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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日曆彰顯了地方特色、人物寫真、風土民情，

頁頁都是珍貴的影像文字紀錄，

篇篇充滿了美好的故人心、美麗的鄉土情，

不但是宜蘭社區發展的縮影，

也呈現了在地文化與環境價值的精神。

社區 曆日宜蘭縣
民國壹零玖年



回家，實踐美好的生活日常。

每年看見社區日曆的成品，內心總是感到無限暖意，人人都希望家鄉美、社區
好，社區日曆彰顯了地方特色、人物寫真、風土民情，頁頁都是珍貴的影像文字紀
錄，字裡行間感受到的不僅僅是歷史痕跡、歲月印記，更是社區旺盛的生命力。

社區日曆自 2002 年起出版，迄今已 19 年了，共完成了 228 個社區故事，宜蘭
縣內多數的社區都曾經是裡面的主角。當初緣起於阿蘭城李金墻歐吉桑，想在日曆
上見到與自己日常生活周遭事物的初心，而延伸出將這項經驗擴展至其他社區，參
與過的夥伴們都能瞭解，這不是件容易的工作，先調查社區資源開始，透過多次的
田野訪談、耆老座談、社區導覽、小型活動等，經由一次又一次的聚會、討論，讓
整個社區動起來。文化局從旁支援協助，邀請經驗豐富的輔導團陪伴社區，並擔任
引導與給予意見的角色，藉著集合眾人之力完成資料收集、文稿撰寫、影像拍攝等，
才有今日豐碩的成果。

社區日曆的內容是宜蘭發展的縮影，做為初階擾動社區媒介的宜蘭社區日曆，
將繼續注入新力量，營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未來期望持續以共好與共學的核心價
值，藉由宜蘭在地青年、公民團體共同參與，相互激盪出不同火花，將青年團體的
觀點、專長、熱情與創意轉化為實際行動，同時促進青年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帶來
新意。

在新年展開之際，為打造更美好的社區日常，更豐富的歷史記憶，仍需更多社
區民眾關注與協助，社區事就是自家事，人人都是重要的一份子，讓我們一起努力
實踐更美好的宜蘭生活。

宜蘭縣縣長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局長



January, 2020

月

金洋部落有著世外桃源的稱號，

四面環山，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

是南澳鄉保留最多文化的部落，

金洋段木香菇全國鼎鼎有名，南

澳古道、神祕湖以及露營區外地

遊客聞名而來，好山好水好地方

是非來不可的旅遊勝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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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三

1
沿著台九線往宜５７鄉道來到

彷如世外桃源的金洋部落，以金洋國
小為界，以東的村民 ( 又稱上部落 ) 
來自舊金洋的金洋社人，以西的 ( 又
稱下部落 ) 主要是奎諾斯人。金洋村
為南澳鄉最深山的村莊，冬天盛產段
木香菇， 夏天則是最適合露營放鬆
的好地方，空氣清新，好山好水，上
部落人數最多，有兩家商店（金洋商
店，歐嗨唷商店）、兩間早餐麵店
( 為 )、衛生室、國小及兩間教會，
下部落人口數較為稀少，有一間商
店、一家小吃部、多功能球場、托兒
所及原住民喜愛的投幣式卡拉OK。

●宜／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十二月初七

金洋部落巡禮

WED.



February, 2020

月

大坑里協天宮為 1863（清同治 2）

年以石材擴建，歷史悠久，綿延數代。

廟內有一副同治年間的木聯「匹馬長

驅千里月，單刀獨耀一江風」及「萬

世人極」之匾額，以盛讚關聖帝君宏

德。協天宮奉祀關聖帝君，不僅為庄

民祀神中心，其分靈香火亦遍及各

地，靈威顯赫，信徒廣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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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大坑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2 月

February

星期六

1
SAT.

●宜／祭祀 祈福 齋醮 塑繪 開光 除服 成
服 入殮 作灶 嫁娶 捕捉 畋獵 納財

●忌／開倉 蓋屋 安葬 安床 農曆正月初八 

要「過港」的大坑里

大坑里位於頭城鎮東邊，地形
為狹長型的海岸沙丘平原；清朝時
期，若要從頭城市區往返此地，必須
搭小船渡港，所以這裡又叫「過港」；
1924（甲子 ) 年做大水，福德坑堤防
潰堤，頭城港被埋塞，此後就不需再
渡港了。早期要進入大坑里的居住聚
落，還需經過一大片沼澤地和田地，
其中有一條沿著圳溝的道路，路的盡
頭有座大坑橋，通過後就代表進入大
坑社區了。由於地理位置封閉，「過
港人」特別團結。如今，沼澤地已建
築林立，大坑橋也不見了，連外道路
也增加了兩、三條，但居民團結的情
感歷久不衰。

照片提供 / 宜蘭縣史館



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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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020
玉石村位於礁溪鄉，舊稱南白石腳，原與白雲

村同為白石腳庄，後期稱頂保為白雲村，下保

則取名玉石村，皆指涉山麓地帶白石裸露。早

期村民多數務農，近山旱田以種果樹為主，平

原區則種稻。本村南側有溫泉，溫泉資源自日

治時期已廣為開發利用，溫泉浴池也是宜蘭礁

溪鄉最早設立，今則新闢成溫泉游泳池。另有

遠東成衣廠於民國 70年代設廠於本村，位於

台 9線旁，提供許多村民就業機會。目前飯店

大樓林立，有別於以往的鄉村風情。



礁溪鄉玉石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3 月

March

星期日

1
宜蘭縣第一處由公所與社福

機構策動的「礁溪鄉雲水老人日托
站」，2011年 10月 14日正式啟動，
由礁溪鄉公所主辦，佛光山蘭陽仁愛
之家承辦，象徵宜蘭的健康老人社區
照顧模式進入另一個全新紀元，落實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老人福利理
念。

玉石日托站在 2019 年 5 月 30
日成立，成立前以徒步掃街的方式
向社區長者宣傳，並且鼓勵社區長者
踴躍參加。玉石日托站每週五中午供
食，用餐前會有老師帶動長者們做活
動或教導健康知識，讓長者們不僅能
吃飽喝足，亦能獲得正確的保健知識
與增加身體的活動力。

●宜／嫁娶 安床 開光 出行 祭祀 動土 出
火 解除 會親友 開市 交易 立券 掛
匾 入宅 移徙 拆卸 破土 啟鑽 安葬

●忌／掘井 詞訟 農曆二月初八

玉石雲水日托站

SUN.



April, 2020

月 尚武好地理　湧泉蔥之鄉

山水馳名勝　人間桃花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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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鄉尚武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4 月

October

星期三

1
WED.

●宜／祭祀 動土 上樑 訂盟 納采 嫁娶 安
機械 拆卸 安床 入宅 安香 入殮 移
柩 破土 安葬 立碑 謝土 赴任 出行 
移徙 祈福 求嗣 解除 造倉 進人口

●忌／開光 出貨財

農曆三月初九

尚武社區的特色是純農業居多，
一片望去綠油油，以栽種稻米、蔥、
蒜等為主。社區所在沿蘭陽溪南畔屬
長條型。社區有兩間廟、兩間居民活
動中心，上游桕腳廍聚落有長壽俱樂
部可使用，下游虎尾寮聚落是社區活
動中心。

每年中秋節活動輪流舉辦，若
今年在上游辦理中秋節活動，明年就
在下游辦活動，可說是與眾不同，由
於狹長地理的聚落分佈關係，村民已
習慣此種方式。

社區有設家政班、環保志工隊，
十八式氣功，十七式氣功、長青食
堂，廟宇志工隊等社團，雖然社團不
多，但每個社團每次出勤都很團結，
讓人感動欣慰。

綠油油一片的尚武社區



May, 2020

月
200 年前船靠岸   帶來媽祖和洋麻

大船貿易大稻埕   行口鬧熱透京城 

元宵遶境陣頭弄   八大庄頭來走尪

媽祖慈悲保平安   萬人朝拜好年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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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鄉利澤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5 月

May

星期五

1
●宜／出行 修飾垣牆 造畜稠 教牛馬 餘事

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四月初九

利澤社區位於五結鄉東南隅，東
隔台 2線與成興村相接，南與成興村
為鄰，西為冬山鄉，西北和協和村，
北和季新村為鄰，全村面積 2.4691
平方公里。利澤村名來自利澤簡，清
時利澤簡堡範圍廣大，除利澤簡民庄
外，尚包蘇澳的龍德、頂寮、馬賽地
區，目前利澤村的範圍則包括五十二
甲和利澤簡二庄，1978（民國 67）
年重新調整行政區域，將下福合併進
來，仍稱利澤。

利澤社區

FRI.



June, 2020

月
二結鄉村都市化

工商發達百業興

社區居民和樂融

財運吉祥保安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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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6 月

June

星期一

1
MON.

●宜／祭祀 解除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閏四月初十 

二結社區位在蘭陽大橋以南，
至黑藥港以北，二結派出所前舊省道
以東，至二結火車站鐵道以西為界。
1978 年因五結鄉行政區域調整，原
屬雙結及學進兩村合併為二結村，全
村面積 136 公頃，人口約 2300 人，
村民從事公、教、農、工、商民風淳
樸。因台九線新、舊省道，貫通社區
之故，社區迅速發展，省道兩旁商店
林立，轄區內有學進國小、納智捷、
現代、蘭揚等三家汽車公司、海生樓
餐廳、麥當勞、喜互惠大賣場、松風
文旅飯店，還有二結火車站，也是宜
蘭縣地理中心點，係屬於鄉村都市型
的社區。

詳述二結社區



July, 2020

月7
/ 歲 /次 /庚 /子 /年 / 生 /肖 /屬 /鼠 / 仁和里原本是義和里，

2006 年行政區域整編，

將居仁里、仁德里部份、

義和里合併為現今的仁和里。

仁風為里宜住處

和氣致祥招商賈

社會賢達代輩出

區宇重現造純樸

生活便利機能優

居民情誼永留長

美食百貨商聚集

巷弄文化在仁和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三

1
●宜／求嗣 嫁娶 納采 合帳 裁衣 冠笄 伐

木 作梁 修造 動土 起基 豎柱 上樑 
安門 作灶 築堤 造畜稠

●忌／安葬 出行 祈福 栽種 農曆五月十一 

仁和里位在羅東鎮鎮中心，是
羅東鎮最小的社區，但因為人口密集
度高，人口也較為複雜。社區發展時
間較早，因林木業帶動社區產業，所
以有許多特種行業林立，因有消費
需求所以延伸出許多店家，早期還有
打鐵店、棺材店、炭丸店、酒家、妓
女戶，隨著時代變遷這些行業已經消
失，這社區鄰近羅東夜市，附近有成
功與羅東國小。東邊至中正路，西邊
至興東南路，南邊至南門路，北邊至
中山西街，範圍不大卻有許多文化值
得探訪。

仁和社區簡介

WED.



August, 2020

月

0801 結頭份社區簡介                 0802 我們的榮耀

0803 社區空間改善                    0804 結頭份大樹公

0805 落地掃—歌仔戲發源           0806 結頭份滾歌仔團

0807 本地歌仔（文武場）           0808 結頭份文化廣場

0809 結頭份歌仔戲文化節           0810 在地文化生活繪本

0811 村落美學歌仔戲明星面對面  0812 辦桌ㄟ十二碗菜歌

0813 結頭份ㄟ渡船頭                 0814 挽面阿嬤與土地公廟

0815 呱呱教農事體驗場              0816 環保低碳學習工作坊

0817 阿嬤ㄟ廚房                       0818 生活工藝—竹編

0819 就醬吧！大樹公手工醬油     0820 員山數位機會中心 (DOC）

0821 竹筍大事紀                       0822 長者照顧與關懷

0823 共餐喜樂站                       0824 社區的臘肉達人

0825 書寫春聯的達人                 0826 李家古井

0827 秘密埤塘—結福埤              0828 宜蘭河永金河堤生態環境認養   

0829 話我社區‧畫我社區         0830 社區風味餐                   

0831 一代木 - 大樹公風華再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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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山鄉結頭份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8 月

星期六

1
●宜／祭祀 解除 沐浴 整手足甲 入殮 移柩 

破土 啟鑽 安葬

●忌／嫁娶 入宅 移徙 作灶 開市 交易 安
門 栽種

農曆六月十二

頭分村在清代稱為結頭份庄，
日治期間於 1901( 明治 33) 年查定區
域，仍名結頭份庄，1920 ( 大正 9) 
年，行政區域再行調整，改結頭份庄
為大字。終戰之後，改結頭份大字為
結頭份村。1950（民國 39）年依行
政區域調整方案，重新調整行政區，
結頭份村範圍不變，但更名為頭分村
至今。「結」乃是宜蘭地區拓墾組織
的基本單位，結有頭人，稱為結首，
結頭份乃指結首所分的田份。頭分與
結頭份就字面上的解釋意義大不相
同，所以社區在 2011 年時召開會員
大會，決議把頭分正名回結頭份，經
送縣府同年 6 月同意錄案備查，於
2012 年正式以結頭份行文。

結頭份社區簡介

August

SAT.



September, 2020

月 回首慈安憶當年

再創中興百年事

        - 康仕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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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二

1
●宜／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出行 出火 拆

卸 修造 移徙 動土 安床 入殮 破土 
安葬 啟鑽

●忌／蓋屋 開光 理髮 造船 掘井 作灶 農曆七月十四

「中興里」是在 2014 年宜蘭市
行政區域重新劃分時，於該年 3 月
1日起由宜蘭市慈安里劃分出來，進
而於 2014 年 10 月成立中興社區發
展協會。中興里雖然是新的社區，但
是鄰近卻有許多重要的學校、機關單
位及歷史建築，比如，東港陸橋、下
渡頭橋等等、見證了宜蘭市的歷史變
遷及社會發展，這裡還有一批無形資
產，所有鄰近在地相關之社區開發過
程，經由幾個世代口耳相傳的歷史，
形成最珍貴、最真實的在地生活無形
寶藏。

我們的家，中興里簡介

TUE.



October, 2020

月
紅葉社區 公館文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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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

壯圍鄉紅葉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10 月

星期四

1
●宜／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沐浴 出火 出

行 拆卸 動土 認養 開市 交易 立券 
移徙 安床 栽種 納畜 安葬 啟鑽 除
服 成服

●忌／經絡 伐木 入宅 安香 詞訟 修造 【中秋節】
農曆八月十五

壯圍鄉紅葉社區發展協會
1986( 民國 75) 年成立，社區剛成立
時稱為紅葉社區理事會，由當時的村
長吳坤明先生捐贈土地興建紅葉社區
活動中心，完工之後創立理事會與社
區基金，直至 1993( 民國 82) 年正式
更名為紅葉社區發展協會。

紅葉社區發展協會

October



November, 2020

月

文化里是很小的里，

早期十幾戶演變到一千多戶，

顯示居住環境優，

大家才有緣聚居。

士農工商齊聚集，

扎根傳承文化里。 11
/ 歲 /次 /庚 /子 /年 / 生 /肖 /屬 /鼠 /



宜蘭市文化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11 月November

星期日

1
SUN.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開市 出行 解
除 動土 起基 置產 栽種

●忌／嫁娶 作灶 修墳 安門 入宅 立碑 安
葬 安床

農曆九月十六

文化里的範圍由神農路、軍民
路、宜中路及農權路二段所組成的區
域。清代時期負郭里、建軍里、思源
里等均為員山堡金六結庄，日治時代
才併入宜蘭市，戰後屬於建軍里。
1991 年才將建軍里分為建軍里、文
化里及復興里這三里。 文化里內主
要信仰有金六結福德廟、宜蘭市浸信
會及宜蘭市召會文化會所等。文教方
面有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及復興國中等
均在本里。( 圖為文化社區、魂猴設
計繪製 )

 文化里的起源



December, 2020

月

以鎮安廟為名的鎮安社區，

位於宜蘭平原的心臟地帶，

北有蘭陽溪、東有台九線與二結火車站，

早期有糖廠與紙廠產業且交通發達。

1997 年號召「千人移廟」創先例，

舊廟平移成為「二結庄生活文化館」是社

區大客廳，

雄偉的新廟將為社區帶來更繁榮景象。12
/ 歲 /次 /庚 /子 /年 / 生 /肖 /屬 /鼠 /



五結鄉鎮安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12 月December

星期二

1
TUE.

●宜／開市 交易 立券 掛匾 納財 開光 出
行 入宅 移徙 安床 納畜 入殮 移柩 
安葬

●忌／栽種 破土 置產 祭祀 嫁娶 動土 作
灶 祈福

農曆十月十七

遠近馳名的二結王公廟即為鎮
安廟，是社區信仰中心，昔為宜蘭三
大廟宇之一，香火鼎盛。因此，鎮安
村地名取自鎮安廟而來，東為二結
村，南為上四村，西為竹林里，北
隔蘭陽溪與宜蘭市相望，全村面積
1.6726 平方公里，約有 1,000 多戶、
約 2,900 人。

蘭陽溪將蘭陽平原分為溪南與
溪北，而進入溪南的第一個聚落為大
二結社區，涵蓋鎮安村、二結村、三
興村，即以王公廟為祭祀圈範圍。其
舊地名包括復興、學進、雙結、舊街、
西河村，其中舊街與西河村合併為鎮
安村。

以鎮安廟為名的鎮安社區



社區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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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1 月】南澳鄉金洋社區

【2 月】頭城鎮大坑社區

【3 月】礁溪鄉玉石社區

【4 月】三星鄉尚武社區

【5 月】五結鄉利澤簡社區【6 月】五結鄉二結社區【7 月】羅東鎮仁和社區

【8 月】員山鄉結頭份社區

【9 月】宜蘭市中興社區

【10 月】壯圍鄉紅葉社區

【11 月】宜蘭市文化社區

【12 月】五結鄉鎮安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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