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家館舍自 107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聯合推出各式展演、講堂、體驗、小旅
行等活動，邀請您認識兼具知性與趣味的好漾宜蘭。

宜蘭
1【百果樹紅磚屋】03-9320840(週二休)
活動：【紀錄片行動列車】
時間：10/7(日)，15:00-16:30 《黑熊森林》+李香秀導演映後座談
10/19(日)，15:00-17:00《與海豚的約定》+簡毓群導演&廖鴻基映後座談
費用：自由入場
活動：【藝文沙龍】莊文生＆藝境絲竹／龜去來兮--我的鄉土與鄉愁
時間：10/13(六)，19:00-21:00
費用：100 元/人
活動：【名家達人講座】廖鴻基／人與海的對話
時間：10/19(五)，19:00-21:00
費用：100 元/人
活動：【說說故事演演戲】故事劇場／親子手作 DIY
時間：每週六，14:00-15:00
費用：自由入場

2【宜蘭美術館】03-9369116(週一休)
展覽：《豐年．農村．宜蘭人－藍蔭鼎與楊英風雙個展》
時間：10/12(五)-108/2/10(日) 09:00-17:00
費用：50 元

3【莎貝莉娜精靈印畫學院】03-9285563
活動:七手八腳手腳畫
時間:10/6(六)、10/10(三)、10/19(五)、10/25(四), 14:30~16:00
費用:500 元(含陶板、遊戲、繪本導讀、體驗)
活動:水晶印章印畫 DIY
時間:即日起-12/31(一)，09:00-17:00(需 16:00 前入場)
費用:200 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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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菌寶貝博物館】03-928-1168
活動：奇蹟水美人乳液 DIY(須四人成行)
時間：每日 9:00~16:30(須預約)
費用：180/份(贈＄50 商品折價卷)

5【橘之鄉】03-9285758
活動：金橘蜜餞 DIY
時間：即日起-12/31(一)，9:00-17:00
費用：150 元

員山
1【內城社區】03-9227001
活動：蹦蹦鐵牛遊內城(需 3 天前預約，僅適用一般遊客)
時間：10/1(一)-10/31(三)， 8:00-16:00
費用：原價 1.5 小時行程/900 元(車)，特價 799 元(車)；原價 2 小時行程/1200 元
(車)，特價 999 元(車)；每車可乘坐 6 人。
活動：鐵牛趣味手作 DIY(需 3 天前預約，僅適用一般遊客)
時間：10/1(一)-10/31(三) 8:00-16:00
費用：鐵牛車置物盒、鐵牛手工皂 DIY 原價 100 元(份)，特價 89 元(份)

2【勝洋水草休閒農場】03-9223458(週三休)
活動：徜遊水草 DIY
時間：即日起-12/31(一)，9:00-16:30
費用：280 元起
活動： 文青原木筆 DIY
時間：即日起-12/31（一），9:00-15:00
費用：1500 元起（需預約，門票 100 元可抵消費）

五結
1【二結穀倉稻農文化館】03-9501680(週三休)
展覽：「搶救穀倉-重返 1935」特展
時間：10/13(六)-108/9/30(一)，9:00-17:00，
費用：門票 50 元
展覽：「二結穀倉稻農文化館」常設展
時間：即日起-12/31(一)，9:00-17:00
費用：門票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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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存續－大二結文化資產保存軌跡」特展
時間：即日起-108/9/30(一)，9:00-17:00
費用：門票 50 元

2【大二結紙文化館】03-9501680(週三休)
展覽：走過風華－興中紙業暨大二結手抄紙特展
時間：每週六、日，10:00-15:00
費用：入場 25 元（憑當日二結穀倉門票免費參觀）。
活動：紙藝體驗活動
時間：每週六、日，10:00-15:00
費用：50 元起（須預約）

3【中興文化創意園區】03-9699440(週三休)
活動：藝術自造祭
時間： 9/22(六)-10/14(日) ， 10:00-18:00
費用：免費
活動：良食市集
時間： 9/22(六)-10/14(日) ， 每週六日 10:00-17:00
費用：免費
活動：2018 宜蘭椅國際設計大賞成果展
時間： 10/27(六)-12/04(二)
週一 ~ 週五 10:00-18:00，周末延長至晚上 8 點
費用：免費

4【利澤國際偶戲藝術村】03-9501977(週二~四休)
活動：偶戲村學堂
時間：10/6(六)、10/7(日) ，10:00-12:00 執頭偶篇
費用：350 元/人；600 元/雙人優惠
時間：10/20(六) ，10:00-12:00 特效化妝
費用：電洽
展覽：拜訪戲偶家族 常設展
時間：即日起-12/31(一)，10:00-17:00
費用：入村門票 100 元

5【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宜蘭傳藝園區】03-9508859
活動：【西藏醫學唐卡藝術特展】
時間：9/7(五)-10/28(日)，9:00-18:00 (週一 12:00 開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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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展示館 102 室
費用：門票 150 元
活動：主題劇場
時間：10/1(一)-10/12(五)，13:00-13:30、16:00-16:30【聽亂彈．看歌仔-戲曲雙拼
在傳藝】安琪歌子戲工作坊
10/13(六)-10/22(一)，13:00-13:30、16:00-16:30【打幫你．新客謠】打幫你
樂團
10/23(二)-11/2(五)，13:00-13:30、16:00-16:30【源舞•樂-臺灣原住民族樂
舞】傳源文化藝術團
地點：廟埕廣場、劇展廣場
費用：門票 150 元
活動：【亞太藝術節】
時間：10/12(五)-10/28(日) ，10:30-15:00(詳細場次請電洽)
地點：劇展廣場、曲藝館、演藝廳
費用：門票 150 元
活動：年度駐園表演-【十二生肖時來運轉】 藝想台灣劇團
時間：即日起-12/31(一)，11:00-11:40、14:00-14:40
地點：文昌街→劇展廣場
費用：門票 150 元

6【博士鴨觀光工廠】03-9606051
活動：鴨鴨 DIY：鴨賞、古早味鹹鴨蛋製作
時間：即日起-12/31(一) ， 8：30~18:00
費用：費用各 150 元(門票 100 元可抵消費)

冬山
1【古意生活藝術館】03-958-0990 / 0921100818
活動：秋遊古意之「柚見村落生活美學」
時間：十月每周六、日（兩天一夜，採柚趣/柚染方巾）
費用：單日活動 880 元/人、兩天一 夜 1600 元/人
活動：「故事」－鐘銘誠個展
時間：7/6（五）-10/31（三），10:00～17:00
費用：免費

2【石頭屋蝴蝶農場】03-9511132
活動：捉周紀念及露營
時間：即日起-12/31(一)，10:00-17:00
費用：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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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珍珠社區稻草工藝館】03-9600721(週六、日休)
活動：竹圍人生稻草畫微展
時間：10/6(六) -108/1/5(六) ，9:00-12: 00、13:30-16:00(週六日、國定假日休館)
費用：免費
活動：新故鄉 3.0 成果展-米食品嘗及體驗
時間：10/28(日) ，10:00-12: 00
費用：免費

4【童話村生態農場】03-9613385／0978082509
活動：找稻幸福趣-洛神花季
時間：即日起-12/31(一)
費用： 1580 元/人(10 人同行，每人 999 元)

三星
【陶隱工坊】0937-523596(週一休)
活動：曬鯖魚 - 陶板魚 DIY
時間：10/1(一)-10/31(三)， 9:00-17:00
費用：入園費 100 元(可抵消費)，鯖魚 DIY 500 元/條(運費另計)，1500 元/2 條(含麻
繩裝飾及運費)

蘇澳
1【白米木屐館】(03)9960700(週一~五休，但可預約)
展覽：探索木屐故事常設展
時間：即日起-12/31(一)，週六、日、國定假日開館 09:00-17:30，平日須預約
費用：門票 150 元（含台檜鎖圈 DIY)
活動：電燒課程體驗
時間：即日起-12/31(一)，週六、日、國定假日開館 09:00-17:30，平日須預約
費用：依材料

2【珊瑚法界博物館】(03)9963355(週日~二休)
活動：南方澳珊瑚文化小旅行
時間：10/6(六) ，9:30-12:00
費用：500 元/人(含小旅行+飲品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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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港邊社區】(03)9909177
活動：窯烤披薩 DIY
時間：每週六日 11:00-15:30
費用：180-220 元/每人
活動：青出於藍植物染 DIY 體驗
時間：每週六日 10:00-15:00
費用：250 元/每人(預約須滿 20 人)
活動：石頭魚 DIY 體驗活動
時間：每週六日 10:00-15:00
費用：200 元/每人(預約須滿 20 人)
活動：無尾港山海季體驗活動
時間：11/4(日) 10:00-15:00
費用：免費(採網路報名)

4【蜡藝 蠟筆城堡】(03)9907101
活動：蠟筆 DIY 體驗
時間：每日 8:30-17:30 （16:00 前入場）
費用：門票 250 元/人 （年滿 3 歲皆須購票）

頭城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03)9779700(週三休，但 10/10 開館)
活動：「10 月壽星我最大」抽抽樂
時間：10/10 國慶、10/16 館慶來館購票之當月壽星，可抽獎 1 次。當日壽星加碼，可
抽獎 2 次。
活動：創造騎跡—周遊宜蘭
時間：10 月

活動詳情，請洽詢各館
指導單位：文化部、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主辦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合辦單位：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二結穀倉稻農文化館、大二結紙文化館、中興文化創意園
區、內城社區、古意生活藝術館、白米木屐館、石頭屋蝴蝶農場、百果樹紅磚屋、
利澤國際偶戲藝術村、宜蘭美術館、珊瑚法界博物館、珍珠社區稻草工藝館、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宜蘭傳藝園區)、莎貝莉娜精靈印畫學院、陶隱工坊、勝洋水草休閒
農場、博士鴨觀光工廠、港邊社區、童話村生態農場、菌寶貝博物館、蜡藝蠟筆城
堡、橘之鄉
贊助單位：石尚自然探索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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