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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日曆累積的故事，

就是宜蘭發展的縮影。

每一頁都能看見宜蘭人心的美好，

每一則故事詳實描述了家鄉土地的美麗。

是最貼近在地生活的報導，

也是光陰烙下的歷史軌跡。

宜蘭縣社區日曆
貳零壹玖年 



建構社區美好未來，一起努力！
社區日曆是以「社區」為主角的日曆，一日一頁一主題，表面是印了文字與相片的幾

張紙，但字字句句訴說的是家鄉土地的故事。每年翻閱成品，總感到無限暖意，因為知道
日曆裡的人、事、物，不僅僅是歷史痕跡、歲月印記，更是社區旺盛的生命力。

多年來宜蘭散布的社造種籽，逐漸在各個社區看見盛開花朵，作為串聯其間重要一環
的社區日曆，一直是民眾津津樂道，每年印製的成品更是愛不釋手，有人甚至捨不得撕去
任何一頁；這個構想源自 2000 年阿蘭城社區影像日誌出版，希望讓家鄉民眾牆上都能掛
有熟悉風景的日曆，進而對土地認同、凝聚社區團結；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每年聘任經驗豐
富的輔導團團員與老師陪伴社區出席會議、田野巡查，並擔任引導與給予意見的角色，指
導撰稿選文。

從 2002 年起，每年都可以從日曆上看見 12 個社區的精采故事，迄今已經出版了 18
年，共完成了 216 個社區的故事，宜蘭縣內超過半數以上的社區都曾經是裡面的主角。

日曆的資料收集、撰稿、完成，對社區來說不是件容易的事，從最初步的調查社區資
源開始，接下來是多次的田野訪談、耆老座談、社區導覽、小型活動等，必須投入龐大的
心力與精神，但也因為藉著一次又一次的聚會、討論，才能清楚地瞭解社區歷史與變遷。
在這個過程當中，會有越來越多的居民一起加入討論，甚至產生摩擦融和，在意見交流溝
通中，不知不覺慢慢累積情感，無形中也凝聚了社區的向心力。

社區日曆累積的故事，也是宜蘭縣發展的縮影，顯現了宜蘭重視在地文化與環境價值
的精神；每一頁都能看見宜蘭人心的美好，每一則故事詳實描述了家鄉土地的美麗，可說
是最貼近在地生活的報導，也是光陰烙下的歷史軌跡。社區日曆的出版彰顯了地方特色、
人物寫真、歷史故事、風土民情，不但留下了珍貴的影像文字紀錄，同時也是一種精神的
鼓舞。

宜蘭縣代理縣長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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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浪順吹罟螺  不驚海沙燙腳底
牽罟下海捉魚蝦  豐收分份是公家仔

熱天日頭赤別別魚栽 (魚苗 )捉到天黑黑 (土蝦 )
冬尾風寒虛冽洌捉鰻栽來養全家

田播稻驚坡崩  稻仔一年才種一冬
收成割稻用船板  下雨淹水就不采工

換種鹹草過年冬  就要賣蓆走西東
剝草耕蓆每一工  後世不嫁這款尪

黑豆做油通人播  沙地土豆爽 (穌 )擱香
種麻榨油庄頭麻油香 沙地菜頭甜過冬

放鴨下田來趕冬  甘蔗鴨賞第一香
養豬養鴨兼做工  最怕厝內米缸空



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戊戌年【生肖屬狗】

五結鄉 季新社區發展協會

1月January

星期二1 農曆十一月廿六 元旦 

●宜／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修造 動土 上樑 破土

●忌／嫁娶 作灶

季新村為原季水村與新店村合併時各取一字而來。本村在 1900（明治 33）年稱為清水庄，下
分為頂清水與下清水。頂清水下轄新店、清水、流流社、加禮宛社、社尾、婆羅辛宛社；下清水下
轄埤仔尾、寶斗厝。1920（大正 9）年頂清水改為大字，下轄 6處改為小字，二戰後初期，新店小
字改為新店村，其他五小字合併為季水村，1978 年二村再次合併為季新村。

季新村的由來



存真善美德路環
仁愛鄉里功勞埔
社鄰互助純樸情
區田土地育民生

2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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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戊戌年【生肖屬狗】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五1 ●宜／會親友 納采 進人口 修造 動土 豎柱 上樑 祭祀 開光 塑繪 祈福 齋醮 嫁娶 安床 
移徙 入宅 安香 納畜

●忌／出行 治病 安葬 開市

農曆臘月廿七

有關功勞埔地名緣由有二版本。其一，耆老相傳功勞埔得名於先人協助朝廷擊退海賊有功，官
署賜給功勞田十甲，以前十甲都是共業，功勞田是從馬賽以南開始，有一說最早的地名就是「十甲
功勞」。其二是關於古地名，從功勞埔有一條內港到無尾港，因為沿岸蘆葦成林，地方稱作「菅林
埔」，以前本地海賊掠劫頻繁，曾有清官兵設點守備，後來因為海賊減少，官兵就在這裡搭寮營生。
後來因為守防海賊有功「菅林埔」就取諧音改名「功勞埔」。日治時期最早的地圖上已可見功勞埔
地名。

功勞埔地名考

2月February



山形酷似匏仔瓜─匏杓崙            
聚落巷弄小城美─城仔底
山林環境生態豐─小礁溪            
世外桃源阮庄頭─匏崙村

3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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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礁溪鄉 匏崙社區發展協會

3月March

星期五1 ●宜／祈福 求嗣 齋醮 塑繪 開光 訂盟 納采 嫁娶 動土 入宅 安香 移柩 安葬 謝土 
出行 沐浴 修造 豎柱 上樑 納財 破土 解除 安門 放水

●忌／作灶 安床

農曆正月廿五

匏杓崙地名的由來是由於本地山形酷似一個葫蘆狀的勺子，古人就以匏杓崙為名。匏崙村在道
光年間為淇武蘭堡匏杓崙庄，日治初期為四圍堡匏杓崙庄，到 1920（大正 9）年地名改正後，才成
為礁溪庄下的匏杓崙大字。國民政府時期為了稱呼便利，改稱為匏崙村。匏崙早期為漢人拓墾集團
發展出來的聚落。

匏崙簡介



數百年來，玄天上帝保佑羅東鎮士農工商雲集，木材行
林立，使羅東鎮中山里開闢成為商業發達中心，這幾年
夜市人潮高峰洶湧，年年蟬連全國首榜；眾神保佑、風
調雨順、國泰民安、天佑台灣、命運亨通、元辰光彩、
消除百病、男添百福，女納千祥，闔家平安、身體健康。

4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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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羅東鎮 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4月April

星期一1 ●宜／祭祀 掃舍 塞穴

●忌／栽種 作灶 安葬 嫁娶

農曆二月廿六

羅東里和浮崙里於 2006 年合併，當初曾為命名爭論不休，最後以中山公園而取名中山里。現
今中山里 683 戶，人口數 1,642 人，以中正路和中山路與大新里相鄰，西隔中華路漢民里相接，南
以中山西街與仁和、仁德里為鄰，北以振泰街、民權路、集祥里、賢文里為鄰，面積雖小卻是羅東
最精華繁榮的地段，人才齊出，地靈人傑，羅東夜市及宜蘭縣地王都在中山里，每天有成千上萬的
民眾前來逛街購物，享用美食小吃，每到例假日更有好幾萬人潮擠得水洩不通，熱鬧非凡。

羅東的鑽石─發光的中山里



中山棺木最有名
廟宇環聚地靈傑
蘭城百工樣樣行
舊城小吃尚好吃

5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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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宜蘭市 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5月May

星期三1 ●宜／祭祀 求醫 治病 解除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三月廿七

「花玉號」之蓪草紙花工藝技術已傳承至黃家四代，黃德河先生（1928 年生）是台灣精通蓪草
紙花藝師達人，2012 年登錄為宜蘭縣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8歲起即幫母親黃江查做花，造花技藝
源自母親學自日本人的造花技術外，於 27歲時師承台灣人造花藝大師－潘牛教授。至此融會貫通，
創作蓪紙草花藝超過 70 個年頭，從其祖母、母親到其本身為止，黃家和蓪草紙花的結緣至少有 120
年的歷史，目前由李麗華女士積極從事蓪草紙花藝之教學與推廣，使這項傳統技藝之美傳承下去。

蓪草紙花技藝工坊─花玉號



成果得因緣共造祥和社會
興邦沾餘慶建立美滿家庭

6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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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五結鄉 成興社區發展協會

6月June

星期六1 ●宜／塞穴 結網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四月廿八

成興村位於五結鄉東南部，東臨太平洋，南（區界）與蘇澳鎮為鄰，西與利澤村為界，北接季
新村全村，面積 3.385 平方公里。
本村涵蓋成興庄及下清水庄（埤仔尾與寶斗厝），戰後初期，成興庄改為成興村、下清水庄改

為下清水村，於 1978 年兩村合併，改名為「成興村」。

成興村概述



曉峰高出半天橫，環抱滄波似鏡明。
一葉孤帆山下過，遙看紅日碧濤生。
               清。烏竹芳。蘭陽八景詩〈龜山朝日〉

7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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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頭城鎮 龜山島社區發展協會

7月July

星期一1 ●宜／訂盟 納采 出行 祭祀 祈福 修造 動土 移徙 入宅

●忌／開市 安葬

農曆五月廿九

據現任龜山島社區鎮民代表簡英俊推論，依島上住民流傳下來的史料推估，約 1800 年起有漢
人聚落，以捕魚為業。龜山島常被認為是宜蘭人的精神象徵，也是台灣特有的海洋印象之一，擁有
歷史記憶、傳說故事及特殊地景景觀。百多年歷經兩次遷徙，世人對龜山島的人文歷史漸行淡忘。
自 1977 年龜山島島民遷村至龜山島社區後（當時稱為仁澤社區，位於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龜山
島成為軍事管制區禁止民眾登島。龜山島社區遷村之前的島嶼生活，記載自1800年持續至1977年，
達 150 餘年之久。

龜山島人的起源



好山好水  人文薈萃
交通便利  商業發達

8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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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蘇澳鎮 蘇南社區發展協會

8月August

星期四1 ●宜／補垣 塞穴 結網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安葬 啟鑽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七月初一

本社區位於蘇澳鎮東部，大致在蘇東北路、蘇南路、中山路一段與林森路所圍成區塊，面積約
0.086 平方公里。蘇南里原屬清領時期之公館圍，日治時代屬蘇澳街，戰後蘇澳小字劃分為蘇東、蘇
西、蘇北等里，本里因位於蘇澳街之南，依位置而得名。社區左有蘇澳溪（白米溪）右有冷泉溪，
在兩溪圍繞下略成三角形地帶，面積狹小，人口集中，但交通便利商業發達，是鎮內最熱鬧社區之
一。

蘇南社區簡介



仁居福地百花開  德鄰春風萬事興
紅桃柳綠環境優  瓦舍響遍人才聚
厝邊和睦情最濃  上下一心共榮景

9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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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羅東鎮 仁德社區發展協會

9月September

星期日1 ●宜／捕捉 結網 入殮 破土 安葬

●忌／嫁娶 入宅

農曆八月初三

「紅瓦厝仔」為仁德里的聚落大街，其地介於南門港與月眉圳之間。清代羅東街全是茅草屋，
相傳有位廖姓人士於此處首建紅瓦厝邸，隨即牽動盧氏家族也打造一排紅瓦厝頂及漆食壁的木造結
構民宅，從此，「紅瓦厝仔」就成為該處的傳誦地名，只是紅瓦屋面現已全數改為油毛氈了。北管
福蘭社因分福祿、西皮兩派，長期對立爭鬥，後來期許以寬恕行為、倡議仁德求和解共存，故稱為
「仁德里」。日治時代這裡曾是羅東酒廠地址，並利用月眉圳湧泉水製酒。

紅瓦厝的故事



慶福萬千猶吉祥
和樂融融家家富
社福永續幸福感
區里民生保安康

10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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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宜蘭市 慶和社區發展協會

10月October

星期二1 ●宜／諸事不宜

●忌／入殮 安葬 開市 交易

農曆九月初三

從日治時代後期，一直到 1948 年為止，慶和廟皆由蔡琳松擔任管理人；1949 年開始則由當時
擔任里長的楊沂水接任管理人。1970 年廣聚地方信士開會遷建輔順將軍廟，同時籌畫組成管理會。
慶和廟又叫馬舍公廟，慶和廟主要供奉神祇為輔順將軍，輔順將軍本名馬仁，是開漳聖王陳源

光的四大部將之一，一般稱他為「馬公爺」。註生娘娘亦是慶和廟供奉的神明之一，五路財神土地
公是地方村社的守護神，虎爺是廟的守護神，及追隨馬舍公神像一起從中國到臺灣的開山徐法。【照
片由廖啟銘提供】

慶和廟



南津社區 縣政特區

11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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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 李耀長



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宜蘭市 南津社區發展協會

11月November

星期五1

社區位於蘭陽溪北岸，省道台九線由南往北進入宜蘭市的門戶，舊稱壯二林彪城（城仔），這
裡有豐富的人文歷史，更有蘭陽溪流域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土壤肥沃，蔥、蒜、西瓜、稻米等產
量豐富，品質優良，深受消費者喜愛。
1998 年縣政中心成立，徵收部分社區土地形成縣政特區，由於新穎建築的增加，而成為公園式

的聚落。【資料提供：沈德宗 / 虞睿霖  照片提供：虞睿霖】

南津社區介紹

●宜／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啟鑽 安葬

●忌／移徙 入宅

農曆十月初五



《客庄情懷  茶逸飄香》

12December
【歲次 己亥年  生肖屬豬】



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大同鄉 玉蘭社區發展協會

12月December

星期日1 ●宜／沐浴 掃舍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十一月初六

大同鄉松羅村的玉蘭開發始自 1921 年，一群泰雅族人翻山而來，稱這裡為幽沽浪，也就是鋸
木的意思；後來，茶葉的種植取代伐木，幽沽浪就變成了今天的玉蘭。玉蘭社區原本是個寧靜、沒
沒無聞的小村莊，全村 40幾戶人家大都是茶農，幾乎都有血親或姻親關係，包括了泰雅族人、客家
人、外省人、閩南人，種族多元的色彩帶動人文的多樣面貌，使得茶香更具人文的深度。玉蘭社區
目前除了以茶為主業外，更增加了許多精緻民宿、風味餐廳、茶香小吃等等，每到假日總是充滿了
人潮。

玉蘭社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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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 : 宜蘭縣五結鄉季新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蘇澳鎮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礁溪鄉匏崙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五結鄉成興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龜山島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蘇澳鎮蘇南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羅東鎮仁德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宜蘭市慶和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宜蘭市南津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大同鄉玉蘭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工作團隊
五結鄉季新社區發展協會：林世鴻、賴振益、李建忠、吳少菁、林文明、李春長、陳朝榮、蔡焰生、方秀美
                                      陳碧玉、蔡樹海
蘇澳鎮存仁社區發展協會：許金鴻、林騰煌、方政憲、李淑婉、張柏如、許棋柳、江莉萍
礁溪鄉匏崙社區發展協會：許金壽、黃朝明、張德仁、陳情祈、許逸宸、林玲徵、王達仁、林松柏
羅東鎮中山社區發展協會：許桂郎、游明仁、藍惠美、許黃美子、李德山、林芝驊、藍柏凱
宜蘭市中山社區發展協會：李麗華、林碧姬、張阿棟、蔡奇男、黃瑞添、陳弘楷、李玉英、林姿佑
五結鄉成興社區發展協會：張添祥、林鳳梅、邱素蘭、劉振煌、張正忠、邱建順
頭城鎮龜山島社區發展協會：簡英俊、黃建圖、卓信元、林鴻文、蔣金明、黃聰福、王欣雅、黃添福、鄭雅儒
蘇澳鎮蘇南社區發展協會：翁正誠、官文泉、劉松輝、杜佩忠、林朝風、莊淑美
羅東鎮仁德社區發展協會：林美玉、陳信宏、林啟東、林彩雲、蔡青雲、何素如
宜蘭市慶和社區發展協會：陳淑美、黃祥嵐、陳素雲、吳政修、林憶婷、林永生、許國棟、林旺松、李俊鏗
宜蘭市南津社區發展協會：李耀長、黃正德、沈德宗、虞睿霖、林佩伶、丁福全、林筠淇、林聰明、周佛國
                                      劉玉蘭、朱昱勳
大同鄉玉蘭社區發展協會：游輝真、林承偉、林明慶、吳家慶、邱劉發、林明熧、莊翠月、李錦鵬、古政文
                                      張兆池、林明光、李錦增、鍾永興、游本成

總策畫：
輔導製作主持人：陳聰文／行政執行：陳曉玲
輔導老師：吳鴻銘、黃錦峰、簡楊同、吳長煥、何素珍、陳添琪
木板及封面設計：潘勁瑞
文編：陳維鸚
美編：雷子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