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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二
農曆六月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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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名稱原樣貌 -「壯三」的由來

祭祀 沐浴 理髮 整手足甲 修飾
垣墻 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開市 入宅 出行 修造 詞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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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三
農曆六月初六

「布帆店仔」這個舊地名位置約為現在的東港路校舍巷上，

原因這裡以前有染布工廠，也有販賣，所以那時若有人問路，都

會說在「布帆店仔」那邊，將這個工廠及店家街作為標的物指引

方向。

而當時染布的時候，除了有天然植物做成染料調配成染劑之

外，還需要「石公」和「石母」兩個石頭當工具，其中「石母」

較大，中空位置可以放染劑，當時布料以染青色為主，將布料放

進染劑中浸泡過色，為使布料可以完全浸泡在染劑中，所以需要

「石公」壓制在布料上方，以免布料突出染劑表面。而今這兩顆

石頭，只剩一顆且深埋在一戶名宅中，實屬可惜。

布帆店仔

嫁娶 納采 祭祀 祈福 出行 立券 
移徙 入宅 動土 破土 安葬

開光 作灶 蓋屋 架馬 開倉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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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四
農曆六月初七

東村社區裡，森林開發處坐落於此，當初為了安置退輔會工

作人員，興建了一些住宅，與原舊群落合稱慈東社區。在新舊兩

族群生活相互磨合中，東村社區發展協會漸漸醞釀成形，健康

操、土風舞、家政班等社團一一成立，同時也在以原廟宇 (三聖

宮 )為活動中心之外，建立了另個凝聚居民情感的單位。

社區發展協會至今歷任了 5 屆理事長，多年來協會在里內對

人文活動與公共建設所扮演推動的角色越加深重，也為今日發展

中的宜蘭東區貢獻良多。

東村社區發展協會

納采 訂盟 冠笄 祭祀 祈福 齋醮 
出行 修造 動土 移徙 入宅 安香 
出火 拆卸 蓋屋 起基 竪柱 上樑
定磉 安門 開池

嫁娶 開市 合壽木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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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五
農曆六月初八

東村里轄內有一座土地公廟，供奉福德正神，也就是一般俗

稱土地公。1809(嘉慶8)年先祖林明盞(晚吳沙6年)率眾登台，

來到宜蘭市民壯城定居，並以此地為中心向外開墾，民壯城逐漸

形成部落群聚，林祖將隨身帶來的土地公、土地婆、招財進寶、

神童等 4尊神像供奉家中膜拜，到了林家第二代，決定在民壯城

( 現址 ) 建廟，將土地公等四尊神像及開拓的先賢牌位遷入供奉

廟中，讓附近信眾膜拜，逐漸成為東村里民信仰中心。

平日香火鼎盛，每逢農曆初一、初二、十五、十六，信眾到

廟燒香拜佛求神還願更是絡繹不絕，土地公廟建廟至今已有 175

年，經多次整修才有今日的規模，源起流長，極具歷史價值。

東村信仰中心 - 土地公廟

祭祀 沐浴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入宅 嫁娶 移徙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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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六
農曆六月初九

歷史超過百年之久的三聖宮，廟裡供奉靈寶天尊，從前舊廟

僅有一樓，後經社區熱心信士們到處奔走籌款，翻修成現在兩樓

高的新廟，信徒如有需要可以到廟裡擲筊求藥方。而三聖宮可說

是社區的信仰中心，也是聚集民眾的向心力之一，曾組過三聖宮

划龍舟的隊伍，因為比賽成績優良，在沒有對手的情形下，還自

行分成甲、乙兩隊來比賽。

幾年前，有位前市民代表的母親病重，上台北醫院急救，他

特地從台北趕到三聖宮老師公面前誠心祈求，希望病情好轉，在

擲筊時，竟然出現立筊，之後那位市民代表的母親病情果然好

轉，直到現今仍健康硬朗的活著喔！

三聖宮

嫁娶 安機械 交易 出行 祭祀 祈
福 求嗣 齋醮 塑繪 開光 合帳 
裁衣 放水 開池 掘井

作灶 理髮 造橋 行喪 安葬

【宜】

【忌】



6
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日
農曆六月初十

「本地歌仔」後場以殼仔弦、大筒弦、月琴及中國笛樂器為主，
而以五子仔、四塊仔、口乃口台喀仔等武場配合演奏，經典劇目有
《山伯英台》、《呂蒙正》、《什細記》、《陳三五娘》四齣，皆
為文戲。

本地歌仔表演型式充分表達出最古老的戲曲風味，也反應了台
灣民間小戲的生動活潑，與農業社會民間的生活風采，採用歌仔戲
最原始的「落地掃」或稱「土腳趖」的演出型態。演出時在服裝上
即興扮醜為特色，是草根性與俚俗味十足的表演，戲劇角色結構以
「生」、「旦」、「丑」為主。扇子是演出中的重要道具，小生小
旦常有捻扇花的動作，而丑角行走以腳跟踢臀部的跳躍式台步稱之
「三腳六趠」，更是僅見於本地歌仔的演出之中。

關於本地歌仔

納采 冠笄 求醫 治病 開市 立券 
修造 動土 安機械 破土 安葬

齋醮 祭祀 移徙 入宅 上樑 嫁娶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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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一
農曆六月十一日

獲頒「薪傳獎」歌仔戲的部分有 11 人，而其中有 3 位就在東村社
區，對社區而言是極為殊榮！ 3 位皆屬壯三團團員，先後與黃茂琳 
( 老婆琳 )、陸登科學戲，也都在宜商教學傳承。3位都是「壯三班」
成員，而「壯三」意指現今宜蘭市東村社區，1937(昭和 12 )年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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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薪傳獎得主

嫁娶 開光 出行 祈福 求嗣 解
除 拆卸 動土 修造 進人口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入宅 移徙 安床 
栽種 納畜 入殮 移柩 安葬

【宜】
小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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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二
農曆六月十二日

「壯三新涼樂團」由創辦人兼戲劇指導陳旺欉老師，於

1995( 民國 84 ) 年 11 月 5 日在三聖宮成立。「壯三」是地名，

指的是現今宜蘭市東村社區，「新」是新一代之意，「涼樂 (ㄌ

ㄜ ˋ)」一詞則是要傳達當年農閒時本地歌仔業餘演員 ( 子弟 )

學戲時，那種舒暢閒適、自娛娛人的心情。

本團是台灣目前唯一以本地歌仔戲曲為傳承演出的劇團，連

續多年獲選為宜蘭縣扶植團隊，除每週有固定的培訓課程外，為

體會本地歌仔的文化脈絡，更增加每週日在宜蘭市中山公園「滾

歌仔」的活動；努力至今，更於 2013( 民國 102 ) 年獲得文化部

文資局評定為「重要傳統藝術保存團體」的殊榮。

「壯三新涼樂團」- 唯一以薪傳本地歌仔為宗旨的劇團

祭祀 作灶 納財 栽種 納畜 進人
口

安葬 經絡 修墳 破土 開市 安床 
啟鑽 立碑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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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三
農曆六月十三日

延平派出所，看似單純的警察單位，卻是一個從日據時代就

在現址成立的治安守護單位。如果提起東村里卻忽略了它，那百

年來的安居景象就少了背景，延平派出所已屹立百年，始終默默

站在崗位上付出，而歷任警務人員巡邏與執行都是風土生養的照

顧者，在這塊土地上如同保母般努力維護著人文品德風氣的純

樸。

安居的背景 - 延平派出所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開市 牧養 
理髮

嫁娶 出行 安葬 入殮 入宅 作灶 
冠笄 上樑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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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四
農曆六月十四日

出生於嘉義的郭清波藝師，是全省知名的廟宇建築師、剪粘古
蹟文物的維修師，參與活動不遺餘力，包括宜蘭市照應宮中殿三級
古蹟維修、全國文藝季宜蘭縣礁溪鄉玉田弄獅之造景、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工藝師及其製作空間之採訪記錄、二結王公生夜巡過火系列
文化活動之邀請交趾陶展出、二結王公廟移廟本殿過水兩廂房屋頂
剪黏修復工程。

他國小畢業後便開始學藝，入伍前便已出師，之後跟隨師父郭
慶助到宜蘭工作，便定居宜蘭到現在。小時候看大人建廟很有趣，
曾經發生把在田裡捏的孫悟空丟入母親燒飯用的爐灶燒，燒到爆掉
的趣事。郭老師提及從前廟宇要翻修興建，常常都是全村莊的人一
起合作搬運燒材，可說是全村的大事啊！

交趾陶藝術家 - 郭清波老師

祭祀 入殮 破土 除服 成服 移柩 
啟鑽 安葬 謝土 餘事勿取

餘事勿取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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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五
農曆六月十五日

黎明國小前身創立於西元 1918( 大正 7) 年 4 月 1 日，校名為

宜蘭公學校美福分校。1921( 大正 10) 年獨立設校，命名為壯二

公學校。1929( 昭和 4) 年校名更改為壯四公學校；1941( 民國

30) 年校名更改為宜蘭市東國民學校；1944( 民國 33 ) 年新建校

舍竣工，學校遷入現址。1968( 民國 57) 年，我國國民義務教育

延長為 9年，校名更改為宜蘭縣宜蘭市黎明國民小學。

黎明國小承襲 90 多年優秀的傳統，近來，嶄新巍峨的校舍建

築、豐富多元的教學設備逐一充實完整，優秀的教師團隊充滿活

力熱誠，學生在各方面的表現優異，「黎明」正如其名，為社區

培育優秀學子，成就滿園桃李芳香。

旭日初昇，光耀萬里 - 黎明國小

祭祀 出行 交易 割蜜 造畜稠

嫁娶 作灶 安葬 動土 詞訟 作樑
伐木 掘井 破土 移徙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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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六
農曆六月十六日

30 多年前，學校四周都是稻田，是一所極不起眼、因陋就簡

的國小，而操場上頑皮狂野打棒球的身影，是黎明校園孩童們一

生中最甜美的回憶。

現在的黎明國小發揮教師專長，全力發展多元化社團，如：

書法班、圍棋班、電腦班、繪畫班、國樂社……等，體育競賽曾

獲得全縣田徑總錦標冠軍，跳高項目更曾獲得國冠軍，並打破全

國紀錄。其他如躲避球隊、舞獅隊、籃球隊、手球隊、扯鈴……

都獲得過宜蘭縣第一名，參加全國賽也屢獲佳績。網界博覽會多

年獲得國際賽前 3名，榮獲總統召見表揚 3次。

黎明國小的多元化社團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
火 拆卸 修造 動土 進人口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入宅 移徙 栽種 
納畜 入殮 啟鑽 除服 成服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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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日
農曆六月十七日

中華國中創立於 1969( 民國 58 ) 年，為宜蘭市配合九年國教

之第 3所國中。草創之始，僅有學生 8班，校園因地處低漥，到

處荒煙漫草，榛莽荒穢。幸賴歷任校長及全體師生同心協力，胼

手胝足拓建至今，不僅班級數躍增為 34 班，校園景觀也逐步脫

胎換骨。如今，校舍林立，整潔美觀，已然成為學子課讀之樂土；

教學環境及設備更臻於現代化，並重視學生五育均衡發展，且對

外比賽屢獲佳績，深受地方人士肯定與讚賞。

立足中華，邁向卓越——積極發展的中華國中

嫁娶 開光 解除 安床 牧養 理髮 
開市 入殮 啟鑽 移柩 安葬 掃舍

作灶 動土 上梁 栽種 入宅 移徙 
修造 祈福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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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一
農曆六月十八日

蘭陽青少年蒲公英志工社，因中華國中四十週年校慶「慶生活
動」而萌發種子。發起人是中華國中的黃能謙老師，成員以中華國
中學生為主要活動成員。迄今已第 5 年，這段期間曾參與創世基金
會植物人沐浴、獨居老人中秋節關懷送禮、聖嘉民啟智中心陪伴餵
養打掃、蘭陽仁愛之家安養院表演、打掃、關心小農，永續土地，
分享獨居老人、待用愛心餐分享獨居老人、遊民、拾荒者及弱勢朋
友等，服務人次超過千人次，對象主要以老、少、殘、疾或弱勢為
主要服務對象。

連結創世基金會，華山基金會、聖嘉民啟智中心及蘭陽仁愛之
家等社工一起協助社會弱勢族群。前校長連志峰笑稱，有公主病、
王子病的，到聖嘉民當志工就不藥而癒了。

蘭陽青少年蒲公英志工社

祭祀 解除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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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二
農曆六月十九日

縣內年輕的國樂教師為推動國樂教育，共同組織成立淺谷絲

竹樂團，地點就落腳在東村社區。樂團為了回饋社會，努力扶植

各級學校及社團，目前於宜蘭縣扶植的樂團共有 11 個團隊，為

使更多國樂種子發芽，希望透過長期推展，使宜蘭縣擁有更多國

樂長才，並產生更多藝文活動的欣賞及支持者，不僅長期於社區

展演、關懷音樂演出，更固定舉辦音樂會及參與縣內主要大型活

動（童玩節、藝穗節、綠博、歡樂宜蘭年）演出，成立 13 年，

演出場次已突破 500 場，成為宜蘭縣內組織最健全、音樂性最優

質的國樂團，無論是演出、比賽與展演，皆獲得極高的評價與肯

定，並為宜蘭縣締造許多音樂奇蹟。

淺谷絲竹樂團 - 薪火相傳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伐木 出火 
拆卸 入宅 安床 修造 動土 上樑
挂匾 納畜

嫁娶 栽種 行喪 理髮 修墳 行喪 
作灶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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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三
農曆六月二十日

最近台灣掀起一股「待用熱」的暖流，觸動社區內中華國中

的黃能謙老師，於是開始在宜蘭市匯集麵包店、麵店、早餐店、

鬆餅店等十幾間的愛心店家，投入待用餐供應行列。每個店家提

供每份成本 30 元的待用餐，不限對象，需要者皆可前往取餐。

待用店用家集合在一起，繪製成一張「待用地圖」並發放給

需要的民眾，為了擴及服務範圍更與縣政府合作建立「宜縣待用

餐資源平台」，從手機APP程式或電腦即可取得代用店家的資訊，

方便待用餐管理與取用。「待用地圖」可說是串聯了台灣人的愛

心，希望能讓這份溫情充滿台灣每個角落。

推廣「待用餐」，把愛串聯起來 !

解除 祭祀 理髮 入殮 安葬 破土

嫁娶 開市 出火 作灶 置產 齋醮 
入宅 移徙 安門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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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四
農曆六月二十一日

富翔大飯店位於宜蘭市東區新市鎮，緊鄰宜蘭火車站及國道

客運轉運中心，提供精緻住宿、會議假期、宴會餐飲、旅遊諮詢

及文創展演等服務；鄰近著名觀光景點如台灣戲劇館、甲子蘭百

年酒廠、設治紀念館、幾米廣場、東門觀光夜市、蘭陽觀光夜市、

河濱公園、運動公園、宜蘭孔廟等。

富翔大飯店以百年企業自許，提供普羅大眾一處安全、舒適、

價格合理的住宿環境，並期能成為宜蘭觀光的一扇窗。富翔大飯

店發掘社區資源並與其結合，提供來訪宜蘭的旅客套遊活動、文

創展演多元而不同的住宿體驗，讓來訪的旅客有機會探索宜蘭、

進一步發現社區的美麗風情。

富翔飯店 - 宜蘭觀光的一扇窗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宜】

【忌】



18
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五
農曆六月二十二日

1959(民國48)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的「台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後
簡稱森林開發處）之成立與中橫開發有密切關係。台灣的國有林地在當時
隸屬林產管理局管轄（林務局前身，後簡稱林管局），但退輔會為安置協
助開拓中橫公路的榮民，便開始輔導榮民從事林業工作，開發人煙稀少、
資源豐富的中橫沿線，退輔會的榮民安置計劃，正式從平地進入到台灣山
林。

為因應世界環境資源經營之風潮，配合國家森林永續經營、森林資源多
目標利用及維護生物多樣性政策，建構以地景層級為規劃單元的森林生態
系經營，1998( 民國 87) 年 2 月再更名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經管棲蘭山與大甲溪兩個林區，林區約
有87,888公頃，涵蓋宜蘭、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南投等6縣境。(照
片提供：行政院退輔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

森保處的變遷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動土 開光 
出行 嫁娶 納采 訂盟 出行 納財 
入學 開倉 出貨財 納畜 牧養 栽
種 破土 啟鑽 安葬 立碑
入宅 移徙 作灶 祭祀 謝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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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六
農曆六月二十三日

聯禾有線電視於 2000( 民國 89 ) 年 11 月成立，並於同年 12 月正
式開播營運，成為宜蘭地區通過全區查驗開播之有線電視業者，目前
營運服務範圍涵蓋：宜蘭縣全區 12 個鄉鎮市。

自創立以來積極投入地方公益活動與地方網路基礎建設，秉持著
「回饋地方、永續經營」的理念，聯禾有線電視透過自製地方新聞與
節目（CH04：鄉親頻道），提供宜蘭縣在地民眾地方資訊與育樂訊息，
同時也是在地民眾利用媒體發聲的重要管道，聯禾所自製的新聞與節
目，歷年來亦獲得金視獎的肯定，如 2009( 民國 98 ) 年 7 月榮獲新
聞局金視獎「最佳專題報導節目獎—噶瑪蘭週記」、「最佳綜合資訊
節目獎—看見宜蘭」、「最佳社區互動節目獎—宜蘭走灶腳、社區來
去迌」、「公用頻道經營獎」入圍獎項。

聯禾有線電視 - 回饋地方、永續經營

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火 出行 拆卸 修造 動
土 進人口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入宅 移徙 安床 栽種 入殮 破土 
謝土 安葬
掘井 伐木 納畜 合壽木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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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日
農曆六月二十四日

蘭陽觀光夜市佔地 4500 坪，是利用設置 20 餘年的「宜蘭果菜

批發市場」場址設立，這個地點本身就有其交通便捷性、在地性、

可及性、辨識性高等充足發展條件，再加上近年宜蘭轉運站的設

立，對於成立觀光夜市的營運，自然具有相當的助益。

就社區規劃的土地開發觀點來看，蘭陽觀光夜市的成立象徵著

東村社區正式進入青春期，一個變化中的土地有沉伏、歷練發展期

跟青春成熟期，「夜市文化」代表新一代的快速多樣與美食娛樂，

她就像一個舞動旋律的姑娘，走進了這塊土地，也把這塊土地變成

了耀眼的舞臺。儘管觀光夜市的開發或多或少都有不受歡迎之處，

但社會與土地都不能否認，青春的活力是前進的本源。

蘭陽觀光夜市 - 社區發展邁向青春成熟期的象徵

祭祀 冠笄 作灶 交易 納財 栽種 
結網 納畜 牧養 進人口

開渠 造船 安床 安葬 破土 出行 
修墳 掘井 開市 開生墳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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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星期一
農曆六月二十五日

員山榮民醫院居平原中心，過去以收療榮民、榮眷慢性病患

為主，有鑑於院區距離宜蘭市區偏遠約20公里，往返交通不便，

雖派有專車行駛至各眷村接送就醫，仍有緩不濟急之憾。

為提供「就近醫療」之就醫場所，故於 2002( 民國 91 ) 年 11

月啟用宜蘭市林森路附設門診大樓提供門診服務，不但交通便

捷，也提高各項醫療儀器使用率，更將醫療資源重分配，以期達

到平衡城鄉醫療差距的目標。對東村社區而言，門診大樓的開設

為當地居民提供更便利的醫療服務以及就醫的選擇性。

員山榮民醫院門診大樓

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納采 裁衣 冠笄 開光 安床 作樑
修造 動土 作灶 起基 上梁 蓋屋 
納畜 牧養

移徙 栽種 出行 行喪 破土 安葬 
詞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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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宜蘭縣中華國中校長林志全在一次活動中得知三星鄉行健村

有機米遇滯銷危機，於是發起「月月有機蔬食日」，每個月選一

天在營養午餐菜單中，將一般米換為有機米，供學生無毒、健康

的米食，全校1200名的師生，粗估每月能消耗150公斤的米量，

替行健有機米的困境解套。

有機米的價格是一般米的 3 倍，差價每月約要多一萬元，不

過因為想法獲得認同，學校老師、家長、社會紛紛慨捐所得，更

希望藉由此舉能拋磚引玉，讓更多學校將營養午餐換為有機米，

鼓勵堅持種植有機米的小農。

營養午餐改吃有機 幫三星鄉行健村有機米解套

星期二
農曆六月二十六日

經絡 祭祀 沐浴 補垣 塞穴 除服 
成服 移柩 入殮 啟鑽 立碑

開光 治病 嫁娶 掘井 破土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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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成立於 2008( 民國 97 ) 年，是最年輕的大

學附設醫院，其前身是衛生署立宜蘭醫院，也就是宜蘭人習慣稱

呼的「宜蘭大病院」，其已擁有百年歷史，是宜蘭地區歷史最悠

久的醫院。因為目前新民院區空間已不敷使用，為提供民眾醫學

中心級的醫療服務，所以有新建蘭陽院區的計畫。

東村社區有廣大的未開發土地，再加上轉運站及火車後站的

交通便利性，於是成為新院區座落的首選。新的附設醫院將要成

立腫瘤醫學中心、急重症加護中心、心臟以及神經醫學中心，目

前預定啟用的時間是 2015( 民國 104 ) 年。

陽明醫院 - 科技新故鄉、蘭陽大學城

星期三
農曆六月二十七日

嫁娶 祭祀 出行 裁衣 冠笄 交易 
雕刻 納財 造畜稠 造車器 雕刻 
教牛馬

移徙 入宅 栽種 動土 破土 作灶 
安葬 行喪 伐木 上樑

【宜】

【忌】

大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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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1998( 民國 87) 年一群愛好舞蹈的社區媽媽們，基於社區家政

班的推廣合作經驗，又因緣際會下見到元極舞的表演如此優美，

所以建議成立社團開始招生。成立時，因「元極舞」已先一步被

登記使用，所以改為「康福舞」登記，目前固定團員有超過50人。

為了學習元極舞，這群媽媽們特地跑到中山女子學校社團學

舞，又買回專業教學 DVD 研究練習。社團現在每周有 3個晚上的

練習時間，成員彼此感情融洽，為了吸引年輕族群加入，嘗試推

出排舞課程，難得可貴的是社團中有一位 81 歲的阿嬤級學員，

可是從第一年招生就一直跳到現在呢！

舞姿曼妙 - 元極舞

星期四
農曆六月二十八日

修造 動土 安機械 祭祀 沐浴 解
除 拆卸 治病 作灶 蓋屋 起基 
開池 掃舍 造畜稠 開生墳 合壽
木 安葬 破土 啟鑽 移柩 入殮 
立碑

開市 入宅 出行 安床 作灶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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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東村里里民近年來快速增加，人口老化也日趨嚴重，很多長

者苦無休閒聊天去處，地方熱心人士有鑑於此，號召十幾位志

工，重新整理慈東社區活動中心一樓，添購桌椅、照明、電視、

報紙、血壓計……等設施，於民國 2010( 民國 99 ) 年 9 月 1 日

成立長青會館。每日安排志工輪值，負責開門打掃清潔，提供舒

適環境，供進出活動中心之長者休閒、健檢、泡茶、聊天使用。

重陽節時也會辦理一些敬老活動，深受在地長者歡迎，同時也歡

迎其他社區長者來此聯誼。

老人休閒聊天好所在 - 東村長青會館

星期五
農曆六月二十九日

嫁娶 納采 訂盟 造車器 開光 出
行 拆卸 起基 安床 除服 成服 
開市 交易 立券 栽種 牧養 入殮 
移柩 啟鑽

上樑 入宅 修造 動土 破土 祭祀 
祈福 齋醮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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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早上 5 點 10 分就集合的早操會，已成立 14 個年頭，剛開始是
由一位醫生娘的熱心推動，並且到場教授健康操，因為怕吵到居民
美夢，所以選擇黎明國小當活動的場地，也方便雨天時亦可照常進
行，當時連理事長和總幹事都加入早操會一起運動。

後來，醫生娘因故不能繼續帶社團，便由學員李花開始擔負起
每天拉著移動式音響到場，並且還得費盡心思準備帶操需要錄音帶
的工作。至今除了當初的健康操之外，又增加觀音舞以及五行健康
操……等招式，如遇有表演機會，早操會的成員更是參與踴躍！雖
然要讓現代人 5 點起床運動很困難，但早操會的資深學員仍積極透
過各種管道方式招生，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早操會舞動健康的行
列！

早睡早起精神好 - 早操會

星期六
農曆六月三十日

祭祀 嫁娶 畋獵 結網

動土 破土 治病 開渠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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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社區內的十八式氣功社團已經成立十年以上，大約與十八式氣功
宜蘭總會成立時間相當。目前人數有 60 ～ 70 人固定參與活動，社團
活動時間為每天早上五點半至六點半，不論晴天雨天皆照常進行一個
小時的課程。

社團成員的年齡層分佈從八十幾歲到四十幾歲都有，成員以女性
居多，也有許多是夫妻檔共同參與，參與活動不僅對健康有幫助，也
同時讓夫妻間多了一項共同的興趣，所以，至少有 20 位以上的社員
是從成立社團開始，就一路相隨到現在。

也由於社區內夫妻檔參與者多，所以每年都會有一至兩次的自發
性的交流活動，如：中秋節烤肉、、等，讓社員們的家庭，亦即社區
內的居民，也彼此增加認識的機會。

十八式氣功

星期日
農曆七月初一

納采 訂盟 會親友 入學 祭祀 祈
福 求嗣 開光 出行 解除 理髮 
動土 起基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造倉 栽種 納畜 牧養

嫁娶 作灶 出火 置產 嫁娶 入宅 
安葬

【宜】

【忌】

鬼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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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守望相助隊成立短短 6 年，卻已有 3 年獲得縣警局六星計畫，更

於 2012( 民國 101 ) 年獲得宜蘭縣守望相助隊評比第一名。其實在成

立初期流動率高，讓推動者傷透腦筋，於是全體社區發展協會理監事

們分別加入七小隊中當隊員，執行勤務，並且規定執勤三不原則：一、

不能喝酒；二、不能吃檳榔；三、不能抽菸。

有鑑於社區內治安死角以巷弄居多，於是推辭公部門所補助的巡

邏車採購，使用靈活度較高的機車代替。勤務中心內擺放社區巡邏路

地圖，會隨時將需要注意的地點標上記號，讓每天執勤的小組隊員，

出門巡邏前先瀏覽關注一下。幾年來，社區內治安好轉，校園深夜不

再見到聚眾酗酒的人鬧事，失竊率也降低，成效深獲居民好評。

守望相助隊 - 守護用心、居民安心、家人放心

星期一
農曆七月初二

祭祀 祈福 解除 整手足甲 安床 
沐浴 入殮 移柩 破土 啟鑽 安葬 
謝土

嫁娶 齋醮 開市 出火 入宅 移徙 
出行 作灶 安門 伐木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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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社區愛心功德米的開辦是社區、中華國中及黎明國小，共同

有感學校清寒學生的需求而發起，希望透過愛心米的幫助，能在

清寒學子心中種下一顆善心種子，讓孩子們知道社區沒有忘記他

們，使這群孩子認同故鄉及生長的土地，而不被環境所影響，讓

正向的思維留在孩子心裡慢慢發芽。

在故鄉的土地上播下善念的種子 - 愛心功德米

星期二
農曆七月初三

破屋 壞垣 解除 餘事勿取

嫁娶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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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東村里世代有傳此訓語「有唐山公無唐山母」，有別於一般說
法，此訓語在本里的解釋為地方先祖渡海開墾時，大都揹負著唐山
母親的骨灰渡海來台，不但意味著不忘祖，也有著母親相依陪伴的
勇氣。也因此，唐山墓碑上只有先祖父親的名字，母親安葬在台，
名字是留在台灣墓碑上，故有此說。

社區也一直朝著營造「一個最疼惜女人的鄉里」為目標，希望
這是一個真正用生活疼惜女人的鄉里。感念先民對母親的感恩，母
親節活動一直是東村里的重要活動。2012( 民國 101 ) 年社區母親
節活動，遇到宜蘭市瞬間豪大雨，全場 800 多人無一退席，有如偉
大的母愛風雨亦不能阻斷，這是一場偉大的親情盛宴，也是東村里
居民濃情的表現。

母親節活動

星期三
農曆七月初四

嫁娶 開市 立券 移徙 入宅 安機
械 會親友 經絡 安門 安床 挂
匾 拆卸 開倉 出貨財 開池 栽種 
納畜 牧養 破土 安葬 啟鑽 移柩 
入殮 立碑

祭祀 祈福 探病 謝土 造橋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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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宜蘭縣宜蘭市 東村社區

東村里是一個很獨特的里，內有國小、國中還有後火車站，

從一個純農村型態演化到當今耀眼的東區，其具備的演變條件先

天就已俱足，如今陽明大型醫院、蘭陽觀光夜市、國道客運轉運

站的設立，再加上有縣民大道、陽明路、女中路的開通，更是打

開東村里的脈絡，讓東村里開始了新一代的發展期，人口大量湧

入，在這發展的過程中，社區居民看到了休閒與文化的重要。

我們計劃爭取蔣渭水紀念館、市立圖書館、多功能文化活動

中心的規劃進駐，我們要妝點出一個充滿文化氣息的東村里，讓

她成為一個既繁華又具有文粹的鄉里。

社區願景

星期四
農曆七月初五

嫁娶 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齋醮 
開光 會親友 求醫 治病 蓋屋 起
基 竪柱 上樑 安門 安碓磑 築堤 
開池 破土 安葬 除服 成服

入宅 開市 掘井 詞訟 合壽木

【宜】

【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