋
友，因此这十年间吸引了阿栋不断的造访，他说，在宜兰你不会想举起相机，因为它像家一样，
你不会在家附近有拍照的念头。但这并不表示宜兰不精彩，相反的它有许多动人的细节需要久待
才能体会，他希望透过这本《宜兰 Yilan》骆驼书和朋友分享宜兰迷人的生活味。
新浪微博：@ 走來走去的阿棟 个人博客：@ 旅人跫音
版权声明：本攻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软件、程序、版面设计）的知识产权均属本网站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引用、复制、转载、
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Qunar 温馨提醒：本攻略信息仅供参考，去哪儿网并不对其准确性、适用性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由于季节、天气等自然或人为原因，景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价格、产品行程等）有可能
会不时发生变动，如有变动请以该景点官方最新公告为准，恕不另行通知。并请务必于出行前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造成您的出行不便。
责任编辑：张园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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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t Yilan 关于宜兰

宜兰在台湾是热门的观光“品牌”，离台北甚近的地利，有山林、田园、小镇、海
洋等丰富多样的景观，以及相较城市较浓厚的传统台湾味，假日总是吸引了无数人
潮前来观光。但在内地宜兰这品牌可能并不响亮，因为它缺乏了太鲁阁这样吸睛的
大景点，以致于内地的观光客常是首选花莲，宜兰只能匆匆路过，实在非常可惜。
宜兰是个适合久待的地方，若是时间够长，又想体验真实的传统台湾味，宜兰，实
在是你不能错过的地方。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阿栋

特色，都是你认识宜兰人极好的方式。

除了大众热门景点，能否分享一些不为
人知，但你自己很喜欢的景点或体验？
宜兰最美的是山，最常被报导的是太平山，
但除了太平山外，加罗湖、思源垭口，及松罗、
林美等亲山步道……都十分值得前往。海亦
然，除了头城、外澳的海滩外，宜兰的海也

对于未曾到过此地的旅行者，能否简要
介绍一下这个地区？

经常被忽略，兰阳溪口的赏岛、南方澳、东澳、

宜兰是目前最能找到旧时台湾味的地方之

都很值得一看。宜兰的庙会节庆也是全台少

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不那么拥抱现代

见的热闹，深具地方特色，如头城的抢孤、

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向，都让它保有更多旧日

利泽简的走尪、二龙村的趴龙船等，都十分

的色彩，即使在热闹的街市里，也仍是一派

精彩。

南澳的海滩，还有苏花公路北段的壮丽山崖，

农村的悠闲步调。要体验“正港”（纯正）
要强调的是，现在宜兰的“旧”，不是单纯

能否给旅行者推荐一些能帮助更深入了
解当地的人文艺术资料？

的旧，而是种“整旧如旧”，许多有想法的

• 书籍：《莎哟娜拉，再见》、《看海的日子》

的台湾传统生活，宜兰是极佳的选择。但需

Tips 小贴士
能否推荐几个当地流行的吃
喝 玩 乐 手 机 app 或 者 相 关

人移居宜兰，他们将现代的设计和传统做和

（黄春明著）。《南方澳大戏院兴亡史》（邱

谐的结合，展现出一种更宜古宜今、且更自

坤良著）《宜兰河的故事》（吴敏显著）。《来

信的现代风貌。

宜兰旅行》、《宜兰味》（苏丽春、黄春美、

网 站？
• 宜兰自由网 APP

陈维鹦合著）。

能否描述一下你对当地人和他们生活的
观察与感受？

• 电影：《看海的日子》、《莎哟娜拉，再见》

VA6zb-OSyMY

雪山隧道通车后，宜兰人戏称自己还剩七分

有几米主题公园。小说家黄春明晚年有关于

• 宜起游兰趣 APP

之五的生活，因为周六、日常满是外地观光

宜兰的撕画作品。

com/store/apps/

客，宜兰人反而为之淹没了。但即使如此，

• 出身宜兰的艺人：林依晨、周渝民、张震岳、

details?id=edu.yuntech.

走进宜兰市的南北馆、罗东圣母医院附近的

林美秀、蓝正龙、杨丽花

• 宜兰劲好行 APP

传统市场，你仍然可以从市场里的农产菜蔬、

• 网站：

210.69.148.65/ElandWE.

小吃货摊感受到在地的生活味。若是走入乡

1. 兰阳节庆馆：j7.lanyangnet.com.tw

间，不妨骑自行车到珍珠、大进、罗东溪等

2. Fun 纵宜兰逍遥游：

tourism.e-land.
gov.tw/cht/index.
php?code=list&ids=70#.

play.google.

androidmap&hl=en

Appbox/Display.
aspx?guid=7227966e7605-4c1d-be29-

休闲农业园区，这样的农业休闲园区宜兰有

50014c42b0a7

十几处，全是以体验在地生活闻名。另外，

• 宜兰观光信息汇整
goo.gl/tr94Bd

宜兰众多的民宿也有不少以体验在地生活为

• 绘画：绘画家几米出生于宜兰，在宜兰市

tourism.e-land.gov.tw/cht/index.php
3. 合法民宿 - 台湾旅宿网：
taiwanstay.net.tw/Home/Search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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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lan in Numbers 从数字看宜兰

宜兰河川多发源于中央山脉，以兰阳溪为最大，全长 73 公里

2,137km²
宜兰面积为 2137 平方千米，而北
京市面积为 16410.54 平方千米

2500~3000mm

1812

宜 兰 县 降 水 充 足， 年 降 水 量 约 为
2500~3000 毫米

清朝设官治理于
1812 年

20~22℃

458,877
截至 2014 年 8 月，宜兰县人口约
为 458877

北回线铁路纵贯宜兰境内，共有 11 个停靠站，包括头城、礁溪、
宜兰、罗东、苏澳与南澳等大站

宜兰县属南亚热带
湿 润 气 候， 年 均 温
20 ～ 22℃

宜兰 & 北京生活水平比一比（近期汇率：1 元≈ 4.9013 新台币，1 新台币≈ 0.2040 元 )

46.9(230 NT$)
35
24.5(120 NT$)
13

出租车起跳价

20.2(99 NT$)

18

21.4(105 NT$)

27

6.5(32 NT$)

麦当劳汉堡
（基本套餐）

星巴克中杯拿铁

一场电影

3.5

一罐啤酒

宜兰

北京 单位（RMB）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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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兰的天气除夏季外，算是终年有雨，因此旅游旺季也集中在夏季，一些观光季活动也多在夏秋两季举办，
如最盛大的童玩艺术节便在 7 ～ 8 月间举行。但夏季太多的人潮往往也影响观光品质，若不喜欢凑热闹，
可以选择其他季节前来，不会太热，也可以见识到较宁静自然的宜兰，温泉季及传统节庆也多集中在冬季，
另有一番风景。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阿栋

春 3~5 月
平均气温为 19 ～ 24.5℃间，凉爽舒适，但山区仍清冷，要注意御寒。3、4 月东北季风带来水气，
终日细雨绵绵，5 月进入梅雨季，超过一半的天数都在下雨，一定要携带雨具。

节庆活动
宜兰绿色博览 3 ～ 5 月
环保、自然、生态，这些绿色价值向来为宜
兰所崇尚，因此从 2000 年开始，每年都在
苏澳的“武荖坑风景区”举办绿色博览会，
至今已 15 年，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大体
以亲近绿色、体验绿色、了解绿色为主要诉
求，春天时走一趟绿博，可以让你实际体验
何谓绿色生活。

夏 6~8 月
平均气温 26.8 ～ 28.6℃间，全年最热时期，要注意防晒。6 月为梅雨季，雨量稍多，7、8
月为干季，最适合旅游，但需多喝水提防中暑。午后山区易有雷阵雨，要携带雨具。

节庆活动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 7、8 月

头城抢孤活动 农历 7 月最后 1 天

1996 年为纪念宜兰开垦 200 周年开始举办，

农历 7 月的最后 1 天是“关鬼门”的日子，

已成为全台夏季重要的活动盛事，活动期间

这一天人们会准备丰盛祭品供孤魂野鬼饱餐，

通往宜兰的道路常为之壅塞。活动以“童玩”

希望他们尽快离开人间。头城人却把祭品放

为主题，分演出、展览、游戏、交流四大轴

在四五层楼高的孤棚上，下面还有涂满油脂

线设计活动，每届都邀请全世界及台湾杰出

的孤柱，由各庄组队竞赛攀爬，爬上孤棚将

的表演团体共襄盛举，将主场地冬山河亲水

贡品丢下来布施十方信众。由于活动十分惊

公园，变成欢乐的大游戏场。

险，早在清代便已是宜兰极重要的民俗活动。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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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9~11 月
平均气温为 20.6 ～ 26.5℃间，舒适宜人。9 月中旬东北季风带来水气，加上台风环流影响，
经常有暴雨产生，天气较不稳定，暴雨时尽量不要进入山区、海滨，以免危险。

节庆活动
南方澳鲭鱼祭 9、10 月
南方澳是台湾东部最大的渔港，鲭鱼渔获量
占全台九成之多，因此有“鲭鱼故乡”美称。
每年 9、10 月渔民都会举办鲭民祭，为大鲭
鱼点睛、祈福、火化，以感念其一年的照顾。
另外还有鲭鱼风味餐、文化踩街及音乐会等
热闹活动。参与祭典、顺游豆腐岩、内埤海
滩美景，相信会为渔村风情所深深感动。
亚太传统艺术节 10、11 月

草岭古道芒花季 11 月

重视地方文化传承为宜兰的特色，为了进一

草岭古道是清代从淡水厅（台北）到噶玛兰

步了解各国传统文化，有了“亚太传统艺术

厅（宜兰）“淡兰古道”中的一段，全长约 8.5

节”。从 2000 年开始，每年秋天在宜兰传

公里，由于沿途景色秀丽，又有虎字碑等古迹，

统艺术中心，都会以不同的主题引介亚太地

现已成为健行的热门路线。秋天时古道旁开

区的杰出表演团体，让大家认识亚太各国多

满红白的菅芒花穗更是动人，成为台湾东北

元的音乐、舞蹈及戏剧。

角的秋日一景，每年 11 月举办芒花季。

冬 12~2 月
平均气温 16.3 ～ 17.5℃间，冬季不明显，但高山地区有时仍会下雪，要注意御寒。冬季为东
北季风最盛时期，终日细雨绵绵，月平均降水天数约 18 天，一定要携带雨具。

节庆活动
冬恋宜兰温泉季 11 ～ 2 月初
冬天到礁溪泡温泉，是台北人躲避湿冷寒冬
的全民运动。礁溪的温泉属弱碱性碳酸泉，
浸泡后皮肤光滑细腻，素有“美人汤”的令名。
2003 年开始每年冬季都会举办“冬恋宜兰
温泉季”，除了泡汤折扣，还有温泉养生料理、
泡汤吃汤圆、踩街嘉年华等活动。
欢乐宜兰年 农历春节期间

利泽简走尪活动 农历 1 月 15 日，元宵节

有华人的地方都过年，但鲜少像宜兰这么欢

利泽简早年称为“加礼远港”，曾是宜兰南

乐的。早从 1994 年开始，宜兰就为离家返

部最大的河港。村里的永安宫建于 1826 年，

乡的游子及外地来玩的游客，举办传统年节

奉祀妈祖，是附近八个村庄的信仰中心。每

活动，21 年来有除夕席开百桌的围炉、有千

年元宵永安宫妈祖都会邀请附近神明前来做

人守岁迎接新春、有县长为大家发红包、踩

客，“走尪”即是来做客的神轿在宫前进行

街、庙会、灯会、新春音乐会……每年都有

的竞跑竞赛，竞赛最后抬神轿冲火堆的“过

不同的欢乐及惊喜，让人重温过年的喜乐。

金火”仪式，尤其刺激。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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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o stay

最优住宿推荐

How to get around

最佳交通工具

宜兰的住宿选择丰富而多样，由于邻近大台北都会区，交通便利带来的观光热潮，不但吸引了五星级酒店
前来进驻，不少向往兰阳乡间的城里人，也纷纷前来打造宜居舒适的田园民宿。而闹区里，也开始有以年
轻人为主要客源的青年旅馆、背包客栈，各类选择十分多元，可以满足旅客的不同需求。住宿地点除了宜兰、
罗东两大城镇外，旅店民宿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蓬勃发展，太多选择常让人无所适从。而这些各具特色
的旅店民宿，也大大丰富了宜兰的观光旅游，成为风景线上的另一处风景。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阿栋

宜兰市
兰阳溪由西而东横贯宜兰，人们也惯常以之为界，分宜
兰为溪南、溪北两块。宜兰市向来是溪北中心，从此到
溪北各地都很便利，加上商业繁盛、生活机能良好，以
及对外交通方便，若是前往溪北的头城、礁溪、壮围、
员山、大同等地旅行，宜兰市是不错的住宿点，况且宜
兰旧城的古迹及小吃也很值得一逛。行旅宜兰，很适宜
从此开始。
兰城晶英酒店
高档便利型 | 旧城中心的最好选择

丹可宜兰背包客栈民宿

兰城晶英酒店位在宜兰市南门附近的新月广场，附近紧
临宜兰火车站、设治纪念馆、宜兰酒厂等景点，前往宜
兰旧城区的闹市及小吃店也甚为便利，甚具地利优势。
酒店设计优美，并以亲子为特色，处处为孩子设想，其
中的芬朵奇堡可说是孩子们的快乐天堂，各种游乐设施

谊交流，不妨来丹可和男女主人交个朋友。
宜兰县宜兰市弘志路 69 号
0911-413-895
每人 500 元（以网站价格为准）

常让孩子们玩乐得不想出门。想在昔日宜兰旧城的行政

微信帐号 Danselybnb

中心有个高档的住宿享受，兰城晶英是你最好的选择。

dan3241981@gmail.com

宜兰县宜兰市民权路二段 36 号 （新月广场）
0800-35-1234

禾风竹露生态体验农场民宿

双人房，10800 元起；四人房，15400 元起（以网站价格为准）

中档型民宿 | 尽情体验宜兰乡间的生态之美

www.silksplace-yilan.com

禾风竹露位在宜兰市、靠近壮围的郊区，若想住近宜兰
市区，又想享有乡间的宁静，禾风竹露是不错的选择。

丹可宜兰背包客栈民宿

鲜少民宿如禾风竹露能拥有自己的生态池、农场，而且

经济型民宿 | 宁静舒适的乡间客栈

这处请荒野保护协会帮忙规划的生态池，绝非徒具生态

“丹可”的英文店名是“Dansely Hostel”，Dansely

之名，而是能让人体验到宜兰乡间的生态之美。出身营

是取男、女主人的英文名 Dan 和 Casely 组合而成，店

造业的主人林先生热情健谈，他在农场里建造的小木屋

名“丹可”亦然，由此可见男女主人的可爱之处及理想

民宿也美观而舒适，是喜欢乡间生活的朋友不错的选择。

所在。男主人 Dan 在美国求学时就是个背包客，十分喜
爱背包客栈里，大家彼此交流的感觉，因此一直想建立

宜兰县宜兰市黎明一路 36 号
0978-038808、03-9370667

以“交流”为宗旨的背包客栈，而丹可就是他理想的实现。

双人房，平日 2600 元起，假日 3200 元起；四人房，平日

丹可从价格到住宿环境，完全是背包客栈的规格，甚至

3200 元起，假日 3600 元起（以网站价格为准）

还在平均水平以上。如果你也喜欢背包客栈的自在及友

www.winddew.tw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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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宝复合式旅馆

设计师的家休闲民宿

罗东镇＆五结乡

东宝复合式旅馆

罗东曾是全台最大的林业中心，镇上不少林业文化的

东宝复合旅馆位在昔日罗东最热闹的中正路上，附近

遗迹，飘散木材香味的小镇本身即很有意思，再加上

是罗东的闹区，生活机能方便，到罗东市区各个景点

地处“溪南”中心，由此前往溪南的五结、冬山、三星、

也很方便，离罗东火车站仅 800 公尺，到罗东夜市也

苏澳、南澳等地都甚为便利，于溪南旅行很适合以此

仅 5 分钟的步程。房间舒适，价格适中，全栋都有无

为中心。近年来冬山河成为热门景点，靠近冬山河亲

线网络。另外，还有针对学生、背包客开设的“个铺”，

水公园的五结乡，新兴了不少环境优美的民宿，也是

对想节省住宿费，又想有不错住宿品质的朋友，颇具

不错的选 择。

吸引力。

夏尔 Homestay

经济便利型 | 既节省费用又颇具品质的“个铺”

宜兰县罗东镇中正路 2 号
03-9544-186

中档舒适型 | 民风淳朴的和平之地

双人房，平日 800 元起，假日 900 元起；背包客房价，每人

夏尔的主人和所有人一样，都想过着随处旅行、享受美食、

550 元（以网站价格为准）

享受生活的退休生活，但这需要赚很多钱才能做到吗？

oj.hotel.my9s.com

也不尽然，夏尔主人决定回到家乡宜兰，创造自己的夏尔。

oj.hotel@gmail.com

何谓“夏尔”，就是指环王里哈比人的家乡，一个风光
明媚、民风自然纯真的绿色和平之地。他在罗东运动公

设计师的家休闲民宿

园旁找到这样一个家，取夏尔优美宁静的精神设计这个

中档民宿 | 风格极简的便利住宅

家，并且和大家分享。进入夏尔，其实就是进入夏尔主

设计师的家位在五结乡间，离兰阳溪口和冬山河亲水公

人的生活追求，而夏尔的生活，其实也是典型的宜兰乡

园都不远，前往罗东市区也甚为便利。设计师的家，顾

间生活。

名思义就是设计师设计的家园，利用几何线条设计的极

宜兰县罗东镇河滨路 23 巷一弄 16 号
0923-123-595

简风格，希望能为住宿的朋友创造出简单的空间，及简
单的生活。由于环境优美且独具设计感，这里也是旅游

双人房，平日 2500 元，假日 2900 元（以网站价格为准）

广告和偶像剧经常取景的地方，若想体验宜兰乡间的极

shire16.tw

简生活，可以进到设计师的家里坐坐。

yilan@shire16.tw

宜兰县五结乡孝威村孝威一路 138 号
03-9506568

Tips 小贴士
由于房间内有壁炉，出于安全考虑，夏尔不接待 12 岁以下的小朋友。

双人房，平日 2900 元起，假日 3600 元起；四人房，平日 4000 元，
假日 5200 元（以网站价格为准）
www.designerhouse.com.tw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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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城镇与礁溪乡

家啊，家里有其他人多奇怪啊！”如女主人所言，合盛

头城与礁溪位在宜兰北部，是西部进入宜兰的门户。头

整的家，主人甚至搬到房后面的工寮住）。这幢立于头

城以海洋及老街为特色，礁溪温泉更是素负盛名，近年

城田间不起眼的房子，本是主人自己的家，家里许多用

来这两地的观光发展皆十分红火，相应的观光酒店、民

具都是主人自己做的，充满个人的风格及巧思，十分有

宿也蓬勃发展，或以天然海景为特色，或以泡汤风吕来

意思。以一天接待一组客人为原则，假日的合盛 66 也可

揽客，每到假日总是人满为患，丝毫不逊色于垦丁。喜

以接待 4 到 6 人，最多至 12 人，如果同行的伙伴较多

欢海洋及温泉的朋友不妨住在此，比较可以不赶时间地

也可以入住。如果想在乡间寻觅一栋有个性的房子，在

尽情享受。夜晚的礁溪素有宜兰夜明珠的美称，很值得

异地享受家的静谧与生活，合盛 66 你一定会喜欢。

住下来体验。

66 让人心动的，就是“家”的风格（为了给客人一个完

宜兰县头城镇三和路 616 巷 105 弄 8 号
0913-833-433

礁溪老爷酒店

平日 2 人 4000 元，之后每加一大人加 1000 元，一天只接待

高档舒适型 | 首屈一指的全球推荐饭店之一

一组客人（以网站价格为准）

礁溪老爷酒店位在五峰旗风景区附近，地处雪山山脉的

luying7037.pixnet.net/blog

山林中，可俯瞰北宜兰的美丽景色，但离礁溪市区却只

luying7037@gmail.com

有一步之遥，兼具自然之美及城市便利性。设计上选择
了“日式温泉旅馆”的型态，除房间内可享受礁溪温泉
的泡汤之乐，另还有野天活泉风吕、温泉水疗、儿童亲
水区等，舒服得常让人不忍离去。旅店还以优异的服务
见称，屡次获得全球推荐饭店的肯定，是宜兰首屈一指
的住宿选择。
宜兰县礁溪乡大忠村五峰路 69 号
03-9886288
双人房 / 三人房 / 四人房，每人 5600 ～ 8400 元（以网站价格

礁溪老爷酒店

为准）
www.hrjhotel.com.tw

青风民宿
经济型民宿 | 风景优美的背包客首选
青风民宿位在礁溪老爷酒店后方不远的林美山脚下，附
近有佛光大学、淡江大学、五峰旗风景区、跑马古道及
礁溪温泉等，风景十分优美。民宿主人李大哥、周大姐
也是喜欢旅行的人，深知旅行中住宿是笔较大的开支，
于是开设了这间平价又干净舒适的民宿，招待四方的旅
人。若想住礁溪，又不想花太高的住宿费，到青风民宿

青风民宿

和李大哥交个朋友，应是不错的选择。
宜兰县礁溪乡林美村林尾路 16-1 号
0972-200211、03-9889764
每人平日 350 元，假日 390 元；6 人房 2100 元起；8 人房
2800 元起（以网站价格为准）
breeze988.pixnet.net/blog

头城合盛 66
经济型民宿 | 秉承“家”的风格特立独行
合盛 66 是间很特別的民宿，虽然有 2 层楼 4 间房，但
主人还是坚持平日只接待一组客人，她说，“这里就是

头城合盛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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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山乡、冬山乡与三星乡

若人数多的话，尤其实惠。

员山乡、冬山乡与三星乡，位在宜兰的绿色田园地带，

宜兰县冬山乡柯林村光华一路 407 号（靠近罗东运动公园）
0958580996，03-9516100

一望无尽的浅绿与深绿，是这里最吸引人的特色。近年

双人房平日 2600 元起，假日 3500 元起；四人房平日 3800 元

来有不少城里人，因为向往这里的优美景致及简单生活，

起，假日 5000 元起（以网站价格为准）

也纷纷移居此地开设了许多风格各异的田园民宿。来田

www.fish-house.com.tw/index.htm

园民宿体验一种和城里全然不同的生活型态，也蔚为一

fish.house407@gmail.com

股风尚。要体验宜兰乡间的美好，员山、冬山和三星的
明水露田园民宿

田园民宿，是你极佳的选择。

中档自然型 | 田园中的细致生活味
枕山庄度假山庄

明水露所在的三星乡行健村向来是低密度开发的区域，

中档精致型 | 环境优美的乡间山庄

即使宜兰这几年因观光发展，许多城市边缘的地区都盖

枕山庄位于员山乡的枕山村，离员山著名景点望龙埤非

了不少房子，但在明水露这里，除了水田，依然还是水

常近，附近枕山上的兰阳夜景也十分漂亮，四周环境优美，

田，十分符合明水露的标榜，" 山、水、自然，田园中的

居住在这里绝不乏散步的地方。山庄里的步调一如宜兰

民宿”，客厅大片的玻璃窗上，映现的也是窗外满满的

传统农家的悠闲生活，主人的用心处处可见。这里是兰

绿意。民宿的设计也处处可见巧思，主人早年客居台北，

阳平原的边上，有着独特的悠闲天光，喜欢乡间生活的

现在返回乡间，他发现在这里“赚得是比金钱更重要的‘生

朋友，可以来枕山庄住些时候。

活’"，而民宿就是他和朋友分享生活的地方，在明水露
田园民宿里，你可以和主人享受同样美好的宜兰田园，

宜兰县员山乡枕山村坡城路 18-18 号

而主人家招待的宜兰有机米饭、青蔬、果汁等，也都是

03-9220258；0939-735436
双人房平日 2200 元起，假日 2700 元起；四人房平日 3600 元

在地的生活味，值得细细品味。

起，假日 4500 元起（以网站价格为准）

宜兰县三星乡行健三路二段 325 号

www.zts.idv.tw

0910-165-555、03-9891349
双人房平日 2600 元起，假日 3000 元起；四人房平日 4000 元

鱼雅筑度假民宿

起，假日 4800 元起（以网站价格为准）

中档休闲型 | 充满水族情调的花园别墅

mingshui-lu.com.tw

鱼雅筑度假民宿风格独特，由于主人过往在台北经营水

mingshuilu33@gmail.com

族设计，所以空间设计也充满了水族情调。一楼大厅的
水族墙中，养了各式各样的热带鱼、海水鱼更是吸睛，
成为鱼雅筑的主题特色。民宿外除了有宽阔的草坪、水
池可供孩子游憩，附近更有罗东农业休闲园区、柯林涌
泉生态教育园区、罗东运动公园、宜农牧羊场等休闲场
所，离罗东市区也很近，是处不错的花园乡村度假别墅。
特别是它还可以包栋，14 人平日特价 13000 元（假日
18500 元），18 人平日特价 18000 元（假日 25000 元），
枕山庄度假山庄

鱼雅筑度假民宿

明水露田园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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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交通工具

宜兰形似漏斗，主要的交通动脉为漏斗最宽处的南北一竖，以及中心处的东西一横。南北一竖主要是台 9
线及台铁东部干线，可连接台北及花莲；东西一竖则是北部横贯公路（台 7 线）及中横宜兰支线（台 7 甲
线），可深入雪山及中央山脉深处。横竖的交通动脉外，乡镇间的交通如血管般密布，交通十分便利。宜
兰因所在位置没有国内机场及航班，对外交通以铁路、公路为主，县内交通可选择客运、自行车或出租车。
若来宜兰旅行，有体力的话，不妨选择自行车，若想行程自由弹性些，不妨考虑包（租）车。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阿栋

交通

当地交通

如何到宜兰

宜兰县内的客运可分为几大系统，一是“市区客运”，

1. 客运到宜兰

由于配合观光发展，宜兰的市区客运多有开设前往景点

从台北到宜兰，客运是最便捷的方式。首都及葛玛兰两

的路线，值得利用。二是“乡镇市区免费巴士”，计有

家客运，都有台北往返宜兰的班车，可选择在“台北

罗东镇、三星乡、冬山乡、南澳乡、头城镇、苏澳镇开设，

（火车站）转运站”或是“（北）市府转运站”上车，

以服务地方民众为主，但有时也会路过景点。三是国光

并可在礁溪、宜兰、罗东三地下车，票价依路线由 90 到

客运，主要服务较偏远的山区。这些看似复杂的客运系统，

135 元新台币不等。从凌晨 4:35 开始到深夜 1:45，约

宜兰县政府将它们全部整合在“宜兰劲好行幸福交通网”，

10 ～ 20 分钟即发一班车（班车时刻每个转运站都不同，

可以从网站很方便地查询到所有路线及票价，并有服务

请以网站所列为准）。客运由于可走雪山隧道，距离较

电话。如果只是点对点的行程，搭宜兰的客运还算方便，

铁路路程稍短，全程约仅需 1 小时可到，十分方便。

但若是一条线的行程，就会比较难以配合沿途的景点。

首都客运 www.capital-bus.com.tw/yilan

1. 客运

宜兰劲好行幸福交通网 e-landbus.tw/eLandBus

葛玛兰客运 www.kamalan.com.tw

2. 火车
2. 火车到宜兰

若是要去的地方在火车站附近，宜兰的火车算是很方便

从花莲到宜兰，火车是最便捷的方式。从花莲开往宜兰

的交通工具。台铁在宜兰地区有大大小小 22 个车站，从

的快车（太鲁阁、普悠玛、自强号、莒光号）从早上 6:06

凌晨五点半到深夜一点半左右，几乎每个小时都有火车

起到晚上 22:10 止，每小时都有 1 ～ 3 班列车，而且仅

发车，十分便捷。从兰阳平原北端的头城到南端的苏澳，

需 1 小时即可抵达宜兰，票价从 143 ～ 223 元新台币不

也仅需约 1 小时的车程，是跨乡镇短程交通的不错选择。

等，十分便捷。花莲到宜兰的快车有时会买不到票，游
客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提早订位，二是仍坐快车但买
站票，反正只站 1 小时，三是坐复兴或区间车，虽然会
多半小时，但铁定有位子。台北到宜兰不建议搭火车，
因为需绕东北海岸，所花时间及金钱都较客运为多，除
非想欣赏东北海岸风景，否则建议搭客运。

台湾铁路列车时刻查询系统 twtraffic.tra.gov.tw/twrail

3. 出租车
宜兰的出租车多集中在宜兰、罗东两地，尤以火车站周
边最多。若行程远离市区、且不只一个景点的旅行，建
议包车出行。宜兰的包车（4 人座）以一天 8 小时计（超

台湾铁路列车时刻查询系统 twtraffic.tra.gov.tw/twrail

过时间另计），价格约 3000 元新台币左右（9 人座一天

台铁网络订票系统 hrailway.hinet.net

约 3000 ～ 5000 元新台币），如前往山区价格会较高。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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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区附近、且单跑一个景点，可以考虑打的，宜兰的

邮寄到大陆资费每件 6 元新台币。

出租车多为喊价不跳表，可以多询价以免吃亏。若为跳表，
起跳价是 120 元新台币，较台北贵 50 元新台币。

其他

4. 自行车

当地游客中心

宜兰有完善的自行车道，再加上市区的旅游点密集，非

宜兰县旅游服务中心位在宜兰火车站左方约 20 米，本是

常适合自行车旅行。但是宜兰雨季较长，自行车出租店

台铁的办公室，现在重新整修后已成为宜兰最有特色的

经营不易，目前仅在宜兰、罗东、冬山火车站，及冬山

建筑之一。服务中心里提供宜兰观光景点、主题旅游、

河亲水公园附近有租车店。一些民宿及旅馆也会提供客

节庆活动、食宿交通等展示，并派驻服务人员，为游客

人租借自行车。若能提早预订好自行车，便能够尽情享

提供全方位的旅游咨询服务，是宜兰旅游的一处美丽

受在宜兰的骑行之旅。

橱窗。

（关于自行车租借信息，请见后面路线 2 ＆路线 3）

通讯

宜兰市宜兴路一段 252 号
(03)9312-152
9:00~22:00（全年无休）

手机上网

在台租车

持双证件在机场（桃园机场、小港机场）购买预付卡，

目前受限于台湾法规，大陆游客需要国际驾照 IDP，并

或市区内的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威宝、亚太

使用银联卡之外的信用卡（如 VISA、MASTER CARD、

等电信直营店办理，需要 3G 上网、可购买 3G 计日型包

JCB 等）方可在台租车。除此外，上路后对路况的掌握

流量预付卡，详情可向机场或市区内电信公司询问。

也是一大障碍，建议放弃租车念头，改用包车方式，让
熟悉路况的出租车师傅带你轻松游宜兰。

寄明信片
明信片水陆邮寄到大陆资费为每件 5 元新台币，由航空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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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ic Yilan 经典 · 宜兰

吃货必尝

TOP 5 必尝小吃
有些小吃只有宜兰有，如鸭赏、胆肝、糟饼、糕渣、西卤肉等，还有些小吃虽非宜兰独有，却另有一番风味，
如肉羹、葱油饼、冰品、粉圆、扁食、炸酱、麻酱面……考虑到一般人口味的接受程度，本篇仅推荐了葱油饼、
冰品、干面、鸭赏及糕渣，但如要全面体验宜兰的生活况味，各种各样的宜兰味小吃，都是你不能错过的。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阿栋

葱油饼
台湾各地都不乏葱油饼的小吃摊，但宜兰的葱油饼有些
不同，一是它们下青葱都绝不手软，或许和宜兰盛产三
星葱有关。二是它们的历史都很悠久，早在观光客未进
入宜兰前，就已是庶民的生活小吃。宜兰的葱油饼约可
分为两种做法，一种是“炸蛋葱油饼”，将面粉擀平放
进猪油锅里炸，再将炸好的面皮翻至葱蛋上，这样的葱
油饼皮薄而酥脆。另一种是“标准版葱油饼”，先将面
团擀平，洒上葱花，卷起来切成小团压平，外表较为酥硬，
内馅有层次感，两种做法各有风味，都是台湾最美味的
葱油饼。
推荐店铺：罗东夜市义丰葱油饼
宜兰县罗东镇民生路 98 号
15:00~21:00
加蛋 40 元，不加蛋 30 元

2

古早味冰品

台湾的夏季炎热，炎炎夏日来一盘透心凉的冰，实是人
生乐事。宜兰著名的冰品大致都有两个特色，一是诉求
古早味，二是强调手工制造。如宜兰的黑秀（原黑店），
原来因装潢简单，灯光较暗，被附近学生戏称为“黑店”，
如同店面的朴实无华，黑店的冰就是阿公的年代沿街叫
卖的“叭噗”，它的口感或许不如冰淇淋细密，口味也
不及冰淇淋多样，但较粗的果粒中保留了较多的原始风
味，显得更为朴实实在，像极了宜兰人的个性，非常值
得尝试。
推荐店铺：宜兰黑秀（黑店）冰店
宜兰县宜兰市神农路二段 63 号
周日～周五，11:00~22:00，周六，11:00~22:30
一杯 40 元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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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鸭赏

鸭赏是宜兰独有的小吃。过往宜兰水灾频仍，尤其台风
肆虐后，田间常洒落大量的稻谷，为了避免浪费，农民
便在田里养鸭，吃田里掉落的谷粒。由于鸭繁殖快，从
前又没有冰箱等储藏设备，于是人们想到了用腌制、或
甘蔗烟熏来保存大量的鸭肉，于是便有了宜兰特有的鸭
赏。鸭赏咸中带甜，吃时整只鸭上架蒸熟，冷却后切片，
再搭配蒜苗姜丝，即是道美味的家常菜，下酒也甚好。
现在鸭赏多以太空包包装，也适宜做送人的伴手礼。
推荐店铺：三源行
宜兰县宜兰市升平街 46 号
07:00~21:00
无骨鸭赏，每斤（600 公克）280 元

4

干面

宜兰盛产稻米，早年饮食以米食为主，但不知何时起面
食开始兴盛，从很早以前传统市场里就有不少面摊，许
多宜兰人也都对面食、扁食（老一辈宜兰人惯称馄饨为
扁食）念念不忘。甚至还有个有趣现象，宜兰并非没有
好吃的饭，但有名的几乎都是面，如果你喜欢吃面，来
宜兰真是来对了。宜兰的麻（炸）酱干面特色是简单，
没有北方炸酱面又是豆丁，又是黄瓜丝那么多的配料，
就只是精心配制的酱料和 Q 弹的面条简单共舞，和谐出
一篇浓郁的乐章。如果干面是主旋律，那扁食、排骨、
鱼丸汤便是最佳配乐，吃碗麻（炸）酱干面再配上一份
热汤，人生夫复何求。

5

糕渣

推荐店铺：大面章
宜兰县宜兰市新民路 24 号（火车站到店步行 3 分钟）
14:30~ 凌晨 1:00（周日、周一公休）
麻酱面大 60 元，小 35 元

糕渣外表看似冷却，送进嘴里却是非常烫舌，许多初次
吃的人因此惊呼连连。糕渣的制作颇为费时费力，制作
时需要熬煮高汤五、六小时，加入剁碎的虾仁、鸭肉、
面粉后，为怕黏锅，还得不间断的搅拌，以小火熬煮成浆，
浆冷却成块后，才能切块油炸。由于制作麻烦，过往只
能在喜宴，或是在餐厅预订才能享用。但这几年糕渣大
受欢迎，许多餐厅也可以随点随用，吃时沾些胡椒粉，
风味更佳。
推荐店铺：罗东年年小馆
宜兰县罗东镇阳明路 126 号
11:00~14:00，晚上 17:00~22:00
糕渣每道 140 元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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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必游

TOP 4 山林步道
宜兰三面环山，超过 60% 的面积都是山区，再加
上丰沛的雨水急速下流，冲刷出幽深的溪谷、壮阔
的瀑布以及可能是全台最多最美的高山湖泊，宜兰
山水的千姿百态，实大有可观。过去这些美景多藏
在深山人未识，但近年来宜兰力推的山林自然步道，
却让这些自然美景得以轻松亲近，宜兰多样的山林
步道，每条都是通往桃花源的秘径。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阿栋

2

林美石盘步道
——享受溪流里的浓绿时光

林美石盘步道位在礁溪“林美”村，由于步道中有“石盘”

1

瀑布，以是得名。步道全长 1.7 公里，本是林美村民向
上游石盘瀑布取水的水圳路，途中多有村民取水、灌溉、

翠峰湖环山步道
——赏壮阔幽静的森林景观

翠峰湖位在太平山，雨季时湖泊面积达 25 公顷，是台湾
最大的高山湖泊。“翠峰湖环山步道”绕着翠峰湖走，
全长 3.95 公里，转一圈约 3 小时。步道高低起伏不大，
且为了保护森林，全程都以木栈道等生态工法，做成舒
适好走的步道。步道上有几处观赏翠峰湖的观景平台，
可从上而下欣赏翠峰湖的湖光山色，两旁的森林更是
让人叹为观止，太平山终年云雾缭绕的气候，造就这里
千百年伟岸直立的桧木林，林下还有浓绿的苔原生态，

休憩的生活痕迹。沿溪而上的步道，两旁是壮丽的峡谷
景观，瀑布、激流，还有处被称为“宜兰小太鲁阁”的
U 型峡谷。木栈道、小桥，与环境和谐的步道错落其间，
让困难的地形也变得易于可亲，行走于阴凉的溪谷步道
里，两旁林木浓荫苍郁，低海拔副热带茂密的原始阔叶林，
以及林下、溪流里丰富的自然生态，是林美石盘步道最
吸引人的地方。动物喜欢的自然，也会是人喜欢的环境，
在林美石盘步道里，人和动物共享着溪流里的浓绿时光。
宜兰县礁溪乡林美村
07:00~17:00
免费

行走其间，大有置身迷雾森林的自然感受，说是台湾最
美的森林也不为过。曾是台湾最大林场的太平山，还有
台湾山毛榉步道、平元自然步道、茂兴怀旧步道、三叠
瀑布步道、铁杉林自然步道、见晴怀古道步道，及鸠之

Tips 小贴士
步道有 350 人的总量管制上限，假日前往，须提前 3 天在林美小区发展协会网
站（lm.org.tw）预约。

泽自然步道，和翠峰湖环山步道一样，壮阔幽静的森林
景观，是它们共有的特色。
宜兰县大同乡太平村翠峰景观道路 15 公里
04:00~16:00
太平山森林游乐区门票，平日全票 150 元，假日 200 元

Tips 小贴士
太平山气温比平地低 10 度左右，须注意御寒。宜兰市至翠峰湖的车程约 150 分
钟。进入翠峰湖，须携带身份证件（护照），在太平山管制站办理乙种入山证。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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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山自然步道
——丰富的自然生态景致

仁山自然步道位在冬山乡中山村，步道位于中央山脉北
端，高度从 75 公尺上升至 439 公尺，全长 2.46 公里。
这是条沿着旧有山径修筑的步道，沿途特别富有原始的
自然气息，3 月柚花、4 月桐花，都为步道带来极美的景
致。步道所在的中山村早年是生产樟脑的重镇，步道现
仍多樟、楠树种，入口处旧名“樟脑寮”，都为昔日历
史留下见证。因为位在山地、平原交界地带，仁山步道
也以生态丰富著称，途中除有山苏生态教学园，也是宜
兰重要的赏萤、赏鸟、赏蛙地点。步道也是俯瞰兰阳平原、
龟山岛的极好地点，在 1.8 公里的观景平台上，可以看
到冬山河流域的沃野平原，以及宜兰美丽的弧形海岸线，
大有登仁山而小兰阳的快意，十分值得登临骋目。
宜兰县冬山乡中山村（新寮产业道路边）
全年开放
免费

4

松罗步道
——宜兰亲山的热门路线

松罗步道位在大同乡的松罗部落境内，“松罗”在泰雅
族语里意为森林茂盛之处，步道本是松罗族人的猎径，
沿途不少竹鸡、山羌、狝猴、果子狸等野生动物，近年
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松罗溪中苦花鱼的复育，“苦花”
泰雅族人称之为“真实之鱼”，生长于 300~1000 公尺
的山地溪流中，可成长至 30 公分左右，过去因为滥捕及
毒杀曾一度稀少，但在部落族人封溪护鱼的保护之下，
松罗溪的苦花又已再现昔日繁盛景象，松罗步道也设计
了亲水观鱼路线，方便游客享受庄子观鱼之乐。宜兰近
年力推小区步道，即是由小区居民共同维护经营家乡的
步道，松罗步道即属其中的佼佼者，部落居民主动设立
管制站、巡逻队，并加入生态解说的行列，让这条以生
态着称的步道备受注目，成了游客来宜兰亲山的热门路
线。步道全长 2 公里，往返约 2 小时，短短的步程却能
让人深刻感受山林野趣。
宜兰县大同乡松罗村（台 7 线 97.7 公里处转入）
全年开放
免费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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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必享

TOP4 特色温泉
宜兰的地质构造亦然，除了富含地下热源，也有不少能让热源冲出的断层，再加上多雨所形成的丰沛地下
水，因此让宜兰成为台湾著名的温泉圣地之一。冬季冷湿的气候、日治时期受日本人影响的“泡汤文化”，
以及临近大台北都会区交通便利，让“冬季到宜兰泡汤”成了北台湾的全民运动。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阿栋

1

礁溪温泉——泡汤的天堂

台湾北部冬季湿冷多雨，寒流来时找个热“汤”（温泉）
泡上，实是人生一大乐事。礁溪温泉位在宜兰平原北侧
山边，沿着汤围溪冲积扇流衍的平地温泉容易亲近，早
在清代即被列为“兰阳八景”之一。由于驰名甚早，各
种泡汤设施也十分完善，除了广布大街小巷的私人温泉
旅店，还有“礁溪公园”、“清围沟公园”等公共设施，
里头有温泉游泳池、露天 SAP 池、泡脚池及泡汤风吕，
在礁溪随处都可找到泡温泉的地方，而且无论多高级或
多平价都应有尽有，可说是泡汤的天堂。礁溪温泉属低
碱性的碳酸氢纳泉，水质清澈，无臭无味，和意大利的
温泉并列为全球仅有的两个含有“酚钛碱”的温泉，洗
后会感觉皮肤光滑柔细，又可治疗皮肤病，被誉为“温
泉中的温泉”。
推荐体验地：汤围沟温泉公园
宜兰县礁溪乡德阳路 99-11 号
每日 08:00~12:30、13:00~17:00、17:30~24:00
全票 80 元、半票 40 元

Tips 小贴士
要记得携带盥洗用具。若是在大众池里泡汤，还须带泳衣泳裤。

2

苏澳冷泉——东南亚唯一的冷泉

苏澳冷泉是台湾的宝贝，放眼整个东南亚，也仅只苏澳有。
冷泉形成须具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丰沛的地下水，二
是能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的岩层，苏澳丰沛的雨量，及地
层中非常厚的石灰岩层，让它成为举世极少数拥有冷泉
的宝地。苏澳冷泉的水温低至 22℃以下，初入水会有冻
入骨髓的过度清凉感受，但数分钟后，皮肤表层反而会
有点轻轻地微热，十分舒服，而且泡冷泉所产生的透心凉，
可以久久不退，十足地清凉一夏。在宜兰，可以说冬有
礁溪温泉，夏有苏澳冷泉，两宝都能让人暂时忘却严酷
的气候条件。苏澳冷泉出露于苏澳火车站对面的冷泉路、
中原路一带，苏澳镇公所在那里盖了苏澳冷泉公园，近
年夏天成了台湾著名的消暑胜地。
推荐体验地：苏澳冷泉公园
宜兰县苏澳镇冷泉路 6-4 号
09:00~20:00（7、8 月暑假期间，8:00~22:00）
大众池全票 70 元，半票 40 元。原木汤屋区，每人 200 元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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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水地热——“烧水溪”&“煮食池”

不同于其他温泉能以身泡水，清水地热由于水温高达
95℃，因此成了不能泡只能玩的 Special 温泉。清水地
热位在大同乡的清水溪谷里，过往这条清水溪又被称为
“烧水溪”，远远就能看到“烧水”水气冒出的白烟。
上世纪中这里曾发展地热发电，因为缺乏经济效益而关
闭，现在反而成了大游戏场。宜兰县政府利用高热的温
泉建了“煮食池”，民众可以将鸡蛋、玉米、筊白笋、
地瓜、马铃薯等食物丢入滚水中，如鸡蛋，只须 12~15
分钟即可以煮熟，据说口感还特别香 Q 细滑。在煮食的
时候，还可以在地热区里两座水温约 40~42℃的泡脚池
中，光着脚丫子泡上 20 分钟，据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有益身体健康。如果觉得泡温泉太麻烦了，那不妨来这
里玩温泉，一样可以感受到温泉温暖人心的疗愈效果。
推荐体验地 : 清水地热公园
宜兰县大同乡三星路 8 段 501 巷 139 号
09:00~17:00
免费

Tips 小贴士
清水地热公园内虽有贩卖煮食的食物，但价钱较高，建议可以买好再带进去。清
水地热的水温较高，煮食时一定要小心，避免烫伤。

4

梵梵野溪温泉——享受山林原始野趣

喜欢自然山林原始野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到梵梵野溪温
泉泡汤，因为梵梵温泉的露头就在梵梵溪上游边上，所
谓的浴池也只是用溪石随意堆栈而成的小池子，溪边全
然没有更衣室、浴室等人工设施，而是回到人类最原始
在大自然里泡温泉的状态，如果不能接受，建议不要轻
易尝试。往梵梵野泉温泉的入口，在台 9 线公路 85KM
处的英士部落，从英士国小操场边的堤防上溯英士溪，
约 15 分钟可到，早期须涉溪，路不甚好走，但现在已
十分方便进入。这里的泰雅族人称呼这处野溪温泉为
“Bon-Bon”，是不是很像温泉冒泡的声音呢？虽说是
原始的野溪温泉，但假日经常都人满为患，建议可在非
假日进来。
宜兰县大同乡英士村，英士国小旁的英士溪谷里
全年
免费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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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s & Don’ts ! 必备物品 & 注意事项

Do's 必备物品
1. 遮阳帽

或是自己安排行程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宜兰的旅游旺季是夏季，夏季的宜

的旅行，在一份好的地图指引下，知

兰却十分酷热，强烈的阳光下，紫

道自己身处何地，或是下一个地点的

外线指数更是暴表，遮阳帽或墨镜

距离方位为何，不但可让自己避免迷

是你必备的物品。

路，
也会让自助旅行更有FU
（feeling）
。

2. 防晒乳

7. 小保温瓶

宜兰夏季强烈的阳光及紫外线，可

宜兰的冬季较为湿冷，若能随身携

能会造成皮肤晒伤，建议在去户外

带热（温）水饮用，会较为舒服，

前先擦一些防晒乳，以避免晒伤。

宜兰随处都有的便利商店，也都有
提供热水的服务。夏季较为酷热，

3. 雨具

需要大量饮水，若随身携带水罐，

相较于夏季的酷暑，宜兰的秋冬春

也能确保自己能有足够的饮水。

季则多降雨，尤其冬季及初春东北
季风较强烈时，每月的平均降雨天
数甚至可达 18 天左右，即使夏季山

Don'ts 注意事项

区有时也会有午后雷阵雨，所以来

5. 福山植物园及部分宜兰山区，属
半开放地区，须事先申请入山入园

宜兰旅行，雨伞、雨衣等雨具必得

1. 海上赏鲸豚虽没有名额限制，但

随身携带。

若要登龟山岛却有名额限制，须在

许可，若未申请，不可随意进入。

20 天前提出申请。另外有心脏病或

6. 泡温泉须注意温泉温度，太热时

4. 泳衣（帽）、泳裤

突发性疾病及身体不适者，不能登

不宜进入，泡浴时间也不宜太久。

夏季宜兰蓬勃的海上活动，会让你

船。船上有些安全规定，也必须注

患有心脏病、气喘、高血压等疾病，

不自禁地想穿上泳衣、泳裤到海上

意遵守。

或是饮酒后请勿浸泡温泉。

有些公共浴池也会要求穿泳衣（帽）、

2. 雪山隧道假日容易塞车，若假日

7. 夏季进入溪谷活动，须注意午后

泳裤，才能享受泡汤之乐。而宜兰

搭客运从台北前往宜兰，请尽量在

雷阵雨的发生，若有雷阵雨，或是

最大的活动──国际童玩节，更是需

早上八点以前过雪隧。假日搭客运

发现溪水有暴涨现象，需马上撤离。

要泳衣、泳裤，才能尽享亲水的清凉。

从宜兰回台北时，要尽量避开四点

活动。冬季宜兰许多暖烫的温泉，

到九点的时段，以避免在雪隧遇到

8. 台风警报发布后，必须远离海边、

塞车。

溪流及山区，以避免发生危险。

豚时，真的需要预先吃些晕船药，

3. 假日宜兰会有许多热闹的店铺，

9. 进入山区活动须留意警告牌，避

因为不少游客在海上都会晕船，吃

尤其是罗东、东门夜市，常是挤满

免进入危险地区，同时提防毒蜂及

晕船药能避免遭受晕船之苦。若深

观光的人潮，“名店”店前更是排

蛇类的活动。

入宜兰山区，山路也较为崎岖蜿蜒，

满长长的人龙，若不幸遇到人潮，

不常坐车的朋友也容易晕车，可以

请耐着性子排队，以避免造成纠纷。

5. 晕船（车）药
如果不曾坐过船，到宜兰海上赏鲸

先吃晕车药预防。

10. 在海滩活动务必注意安全，由于
海岸的海流、水深情况复杂，请勿

4. 在宜兰租车或包车，须在出发前

在未开放的海域活动，以避免意外

6. 一份好的宜兰地图

先确定好车况、价钱，以避免事后

踩空或遭不明海流席卷，导致憾事

在宜兰旅行，尤其是自己骑自行车，

的纠纷。

发生。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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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兰观光旅游地图

地图来源：http://www.e-land.gov.tw/lp.asp?CtNode=899&CtUnit=141&BaseDSD=10&mp=4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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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rs

宜兰经典一日游

头城是宜兰的开埠第一城，至今仍留有“石港春帆”的繁华遗绪，
近年来的赏鲸豚等海上活动，更给老镇带来一股清新气息。礁溪
是宜兰的温泉乡，因温泉带来的永夜歌舞繁华，老一辈宜兰人称
它是颗“夜明珠”。如今这里除了夜的温泉，又多了日的山林，
重新繁华的温泉乡，也有了更健康养生的新貌。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阿栋

可搭 131 线公交车，在头城火车站上
车，乌石港区渔会站下车。或是从头
城火车站步行到乌石港游客服务中心，
约 2.1 公里

08:00
龟山岛——欣赏鲸豚
龟山岛在宜兰外海，距乌石港约 10 公里。长久以来龟山岛一直被视为宜
兰的标志性景观，因为从西部拐进东部看到这只形似乌龟的小岛，便表示
宜兰到了，它可说是宜兰游子的乡愁所系。上世纪中一度被列为军事管制
区，2000 年后开放，现在游客可以从“乌石港游客中心”搭赏鲸豚的游
船登岛，或是到附近赏玩鲸豚。龟山岛曾是台湾重要的渔场，附近可以看
到飞旋海豚、瓶鼻海豚、瑞氏海豚等十几种海豚，还有伪虎鲸、小虎鲸、
抹香鲸等多种鲸鱼。除此外，游船还会带领游客绕岛，欣赏龟山岛附近的
海底温泉、龟岛磺烟、灵龟摆尾、眼镜洞、龟岩巉壁等“龟山八景”，欣
赏甚难见到的海底火山景观。要深入太平洋，欣赏鲸豚飞掠海面的万种风

Tips 小贴士
最适宜的季节是 4~10 月，因为海上风浪较小。赏鲸
豚须事先订位、缴付订金，可先在网络找到船公司，
用网络或电话下订。若是赏鲸豚 + 绕岛，一般在 2.5

情，到乌石港赏鲸豚，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的行程。
（乌石港游客服务中心）宜兰县头城镇港口路 15-30 号
08:00~15:30（航班请参考下面网站）

小时左右；若含登岛，要先申请许可，全程要 4 小时。

赏鲸豚 + 绕岛，个人 1200 元，团体 1000 元

海上有时风浪较大，行前请先备妥晕船药，并做好防晒。

www.ez666.com

可搭 131 线公交车，在乌石港区渔会
站上车，头城火车站下车。或是从乌
石港区渔会步行到龙记牛肉面，约 2.2
公里

11:10
龙记牛肉面——全台最快卖光光的牛肉面
龙记牛肉面让人有点爱恨交织。恨得是它号称是“全台最快卖光光的牛肉
面”，往往一开店便大排长龙，且晚到了还可能吃不到。但还是得推荐它，
因为许多人就爱这一味，它也因此获得了宜兰百大小吃名店的第一名。龙
记的独特在其汤头，内里除了牛大骨、洋葱、蕃茄、萝卜熬汤外，还加上
了中药卤包以增添香气，另外还有苹果、菠萝等蔬果，不但增加了香甜，
也能去油腻，让口感更清爽。厚实的配料也让人激赏，招牌面“牛三宝”，
牛肉，牛筋和牛肚都大块且软嫩，且卤得甚够味。其他如大卤面、酸辣面，
小菜黄金蔬果泡菜也都很不错。去时记得先电话确认一下，因为除了周日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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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休外，平日也会不定期休息，先确认可避免落空。
宜兰县头城镇缵祥路 38 号
11:10~ 卖完为止（不供应晚餐，周日公休）
03-977-7377
面食 60~210 元，小菜 15~140 元

可从龙记牛肉面步行到和平街的南门
福德祠，约 280 公尺

12:00
头城和平街——赏台湾不同时期的特色建筑
头城和平街是宜兰最早发展的街道，早在 1796 年漳州人吴沙入垦宜兰时，
便在此建立起宜兰第一座寺庙庆元宫。随着附近乌石港的海运贸易兴起，
和平街也成为宜兰早期最重要的河港及商业中心。20 世纪初港口淤浅，
老街也随之没落。但也因为小镇的发展停滞，从清代“闽南式”的十三行
货仓、巨贾卢缵祥的“和风洋楼”豪宅，到装饰华丽的新长兴树记、源合成、
陈春记等中小商号，至今都仍保存良好，全挨挤在长仅 400 公尺的小街里。
由清代到日治到民国，台湾各个时期的特色建筑都在此杂然纷陈，很值得
慢慢游观赏玩。
头城镇和平街 1~61 号
全日开放
免费

可从和平街的北门福德祠步行到小凉
园冰店，约 450 公尺

13:30
小凉园冰店——古早味清凉冰品
冰果店可说早年台湾人约会聊天的最佳去处，尤其对年轻的学生及情侣更
是，只要一二十元便可以享受一夏的清凉。但这类的冰果店，在麦当劳、
星巴克这类连锁店引进台湾时便逐渐隐没，只能在小凉园这样的冰店才能
寻回往日余韵。小凉园开店已近一甲子，店内的装修仍维持旧时样貌，木
条长椅是第一代店主自己做的，老剉冰机、旧式木门窗，也都是上世纪中
的样式，充满怀旧氛围。剉冰也是，红豆冰、菠萝冰、花豆冰及绿豆沙牛
奶、木瓜牛奶，也都是古早味。听店主说，这些配料全都是自家熬煮，或
也因此更增添了几许人情味。来小凉园若不清楚要点什么，那就点盘通通
有的“八宝冰”吧，如果想体验当地人的口味，不妨点“木瓜牛奶加布丁”，
据说是头城人的最爱。
宜兰县头城镇开兰路 88 号
10:30~ 21:30（清明节前后开始营业，至 10 月底或 11 月中旬休息）
人均 35~50 元

可搭 131 线公交车，在头城火车站上
车，兰阳博物馆站下车。或是从小凉
园冰店步行到兰阳博物馆，约 1.8 公里

14:00
兰阳博物馆——“石港春帆”的繁华遗绪
兰阳博物馆，简称“兰博”，这是处展示、传承宜兰文化的地方，要认识
宜兰，不妨先入内参观。即使不入内，其外部的建筑也大有可观，出自于
著名建筑师姚仁喜的手笔，取形于宜兰北关附近的单面山，造型简单洗练
又大器，是台湾公共建筑少有的杰作。围绕着兰博的湿地水池是清代乌石
港的遗址，除了可凭吊昔日“石港春帆”的沧海桑田，现在更是兰阳湿地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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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的展示场。
宜兰县头城镇青云路三段 750 号
09:00~17:00（周三休馆）
全票 100 元，团体票 80 元

延伸体验——外澳滨海游憩区
如仍有时间，不妨可往外澳滨海游憩区行去，那里的堤防是欣赏龟山岛的
好所在，而海滩上热闹的冲浪、风浪板、飞行伞等活动，也是半点不输垦丁，
同样都是台湾海上活动的圣地。外澳海滩附近有不少冲浪的店家，可租冲
浪板或是提供冲浪教学，冲浪体验课程约 2 小时，每人约 1200 元。飞行
伞则须洽询“宜兰县飞行运动推展协会”（ilanfly.com/tandem_fly），
单次每人约 1000 元。到外澳海滩，请注意防晒。
宜兰县头城镇外澳里滨海路
全年
免费

可搭 131 线公交车，在兰阳博物馆站
上车，礁溪火车站下车。换乘 111 线
公交车，在礁溪火车站上车，五峰旗
风景区站下车

16:00
五峰旗瀑布——令人身心舒畅的森林浴
五峰旗瀑布成名甚早，早年即列“兰阳八景”之一。瀑布位在礁溪市区边
上，离市区仅 3 公里，由于背倚五座山峰，以是而得名。五旗峰瀑布所在
的山林属雪山山脉，山虽不高，但已尽显宜兰山林的青翠本色。瀑布分上
中下三层，规模也由上而下依次递减，最下游的得子口溪，溪水清浅，现
已成为烤肉戏水露营的亲水游憩区。由入口缓步而上，全程都是已整理好
极舒适的步道，闲散慢走地走，看尽三个濗布来回也仅需 1 小时左右。两
旁浓荫的森林浴，及七八层楼高瀑布所带来的负离子，无不让人身心舒畅。
在泡温泉前流汗走上一段，会让泡汤更为舒适。
宜兰县礁溪乡五峰路底
全年
免费

Tips 小贴士
1. 从头城往礁溪，可到头城火车站搭 14:34 或 15:28
（周五六日停驶）的区间车，于 14:41 及 15:36 抵
礁溪火车站。或是 15:05 在外澳站、兰阳博物馆站，
搭“131 线礁溪火车站─东北角风景区外澳站”公交
车，抵礁溪火车站。
2. 从礁溪往五峰旗瀑布，可在礁溪车站搭 “111 线
礁溪火车站─林美石盘步道”公交车，抵五峰旗风景
区。回程从五峰旗风景区搭 111 线班车回礁溪车站，
最后一班车在 18:00 前，若错过了，须步行回市区，
约 3 公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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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搭 111 线公交车，在五峰旗风景区
站上车，礁溪火车站下车。从礁溪火
车站步行到柯氏葱油饼，约 1 公里

17:30
礁溪柯氏葱油饼——口感一绝的葱油饼
许多人路过礁溪可能不为别的，就为了咬上一口礁溪的柯氏葱油饼。宜兰
的葱产量居全台第二位，且三星葱的质量又特别好，因此造就了宜兰葱油
饼的名声。但柯氏葱油饼的特殊作法及口感也是一绝，它采取的是“炸弹
葱油饼”的做法，将面团擀平放在猪油里炸，直至面皮外表酥脆，内里蓬
松，呈漂亮的金黄色后，才将面皮翻至另处理的葱蛋上。酥黄脆焦的面皮，
及比别人更多的葱花，再加上独家调配的三种酱料，造就了其极吸引人的
浓郁口感。无怪乎常有人说，来礁溪若没吃过柯氏葱油饼，就等于没来过
礁溪，队伍再长也得排啊！
宜兰县礁溪乡礁溪路四段 128 号
09:00~18:00（卖完为止）
加蛋 25 元，不加蛋 20

可从柯氏葱油饼步行到合鸭米灶脚，
约 650 公尺

18:00
合鸭米灶脚——地道的礁溪家常口味
宜兰过往易生水灾，为避免稻粒在水灾中发芽形成浪费，于是在田中养鸭，
让鸭子吃掉落的谷粒，也吃田间害虫，而鸭的排遗也可顺便施肥，据说这
样符合自然生态的稻米会特别香 Q，鸭肉也比较不油腻。这种禾鸭共生的
稻米与鸭肉，就是合鸭米灶脚（灶脚，闽南语厨房之意）的主要食材。其
招牌菜“鸭肉饭”，就是用合鸭米煮成的白饭，配以合鸭肉、三味蛋，及
腌渍小菜，吃过的人都说合鸭米饭特别地饱满有弹性，且鸭肉的口感也极
为细嫩，甚是好吃。其他如鸭肉切盘，温泉皮蛋、梅子鸭肉卷、三星葱菜
脯蛋等，滋味都很不错，属礁溪当地的家常口味。
宜兰县礁溪乡信义路 59 号
11:00-14:00、17:00~20:00 （周日到 19:30，周二公休）
炒菜每道 60~150 元，鸭肉饭 40 元，鸭肉切盘 80~150 元

可从合鸭米灶脚步行到汤围沟温泉公
园，约 280 公尺

19:00
汤围沟温泉公园——汤围沟温泉公园
礁溪温泉无色无味，水质良好，且又是台湾少见的平地泉，因此素有“温
泉中的温泉”美誉。“汤围沟”本是条穿越市区、有温泉的平地野溪，当
地人称为“烧水沟”，早在嘉庆年间即见于文献记载，后来一直作为地方
的公共浴池。近十年前，宜兰县政府将原本杂乱的环境加以整理成公园，
不但辟有公共泡脚池，公园头尾还设有广场，内有供餐饮食的店肆，另还
设有日本式的“汤围风吕”，作为民众在饭店以外另一泡汤的选择。在汤
围风吕泡完烧烫的温泉，出来店肆喝杯香醇的纯麦啤酒，坐在泡脚池边享
受清凉晚风，人生还有什么比这还享受的呢！
宜兰县礁溪乡德阳路 99-11 号
每日 08:00~12:30、13:00~17:00、17:30~24:00
全票 80 元、半票 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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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冬山河 & 罗东小镇

罗东是宜兰最大的商业城市，作为全台曾经最大的木材市场，让
它的空气中似仍留有木材的芳香。波光粼粼似珠玉项链的冬山河，
串连起一条黛绿的玉带，成为夏日台湾最吸引人的风景线。冬山
河加上罗东小镇，有自然、有人文，有亲水，还有美食，而更多的，
是买也买不来的悠闲。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阿栋

可乘坐火车，在冬山火车站下车

Tips 小贴士

08:00
冬山火车站——台湾最美的火车站
冬山火车站位在山与河接吻的地方。它的北面是形似冬瓜的冬瓜山（冬山

冬山火车站租自行车的店，仅有一家“悟乐达连销

因此得名），现在那里辟作“冬山河森林公园”，公园北侧为一弯清亮的

（美利达）冬山火车站店”，地址是宜兰县冬山乡中

冬山河所环绕。为了配合冬山的观光氛围，2008 年完成的新站体特地以

正路 3 号，就在火车站前，电话是 03-9595050。平
日一天租金为 150 ～ 200 元（视车种），假日一天

“绿色隧道”做设计意象，将月台罩以白色的“瓜棚”, 远看十分的亮丽，

租金为 250 元，还有不需驾照的电动车，一天租金

被誉为台湾最美的火车站。站在高架化的月台上，可以遍览四方的山水田

为 350 元。

园，是台湾铁道文化极美丽的一景。车站前的米粉羹店，也素负盛名，其
米粉羹及臭豆腐都很不错，最好两者都来上一份。自行车出租店就在车站
前，租车甚为方便。另外，冬山小镇还有以风筝为特色的“风筝馆”，以
及怀旧的“柑仔店”（杂货店），是个值得徜徉的静谧小镇。
宜兰县冬山乡中华路 27 号（火车站前米粉羹）
平日 08:00~13:00，假日 07:30~15:00（周一公休）
米粉羹、冬粉羹、臭豆腐每份都是 30 元

可从冬山河火车站租自行车，沿冬山
河自行车道前往冬山河亲水公园，约
5.4 公里。或在冬山火车站前打 D，火
车站前有排班的出租车

08:45
冬山河亲水公园——体验亲水的乐趣
冬山河，可能是目前台湾最美的河川吧。曾经它也是条经常肆虐的凶恶河
流，上世纪中宜兰人将它截弯取直，并加以美化造景，不但治去了洪水，
也留下了一条美丽河川。如果说冬山河像条璀璨的珍珠项链，那冬山河亲
水公园无疑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位在利泽简桥旁的公园建成于
1992 年，它让冬山河的美更加易于亲近，“水绿空间”的设计，水与绿
成了公园的主要妆点，涉水区、亲水游戏区、划船区，游人可以轻易体验
亲水的乐趣。双龙护岸，卵石小山丘、石鸭子等匠心独具的人工造景，也
与自然环境和谐成一幅美丽图画。以这里做主场地的“国际童玩节”，每
年夏天都吸引了数十万人，堪称台湾的年度盛事。以公园为中心，沿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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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延伸的“冬山河自行车道”，也是你见识冬山河之美，不容错过的路线。
宜兰县五结乡亲河路二段 2 号
08:00~22:00（全年无休）
平日入园免费（国际童玩节期间才收门票，园内电动小船、水上巴士另行收费）

可从冬山河亲水公园租自行车，沿冬
山河自行车道前往传统艺术中心，约
2.7 公里。或搭乘 241、242、260 线
公交车，在冬山河亲水公园站上车，
传统艺术中心站下车

10:00
传统艺术中心——领略传统表演艺术
宜兰是台湾传统戏曲“歌仔戏”的发源地，向来被誉为“戏剧之乡”，从
分布各地装饰华丽的庙宇，也可见地方工艺的不俗。以展演传统表演及工
艺艺术的传统艺术中心落脚宜兰，可谓天作之合。进到传艺中心，可以在
“演艺厅”到歌仔戏、布袋戏等传统表演，在“展示厅”见识老祖母日常
生活用的工艺品，而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民艺街坊”，这是条仿 20 世纪
初台湾老街的商店区，里头有童玩、工艺、捏面人、偶戏等店铺，如果意
犹未尽，还可以去“传艺小吃坊”（可用午餐）、“临水街”、“目仔窑”
等可吃、可玩，还可买伴手礼的区块。若对建筑感兴趣，还有黄举人宅、
文昌祠、广孝堂等传统建筑，是处观之不尽的地方。从传艺回亲水公园，
建议可走南岸的自行车道，沿途有流流社遗址及利泽简老街，也都非常传
统有味。
宜兰县五结乡五滨路二段 201 号
09:00~18:00（春节、暑假 09:00~21:00）
150 元

Tips 小贴士
从冬山火车站回罗东，可在冬山火车站搭火车。回罗
东后火车站后，可以转往伟展单车行（捷安特）租自
行车，地址是罗东镇光荣路 330 号（噶玛兰客运旁），
电话 03-9605504（周四公休）。

可搭 241、242、260、621 线公交车，
在传统艺术中心站上车，罗东火车站
下车。再从罗东火车站步行或租脚踏
车前往林场肉羹，约 1.4 公里

13:00
林场肉羹——尝一碗烫热温润的羹汤
林场肉羹位在罗东林业文化园区，也就是昔日的罗东林场旁。号称开业已
50 年，老宜兰人都说它和宜兰市打铁街的肉羹店，是最早出名的两间店。
林场肉羹早期的客人多为附近林场的工人，他们在湿冷的天气里，辛苦地
从山上将木材运下罗东来，很需要一碗烫热温润的羹汤暖暖身子，林场肉
羹就成了许多工人的首选。也或许是为了服务劳动者，林场肉羹的口味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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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而且肉羹给得大方，若嫌不够饱实，还可加面、米粉、粿、饭，这些
为工人胃口设想的特点至今仍都保留，虽然顾客早已为经常高朋满座的观
光客所取代了。要想体验早期罗东伐木工人的重口味，来林场肉羹就对了。
宜兰县罗东镇中正北路 109 号
08:00~18:00（除夕晚上、年初一、二休假外，全年无休）
肉羹及肉羹面、米粉、粿、饭，每碗都是 35 元

可从林场肉羹步行或骑自行车前往罗
东林业文化园区入口，约 50 公尺

13:30
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嗅林业的木香
罗东曾是台湾最大的木材集散市场。日本人将阿里山的桧木砍伐殆尽后，
便将目光投向宜兰太平山区。1924 年森林铁路建成，大量木材经此运至
罗东，1940 年代由罗东转输世界各地的木材，产量达到全台六成，罗东
也成为宜兰最繁华的小镇。1980 年代，太平山林业走入历史，位在罗东
市中心，原本的林区办公室、宿舍、车站及贮木池，也开放转型成“罗东
林业文化园区”。贮木池成了生态湖泊，绿树成荫的环湖道路成了森林步
道，古朴有味的木造宿舍，成了森林展馆、生态教育中心，展现林区过往
的历史、生活、器材、小火车等，十分有意思。还有充满巧思的文创中心，
活泼展示了宜兰各小区的农特产品及手工艺品。林业的木香及湖水的波光，
在此激荡成市区里的一处桃花源地。
宜兰县罗东镇中正北路 118 号
06:00~19:00
免费

可从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步行或骑自行
车前往罗东文化工厂，约 1.7 公里。
或在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打 D 前往罗东
文化工厂

15:00
罗东文化工厂——金马奖颁奖典礼场地
宜兰的公共建筑设计都十分具企图心，包含中小学校舍等许多公共建筑都
很有特色，2012 年曾做为金马奖颁奖典礼场地的罗东文化工厂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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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建筑师黄声远设计的建筑挑高达 18 公尺，而且为了保留开阔的视
野、突显开放的意涵，还特意将二、三层的“天空艺廊”、“飘浮月台”
吊起来，将一楼的“棚架广场”趴下去，将中间的空间大范围的空留出来，
远看像个挑高的大瓜棚，也有人说像太空飞船，钢骨的节构，充满着后现
代的风格。内里的使用也有着开放的性格，强调公私共同参与的手做、手
创及体验，除了文化客厅、天空艺廊有定期的展览，也开放做为小区教学、
跳蚤市场、放映电影，或是“欢喜过宜兰年”的宴客场，可说是宜兰的崭
新大客厅。
宜兰县罗东镇纯精路一段 96 号
09:00~17:30（周一、假日、每月最后 1 天，例休）
除部分特展，免费参观

可从罗东文化工厂步行或骑自行车前
往罗东运动公园，约 1.8 公里。或在
罗东文化工厂打 D 前往罗东运动公园

16:00
罗东运动公园——最阔气的运动公园
罗东镇虽是全台面积最小的乡镇，却有着最阔气的运动公园。取名运动公
园，自然少不了游泳池、足球场、田径场、篮球场等运动设施。但以水、
绿、健康为主题的公园还不仅于此，它希望人在优美的环境下达到身心皆
美的健身效果。因此园区内有植物景观区，包含枫叶谷、茄冬林道、相思
树、椰子广场、落羽松等区块。也有地形景观区，包含翡翠山丘、大草坡、
望天丘、节理护岸、飞鸟飞石老街码头等。还有水流景观，包含水舞表演、
兰阳泉、虹明湖、青龙护岸等。走进罗东运动公园，春天可见白流苏生姿
摇曳，夏有黄金雨阿勃勒，秋天则是水生清丽的鸢尾、野姜花，冬天则是
山火欲燃的山樱花，四时都有美景。
宜兰县罗东镇公正路 666 号
全年无休
免费

可从罗东运动公园步行或骑自行车前
往罗东夜市，约 2.7 公里。或在罗东
运动公园打 D 前往罗东夜市

18:00
罗东夜市——小吃圣地
许多人来罗东的目的无他，便是晚上要逛“罗东夜市”。罗东夜市是围绕
着“中山公园”发展起来的商业区，这里也是罗东最早发展的地区。从前
这附近有三家大戏院，公路局总站也只在公园对面，因此兰阳溪以南的宜
兰人都爱往这里跑，就连小学生远足也都走到中山公园，这里是许多宜兰
人的共同记忆。随着宜兰的观光发展，原本只属于宜兰人的罗东夜市，成
了全台湾的小吃圣地。略举几家全台有名、公认必吃的排队名店，义丰葱
油派、阿灶伯当归羊肉汤、郑家润饼、鸡城特烤、包心粉圆、冰雪雪花冰、
王老吉卤味……族繁不及备载，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要感受罗东夜市的
热闹，以及宜兰小吃的魅力，来吃，就是了。
宜兰县罗东镇中山公园附近的民生、公园、民权等路
全年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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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自行车

漫游宜兰市区
从两百年前汉人进入兰阳平原开垦以来，宜兰市就以优越的地理
条件成为宜兰的政治中心，因其有座由九芎树围绕的四门城池，
又被称为“九芎城”或“兰城”。它的繁华程度或许不及罗东与礁溪，
却有股老乡绅般的雍容及悠闲，新旧并陈是宜兰市的现代风貌，
大街小巷随处可遇的小吃摊，则保留了其浓厚的人情味。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阿栋

可从宜兰火车站步行到几米广场公园，
约 200 公尺

Tips 小贴士
几米广场公园假日人多，不利拍照，建议平日去。
百 果 树 红 砖 屋 开 放 时 间， 平 日 10:00~20:00， 周

08:00
几米广场公园——《向左走 向右走》的绘本场景
宜兰是个既保留传统，又赋予传统新生命的地方，其具体而微就在宜兰火
车站周遭。宜兰火车站建于 1918 年，周围建筑也有近百年的历史。南侧
本是铁路局的办公室及宿舍区，木构架的建筑朴实有味，现在除了做为游

五、 周 六、 假 日 前 一 天 10:00~2100。 创 创 新 村

客服务中心及候车区外，还引入了几米广场公园，将几米绘本里的人物，

开 放 时 间， 周 一 ～ 五，14:00~22:00， 周 六、 日，

如《向左走 向右走》的都会男女，及象征行旅的各种行李、手提包，如

13:00~22:00。

星空一般色彩迷离的绘本场景，都在此公园再现。车站北侧则是将旧仓库
改成“创创新村”，因为鼓励青年来此创业，现在村里满是创意青年带来
的文创设计，让老仓库成了创新聚落。车站前方的旧米谷检查所，改成了
丢丢当森林及百果树红砖屋，高逾 14 公尺的魔幻铁树森林下，有幢红砖
砌就、由小说家黄春明为你述说宜兰故事的小屋子。寓新于旧的宜兰，就
是这么迷人。
宜兰县宜兰市宜兴路一段（宜兰火车站周围）
全日开放
免费

可从几米广场公园步行到老店单车行，
约 600 公尺

09:10
老店单车行——租辆车上路吧
老店单车行，原创于 1974 年，因其“老”而得名。这是宜兰市目前唯一
可租自行车的地方，距宜兰火车站仅 800 公尺，步行 10 分钟可到。无论
变速车或淑女车，一辆车一天租金都是 200 元，可用证件（护照、身份证等）
或押金（2000 元台币）抵押，即可骑车畅游宜兰。老板黄大哥是典型的

Tips 小贴士
宜兰市区里并没有针对这条路线有明确的指标，最好
事先对路线做好功课，或是随身携带宜兰市地图，以
避免迷路。若有问题也可以电话老店单车行的老板黄
大哥，他的手机是 0920604116，他会很乐意协助。

宜兰人，热情而亲切，有任何问题都可向他请教，单车行也提供导览服务，
由于服务态度良好，据说已吸引了 22 国的朋友来此租车了。
宜兰市中山路二段 346 号
08:00~20:00
单辆单天租金 200 元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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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老店单车行骑自行车或步行前往
南馆怀念排骨面，约 500 公尺

09:30
南馆怀念排骨面——地道的宜兰味
市场，是最能体现城市庶民生活的地方，宜兰市南门附近的南、北馆市场，
就是一处体验兰阳生活的神奇地界。位在南馆市场边上的南馆怀念排骨面，
是许多宜兰人记忆里的家乡味，其招牌菜“排骨面”，排骨酥炖的软嫩酥
脆，甚是美味，加上蒸冬瓜一起做出来的汤头，清甜且不油腻。宜兰人早
餐喜欢吃炸酱、麻酱等干面，顺便再来碗馄饨（扁食）汤，这里都有，确
是地道的宜兰味。如不喜欢排骨，南、北馆市场里也尽有许多选择，如北
馆市场的一香饮食店、四海居小吃，或是民生街、光复路口的“冷白粉圆”，
全都是宜兰人的传统口味，等着你来探险。
宜兰县宜兰市旧城南路 42 号
07:00~14:30 每个月第三周星期四公休
各样面汤，35~90 元间

可从南馆怀念排骨面骑自行车或步行
前往宜兰设治纪念馆，约 400 公尺

10:00
宜兰设治纪念馆——以政事为主题的博物馆
从宜兰火车站、南馆市场，到宜兰设治纪念馆，这条如新月的弧线是清代
宜兰城的南城墙所在，现在宜兰人称之为“兰城新月”，从上世纪初开始，
百年来这带新月一直是宜兰的政治中心。宜兰设治纪念馆就是当年的“县
长公馆”，建于 1906 年的官舍，融合了日本木造和西洋古典的建筑风格，
古朴而有味，四周日式的庭园显得深遂宁静，馆内现藏有 1812 年后，宜
兰开始设官治理的书册、照片、档案，是全台第一座以政事为主题的博物
馆。馆后的宜兰文学馆，原是宜兰农林学校校长官舍，静谧优雅的氛围，
也吸引了金城武前来拍广告，并且写下了“世界越快，心则慢”的感受，
而这也是许多来此参观的人共同的感受。
宜兰县宜兰市旧城南路力行 3 巷 3 号
周二～周日 09:00~17:00（周一，每月最后一天，除夕，休馆）
全票 30 元，半票 20 元，宜兰文学馆免费

可从宜兰设治纪念馆骑自行车或步行
前往鄂王小区，约 600 公尺

11:00
鄂王小区——见证宜兰昔日的繁华
兰城新月的西端尖角是宜兰的西门地区，铁公路未兴时，货物都是经由宜
兰河运至西门，为宜兰旧时繁华的河港及商业区。现在那里因为有座拜岳
飞的碧霞宫，而被称为鄂王小区，近年来在小区居民的努力下，已然将没
落的老街巷弄再显风华。逛鄂王小区可从杨士芳纪念林园走起，杨士芳是
宜兰第一位进士，由于他宜兰才有了“淡兰文风冠全台”的美誉。从纪念
林园、光大巷、堰空头（昔日河港）、社福大楼、潘氏老宅、古井，在小
区的营造下，昔日宜兰的山河地景、百工发展都有图例解说，不但可以见
证宜兰昔日的繁华，也享受了台湾乡间小区特有的悠闲天光。
宜兰县宜兰市旧城西路 66 号（杨士芳纪念林园）
周二～周日 09:00~12:00，13:30~17:00（周一休馆）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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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鄂王小区骑自行车或步行前往合
盛太平 Café story，约 500 公尺

12:00
合盛太平 Café story——极具复古情调的咖啡馆
穿透旧时宜兰城南北中轴线的中山路，也是旧城里最热闹的街区之一，两
旁的建筑至今仍保有许多旧时岁月的痕迹，如建筑立面漂亮的壁花图案，
砖墙顶端的巴洛克尖塔，以及旧式镂花的木门铁窗，虽然常为现代市招掩
尽，但仍能时见风华。中山路上这些旧式建筑又以合盛太平最负盛名，其
原本是老诊所太平医院，主人是第一届宜兰市长陈金波医师，现有的经营
团队和屋主达成整旧如旧的默契，在不改变原本一楼诊所、二楼住家的格
局下，将其整修为极具复古情调的咖啡馆，现在这里已成为许多文青来宜
兰必访的朝圣地点，看着广告中金城武在合盛太平二楼的复古场景中，帅
气地扮演文艺作家，任谁都想来此假扮文青一下。
宜兰县宜兰市中山路三段 145 号
12:00~21:00（每月第三个周三公休）
三明治、色拉 150 ～ 200 元，咖啡、茶饮 90 ～ 180 元

可从合盛太平 Café story 骑自行车或
步行前往北门蒜味肉羹，约 170 公尺

13:00
北门蒜味肉羹——宜兰最有名的肉羹店
或许由于气候多雨湿冷，羹汤又易于保温，因此宜兰人特别喜欢吃羹袪寒，
市面上处处可见卖“羹”的商家，这其中“肉羹”又属大宗，算是宜兰人
的家常菜。不同于有些地方用绞肉，或是汤头不勾芡的作法，宜兰的肉羹
多以大块肉条呈现，裹以番薯粉或鱼浆，再搭配自家配料做成。汤头则都
以猪大骨熬制后，再以地瓜粉勾芡。北门的蒜味肉羹是近 50 年历史的老店，
其充满蒜香且不辛辣的汤头，为其最大特点。另外它的肉羹鲜甜滑顺，配
料扎实，也常为人所称道，为宜兰最有名的肉羹店之一，千万不可错过。

Tips 小贴士
同样位在北门附近的北门绿豆沙也甚有名，其味道浓
郁香甜，常是吃完北门肉羹后，最佳的饭后甜点。

可从北门蒜味肉羹骑自行车或步行前
往宜兰河滨公园，约 600 公尺

宜兰县宜兰市旧城北路 141（老店）、159（二店）号
老店，09:00~17:00、二店，11:00~19:00（每周日、一公休）
每碗 45 ～ 70 元

13:45
宜兰河滨公园——优美的水岸公园
台湾西部的河川多污染严重，水岸边也多筑有高堤，普遍不利于民众亲水。
但环保立县的宜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其显例就是北门外沿着宜兰河右岸，
从宜兴桥到员山公园这段长达 6.7 公里的宜兰河滨公园，两岸绿意盎然，
风景秀丽，禽岛自在，再加上精心营建的人工步道，成为城市近郊一处优
美的水岸公园。从北门外的宜兰桥到西门桥这段（约 1.3 公里）又是其中
的精华，建议可从宜兰桥往西骑到梅津栈道，这里有些极特别的景观设计。
从梅津栈道过河，再沿宜兰河左岸的金同春圳路，走往津梅路，顺访历史
古迹宜兰砖窑，这是宜兰市唯一留存早年烧制红砖的“目仔窑”，造型独
特，绝对是绿岸骑程最后，让人惊艳的红色句点。
宜兰县宜兰市津梅路 3 巷（宜兰砖窑）
全天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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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宜兰河滨公园的庆和挢骑自行车
前往亚典波罗蛋糕密糕馆，约 3.4 公里。
或从宜兰河滨公园打 D 前往亚典波罗
蛋糕密糕馆

15:00
亚典波罗蛋糕密码馆——参观蛋糕的制作过程
宜兰河北岸的北津、梅洲，不同于南岸的繁华市集，全是乡间田园景观。
由宜兰砖窑到亚典波罗不过 3.3 公里，很适宜悠闲徜徉。宜兰过往以农业
为主，工业多是食品、农产等中小型产业，随着地方发展观光，许多任务
厂也转型做观光工厂，如“亚典波罗蛋糕密码馆”，原先是蛋糕工厂，但
现在开放将蛋糕的制作过程及公司的产品介绍给游客认识。游客来此除了
参观工厂，也可以免费试吃蛋糕、畅饮咖啡，甚至可以 DIY。在梅洲附近，
还有窑烤山寨村（面包）、橘之乡蜜饯形象馆、菌宝贝博物馆，及美吉乐
印章等观光工厂，有得吃又有得玩，若时间充余不妨多走两家。
宜兰市梅洲二路 122 号
09:00~18:00
免费参观

可从亚典波罗蛋糕密糕馆骑自行车前
往龙潭湖风景区，约 2.8 公里。或从
亚典波罗蛋糕密糕馆打 D 前往龙潭湖
风景区

16:00
龙潭湖风景区——赏湖光山景
龙潭湖位在礁溪与宜兰市边界，距离梅洲的亚典波罗约 3 公里，为昔日的
“兰阳十二胜”之一。清代时称为“大陂”，即大埤塘之意，宜兰有许多
这样的湖泊，或天然或人工，但几乎都和灌溉有关，龙潭湖亦然，著名的
三十九结圳即始于此。湖泊面积广达 17 公顷，周围设有环湖道路，绕湖
一周约需 50 公钟。不绕湖也无妨，带上梅洲观光工厂买来的糕点、蜜饯，
入口处的步道、观景台，处处都是喝下午茶的好地方。傍晚时在这里泡壶
热茶，任湖上凉风吹拂，闲看白鹭自在飞翔，诚赏心乐事。当对岸的蓝天
白云、青绿山影映照湖心时，景色又尤其秀丽。

Tips 小贴士
从龙潭湖回宜兰市区约有 7.5 公里路程，须留意回桯时间。

可从龙潭湖风景区骑自行车前往东门
夜市，约 5 公里。或搭 1783 线公交车，
从龙潭湖风景区站上车，在宜兰站下
车（最後一班车 15:40 开）。或从龙
潭湖风景区打 D 前往东门夜市

宜兰县礁溪乡龙潭村环湖路 1 号
全年无休
免费

19:00
东门夜市——“宜兰味”小吃聚集地
东门夜市，宜兰人习惯称之为“三角公园”，摊位主要沿东港陆桥、圣后
街及和睦路分布。夜市规模虽不大，但该有的热闹却半点不少，美食多以
可随手带走、“呷气味”的小物为主，如龙凤腿、蚵仔煎、摇摇冰、葱油饼、
碳烤、卤味、鸭头等，可以连吃数摊，也可以打包带走，除了“宜兰味”外，
也不乏台湾各地的口味。除了吃，还有玩，在早年缺乏娱乐的年代，逛夜
市是小孩子最快乐的事，现在东门夜市里也仍有捞金鱼、套圈圈，弹珠台，
还多了电动的夹娃娃机、娃娃车。当然，也少不了闪亮亮的韩风服饰及日
式饰品。在较缺乏霓虹灯影的宜兰市区里，东门夜市是一颗璀灿的夜明珠。
宜兰县宜兰市东港陆桥周遭
全年无休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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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牧歌

绿色生态之旅
如果能为宜兰上色，靠太平洋的一线，可以上海洋的蓝。沿台 9
线分布的宜兰、罗东、头城、苏澳等小镇，可以上老房子的砖红色。
小镇后侧的员山、冬山，则可以是丰收水稻的浅绿，再深入西侧
的大同、南澳，可以是巨木森林的深绿。游走在迷人的色带间，
享受宜兰怡人的自然美景。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阿栋

可 搭 1743、1744、1751、1785 线
公交车，在宜兰转运站上车，外员山
站下车。或在宜兰火车站打 D 前往陈
茂庚员山鱼丸米粉。但公交车班次甚
少，建议包车前往

08:00
陈茂庚员山鱼丸米粉——当地人喜爱的风味小吃
起始只是员山街上一个卖米粉的小摊，后来加入了鱼丸、油豆腐等配料，
以其滚荡爽口，适合宜兰的湿冷天气，因此成为当地人喜爱的小吃。不知
不觉，短短不到 100 公尺的员山街区里，竟开满了鱼丸米粉店，俨然成
了员山的招牌。员山的鱼丸米粉，用得是较粗的“水粉”，经热水汆烫后
会断成小截小截，十分爽口。鱼丸尤其讲究，其鱼浆多采双髻鲨、旗鱼等
新鲜鱼料，拌上精肉，再加上红葱头、虾米、薯粉等，用料实在，配上老
练的搅拌和手捏功夫，才能成就其爽 Q 的口感。用鱼丸加上猪大骨熬炖
的清汤也是一绝，鲜美而不腻。员山的鱼丸米粉多以老店号招，各家也各
有支持者，其中陈茂庚老店的创始者，据传为员山鱼丸米粉的创始人阿涂
伯的嫡传弟子，目前虽由第二代接手，但大体上仍保有旧时的风味。
宜兰县员山乡员山路一段 269 号
07:00~14:00
大碗 65 元，小碗 45 元

可从陈茂庚员山鱼丸米粉步行前往员
山生态教育馆，约 350 公尺

08:30
员山生态教育馆——展示太平山的森林生态
“如果员山是一本书，员山生态教育馆就是它的目录”。员山生态教育馆
是由过往兰阳林区在员山的办公室改装而成。一楼的展区里展示了太平山
的森林生态，从利用玻璃投影展现太平山区的四季变化，到体验搬运木材
的蹦蹦车、按了琴键便能听到各种鸟鸣兽吼的声音，还有呈现各种树木味
道的体验区，设计用心有趣。二楼则是“生态旅游新森活”区，介绍福山
植物园、双连埤、太平山森林游乐区等宜兰的山林，以及县内 16 条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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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7 处以生态为特色发展的小区，是认识宜兰山林生态极好的“目录”。
宜兰县员山乡员山路一段 163 号
周二～周日 08:30~17:00（周一、农历除夕及初一，公休）
免费
yuanshan-elc.blogspot.tw

可搭 1743、1744、1751 线公交车，
在外员山站上车，下深沟站下车。或
在员山生态纪念馆打 D 前往养蜂人家
蜂采馆。但公交车班次甚少，且打 D
不易，建议包车前往

09:30
养蜂人家蜂采馆——体验采集蜂蜜的过程
离开员山市区沿着“台 7 线”公路溯兰阳溪上行，沿途都是绿色的田野，
由于风景秀丽，近年来除了新建不少民宿、观光工厂，当地农业也悄悄朝
“休闲农业”转型，因此田间小径里常可见五花八门的休闲指示牌，如胜
洋水草、八甲休闲鱼场、歪仔歪岩馆、菓风糖果、金车威士忌酒厂、香草
菲菲博物馆、可达羊场等，首先你得在大片田园里找出它们，然后就可以
在如画的美景中尽情享受。其中，养蜂人家蜂采馆算是较具历史且较有趣
的地方，它有观光工厂的内容，如有世界蜜蜂生态、蜂蜜制作过程的解说，
以及自家蜂蜜产品的展售。也有休闲农场的设计，如游客可以穿上全身包
覆的蚊帐衣，亲身体验采集蜂蜜的过程，和蜜蜂做既亲近又害怕的接触，
十分有意思。
宜兰县员山乡员山路二段 403 号
08:30~17:30
免费

可搭 1743、1744、1751 线公交车，
在下深沟站上车，大同（仑埤）站下车。
或在养蜂人家蜂采馆打 D 前往大同泰
雅生活馆。但公交车班次甚少，且打
D 不易，建议包车前往

10:30
大同泰雅生活馆——感受宜兰的原住民文化
沿着“台 7 线”溯兰阳溪上行，过了员山，就进入大同乡的地界，这里是
泰雅族 10 个部落的共同家园。从员山过来，乡治“仑埤”首当其冲，近
年来乡里广植樱花，被誉为“樱花之乡”，二三月路过，仑埤河滨公园的
山樱如火，最是美观。部落里的“泰雅生活馆”是认识大同泰雅的橱窗，
一楼大厅介绍了十个部落的位置及特色，主题馆则展示了泰雅农耕、狩猎、
捕鱼等日常生活用品，还可以穿泰雅传统服饰，装伴成泰雅勇士或公主拍
照。馆里的器械、文物、衣饰都大不同于汉人，很值得观赏体验。二楼的
展区主要介绍泰雅的纹面、礼饰，及编织文化，展物也非常精采。附带一
提，馆里的服务人员也多有原住民的幽默及热情，很值得感受一下。如果
你对宜兰的原住民文化感兴趣，不妨把这里当做起点。
宜兰县大同乡仑埤村朝阳 60 号
周二至周日 08:00~17:30（周一公休）
全票 40 元

可搭 1743、1744、1751 线公交车，
在大同（仑埤）站上车，检查哨站下车。
或在大同泰雅生活馆打 D 前往朴食养
生小馆。但公交车班次甚少，且打 D
不易，建议包车前往

11:30
朴食养生小馆——泰雅风味的美食飨宴
旅行难免冒险，吃食亦然。台湾的原住民朋友靠山吃山，食材和口味和汉
人都有所不同，未必每个人都喜欢，但没吃过很可以试试，或许会开发出
味觉的新天地呢。朴食养生小馆的老板娘是泰雅族人，对泰雅的风味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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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陌生，但她也熟悉汉人的喜好，因此在口味上做了折衷，特别适合新
朋友前来尝鲜。如朴食的招牌菜“马告小炒”，全然用原住民的传统食材
马告（山胡椒）、小米和山猪肉一起腌制，可是朴食的口味较山里的原味
调得轻淡些，比较适合大部分人的胃口。其他如刺葱鸡肉、凉拌龙胡菜、
刺葱炒蛋、树豆蒸排骨养生汤、桑椹汁等，也都十分美味。朴实小馆里没
有菜单，主人会视季节及人数，调配适宜的菜色及份量，要体验泰雅原住
民的风味餐，朴食是不错的选择。
宜兰县大同乡仑埤村林家 1-23 号（九寮溪步道入口处）
11:00~20:30
03-9802128（最好先电话订位，以方便供餐）
每人约 300 ～ 400 元

可从朴食养生小馆步行前往九寮溪教
育生态园区入口，约 300 公尺

12:30
九寮溪教育生态园区——迷人的自然步道
宜兰三面环山，近年来为鼓励民众亲山健行，还积极推动山林“自然步道”。
除了太平山区的步道群，更力推“在地参与”的“小区步道”，如松罗、
礁溪跑马、林美石盘、仁山、新寮、朝阳步道等，“小区步道”顾名思义
就是让小区民众参与家乡的山林保育，利用步道让山林和小区紧密结合。
九寮溪教育生态园区就属这种性质的自然步道，它由仑埤小区居民维护经
营，每年固定封溪护鱼，确保生态保持良好。从停车场到终点瀑布，全程
约 4 公里，沿途都铺上舒适的步道，溯溪而上有 4 座造型优美的桥梁，
再加上沿途清凉的溪谷，以及浓郁的亚热带森林，特别是蕨类植物生态，
走来特别让人感受到山林的自然及荫凉，是段极美好的自然步道。终点高
逾 50 公尺的瀑布，是最壮阔迷人的句点，让人感动难忘。
宜兰县大同乡仑埤村泰雅大桥旁
全年无休
免费

可在九寮溪教育生态园区打 D 前往玉
兰茶园。但打 D 不易且不划算，强烈
建议包车前往

15:30
玉兰茶园——欣赏兰阳溪夕阳
玉兰茶园所在的山丘平台，昔日为泰雅族打马仑社猎鹿的地方，现在鹿不
见了，成了一畦畦美丽茶园。这里产的茶以青心乌龙、金萱、翠玉等茶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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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并以产地名统称为“玉兰茶”，其茶色金黄，茶味香醇，为人所称
道。走上玉兰茶园，除了可欣赏茶园美景，还可以向茶园主人租茶具、泡
上一壶功夫茶，茶庄还供应各类茶点，傍晚时很适合来这里泡壶下午茶。
尤其是这块山丘平台，还是眺望兰阳溪谷最好的地方，夕阳西下，从这里
远看群山，下看壮阔的溪流，最是赏心乐事。秋季时这附近旳兰阳溪上开
满了甜根子的芒花，更是壮美。冬季时茶园里的山樱花盛放也是一景，是
处可以欣赏美景的悠闲秘境。
宜兰县大同乡松罗村鹿场路 1 号
全年无休
免费

可在玉兰茶园打 D 前往天送埤珍香饮
食店。但打 D 不易且不划算，强烈建
议包车前往

16:30
天送埤味珍香饮食店——酥脆甜香的卜肉
从玉兰茶园下来，走过造型优美的泰雅大桥，就到了兰阳溪南岸的天送埤。
清代时，天送埤是汉蕃交易的中心。在太平山林场伐木时期，这里是平原
进入山地的最后一站，许多客商及伐木工人都会在此休息，因此天送埤向
来不乏热闹，而这也是“味珍香饮食店”闻名全台的时空背景，至今已有
80 年的历史。“卜肉”，是闽南语“爆肉”的谐音，其实就是炸肉片，
只是天送埤的炸肉片麻烦一些，除了肉块要去筋、去油脂、去肥肉，在油
炸的过程中还要两次将油份逼出，才能有外皮酥脆甜香，内里扎实不油的
卜肉，蘸点加了芝麻的胡椒盐吃，更能引出香味。除了卜肉，味珍香的酸
辣汤、炒青葱也很不错，都可来上一份。若时间够，还可闲走一下天送埤
车站、天送埤文物室，会让你对这可爱的小地方有更深的依恋。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 7 段 305 号
10:00~17:30（农历年初三、十七公休）
卜肉一份 240 元

可 搭 1745、1750、1764、1792、
1793；1798 线公交车，在天送埤站
上车，广兴站下车。或天送埤打 D 前
往鸭肉送。但公交车班次甚少，且打
D 不易，建议包车前往

18:00
鸭肉送——地道农家风味
从山林中归来，常会想来点重口味的，类似从前的“庄稼菜”，能大口吃肉
当然更好，冬山乡广兴的鸭肉送就是这样的选择。位在罗东镇的边上，停车
方便，招牌菜是白糖熏烤的鸭肉，由于取的是 2 ～ 3 公斤的土番鸭，较一
般 4 公斤重的鸭更为细嫩多汁。还有乌骨鸡，鸡肉甜美，远非其他鸡只可以
比拟。面食则以“布丁面”最著名，所谓布丁面并非以布丁为食材，而是将
干面堆垒成布丁形状，以形得名。鸭肉送的口味很像是旧时农家的风味，用
油和咸引出更多浓厚的味道，像是传统农村的人情味，也是身体劳动一天后
最需要的滋味，山林归来，最适合以它来补补油气及盐份。来鸭肉送时候要
早，由于本地人多来消费，如果来晚了可能就卖完了，要享受美味要趁早。
宜兰县冬山乡广兴路 322 号
10:00~21:00（卖完为止）
鸭肉半只 200~230 元，布丁干面 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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