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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市路名歷史

1 一結路 0103.03.01

2 七張路 0043.04.20

3 力行路 0103.03.01

4 力新路 0080.08.12

5 三清路 0084.12.18

6 大坡路 0043.04.20

編 號路 名初 編 日 期由 來備 註
原屬茭白路，為符一道路一路名配合整編，以路段內之『一結仔福德廟』命名。
位於茭白里，清領時期，漢人吳沙與其墾伐團隊，由北部進入蘭陽平原，依照開發順序建
立主要據點稱「城」，因此有了今日北邊地區的頭城、二城、四城。墾伐團隊再以十人為
基礎劃分成數個拓墾單位，稱為「結」，即現今的二結、四結、五結；數十結再成為一「
圍」，如頭圍、二圍。拓墾告一段落，吳沙之子為感謝許多壯丁協助開墾，便將一塊土地
劃分成「壯一」至「壯七」作為賞賜，這七塊地今日統稱為「壯圍」。

本表由來欄係
參考宜蘭市誌
、宜蘭社區日
曆及宜蘭縣志
等縣史館文書
編撰而成

因七張里而命之，七張里清代屬民壯圍堡七張庄，昭和15年（1940）劃歸宜蘭市，屬東町
範圍。光復後定名為七張里。張是犁的計算單位，每張犁五甲。本區以宜10線為界，以西
為上七張，以東為下七張。清光緒18年（1892）作大水，「五間崩到柯仔林」，致使宜蘭
河改道，壯六、七張千餘甲良田也盡成河埔，因而又有「沙埔仔」這個地名，此次洪水也
徹底毀滅了鄰近的流流、辛仔羅罕等社。大正元年（1912）日人重劃完成以後，認為沙埔
仔這個名字不好聽，因為宜蘭平原到處都有沙埔，容易混淆，所以要重新命名。沙埔仔有
兩個地名，一為四張，另一個叫七張，日人就以七張為名。
103年3月1日配合行政區域調整，將七張里全里區塊以原有之七張路為主軸計規劃8條路重
新命名，本路段係主軸保留七張路，餘七條各依其道路特性分別命名，以符一道路一路名
原則。

因力行國小而命之，力行國小創設於昭和16年（1941），初名為宜蘭市北國民學校，光復
後改名為力行國小。「船仔頭」位於北門口外、即現在力行國小北側，因其距北門口近，
因此為一重要渡頭，亦為官渡之一。103年3月1日由力行街整編而來。

本路段位於宜蘭大病院(宜蘭醫院)旁，介於新民路與力行街(現已整編為力行路)間，取力行
街與新民路命名。

以鄰三清宮而命之。昔為茂松路，以紀念宜蘭市簡茂松市長(第7屆及8屆，1974至1981
年)。
可由中山路五段(整編前為吳沙路)經本路段直達龍潭湖(舊名為大埤湖)，橫跨宜蘭市及礁溪
鄉，以其命名(大坡路，以台語發音)。

88年10月25
日路名保留分
1-2段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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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路 名初 編 日 期由 來備 註

7 大福路 0043.04.20

8 大學路 0100.08.20

9 女中路 0043.04.20

10 小東路 0043.04.20

11 中山路 0043.04.20 無路逕編巷名

12 中華路 0072.06.25以大中華民族為榮，且易書寫及記憶。

13 中興路 0103.03.01

14 公園路 0094.04.05以環繞宜蘭運動公園而命之。

15 文化路 0080.08.12

壯圍鄉路名，以其鄰大福村而命之。藉由本道路可通往壯圍鄉大福村連接台2線濱海公路，
有導引方向之效。
大福：昔因地勢低窪易積水，故稱大堀。清代屬頭圍堡，日治(1896年)後改稱大福，1920
年宜蘭改為三郡時劃歸民壯圍，光復後仍隸屬壯圍鄉，仍稱大福。

88年2月1日
將原大福路路
名保留分1-2
段整編

以進士路至原預定清華大學(今宜蘭大學)校區之西側道路，故命之大學路。(與清華路相輝
映)
以鄰蘭陽女中而命之。蘭陽女中創設於昭和13年（1938），培育無數的女性人才。

因小東里而命之，小東里清代屬於艮門，即東北方之意，昭和15年（1940）改屬富町。舊
宜蘭城除四城門之外，在舊城東路及聖後街交會處，相傳另建有一規模較小的城門，因位
於城之東方，乃稱為小東門，又稱為迎春門；本里因位於小東門外，因此稱為小東里。

舊台九省道，為宜蘭市南北向主要道路，為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命之。中山路由台灣銀
行開始起，到媽祖廟止為南門街，媽祖廟到現在的萬通銀行為中北街，萬通銀行到城門孔
仔這一段叫十六崁，再往北到堤防為北門口。以前宜蘭街的棉被店大都集中在十六崁。
現今中山路二段為昔渭水路，中山路五段為昔吳沙路。

原98年4月24日協調會命名為文心路，後因住戶有不同意見暫緩辦理，103年2月6日召開第
二階段協調會以中興國宅位於本路段而命名。

因文化里而命之，文化里於79年自建軍里劃出，里內有文化中心(局)、復興國中、宜中等學
校，故命名為文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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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路 名初 編 日 期由 來備 註

16 文昌路 0043.04.20

17 水源路 0099.10.25

18 北津路 0043.04.20

19 弘志路 0077.08.01由早期『農權路弘志巷』因道路闢建而沿用命名。

20 民生街 0043.04.20

21 民生新街 0061.01.01隔光復路與民生街相對，位於北館市場內。

22 民族路 0043.04.20

23 民權新路 0043.04.20

24 民權路 0091.03.18

25 永金三路 0097.06.09

26 永樂路 0103.03.01

以鄰文昌宮而命之。文昌路以前叫做西門街或三結仔街。以前陸運不發達，各地運來的貨
物沿宜蘭河，經「閹空頭」進入宜蘭城，以西門街為集貨場，所以行郊林立，造就了很多
有錢人。清代宜蘭的文教中心在文昌宮，建於清嘉慶23年（1818），最大特色為神明牌位
採漢滿文並列，左右兩側分別是清代仰山書院與考棚遺址，原只主祀文昌帝君，後又再加
入關聖帝君共祀，因此又稱為文武廟。每年農曆2月初3都有祭拜文昌帝君倉頡夫子的祭典
。由於是專管升學考試的寺廟，直到現在，凡是本地要應考的學子，總不忘帶著蔥（代表
聰明）、芹菜（代表勤快）及准考證來祈求帝君的保佑。

位於梅洲里近大礁溪溪，該地區為水源地，多湧泉或伏流水，水源旺盛為該區居民重要民
生及農畜用水，因而命之。

因北津里而命之，光復後，以本區位於宜蘭市北面濱臨宜蘭河，且為古代渡頭所在，定名
為北津里。

因民生里而命之，民生里舊稱「市場邊」，轄區以南北館市場為主體，為民生必需品供應
地，而定名。

因民族里而命之，民族里於光復後以本區原多日人居住，為強化民族意識而定名為民族里
。

因民權里而命名，光復後因本區有地方法院，乃取名民權里。因緊鄰民權街(含為民權路)而
命名。

因民權里而命之，光復後因本區有地方法院，乃取名民權里。91.3.18將原『民權街』、『
茂松路』及『鎮平路部分路段』等3路名整編為民權路1-3段。
員山鄉路名，配合該鄉整編命名，位於宜蘭市西側宜蘭河邊，本路大都屬員山鄉，宜蘭市
僅永金三路1巷、3巷及33巷。
原路名為七張路，為符合一道路一路名配合整編，以該路段農作豐沃，當地居民年年樂於
豐收，而呈現永續安樂之生活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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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路 名初 編 日 期由 來備 註

27 光復路 0043.04.20

28 吉祥路 0103.03.01

29 同慶街 0067.04.01

30 同興街 0067.04.01

31 成功路 0103.03.01

32 自強新路 0092.09.28

33 自強路 0080.08.12

34 西安街 0043.04.20以大陸著名城市命名。

日治時期光復路俗稱為「三線道路」，昭和14年（1939）將光復路延長接連中山路，宜蘭
市場因而一分為二，稱為南、北館市場；光復後南館市場因年久失修，安全堪虞，在簡茂
松市長(第7屆及8屆，1974至1981年)時代改建成現狀。

普濟寺前道路，原擬議命名為普濟路，因地方意見紛岐，最後決議以「普濟路」、「吉祥
路」及「東門路」等3路名以住戶意願調查方式決定路名為吉祥路，取其具正向吉利祥和之
意。

日治時期宜蘭地區的屠宰場原位於舊城西路電力公司對面，日人將該處改建為警宿舍後，
原屠宰巷則遷至今同慶街，當時居民稱同慶街一帶為「豬灶巷」；民國70年宜蘭豬隻改為
電宰，電宰場設於五結鄉，屠宰場原址今已改建為「宜蘭縣社會福利館」，67年4月1日乃
將原「慶和街屠宰巷」整編為「同慶街」，意味普天同慶，脫離殺戮之氣。

以鄰同興廟而命之，同興廟奉祀廣澤尊王（郭聖王），日久失修，郭姓等地方頭人發起募
款興建，同時把廟建在樓上；樓下建商場出租，以維持廟務。昔北橋里及同興里合併，以
其在北門外，乃定名北門里。(原北門里併入中山里)

本路段位於宜蘭高商對面，原規劃以宜商路命名，惟命名會議與會人士提議本路段預定行
政區域調整為成功里，提案將本路段應以成功路命名，經討論決議通過命名。

自強路東側之延伸，於道路新闢後，因門牌依道路由東向西起編，原自強路已自1號及2號
起編，其東側路段無法再以自強路編門牌號，故命名為自強新路。

本道路早期為水田，後因經濟起飛改興建房舍，故應記取先人開墾之辛勞，後人當自強而
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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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路 名初 編 日 期由 來備 註

35 西門路 0080.08.12

36 西後街 0043.04.20

37 和睦路 0043.04.20

38 0062.01.01

39 宜中路 0072.07.25

40 宜科一路 0101.11.16宜蘭科學園區內南北向主要聯外道路而命之。

41 宜科三路 0101.11.16宜蘭科學園區內南北向主要聯外道路而命之。

42 宜科五路 0101.11.16宜蘭科學園區內南北向主要聯外道路而命之。

43 宜科北路 0101.11.16宜蘭科學園區東西向之最北側道路而命之。

44 宜科南路 0101.11.16宜蘭科學園區東西向之最南側道路而命之。

45 宜科路 0101.03.29宜蘭科學園區東西向主要聯外道路而命之。

以鄰舊城西門而命之，西門路原是一條水溝，從堤防的「閹空頭」一直通到宜蘭酒廠後方
，是清代到日治初期的重要交通孔道。日治初期以前，宜蘭對外交通都是靠水路，進口貨
物從海上經東港過「閹空頭」沿西門溝到西關廟和大眾爺廟前的廣場，日治中期以後逐漸
失去功能，約民國85年（1996）時，水溝地下化，成為西門路。後來鐵路和公路取代河運
，西門「閹空頭」集散的榮景才漸漸消逝。
西關廟，據說在清朝時有一年做大水，從閹空頭漂進一尊帝君神像，附近居民協力在西門
城內建一小廟將之供奉。大正2年（1913）實行市街改正拆除宜蘭城，西關廟因而遷到現址
。

本路段因位中山路西側，與中山路平行而命名(舊樂宮戲院位於其間)，與東後街相對稱。
西後街與文昌路交接，為清代及日治時期重要街道，由宜蘭河運所載來生活物質於此流通
，此處黃家泰豐米行(土礱間)，為宜蘭最大米商，左右宜蘭米價行情。黃家大宅為昔宜蘭城
最大豪宅。黃阿西、黃阿北兄弟之宅第，磚造洋樓式，約建於西元1910–1920 年間，黃家
財力雄厚，此宅是日治時期宜蘭最有名的西洋樓，當時宜蘭街尚無三層樓建築，因此這棟
以紅磚組砌而成之3 層洋樓，即成宜蘭街重要地標之一。

因和睦里而命之，和睦里乃為了紀念宜蘭市第五、六任(1966至1973年)市長葉煥培的祖父
葉和睦，而定名。(前國代葉英傑先生之家族。)

和睦路
團管區巷

因原團管區位其巷口而命名(團管區後來遷移至現金六結路)。

昔鄰宜蘭高中東側門而命之。(今東側門僅供老師宿舍進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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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路 名初 編 日 期由 來備 註

46 宜興路 0063.01.01因葉和睦以前在當地開設葉宜興碾米工廠而命之。參考和睦路

47 幸福路 0097.12.06

48 延平一路 0103.03.01同延平路，為符合一道路一路名配合整編。

49 延平路 0043.04.20

50 忠義路 0103.03.01

51 昇平街 0043.04.20因昇平里而命之，昇平里因有昇平俱樂部，而命名。參考康樂路。

52 東後街 0043.04.20本路位於中山路東側與中山路平行而命名，與西後街相對稱。

53 0043.04.20同東後街。

54 東津一路 0088.10.25同東津路

55 東津路 0043.04.20

56 東港路 0043.04.20本道路位處本市東區且為聯絡壯圍鄉東港，有指引方位而命名。

57 0053.01.01位於東港路台電公司內部廰舍，以宜蘭區電力公司命名。

90.3.19整編
為1-3段

本道路為本市第90號計畫道路，97年全線開通，將北門、孝廉、菜園、小東各里串連起來
，改善此一地區的交通，97年9月26日第一次協調會提案命名為『集賢路』，以其附近有孔
廟及宜蘭國中，賢人雲集，惟當日與會人士另提『幸福路』，均獲當日與會人士之肯定，
致未獲決議出一路名，97年11月5日召開第二次協調會，以上述2個路名進行協調，最後以
『幸福家園』主軸，取名「幸福路」，卻被連想為昔時此區域內有很多特種行業，這樣很
幸福。穿鑿附會乃好事者之能事，道路命名再謹慎亦無法避免事後負面連想。

因延平里而命之，延平里清代屬民壯圍堡壯七庄，昭和15年（1940）劃歸宜蘭市，屬東町
範圍。光復後，以本區開興廟主祀延平郡王，定名為延平里。開興廟起源於日治時期，沙
埔仔邊一群放牛囝仔，粧土尪當神明消遣，用籮竹仔、菅芒蓋一草廟，剛好有某官員路過
，牧童要求官員為廟命名，官員看神像是用土「捏」（台語音同「鄭」）成，且貌似延平
郡王鄭成功，所以取名為「鄭成功」廟。

原路名為七張路，為符合一道路一路名配合整編，以轄內慈雲寺供奉觀世音保佑境內平安
，又其左右護法之1迦藍菩薩〈關公〉忠義事蹟，淨化人心，為後人典範，呼應當地七張居
民忠義精神命名。

東後街
東後巷

以南津里行政區域之東側(中山路以東)命名。

東港路
宜電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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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路 名初 編 日 期由 來備 註

58 0043.04.20

59 東園路 0084.12.08以東園社區〈小東里與菜園里〉命名。

60 林森路 0050.01.01以森林開發處之林業昌盛而命名。

61 0054.01.01為森林開發處內員工宿舍，因而以林業新村命名。

62 武暖路 0096.01.16

63 武營路 0043.04.20

64 河濱北路 0103.03.01

65 河濱南路 0203.03.01

66 育才路 0100.08.20

67 金山東路 0096.07.24

68 金六結路 0103.03.01

東港路
福德巷

以鄰東港路南側福德廟而命之，昔稱此地區為城仔，過校舍路下之水溝(往東)後之地區為下
尾。

林森路
林業新村

礁溪鄉路名。武暖－是昔日噶瑪蘭人的聚落，光武村原稱「武暖」，光復後改光武。村內
有一座石板橋：正名為「四圍橋」。昔日武暖仔港可由烏石港以鴨母船直通，清代西勢大
溪尚未建橋時，是礁溪通往宜蘭的唯一官道，它在清光緒17年（1891年）以前是由刺竹所
搭建而成的竹橋，也是武暖港唯一的一個碼頭。居民由下渡頭過河走武暖橋到四圍或烏石
港 ，此橋於1891年以內地的帆船壓艙石改建。

武營街又名打鐵街，原名武營後街，因位於清代(守備署)武營之後而得名。早期，從西後街
至武營街與中山路交會口止，整條街都是傳統的打鐵店。

原路名為七張路，為符合一道路一路名配合整編，以其環宜蘭河鐵路橋下游左岸(俗稱北岸)
堤防而命名。

以其環宜蘭河宜蘭橋下游右岸(俗稱南岸)堤防而命之。

100年8月20日配合南橋里區域門牌整編，因路段位於育才國小旁，易於尋訪而命名。 育才
國小成立於大正7年（1918），初為員山公學校外員山分校，昭和15年（1940）改為宜蘭
市南國民學校，光復後改為現名。

員山鄉路名。因位於員山鄉金山東路48巷內因地制宜配合命名。

地段屬金六結段，以金六結營區位其側，命名。(金六結營區預定遷播三星鄉)嘉慶年間噶瑪
蘭新開墾之地，因無特別具有資產或交通官府能力的人，所以是以合股的方式，由小經營
者合力進行的墾首採結首制度（合數十個為一結，以曉事而資多者為之首，稱為小結首。
合數十小結首中舉一富強有力、公正服眾者為之首，名曰大結首。）向政府具結申領墾照
後，相互合資合力從事墾荒。待土地墾成後，將各結首編號為頭、一、二、三....畫分地段
，以某結首獲得分配之地以其編號稱呼，後來在該地形成聚落時，便以其為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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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金同春路 0093.08.08

70 金泰路 0097.06.09本路段大都屬員山鄉北七路，宜蘭市原為進士路，配合員山鄉道路整編改名。

71 長春路 0084.12.18位於市區取其工商業發達命名。

72 南津路 0043.04.20

73 南橋一路 0100.08.20

74 南橋二路 0100.08.20同南橋一路。

75 南橋三路 0100.08.20同南橋一路。

76 南橋路 0043.04.20

77 南興街 0043.04.20

78 城隍街 0043.04.20

因鄰金同春圳而命之。「金同春圳」是梅州及北津社區重要灌溉渠道，蜿蜒流過梅洲、北
津，一直到壯圍鄉。金同春圳(ㄗㄨㄣˋ)開鑿於前清嘉慶十六年，貫穿俗稱「梅花圍」的梅
州社區。日據時代，日本人以人工的方式建造了金同春圳，主要目的是為了灌溉壯圍鄉近
宜蘭市的農田。同時，也是承載著居民的經濟命脈與兒時戲水的歡樂的地方，主婦們常於
此地洗衣交誼，每個家庭的情感都隨著衣服，一起浸淫於圳中。
清光緒8年(1882)金同春接買該圳，其後故名金同春圳。

宜蘭廳管內埤
圳調查書

因南津里而命之，光復後，以南津里位居於宜蘭市極南，且濱蘭陽溪，因此命名為南津里
。南津之「津」字為渡口，昔日為宜蘭市過蘭陽溪到羅東的水運交通要道。

同南橋路，100年8月20日將過七賢橋之道路保留南橋路路名，餘與之垂直之道路以清華路
為界區分為北側南橋與南側清華區塊命名。與之垂直之北側南橋區塊內道路由南向北依序
命名南橋一、二、三路。

因南橋里而命之，光復後，因本里位於宜蘭市南端，南方有七賢一號橋可越浮洲溪，乃宜
蘭市與員山鄉之界線，因之稱為南橋里。100年8月20日將過七賢橋之道路保留南橋路路名
，餘與之垂直之道路以清華路為界區分為北側南橋與南側清華區塊命名。與之垂直之南側
清華區塊內道路由南向北依序命名南橋一、二、三路。

因鄰南興廟而命之，南館市場頂樓的南興廟奉祀註生娘媽，廟中有一尊非常有特色的土地
公，是從擺厘請過來的；據說因擺厘出過楊士芳進士，清朝皇帝有感於遠自台灣而來的楊
士芳能夠高中進士，全為土地公庇佑之功，因而特准該土地公翹扇（戴官帽）。該廟原在
路邊，南館市場改建時，將之遷建於頂樓。

以鄰城隍廟而命之，昔稱城隍巷仔。城隍廟創建於清嘉慶18年（1813），由官民合力興建
而成，建築較低矮、色調明暗對比強烈，呈顯其陰廟特色。日治時代廟的四周圍有鐵鍊，
到光復以後改成磚牆，廟裡面有一間土地公廟。昔其對街靈惠廟前有二棵松樹，地方稱之
松仔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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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建軍路 0043.04.20

80 0054.01.01位於建軍路金六結營區旁，為空軍眷村，與蘭竹新村同處。

81 0052.01.01位於建軍路金六結營區旁，為陸軍眷村，與凌雲新村同處。

82 建業路 0043.04.20因建業里而命之，建業里係光復後，所命名。

83 建蘭北路 0092.09.28

84 建蘭南路 0092.09.28同建蘭北路

85 津梅一路 0099.10.25

86 津梅路 0043.04.20

87 珍珠路 0094.04.05

88 美功路 0104.04.27

因建軍里而命之(現建軍路屬泰山里)，日據時期建軍里為重要練兵場所，後改為民航機場，
蘆溝橋事變後改為軍用機場，光復後劃為建軍里，設置陸軍營區及陸軍通信兵學校，設建
現改為金六結營區，為新兵訓練中心。

建軍路
凌雲新村

建軍路
蘭竹新村

85年縣府遷至現址，慣稱縣政中心，本路段係屬外圍道路，因其地段為建蘭段命名，以建
業路為界分屬建蘭南、北路。

同津梅路；原規劃以本路段兩側農作豐美，呈現富麗農村之風貌命名為「富農路」，惟命
名會議與會人士另提案以「津海一路」命名，經討論表決以「津梅一路」命名。

相傳早期橫跨梅洲里與北津里〈慈航路以北、大坡路以南、梅洲一路以東及宜蘭河以西〉
間之交錯農路因雨使路面「津梅」〈台語諧音〉、或難找「津無路」〈台語諧音〉，或以
聯絡北津里與梅洲里間道路命名，99年10月25日因應本區域土地重劃，乃將本區或重新規
劃東西向1條，南北向7條道路實施整編，本道路〈調查局宜蘭調查站、磚窯場〉保留原有
路名〈號數重排列〉整編。

以本路段土地為珍珠段命名之。昔擺厘、珍仔滿力等平埔族社；原擺厘社位於慈惠堂北方
，今已為漢人聚落；珍仔滿力為瑪瑙之意，位於育才國小附近。

配合壯圍鄉道路命名，取美城村至功勞村之聯絡道路而命名〈宜蘭市目前僅為美功路一段2
巷部分門牌〉。
功勞村由來，1812（嘉慶17）年噶瑪蘭設廳時，民壯圍堡18 庄中設有公勞埔庄，乃酬謝有
功人士之封地，至1875（光緒元）年改設宜蘭縣時，民壯圍堡轄28 庄，羅罕庄即屬於本村
範圍。至日治時明治年間原功勞庄、羅罕庄改稱土名，合併為「功勞庄」，終戰後改稱「
功勞村」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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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美宜路 0098.08.01

90 負郭路 0072.08.31

91 軍民路 0043.04.20以軍民一家親命名。

92 0056.01.01屬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宿舍命名。

93 校舍一路 0103.03.01同校舍路，將本區域與校舍路平行之路分別依序命名

94 校舍二路 0103.03.01同校舍路，將本區域與校舍路平行之路分別依序命名

95 校舍路 0061.01.01

96 泰山路 0043.04.20 宜蘭社區日曆

97 0043.04.20以光復後引用當地舊地名命名。

98 0043.04.20同民族路。

99 0043.04.20同民族路。光復國小對面、靠近正好小籠包店。

參考縣民大道；本路段為國道5號之A聯絡道，為縣內之大道，橫跨宜蘭市及壯圍鄉，98年2
月26日由壯圍鄉先以「美宜路」命名，宜蘭市路段於98年4月23日召開命名協調會以美宜路
配合命名，惟與會代表未認同，並建議宜蘭縣政府召開跨鄉鎮協調會，該府98年6月17日召
開跨鄉鎮協調會，會中以本路需有較大之命名格局，一致認同以「美麗宜蘭城」命名為美
宜路。

因負郭里而命之，乃宜蘭城外負郭(靠近城郭)之地，故謂之負郭里。

軍民路
司法二村

早期本區係農林學校之宿舍專區而命名。黎明國小是校舍路的起點，門牌為校舍路1號。該
校自32.10.05開始建築校舍，校舍即學舍，學校的房子，尤指小學校舍。光復初期這條路可
行走的部分約2米，一台人力車(犂仔卡)可通過的寬度。每次選舉時(正好接近過年時間，當
選的民意代表便會兌現競選支票去爭取幾台砂石，由學校及當地住民出力填補路面。

訪談黎明國小
退休員工。

太山口圳(又名泰山口圳，今名大三鬮圳)，清嘉慶7年（1802）五圍埔地佃戶自力開圳，在
員山三鬮二附近引大湖溪（宜蘭河支流）溪水，流經芭荖鬱（今惠好村）、金六結、及今
南屏及光復國小、舊城南路及舊城東路等地。因將該圳加蓋作道路使用，是命名泰山路。

泰山路
七結巷

泰山路
民族一巷

泰山路
民族二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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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0043.04.20

101 0043.04.20同負郭路。南屏國小對面、靠近民權新路之巷道。

102 0049.01.01

103 神農路 0043.04.20

104 茭白一路 0103.03.01同茭白路，為符一道路一路名配合整編。

105 茭白二路 0103.03.01同茭白路，為符一道路一路名配合整編。

106 茭白三路 0103.03.01同茭白路，為符一道路一路名配合整編。

107 茭白路 0043.04.20

108 健康路 0080.08.12

109 國榮路 0056.01.01以鄉親、土親，國家繁榮為命名。

崇聖街 0043.04.20

泰山路
負郭一巷

同負郭路；72年8月31日整編為負郭路25巷。

泰山路
負郭二巷

泰山路
復國巷

泰山路復國巷，為日治時期北機場至南機場之飛行機跑道。國民政府遷台為安置國軍乃在
道路兩側搭建臨時房子供居住，做為隨時反攻回大陸之準備命名。

以鄰五穀廟而命之。神農里轄內五穀廟，前先為建於嘉慶17年（1812）的先農壇，主祀神
農大帝，作為官方勸農的機構，也因此以神農為里名。行政區域調整後神農里內已無神農
路。

88.10.5整編
為1-2段

因茭白里而命之，光復後，以本區湧泉發達，再加上番仔溝圳等水利設施，水源豐富，水
質清澈甜美，茭白筍種植普遍，而定名為茭白里。

宜蘭運動公園南北向之聯絡道，可藉由本道至運動公園休憩，以提升全民健康觀念而命名
。

以鄰舊孔廟(今為停車場)而命之。昔日的中央市場是宜蘭孔廟舊址。孔廟建於清同治8年
（1869），歷時10年完工，其建築是參考台南孔廟的形式興建，有全台最美的大成殿；昭
和18年（1943）被徵用為陸軍糧秣堆積所，又屢遭戰火波及，致使文廟殘破不堪；光復後
已徹底傾毀。民國42年（1953）乃決議遷至菜園里北門外重建。遷廟後原廟址北段闢為中
央市場，作果菜批發及農民販賣自產蔬果之用，南段供宜蘭市魚市場使用；民國78年
（1989）2月27日攤販遷至宜興路綠九市場營業，中央市場封閉，改設停車場。民國87年
（1998）魚市場解散，建物拆除，南側土地也作為停車場使用。



第12頁共19頁

宜蘭市路名歷史

編 號路 名初 編 日 期由 來備 註

110 康樂街 0043.04.20

111 旋流路 0043.04.20

112 梅洲一路 0043.04.20

113 梅洲二路 0043.04.20同梅洲一路，位於梅洲一路西側，依序排列命名。

114 清華一路 0100.08.20

115 清華二路 0100.08.20同清華一路。

116 清華路 0100.08.20

117 雪峰一路 0093.08.08同雪峰路及鎮平路。

118 雪峰二路 0093.08.08同雪峰路及鎮平路。

119 雪峰三路 0093.08.08同雪峰路及鎮平路。

120 雪峰路 0085.01.29  

121 雪隧路 0103.03.01

其命名乃因日治時期康樂街兩側為宜蘭市最重要的娛樂場所，以開化樓、成興樓、喜樂等
最為有名；宜蘭第一個室內劇場－宜蘭座也在本里，光復後改為放映電影的宜蘭戲院，後
來停業荒廢。

相傳早期該區路段〈中山路一段以東〉、〈環市東路以西〉均屬農田且其中夾帶農水溝，
農路狹長均屬〈里阿卡路〉農水溝也因地形起伏甚鉅造就水流川急、流路彎延，有如〈泥
鰍〉而命名，但58年農地重劃水流改向，昔日情景已成回憶。

訪談林振雄村
長。

因梅洲里而命之，光復後，以本區梅洲圍集村聚落為名，定名為梅洲里。本里清代為梅洲
圍，造土圍防原住民及宵小入侵，歷史變遷，土圍消失，部分改建為公寓住宅，集村型態
已不復見。

100年8月20日將過七賢橋之道路保留南橋路路名，餘與之垂直之道路以清華路為界區分為
北側南橋與南側清華區塊命名。與之垂直之北側道路由北向南依序命名清華一、二路。

以通往清華大學主要道路而命名。(與大學路相輝映)。
同南橋路，100年8月20日將過七賢橋之道路保留南橋路路名，餘與之垂直之道路以清華路
為界區分為中心北側南橋與南側清華區塊命名。與之垂直之南側清華區塊內道路由北向南
依序命名清華一、二路。

合盛太平Cafe Story前身是日治時期陳金波先生所創立「太平醫院」，創辦人陳金波先生於
1919年在宜蘭街開設太平醫院，是第三位在宜蘭街開業之台籍西醫，並於1946年擔任第一
任(台北縣，1951年改為宜蘭縣)宜蘭市市長，後來1961年因病逝世，享年73歲，為了感念
陳金波先生，宜蘭市「雪峰路」即以陳金波先生之別號命名。

原路名為七張路，為符合一道路一路名配合整編，本路段可迅速連接進入國道5號高速公路
，經過雪山隧道北上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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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凱旋路 0043.04.20

123 富農路 0099.10.25

124 嵐峰路 0078.03.01

125 復興路 0072.08.31

因凱旋里而命之，光復後，以凱旋里轄內有一建於日治時期跨美福大排(今為美福大排之支
流建業中排)的凱旋橋(位於中山路)，而命名。
本路段因地理位置與慈航路平行〈北側〉，且慈航宮位處附近，係本區民眾信仰中心，原
規劃以「慈航北路」命名，惟命名會議時與會人士另提案以「富農路 」、「津梅新路」命
名，後經討論表決以農田景色富麗命名「富農路」。

為紀念鑑湖堂陳嵐峰將軍而命之。現在鑑湖堂北側的姓陳底為進士里最大的集村聚落。擺
厘陳氏鑑湖堂，為自福建漳浦佛曇鎮大坑鑑湖遷來。嘉慶初年，陳氏祖先為躲避漳泉械鬥
及土匪搶奪，率領子弟赴宜蘭開墾金包里古、珍仔滿力、擺厘等320餘甲之土地。宜蘭流傳
：「擺厘鑑湖陳氏做得到，勝過珍珠買一石。」可見此一家族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咸豐年
間（1851～1861）建成雙進護龍大宅，更在家宅南側興建「登瀛書院」。
陳嵐峰先生是土生土長的擺厘囝仔，自幼聰穎好學，器宇非凡，膽識過人。隻身渡海就讀
軍校，成績優異。畢業後派任國民革命軍大本營－黃埔軍校，擔任教官。台灣光復時官拜
少將，追隨政府接收台灣。中將退役後聘為監察院監察委員，是台籍傑出人才之一。
民國五十八年宜榮段農地重劃後，從渭水路(現為中山路)至員山開闢了一條新道路，區隔了
宜蘭市的住宅區與農業區。這條路貫穿進士里的東西向，方便了員山鄉進出宜蘭東區的交
通。為了紀念擺厘出生的陳嵐峰先生，就命名為嵐峰路。

以位於復興國中前而命之。一段76.8.1、二段72.8.31、三段72.8.31整編。
復興國中原係宜蘭縣立宜蘭初級中學（校長許汝驤先生）第一分部，分部主任李興民先生
負責該校設立籌備工作，於民國57年政府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該校始奉准於同年8月成
立，首任校長楊治宋先生奉派於同年7月5日到任後，積極籌備開學事宜，於9月9日正式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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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惠深二路 0095.01.17

127 進士路 0043.04.20

128 開興路 0103.03.01原路名為七張路，為符合一道路一路名配合整編，以路段內『開興廟』命名。

129 陽明一路 0103.03.01同陽明路，將本區域與陽明路平行之路分別依序命名。

130 陽明二路 0103.03.01同陽明路，將本區域與陽明路平行之路分別依序命名。

131 陽明三路 0103.03.01

132 陽明六路 0103.03.01

133 陽明路 0101.07.07以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位於本路段命名。

係配合員山鄉道路整編，以該鄉惠好村及深溝村命名。惠好村昔為「芭荖鬱」社居地，以
社得名。古時濁水上游河道分歧，交通不便，溪洲各地乃被視為東勢，故該社被劃歸東勢
，屬清水溝堡；日治時期治河，改劃歸宜蘭郡；光復後改名惠好，係為紀念1807年(嘉慶十
二年)率眾入墾的漳人朱元惠、朱阿好。深溝村：昔為「下深溝」。有葫蘆堵、蔗廍等小地
名。葫蘆堵：蘭陽溪上形如葫蘆之沙洲；1936年築堤時被攔腰切過，2000年建橋溝通二岸
。

為紀念楊士芳進士而命之。光復後，以擺厘為進士楊士芳的故鄉，而定名進士里。楊士芳
祖籍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後移居冬山柯仔林。道光24年（1844）遷居擺厘，同治7年
（1868）考中三甲第118名進士。楊氏曾任仰山書院院長，培養人才無數；倡建宜蘭孔廟，
明倫教化；倡建碧霞宮，奉祀岳飛，保存民族精神。

以陽明醫院(將)於105年遷至鐵路以東現址，其鄰近道路乃以陽明為名命之。原命名為薪傳
路，因此區曾有三位薪傳獎得主，後因部分民眾反映不知薪傳之意義，乃改回陽明。
薪傳奬得主，葉讚生(1985(民國74 )年獲獎)擅長拈扇花，扮「生」，當時日治時代禁樂時，
攏絡當時壯四派出所的壯丁團的葉團長，壯三團仍得以演出；陳旺欉(1989(民國78 )年獲獎)
擁有「本地歌仔守護神」的美名，扮「旦」，因一場演出忘記帶扇子，向台下一名女子借
扇，進而交往開花結果，借扇姻緣傳為佳話；林爐香(1994(民國83 )年獲獎)，扮「丑」，在
1996(民國85 )年，與陳旺欉隨蘭陽戲劇團至美國紐約與哥斯大黎加表演，這是本地歌仔第
一次躍上國際舞台。

本路段原為縣民大道二段616巷，於第二次協調會臨時動議住戶提出應比照陽明路為主軸辦
理命名，會後辦理住戶意願辦理命名，經問卷調查以陽明六路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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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新民路 0043.04.20

135 0043.04.20同新民路。屬大新里，位於和睦路與宜興路間之平行巷道。

136 新生路 0043.04.20

137 新興路 0043.04.20

138 聖後街 0043.04.20因孔子廟及楊士芳進士第二故居位其附近並與崇聖街相輝映命名。

139 農權路 0047.01.01

140 慈安路 0043.04.20

因新民里而命之，本里清代屬於巽門，即東南方之意。昭和15年（1940）改屬錦町；光復
後，本里範圍原有崇聖、新民兩里，民國67年（1978）兩里合併，稱新民里，乃取自區內
著名的新民堂。新民堂原為位於聖後街的鸞堂，清光緒16年（1890） 由當時士紳李望洋、
蔣國榮等遷建於宜蘭(陽明)醫院對面新民派出所附近，主神為李觀濤恩主。宜蘭第一位舉人
黃纘緒的故居，位於新民路100巷。

新民路
大東巷

因新生里而命之，新生里清代屬四圍堡辛仔罕庄，昭和15年（1940）劃歸宜蘭市，屬川端
町。光復後，改稱為新生里。辛仔罕為「河邊」的意思，是噶瑪蘭族辛仔罕社之地。光緒
18年（1892）的大洪水造成宜蘭河改道，其轉折點大約在今大福路鐵路橋下，今縣道192
號公路約為宜蘭河舊河道的路線。

因新興里而命之，光復後，因在火車站之北，為新興發展之區而得名。
新興里的發展，一半要歸功於民國47年（1958）森林開發處的成立，之後新興里陸續成立
鋸料仔工廠（或稱為料仔間，為木材工廠之意），連帶和睦里、大東里都繁榮起來。宜蘭
市木材業全盛時期，有50多家木材商，新興路北邊及聖後街、東港路也都是木材行。

90.3.19保留
路名，門牌重
新排列

早期本市農田遍佈，農家生活簡樸，為提升照顧農民權益而命名，昔時僅梨阿卡可通行。
農權路旁有宜蘭大學(昔宜蘭農校)；糧食局(中山路旁)早期負責農糧及肥料管理相關業務並
訂有農倉業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及糧食丶肥料管理法，和農民權益息息相關。

因鄰慈安寺而命之，慈安里亦同。慈安寺原在七張，大正元年（1912）被洪水沖走，改到
現址建廟，是本里的信仰中心，也就是噶瑪蘭廳誌上記載的「下渡頭佛祖廟」，大湖、二
湖、大三鬮、員山佛祖廟都是本廟刈香出去的。以前沒橋時，七張、美間、武暖民眾要坐
渡船才能進宜蘭市，約民國50年才有杉木搭建的便橋，民國55年（1966）改建水泥橋橋名
慈安橋。但仍時常遭洪水淹沒，民國86年（1997）8月完工通車，地方人士認為有必要保留
舊地名，遂決議命名為下渡頭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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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慈航一路 0093.08.08同慈航路及鎮平路。

142 慈航二路 0093.08.08同慈航路及鎮平路。

143 慈航三路 0093.08.08同慈航路及鎮平路。

144 慈航路 0085.01.29以其鄰慈航寺而命之。

145 慈雲路 0103.03.01

146 碧霞街 0043.04.20

147 福德路 0103.03.01原路名為七張路，為符合一道路一路名配合整編，以路段內『福德廟』命名。

148 慶和街 0043.04.20

149 0043.04.20位於慶和街路段之巷內，以同興廟命名。

150 0043.04.20位於慶和街路段之巷內，同慶和街命名。

151 賢好路 0092.04.16

原路名為七張路，為符合一道路一路名配合整編，以轄內慈雲寺供奉觀世音保佑境內平安
，為地方居民信仰中心命名。

以鄰碧霞宮而命之。日治初期明治30年（1897）楊士芳進士倡建碧霞宮，取碧血丹心望曉
霞之意，奉祀岳飛，保存民族精神，是台灣第一座奉祀岳飛的廟宇。

以鄰慶和廟而命之，慶和廟又叫馬舍公廟，相傳清嘉慶20年（1815）間，從中國來臺的馬
舍公輦轎，路經宜蘭市慶和里時，怎麼也抬不動，經請示馬舍公，祂表示有意在此長駐。
神明隊伍中，擔任敲鑼的徐法自願跟隨馬舍公留在該地，和當地居民在輦轎坐駕的地方（
即今慶和廟的牌樓處），以茅草搭建一間小廟，正式晉殿鎮座，加以奉祀。如今慶和廟右
側龕還供奉著「開山清顯考諱法徐公」的神位。廟地原為塚仔埔，無業遊民多於此建寮暫
居，因此稱為「乞丐寮」。日治時期，將墓地內骨灰遷至員山大眾廟附近，該地乃成菜園
。

慶和街
同興巷

慶和街
慶和巷

係配合員山鄉道路整編，以該鄉惠好村及七賢村命名;參考惠深路;七賢村：清時稱浮洲，
日治稱溪洲，光復後改稱七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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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黎明一路 0088.10.25

153 黎明二路 0088.10.25同黎明路及黎明一路。

154 黎明三路 0088.10.25同黎明路及黎明一路。

155 黎明路 0043.04.20因黎明里而命之，光復後，以本區位於東方，乃日出之所，定名為黎明里。

156 樹人路 0084.12.18

157 縣民大道 0098.08.01

158 縣政一街 0092.09.28

159 縣政七街 0092.09.28同縣政一街

160 縣政九街 0092.09.28同縣政一街

161 縣政二街 0092.09.28同縣政一街

162 縣政八街 0092.09.28同縣政一街

163 縣政十二街 0092.09.28同縣政一街

164 縣政十街 0092.09.28同縣政一街

165 縣政三街 0092.09.28同縣政一街

166 縣政五街 0092.09.28同縣政一街

同黎明路，將本區域與黎明路平行之路分別依序命名。本路段第一次協調會係以舊地名「
壯一」、「壯二」及「壯三」命名，後因適逢該路口發生車輛擦撞，住戶以「壯三壯四」
諧音不雅陳情重新命名，乃召開第二次命名協調會，以黎明路為主軸，因本三條路係相互
平形故由東向西分別命名為「黎明一路」取代壯一路、「黎明二路」取代壯二路，「黎明
三路」取代壯三路。

以其鄰宜蘭國中，學校教育英才，『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而命名，宜蘭國中校址後來也
從新興路變更為『樹人路』。

參考美宜路；本路段為國道5號之B聯絡道，為縣內之大道，橫跨宜蘭市及壯圍鄉，98年2月
26日由壯圍鄉先以「光明路」命名，宜蘭市路段於98年4月23日召開命名協調會以光明路配
合命名，惟與會代表未認同，並建議召開跨鄉鎮協調會，98年6月17日召開跨鄉鎮協調會，
會中以本路需有較大之命名格局，故以「宜蘭縣民」著眼命名為縣民大道，並以國道5號為
界，以東為一段、以西為二段。

85年縣府遷至現址，慣稱縣政中心，其周圍道路仿舊宜蘭城圓弧形道路命名縣政北、西、
南路，東為舊省道中山路，故無縣政東路之名。其他新闢道路，其寬度較小者以縣政某街
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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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縣政六街 0092.09.28同縣政一街

168 縣政北路 0092.09.28

169 縣政西路 0092.09.28同縣政北路  

170 縣政南路 0092.09.28同縣政北路  

171 環市東路 0096.09.09

172 環市南路 0100.08.20

173 環河北路 0093.08.08

174 環河東路 0103.03.01

175 環河路 0085.01.29

176 擺厘路 0043.04.20

177 舊城北路 0043.04.20

178 舊城西路 0043.04.20

179 0043.04.20

180 舊城東路 0043.04.20

181 舊城南路 0043.04.20

182 0043.04.20

85年縣府遷至現址，慣稱縣政中心，其周圍道路仿舊宜蘭城圓弧形道路命名縣政北、西、
南路，東為舊省道中山路，故無縣政東路之名。

新台9省道，以其環宜蘭市東側聯絡礁溪及羅東之主要道路而命之。

新台9省道，以其環宜蘭市南側聯絡羅東之主要道路而命之。

以其環宜蘭河宜蘭橋上游左岸(俗北岸)而命之。

以其環宜蘭河右岸(俗稱南岸)宜蘭橋下游至鐵路橋堤防而命之。

以其環宜蘭河宜蘭橋上游右岸(俗稱南岸)堤防而命之，本道路與水防道路共構。

昔原住民擺厘社，同擺厘里均以其命名。噶瑪蘭族有57社，而擺厘社也就是其中一社；現
今宜蘭市的進士里舊稱《　擺厘　》；本來那是噶瑪蘭族擺厘社的聚居之地。

清嘉慶15年(1810)將宜蘭納入版圖，設噶瑪蘭廳，派知府楊廷理籌建事宜，噶瑪蘭城直徑
180丈，城外有壕溝，其旁植刺竹，城內植九芎樹，故有九芎城之稱。日治時期實施市區改
正，廢牆城為路，今舊城東、南、西、北路，日人並於壕溝岸邊植柳樹，命之八千代川，
昔宜蘭城北城門稱坎興門。

(同舊城北路)，昔宜蘭城西城門稱兌安門。舊城西路以前都是日本宿舍，拆了20幾戶之後，
現在改作為楊士芳紀念林園。

舊城西路
光大巷

光大巷後段昔稱「後尾巷」，乃宅落後方之意，為該社區通往宜蘭河及西門溝（西門路）
之民間步道，充滿聚落舊時記憶，作為舊城區與宜蘭河濱公園之串連廊道。
以鄰台灣電力公司而命之。昔光大里之命名亦同。

(同舊城北路)，昔宜蘭城東城門稱震平門，道路部分路幅為大三鬮圳加蓋而成。

(同舊城北路)，昔宜蘭城南城門稱離順門，道路部分路幅為大三鬮圳加蓋而成。舊縣政府為
舊城南路23號，今已建為蘭城新月廣場(百貨公司)。

舊城南路
力行三巷

原為縣政府舊址左側之員工宿舍，採棋盤式格局，南北向為力行一巷至三巷、東西向為縣
府一巷至四巷。今設治紀念館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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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0043.04.20同舊城南路力行三巷。

184 0043.04.20同舊城南路力行三巷。

185 鎮平一路 0093.08.08同鎮平路。

186 鎮平二路 0093.08.08同鎮平路。

187 鎮平路 0065.01.01

188 鎮興路 0105.07.09

註：

、

舊城南路
縣府一巷

舊城南路
縣府二巷

以其路段內鎮平宮命名。原梅洲里內除慈航路、大坡路及雪峰路外，餘路名皆為鎮平
路，93年8月8日依其里內路段性質以鎮平路、雪峰路〈南北向道路〉及慈航路〈東西向道
路〉為主軸，分別整編鎮平路、鎮平一路、鎮平二路、雪峰路、雪峰一路、雪峰二路、雪
峰三路、慈航路、慈航一路、慈航二路及慈航三路。

以其為鎮興廟面前道路而命之。鎮興廟奉祀三山國王，廟地原先在四鬮一，建機場時才搬
遷到進士路現址。

宜蘭早期有一整片土地(約現今之宜蘭市和壯圍鄉的一部分)為開墾宜蘭的壯丁們所開拓的聚落，被稱為「民壯城」，區分成壯一到
壯七，除了壯二是屬於現在宜蘭市凱旋路那一區之外，其餘皆分佈於宜蘭火車站往壯圍部分。
現在的宜蘭市東村社區就是屬於「壯三」，而社區內的黎明國小舊址是在壯四(現今約黎明里)，後遷校到壯三來的，故其舊名為「
壯四公學校」。壯三中有兩個較發展的聚落，就是以校舍路區分的「城仔底」和「布帆店」，根據社區內土地公廟文獻記載得知，
祖先到東村社區開發約晚「吳沙」6年，就整個宜蘭縣來說，壯三社區開發算是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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