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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四
農曆四月初三

本廟恭奉主神廣澤尊王，目前為北門里、慶和里、孝廉里等

地區民眾之信仰中心。

根據《宜蘭市志》記載，本廟創設於 1832( 道光 12) 年距今

181 年之久，在 1887( 光緒 13) 年因「廣澤尊王」神蹟顯赫，榮

贈「即是鳳山」扁額乙面。設廟之初為平房瓦片屋，廟內設備極

為簡陋，1962( 民國 51) 年因歐珀颱風來襲吹毀廟宇，經地方先

賢熱心人士捐獻及勸募重新興建，2013( 民國 102) 年 6 月再次

整修，經第一屆主任委員林深淵，第二、三屆主任委員盧武雄，

第四、五、六屆主任委員羅碧文及委員信徒努力投入，才有現今

金碧輝煌的同興廟。

傳「神」民間信仰 - 同興廟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沐浴 納畜 
入殮 破土 安葬

移徙 入宅 嫁娶 出行 安床

【宜】

【忌】

勞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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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五
農曆四月初四

西門渡船頭（今社福大樓旁），約位於宜蘭河的中段，為 7

個官渡頭之一，是宜蘭河貨物黃金倉棧。前清及日治初期，為宜

蘭貨物吞吐至烏石港，轉往淡水、基隆、大陸等地貿易重要據點

之一。當時西門一帶文武百市，行郊林立，商業活絡，為宜蘭最

熱鬧市集，自然延伸到北門口地區，如米店、糕餅店、雜貨店、

棺材店、中藥店、土礱間等，形成一片榮景，影響所及，除了人

口日益集中，就業機會提高，茶室、冰果室等特種行業也因應而

生。

渡船頭的歷史還原

納采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出行 
起基 蓋屋 定磉 安門 入殮 安葬

嫁娶 開市 納財 出火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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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六
農曆四月初五

「母親像月亮一樣，照耀我家門窗」以上雖然只有短短兩句

歌詞，卻唱出兒女對媽媽的真情流露，為祝福一年一度偉大的母

親節，表達對天下母親感恩的心意，我們選在北門的河濱公園、

力行國小，舉辦慶祝母親節健行養生藥膳活動，誠邀社區居民，

共襄盛舉；會中有健行活動、節目表演、養生自助餐、送獎品，

讓全家大小陪伴母親，一起共度歡樂。

讓幸福來敲門 - 慶祝母親節健行養生藥膳活動

祭祀 沐浴 解除 求醫 治病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祈福 齋醮 開市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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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日
農曆四月初六

北門口早期雕刻，百家爭鳴，其中最著名的是林家四代 ( 林

番，林興邦，林朝舜，林仁鏗 )，整整超過 120 年，林家以人物

雕像 (神像 )為主，以關帝君、觀音菩薩、中壇元帥、土地公居

多，超過數萬座神像皆以樟木、肖楠、紅豆杉、紫檀木等特殊木

材為主。另一主流是身障人士蔡火土 (人稱火土師 )及 3個兒子

( 蔡榮豐、蔡榮華、蔡榮興 ) 均精於各項木雕技藝，包括八腳眠

床、神像、山水、花鳥、傳統糕餅所使用的粿印、糕仔印等創意

木雕，材料則以檜木、樟木、烏心石木等特殊木材為主，栩栩如

生，令人嘆為觀止。

雕刻下的縮影

沐浴 捕捉 畋獵 結網 取漁

祭祀 嫁娶 入宅 作灶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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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一
農曆四月初七

「林午鐵工廠」為全臺灣銅鑼製造的老字號，創辦人林午先

生與兄弟在日治時期開設鐵工廠，專營農工機具、各式機械及零

組件製作維修，一次偶然的因緣際會，再加上細心鑽研，因而開

啟了台灣製鑼的大門，迄今已有 60 餘年；因堅持全程純手工打

造，林午鐵工廠名聲也隨著銅鑼聲響亮起來，並且兩次獲得國家

薪傳獎，以及獲選為台灣工藝之家的肯定。經歷第二代兄弟們傳

承至第三代，以傳統工法為基礎，陸陸續續研製出許多富具特色

的創意銅鑼商品，不但延續了傳統工藝的薪火，也讓低沉優美的

銅鑼聲恆續嘹亮。

林午的奇蹟 - 國家薪傳獎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納采 訂盟 
開光 竪柱 上梁 開倉 出貨財 蓋
屋 起基 定磉 安門 諸事不宜 破
土 入殮 啟鑽 謝土

出火 嫁娶 開市

【宜】

【忌】

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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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二
農曆四月初八

每年 5 月的第 2 個星期日是母親節亦是國定佛誕節，蘭陽別

院於國曆 5月初至農曆 4月 8日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誕，舉辦一系

列慶祝活動。有「雲水浴佛車」繞境全宜蘭，供民眾就近浴佛淨

化心靈，「三好兒童繪畫、作文系列活動」藉由比賽培養學童慈

悲包容的態度，於日常生活中實踐星雲大師推動的「做好事、說

好話、存好心」的三好運動。

佛誕節當天於一樓設立浴佛池舉行「浴佛獻供典禮暨毓麟祈

福法會」，以最虔誠的恭敬心呈現供養，為闔家平安、社會祥和、

世界和平而祈福。

佛誕節

開市 交易 立券 祭祀 祈福 開光 
伐木 進人口 安床 拆卸 修造 動
土 栽種 破土 移柩 安葬

入宅 移徙 理髮 出火 嫁娶 出行

【宜】

【忌】

浴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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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三
農曆四月初九

已近半世紀的「光興竹行」是宜蘭早期的竹仔行，在北門里

同興街尾擺滿了各式竹材，已是舊城人熟悉的印象，第一代的簡

阿興師傅，原為瑞芳人，於 1961( 民國 50) 年舉家搬到宜蘭開竹

行，主要從事竹子集散販賣及製作竹編。當時人生地不熟很辛

苦，慢慢才建立客群打下基礎，後傳到第二代簡添盛師傅、第三

代簡斈儒師傅，衣缽已傳至第三代。

昔日竹材為民間生活器物及建築來源之一，但因時代變遷與

外來低成本廉價製品入侵，生意受到考驗，但畢竟竹子具有堅

韌、可靈活運用的特性，是鋼筋水泥、塑膠製品無法替代之處，

還是有許多民眾喜愛竹藝品。

竹仔興的歷史 - 竹仔行 ( 竹編的巧思 )

結網 解除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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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四
農曆四月初十

力行國小位於宜蘭河畔，自然資源豐富，是適合發展自然實

驗研究的學校，加上本校曾是宜蘭縣自然科學教育中心，學生熱

愛自然科學研究之風氣相當興盛，科學展覽的優秀表現數十年不

間斷，學生耳濡目染中養成做中學的態度與研究習慣。本校學區

包括宜蘭市舊城區北門口外，在這裡生長的孩子，有著一股純

真、又帶點兒豪放不拘的天性，每學期舉辦宜蘭河濱路跑活動，

增強學生體適能教育，並於學期末舉行宜蘭河淨灘活動，讓學生

認識家鄉景觀及人文地理，進而養成愛護鄉土、關懷家鄉的人文

情操。

力行國小 - 共同的記憶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開市 
交易 立券 安床 出行 拆卸

納畜 入宅 移徙 安葬 探病 伐木 
上樑 安門 入殮 動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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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五
農曆四月十一日

位於北門中山路一角的謝氏古宅，其建築年代已不可考，但

從建築物的材料與建構判斷，約建於清光緒年間，距今約有 120

年以上的歷史，經過滄海桑田、物換星移，仍屹立不搖的矗立著。

謝氏古宅至今其後代子孫仍居住著，門廳石柱為唐山石，廳內棟

架為漳州式的二通三瓜，雕工華麗氣派，象徵多子多孫多福氣；

正廳的四點金柱，門窗璧飾螭龍團爐，象徵福氣、綿延不絕；正

廳供奉祖先牌位，是宅第最重要的精神象徵。書有訓勉子孫的詩

句，突顯士大夫風範，在現代都市建築中，襯脫出它的歷史價值

及古厝的意義。

都市裡的一角 ( 古厝的回憶 )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出行 出火 
拆卸 修造 動土 入宅 移徙 安床 
作灶 塞穴 栽種 破土 安葬

【宜】

開光 掘井 開倉【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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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六
農曆四月十二日

廣澤尊王姓郭名忠福，福建省的南安詩山人，生於西元 923 年前

後 ( 五代十國的後唐期間 )，自小聰穎過人，孝順父母。有一天忠福

和一群小孩上鳳山撿拾木柴，發現有一棵樹非常高大，上面有許多枯

枝，忠福便對同伴說：「我要爬到大樹上，折下那些枯枝。」話剛說

完，只見忠福像猴子矯捷地爬到樹幹上，而樹幹上恰巧被一條粗大的

「加蕉藤」纏繞著，好像是一個寶座，忠福就坐在藤座上休息，或許

是他成神的時機到了，他對樹下的同伴說：「我拾得的木柴，你們幫

我挑回家，然後告訴我母親，快拿一瓠、一書來。」等郭母趕到，抬

頭望兒子時，只見忠福滿臉通紅，兩眼發呆，直視前方，已經往生。

郭忠福成神後，人稱「郭聖王」，鄰近的鄉人，爭相傳誦郭孝子的化

身奇事，鄉人紛紛前來鳳山寺祈求，據說非常靈驗，因此香火鼎盛。

廣澤尊王

解除 掃舍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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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日
農曆四月十三日

宜蘭知名老店老元香，始於 1871( 清同治 10) 年，已有 140

多年的歷史，第一代黃阿荖和第二代黃鎧源研發出外表有如牛的

舌頭的「牛舌餅」，是最早的發源地；原是做為當地人小孩出生

後收涎用的餅，慢慢地轉變為在地人出外的伴手禮，如今更是觀

光客必買的宜蘭名產，可說是代表宜蘭縣之縣餅。

老元香至第三代後，兄弟各自分家，慶和老元香 ( 位於北門

里 )為第六房，沿用祖傳秘方，守住古早味，非使用機器量產。

慶和老元香純手工牛舌餅，片片香脆，口口回味，保證挑動您的

味蕾。

牛舌餅 - 宜蘭美食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開光 出行 
拆卸 進人口 入宅 移柩 動土 安
門 上樑 栽種 破土 修墳 安葬

嫁娶 安床 探病 作灶

【宜】

【忌】

母親節



12
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一
農曆四月十四日

記憶中的北門口宜蘭河溪底是菜圃、糞坑、麻竹園加上荒蕪

草煙，而今經政府的河川整治搖身一變成了休閒遊憩的好地方

「宜蘭市河濱公園」。

宜蘭市河濱公園兩岸佔地百公頃，河堤步道繁花遍地草木扶

疏樹蔭避空，更有一眼無垠的青青草地及多套健身器材，它是宜

蘭市民的後花園，晨跑、漫步、野餐、民眾人約黃昏後的所在地，

每每有外地來的朋友到此一遊便會發出羨慕的驚嘆 !身在北門社

區是最富有最幸福的居民，因我們坐擁百公頃的綠地公園。

堤防下 ( 河濱公園 )

進人口 會親友

塞穴 上樑 動土 伐木 安葬 詞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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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二
農曆四月十五日

位於宜蘭市北門社區的洪家餅舖，是宜蘭早期傳統糕餅的老店，主要產
品除傳統糕仔外，還包括麻花捲、龍鬚糖、漢式大餅等，顧客絡繹不絕，
遠近馳名。之後時代轉變，只剩以傳統糕仔及麻荖、米香餅為主。洪家自
洪阿水於清末開創「洪義隆餅舖」以來，第二代洪榮華與洪榮進、第三代
為洪振地，至今洪佳誠及洪一平兄弟為第四代經營餅舖者。

洪阿水開創之餅鋪為今「洪義隆餅鋪」，至第二代洪榮華與洪榮進經營
時，由洪榮進繼續經營「洪義隆餅鋪」，洪榮華則以兒子洪振地之名另創
店舖，之後由兒子洪振地繼續經營。日治時期，「洪義隆餅舖」曾是當時
蘭陽地區向日治政府申請糖使用權的三大代表之一，由此可知當時傳統糕
餅業的規模。2010( 民國 99) 年，洪振地次子洪一平接手「振地餅舖」，長
子洪佳誠則創立「廣霖餅鋪」，三間餅舖目前都位於北門社區內，並且都
位於同一街區的中山路上，繼續飄香。

糕餅店的傳奇

沐浴 平治道塗 掃舍 入殮 破土 
安葬 除服 成服

嫁娶 移徙 伐木 作樑 安床 祭祀 
祈福 蓋屋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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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三
農曆四月十六日

「宜蘭放水燈」於每年農曆 7 月初一的前一天在北門社區宜蘭河
畔舉行，迄今已有 100 多年歷史，當晚遊行宜蘭市區，並在宜蘭河畔
舉行放水燈儀式。

「宜蘭放水燈」緣起於賣麵龜小販的故事，因為小販終年身體欠
安，到城隍廟請示，城隍爺指示中元普渡前日，組吹鼓陣繞境宜蘭城，
小販果然奇蹟似痊癒，為了感懷神明恩賜，每年都組吹鼓陣繞城，百
姓小販們也相約伴隨繞境隊伍祈求消災解厄、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生意興隆，並繞境到宜蘭河畔施放水燈，形成地方特有的民俗。演變
至今，成了宜蘭地方盛事，寶貴傳統文化。農曆 7 月鬼門開，宜蘭城
放水燈有「開光引道」普渡孤魂鬼之說，也有祈福平安之意。

放水燈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
火 出行 拆卸 動土 解除 進人口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入宅 移徙 
安床 安門 上樑 安葬 破土 謝土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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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四
農曆四月十七日

早期中藥店大多是過台灣的唐山人所經營設立，北門口是早

期的渡船頭，更是他們選定落腳之處，繁盛時曾多達 10 幾家，

三步一坎店，當時蔚為盛況。佛光大學宋光宇教授，曾經在「宜

蘭中藥行文化現象初探」的研究報告中談到，就商業生命週期而

言，中藥業是古老傳統的行業，現處於成熟老化期，如何配合時

代的趨勢，讓更多人走進中藥舖，是一個極需研究的題目。而中

藥舖是一種歷史傳承行業，過去中藥用於治病，民眾對其專業性

之期望較高。現在中藥不僅用來治病，更廣泛的用於養生、保健

及藥膳。如何找回過去盛況，掌握中藥的精髓，是現今要努力的

方向。

早期的中藥舖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解除 合帳 
冠笄 伐木 架馬 作梁 修造 進
人口 嫁娶 裁衣 合帳 安床 動土 
起基 上樑 竪柱 放水 會親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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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五
農曆四月十八日

雷音寺即現今蘭陽別院，座落於宜蘭市北門口，舊稱「菜堂」，

創建於170多年前於1953(民國42年)，佛教信眾及李決和等人，

禮請星雲大師來寺駐錫，宣揚佛法，成立「宜蘭念佛會」，帶動

學佛共修風氣，亦推動多項佈教、學術、公益活動。且成立佛教

青年歌詠隊、弘法隊，接引社會青年入佛門，更樹立宜蘭佛教界

「革命性」的力量。

早期的念佛會 ( 菜堂 )

破屋 壞垣 沐浴 解除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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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六
農曆四月十九日

佛光山蘭陽別院落實星雲大師提出「寺院學校化」的理念，設立
了蘭陽人間大學，開設各種課程提供各年齡層學習，發揮寺院作為社
會及心靈教育的場域之功能。課程包含兒童冬、夏令營、一日禪、學
佛課程多元化、佛行儀規教導，從幼兒教育紮根，將善根植入心中，
培養孝順父母、尊重師長敬愛同學的美德；成人有修持課程、才藝舞
蹈進修課程，將教育融入縣民生活，達到淨化人心、修養研習學識的
目標。

另外，星雲大師有鑑於城鄉資源差距大，推動雲水書坊—行動圖
書館穿梭全省偏遠國小學校，為資源有限的孩童帶來無限寬廣的未
來，雲水書坊也提供社區、大型活動的定點申請。期許宜蘭民眾一起
護持蘭陽別院雲水書坊，把書香充滿人間，帶動宜蘭地區閱讀風氣，
創造和諧社會。

蘭陽人間大學

納采 訂盟 嫁娶 造車器 祭祀 祈
福 求嗣 開光 出火 拆卸 修造 
動土 進人口 挂匾 入宅 移徙 安
床 栽種 入殮 破土 安葬 除服 
成服

開市 立券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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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日
農曆四月二十日

當今蘭陽別院是一棟 17 層樓的「智慧型」大樓，設滴水坊、

蘭陽人間大學、佛光緣美術館、會議室、兒童社教館，同時設有

佛光大學城區部與推廣教育中心，帶動東部地區的學術研究風

氣，提昇人文素養。為世界性佛教團體的佛光山，放眼佛法傳遍

五大洲、致力以「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為弘法宗旨，推動

人間佛教弘揚，追溯其源流，正是起源於「雷音寺」。

蘭陽別院風華再現

開市 交易 立券 祭祀 祈福 開光 
動土 安床 出行 栽種 納畜 牧養 
竪柱 上樑 解除 破土

嫁娶 掘井 入宅 移徙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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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一
農曆四月二十一日

依稀記得兒歌裡的「三輪車跑的快，上面坐個老太太，要五

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三輪車分

為可載客、載貨、販賣用等多種，而北門口的招呼站即為載客用

的三輪車，地點就是現今的中山路與舊城北路交叉口。五十年代

由於當時經濟環境差，人力三輪車比當時計程車便宜很多，為一

般民眾所接受，成為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時代的變遷工商發展

快速，人力三輪車已不合乎時代潮流，遂於民國六十年代末，由

行政院核定公告，禁止行駛並給予輔導轉業，結束了風光一時的

人力三輪車。

時代巨輪下的三輪車

解除 出行 納采 冠笄 竪柱 上樑
移徙 作灶 進人口 入宅 納畜 牧
養

祭祀 伐木 架馬 安床 修造 動土 
安葬 修墳 破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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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二
農曆四月二十二日

宜蘭市同興廟供奉「廣澤尊王」神祇，俗稱「郭聖王」，在廟的

信徒組織旗下有個百年歷史的「添丁會」，從原始會員的第三代子孫

口述中得知日治前（1895 年）清朝時已存在。創會之初曾雕刻「郭

聖王」神尊一座，作為此會精神堡壘，每凡有中爐主者可請回供奉保

平安，當時會員保有 24 人，於每年聖王千秋、聖誕農曆 2 月 22 日及

8月 22 日兩日，擲聖筊定爐主。

「添丁會」最大宗旨除信奉「廣澤尊王」外，乃因當時社會注重

男丁，於是請神明保佑男丁興旺平安，所以只要會員家中出「丁」，

就必須在聚會日以紅龜糕敬奉神明，餐會後分送每人一個大紅龜，分

享喜悅及慶賀聖王千秋聖誕，此會現今依然代代流傳。

添丁會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行 開市 
交易 立券 栽種 安床 納畜 移徙 
起基 動土 定磉 造倉 置產 破土 
啟鑽 修墳

入宅 移徙 修造 安門 伐木 入殮 
安葬 蓋屋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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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三
農曆四月二十三日

天公神聖雅會的由來及成立過程

1964（民國53年）年同興廟重建初部完成之後，奉「郭聖王」

扶鷥指點，賜信士許江海立刻設立天公壇，經許江海招募善信大

德等，於本廟屋頂太子亭改造天公壇，崇奉玉皇大帝，並組立

三十六天公神聖雅會，至今已有五十年之歷史，本會分為六組，

每組六名，每逢農曆元月九日玉皇上帝萬壽，筊杯為定爐主組負

責祝壽慶典。

恭祝玉皇大天尊萬壽無疆，祝壽祈安，植福誦經、祈求風調

雨順、國泰民安、閤家平安。

天公會

嫁娶 交易 立券 開厠 補垣 塞穴 
畋獵 取漁 開生墳

安床 開渠 上樑 修造 開市 開光 
入宅 移徙 安床

【宜】

【忌】

小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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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四
農曆四月二十四日

蔣豐源石店承先啟後，讓蔣家四代在寶島打造墓碑超過一世紀，
過去 60 幾年來，經過其手出爐的墓碑已有一萬多座。談起這項事
業，蔣順得邊用毛筆在墓碑原材上寫著「山明水秀一派佳城」、「陽
世子孫永立」，邊細數著祖先由唐山過台灣的故事。他自 10 多歲
起便和父親學敲打墓碑的技術，當時用鐵鎚一鎚一鎚的打，打得手
掌破皮、流血，手掌內全是厚厚的粗繭。打造墓碑本身，有些傳之
多年的規矩，如大小尺寸都要以「文公尺」的吉數為準，不能弄個
凶數給人家。為示飲水思源，每座墓碑上都會刻著祖籍，蘭陽地區
最多是金浦、惠安、昭安、南靖、福州等，一脈相傳留給後人追思。

物換星移，現今納骨塔取代了「土葬」，墓碑生意每下愈況，
已成了黃昏行業。

北門口老店的故事 - 蔣豐源石店

塞穴 斷蟻 結網 畋獵 餘事勿取

嫁娶 安葬 入宅 出行 動土 詞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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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五
農曆四月二十五日

早期北門口有 8 家左右的碾米行，一天的銷售近捌仟斤，而

今各大超市、百貨店竄起，壓縮了輾米行的發展，目前僅存兩家，

其中一家為李阿留之後、李圳璋的讚發米行，目前以販賣茶葉、

米為主，另一家則為游塗之後、游進茂的發興碾米行，以批發、

零售、米、雜糧為主，批發地區包括羅東、礁溪、壯圍、員山、

宜蘭等地，平均一天銷售可達 5000 斤，其價格由產地、品種、

新舊米來決定，稻米皆以在來米、蓬來米、糯米為主，目前以台

東池上米品質最穩定，價格較高，其次為西螺米、蘭陽米。

碾米間的故事

納采 訂盟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解除 出行 出火 入宅 移徙 
栽種 納畜 牧養 動土 破土 入殮 
安葬

作灶 安床 開倉 蓋屋 動土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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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六
農曆四月二十六日

林興老師於 1937( 民國 26) 年出生於宜蘭市舊城北路，城門

孔仔斜對面，自幼非常喜愛畫畫，17 歲自宜蘭高商畢業後，依

自己的興趣到台北學習油畫，於當時的第一劇場繪製電影海報看

板。1980 年後因錄影帶的興起，電影業的沒落，逼使他中年轉

而從商，但不因此棄筆，而改習粉彩畫，因粉彩畫較油畫不受時

間空間限制，可隨時續畫且色彩不會因原料乾溼而變化。

林興老師除了是位畫家，還是一位馬拉松健將，曾是縣運二

屆冠軍，是允文允武的長者，他於 2013( 民國 102) 年成立「宜

蘭縣粉彩畫美術學會」，希望透過美學教育，讓大家生活多采多

姿，並使蘭陽人文風雅綿延而傳。

陋巷裡的大師 - 林興老師的粉彩世界

開光 納采 裁衣 冠笄 安床 作灶 
進人口 造倉 塞穴

嫁娶 栽種 修造 動土 出行 伐木 
作樑 安葬 謝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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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日
農曆四月二十七日

宜蘭「北門口」係指宜蘭市清代建城時，有東、西、南、北四個城門，
以此北城門十六坎商家至宜蘭橋及河堤附近總稱「北門口」。宜蘭城是於
清嘉慶年間（約 1811 至 1814）始以種植竹及九芎樹環圍築城，因此宜蘭市
舊時也叫九芎城，而後再經歷多次分段改築土牆，當時北門稱為「坎興門」
(在地政登錄上為乾門 )，為現今舊城北路與中山路的交叉口。

現今的舊城東、西、南、北路就是當時城牆遺蹟所在，是於日治時初期
拆除的，而在北城門口的東側 25 公尺左右，即是東後街與舊城北路的 T 字
點，有個小城門，因在清代時期有生番及盜匪等…治安問題，城門有固定
開關時間管制，當城門關閉以後，為俾利南北來往客商及居民生活出入，
便使用小城門方便作息，聽在地耆老述往，這個小城門很小，僅能容一個
人彎腰擦牆而過，後來人們就俗稱「城門孔仔」，這就是北門口「城門孔仔」
的由來。

何謂「城門孔仔」

納采 嫁娶 裁衣 理髮 出行 修造 
動土 進人口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
匾 移徙 上樑 栽種 納畜

伐木 安葬 安床 祭祀 祈福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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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星期一
農曆四月二十八日

北門社區為了響應環保愛地球，在2004（民國93）至2005（民

國 94）年成立了由社區長青壯年組成的北門社區環保志工隊，

人數約有 40 人，每固定一段時間，就會由社區理事長、里長及

環保志工隊長號召志工隊成員，一起清掃消毒，以保持社區整潔

儀容。北門社區位於宜蘭市以北、進入宜蘭舊城的主要道路上，

為了留給觀光客好印象，社區大夥們會更努力維護社區環保整

潔，日後會繼續號召社區更多人一起參與環保志工，守護大地。

愛護地球小天使 - 北門社區環保志工隊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祭祀 祈福 
齋醮 出行 開市 交易 立券 蓋屋 
起基 修造 動土 定磉 安床 安機
械 安葬 破土 啟鑽 除服 成服 
立碑
作灶 嫁娶 移徙 入宅 理髮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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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美景當前，共度中秋，是多麼令人賞心悅目的好事，在國家

薪傳獎—林午銅鑼聲中，揭開第一屆「擊鼓邀月慶中秋」，與民

眾喝熱茶、吃月餅、欣賞餘興節目、矇眼敲鑼領摸彩券、體驗

五十年代黃包人力車遊河濱公園，一起重拾兒時記憶，共享「今

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的雅興，宜蘭市北門社區為了

與居民共度佳節，第一次擴大舉辦擊鼓邀月，讓心中的記憶在內

心深處燃起…。

擊鼓邀月 - 慶中秋

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火 出行 拆卸 動土 修
造 進人口 入宅 移徙 安床 解除 
挂匾 栽種 破土 謝土 入殮 移柩 
安葬
開市 立券 造船 合壽木

【宜】

【忌】

星期二
農曆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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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對長輩關懷與陪伴，是一種惜緣的人生態度，我們希望能透

過社區辦理長青食堂，帶給社區長輩真心的關懷，讓他們在自己

熟悉的環境與親人、老友的生活圈中，過著幸福快樂、健康豐

富的晚年生活。經北門社區理監事及北門里長大家的努力，於

2013( 民國 102) 年 5 月開始舉辦長青食堂提供午餐，除了品嚐

到營養有味的午餐，更讓長輩們感受用餐話家常的樂趣。

北門社區 - 長青食堂

祭祀 沐浴 解除 破屋 壞垣 餘事
勿取

開光 安葬

【宜】

【忌】
星期三

農曆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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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北門社區鑼鼓隊成立於 2009（民國 98）年，當時的理事長羅

碧文為共同傳承、發揚民俗文化及提倡正當活動而招募隊員，並

請陳錫欽老師每日晚間於宜蘭橋下河濱公園指導隊員，直至該年

5 月 3 日社區辦理母親節慶祝大會時，由市長黃定和先生親自授

旗正式成立。成立迄今在前任理事長羅碧文、現任理事長陳壁煌

及隊長賴纘德的帶領下，不管是縣府、市公所主辦活動、友宮廟

會慶典、社區公益活動，均能看見鑼鼓隊的身影，進而影響鄰近

里民共襄盛舉，創造一個和諧快樂的社區。

鑼聲若響 - 北門社區的鑼鼓隊

星期四
農曆五月初一

訂盟 納采 嫁娶 解除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行 解除 出火 拆卸 
入宅 移徙 安床 栽種 納畜 動土 
破土 謝土 安葬 修墳

作灶 開市 經絡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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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宜蘭舊城傳統美味小吃常出現於廟口、市場或人口聚集往來的交

通要道等，現今宜蘭北門口舊稱城門孔仔就是其中之一。飲食文化當

中的「小吃」，是最能反映出當地的生活樣貌與風俗民情，且也能從

小吃文化中發覺時代的種種變遷。早期在宜蘭城門孔仔也是各式小吃

攤販林立，至今逐漸演變成觀光客與美食饕客必來朝聖之美食，如蒜

味肉羹與北門綠豆沙幾乎成了北門口的代表，蒜味肉羹自創一格，北

門綠豆沙現打果汁冰沙，新鮮無人能比，北門口米粉炒，口味道地的

黑白切，韓國沙茶魷魚羹獨樹一幟，北海道快炒也是在地人推薦的好

味道，還有懷念米粉羹的香濃，這些不僅是在地的好味道，也是外出

遊子們所掛念的好滋味。

北門口美食

星期五
農曆五月初二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訂盟 納
采 解除 動土 起基 進人口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造倉 開池 栽種 
納畜 破土 安葬

安床 上樑 裁衣 入宅 嫁娶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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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宜蘭縣宜蘭市 北門社區

2012( 民國 101) 年 8 月 18 日展開的樂活國際大巡遊是樂活節
的重頭戲，主辦單位邀請一千多人的創意面具團隊，在國際藝術
家團隊的帶領下，號召宜蘭市各社區以及民眾，一同戴上面具遊
街狂歡；由宜蘭河濱公園出發，一路直行中山路三段，最後步行
至中山公園集結，搭配晚間的精彩表演及閉幕式，最後才畫下了
完美的句點。

2013( 民國 102) 年 8 月 10 日「樂活宜蘭」，北門社區亦積極
參與盛會，除了安排 40 幾位的直排輪隊，進行街頭演出外，鑼
鼓隊、樂活小精靈、創意巨偶、早期三輪車及充滿活力的韻律舞
隊呼口號，一起為宜蘭市的樂活節踩街「逗熱鬧」。

樂活節花絮

星期六
農曆五月初三

祭祀 結網 捕捉 餘事勿取

探病 嫁娶 開市

【宜】

【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