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神
農
廟
香
煙
裊
裊

農
業
生
活
扁
擔
族

教
學
適
性
唯
人
文

導
引
基
層
樂
頭
中

拔
仔
林
ㄟ
風
神
棧

雅
蘭
社
於
焉
重
生

社
稷
福
德
韋
飛
聖

區
域
工
業
跨
蘭
陽



1
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五
農曆七月初六

拔雅社區隸屬宜蘭縣頭城鎮，面積 4,380 平方公里，共有 11

鄰，居民 600 餘戶，3,000 多人，以吳、林、李、黃、張、陳諸

姓居多，泰半務農，善良好客。東鄰城北、武營兩社區，西以福

德坑溪與福成社區為界，南臨城西、新建社區，北隔北門溪與武

營社區相鄰，環山臨海，清境優美。距離火車站約 1公里，主要

道路有吉祥路、復興路、公園路、文雅路等，交通十分便捷。

境內盛植水果，每當花開季節，鳥語花香，有如世外桃源，

農戶幾乎均種植芭樂，因此稱呼里名、社區為同台語發音相似的

「拔雅林」。居住品質優良，新興住宅普建，為全鎮最具發展潛

力之區域之一。

我們的社區 - 拔雅

納采 訂盟 嫁娶 移徙 入宅 出行 
祭祀 祈福 齋醮 塑繪 開光 安
香 出火 會親友 解除 入學 竪柱 
上梁 拆卸 蓋屋 起基 栽種 牧養 
納畜
安葬 破土 開市 開倉 出貨財 啟鑽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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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六
農曆七月初七

神農氏發明耕耜、種植五榖的方法，又親嚐百草醫治民間痛

苦，並且樹立市集規範，互通財貨，使初民生活大為改善，因此

農民、藥商、醫生均奉之為神明，並立廟敬祀。

日治時代初期，因社區醫療設備簡陋，瘟疫邪術橫行人畜不

安，保內有感精神寄託之重要，保正吳番九發動勤務勞動，地主

吳合成提供五厘土地 ( 今復興路 18 巷 1 號 )，蓋一石頭壁紅瓦

頂土地公廟，供保內民眾祈求參拜。

廟厝簡陋，地勢低漥，每遇洪水沙石淤積泥濘，台灣終戰後，

1948（民國 37）年首任里長、地方耆宿等發動捐款改建，因居

民務農較多，故改名為神農廟，恭奉主神神農大帝及福德正神。

五穀大帝祐農民

納采 訂盟 嫁娶 祭祀 沐浴 塑繪 
開光 出火 治病 習藝 伐木 蓋屋 
竪柱 上樑 安床 作灶 安碓磑 挂
匾 掘井 納畜

出行 安葬 造橋

【宜】

【忌】

七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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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日
農曆七月初八

1951（民國40）年，颱風大雨將神農廟南邊廟角沖流一大截，

經居民同心協力修復原貌，14 年後廟屋凹陷老舊不堪，里民大

會決議重建，在地方仕紳奔走勸募下，獲得吳家族群、各方善信

相助，於 1975（民國 64）年 4月 26 日神農大帝誕辰日，正式入

廟。

後鑒於廟屋狹小單調，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策劃爭取經費，

1990（民國 79）年增建廟身左右兩翼鐘鼓樓、金亭。之後，各

善信不吝捐獻添加廟內設備，終成現今蘶蘶壯觀、美輪美奐面

貌。如今，神農廟不僅是社區信仰中心，亦為社區聚會、休閒健

身活動的場所。

信仰中心神農廟

祭祀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啟鑽 安葬 塞穴 斷蟻 結網

開市 入宅 嫁娶 開光 蓋屋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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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一
農曆七月初九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但對現代家庭來說，照顧老人卻常常

成為負擔與壓力。由於社會變遷，社區必須面對人口老化、外移

的現象，於是成立了社區老人俱樂部，添購運動器材，提供老人

家更多元的活動。

除此之外，每年配合里辦公處及神農廟管理委員會，聯合舉

辦重陽節敬老文化活動，推動地方傳統民俗文化，舉辦各項民俗

才藝活動、地方文物資料展覽及社區居民藝文團隊演出，期望藉

著這些活動，做到關懷老人、提升生活品質，並且凝聚居民情感，

增加社區向心力。

社區老人俱樂部與重陽節敬老民俗文化活動

祭祀 修造 出行 蓋屋 竪柱 造車
器 教牛馬 造畜稠 割蜜

動土 破土 掘井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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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二
農曆七月初十

拔雅社區常被形容是頭城的文教區，區域內包括了人文國中

小、頭城國中及蘭陽技術學院等，早期拔雅社區的都市計畫規劃

了完善的住宅、文教、商業、行政、工業等分區，也規劃了交通

路網，但過去僅有吉祥路通往頭城市區，帶動週邊的工業區發展。

隨吉祥橋開通連結至北宜公路起，社區內的計畫道路逐一開

闢，地方發展更加蓬勃起來，而2002（民國 91）年開蘭橋通車，

連結至北部濱海公路，讓整體路網更形完整。國道五號高速公路

開通後，社區可由吉祥橋經宜三路連結頭城交流道，更顯便利。

近年來，交通便利帶動了地方發展，卻也改變了社區風貌與生活。

都市計畫帶動社區的發展

祭祀 沐浴 塑繪 開光 入學 解除 
掃舍 治病 開池 牧養

嫁娶 出行 納采 入宅 作灶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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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三
農曆七月十一日

拔雅社區裡的工業區約佔五十公頃，1966（民國 55）年開始

有興華電池廠、華翔工業公司、歐得電子廠 3 家公司進駐，到

1983（民國 72）年已有 22 家工廠，一直持續增加，隨工業蓬勃

發展，工廠林立，社區成為輕工業及農業混合型態，當時家庭即

工廠，加工業普遍，上下班時間人潮來來往往，地區發展熱絡。

近年來，受到經濟不景氣衝擊，工廠陸續移往中國，導致青

壯年外流謀生，不復往日盛況，目前較大規模有名牌食品公司、

九股山食品公司、好立威公司、展鵬實業社、威貫工業公司等等。

拔雅工業區不復往日盛況

納財 開市 交易 立券 出行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解除 掃舍 起基 
竪柱 安床 移徙 開倉 出貨財 補
垣 塞穴 栽種 納畜 牧養

齋醮 入宅 安門 安葬 破土 行喪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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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四
農曆七月十二日

社區有優質水源，社區地勢高，吉祥橋吉祥路至頭城街開蘭路

以 18度頃斜，水源豐富，山泉水清澈甘甜，居民除自來水飲用外，

多取山泉水居多，故有名牌食品公司（悅氏礦泉水）、九股山食品

公司（霖鶴礦泉水）馳名全台。

社區活動中心裡有健身房、圖書館、卡拉 ok，頭城運動公園等

公共設施；定期舉辦成人識字班、夜間國中班、電腦班、國際十八

式氣功、元極舞班、北管研習班、家政班等活動提高生活品質。

社區的寺廟除了神農廟為居民信仰集會中心外，還有飛元宮、

韋馱院、福德廟、聖德宮等，每逢慶典，社區和里辦公處均會配合

辦理。

拔雅社區的生活

祭祀 修飾垣墻 平治道塗

開市 動土 破土 嫁娶 修造 安葬

【宜】

【忌】

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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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五
農曆七月十三日

拔雅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在甘理事長錫賢的奔走，曹、蔡兩

位議員、鎮長、代表、里長的協助下，終在 2012（民國 101）年

11 月 30 日假活動中心 2樓正式成立。

由於能夠捍衛社稷、接觸民眾，守望相助巡守隊引起社區男

女青少年的共鳴，爭先申請加入，都希望能帶給拔雅社區高品質

的人文生活環境而努力，社區建設需要有共識，人人都是生活共

同體的一環，發揮愛鄉愛里的美德，打造屬於我們的夢想社區。

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成立

作灶 沐浴 修飾垣墻 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宜】

【忌】

父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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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六
農曆七月十四日

從拔雅路起至大修宮仙公廟，有一條全程 6公里的產業道路，

彎蜒曲折，依恃山脈，得天獨厚，嶺上景色清幽，不但可以俯瞰

全縣風光，還能遠眺烏石港、龜山島美景，讓人心曠神怡、身心

開闊，是居民晨昏休閒運動的好去處。

此外，果農在山中種植高經濟的梨子、桃、李、桶柑等大宗

作物，還有香蕉、金棗、蓮霧、木材、肥料的運輸等等，也都全

賴產業道路，減少成本，方便又快捷，非常感謝政府德政。

大修宮產業道路

祭祀 求嗣 開光 出行 伐木 作
樑 出火 解除 拆卸 進人口 修造 
動土 起基 安床 栽種 納畜 入殮 
破土 安葬 除服 成服

嫁娶 移徙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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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日
農曆七月十五日

50 年前，水果主要種植在平地及丘陵地，山上大多種植相思

樹，生產供應礦坑之用，後來煤礦沒落，林地逐漸砍除，才改種

經濟價值較高的柑橘。起初交通非常不便，只能沿著羊腸小道入

山整地種植，肥料從山腳下靠人力搬運，除草也需靠人力，到了

採收季節，則雇工採收，再由小道搬運下山。

後來工業發達，政府開鑿產業道路，方便運輸，農民也能利

用機具工作，生產成本大大降低。因交通便捷，有些農民將果園

開放為觀光果園，生產與觀光相結合，讓都市人可踏青採果，農

民也樂得增加收入。

果園轉型發展觀光採橘

祭祀 塞穴 入殮 破土 安葬 移柩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宜】

【忌】

中元普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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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一
農曆七月十六日

拔雅社區內的蘭陽技術學院，由林才添、馮治安等人創立於

1966（民國 55）年 3 月，原名為「復興工業專科學校」，是宜

蘭縣當時的最高學府，建校迄今，已逾 40 年。

在地方人士與校方的殷切期盼與努力下，於 2001（民國 92）

年 8月 1日，改制為蘭陽技術學院，並附設專科部，讓頭城地區

的學校體系邁向新的境界。然而學校帶來了地方發展，卻也影響

了社區生活；近年來，已有建築系師生開始走入社區，協助社區

事務，希望未來彼此能共同努力，打造優質生活環境。

百年樹人 - 蘭陽技術學院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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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二
農曆七月十七日

「拔雅林」乃番石榴林之臺語音，本社區昔日因番石榴樹遍

野，故稱為拔雅林。清代屬於拔雅林庄，1900（日治明治 32）

年拔雅林庄分為武營前、武營後、北門坑、拔雅林、西寮庄及頭

圍街；1901（明治 33）年 5庄重新併為拔雅林庄，並分為武營、

拔雅林，西寮庄部分及頭圍街則獨立為頭圍街。1920（日治大正

9 年改拔雅林庄為大字，下轄武營、拔雅林兩小字；終戰後，武

營、拔雅林兩小字分別改為武營、拔雅林二里。

1950（民國 39）年將原來三字之里名簡化為二字，拔雅林里

改稱拔雅里。

拔雅林名稱的演變

祭祀 入殮 移柩 結網 啟鑽 安葬 
移柩 除服 成服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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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三
農曆七月十八日

拔雅社區環保義工成立多年，由班長王文昌夫婦招募而成，

目前有夫妻檔 3 對共 10 人，社區內的環境保護與綠美化，都有

賴他們無怨無悔的付出；每年春、秋兩次配合鎮公所竹安河口淨

灘、大修宮產業道路淨山活動等，他們都積極推動各項環境改造

工作清潔與維護，希望藉此拋磚引玉，積功德得善果。歡迎更多

愛心民眾踴躍加入行列，為創造更美好的社區而努力。

社區與環境保護義工

嫁娶 出火 拆卸 祭祀 祈福 開光 
伐木 動土 開市 交易 立券 入宅 
移徙 安床 納畜 入殮 安葬

栽種 作灶 針灸 出行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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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四
農曆七月十九日

拔雅社區裡的「雅蘭社」，約成立於 1950、60（民國 40、

50）年代，當時的地方仕紳吳燦然先生，有感於偌大的拔雅林竟

然沒有一支當時最夯的漢樂社，於是獨自出資聘請頭城統蘭社的

樂師，每天晚上到他的府上教導年青且有志學習的村民。為了讓

雅蘭社成軍，他鼓勵青年結伴相邀學習，路途較遠的，他甚至親

自接送。

然而，在約 1981（民國 70）年左右，有幾位成員因工作關係

遷移他鄉，雅蘭社因成員不足而稍稍停頓；至 1991（民國 80）

年左右，社員中吳蕃婆、林煥木、吳進發、吳進財、吳榮燦、吳

炎龍等人發起重新振興「雅蘭社」，招募新生，雅蘭社於焉重生。

在地弟子教學相長的雅蘭社

祭祀 開光 解除 進人口 交易 立
券 納財 納畜

動土 破土 嫁娶 理髮 出行 入宅 
移徙 分居 安香 出火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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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五
農曆七月二十日

宜蘭縣政府於 2001（民國 90）年 1 月 9 日 公布「宜蘭縣屬

國民中小學委託私人辦理自治條例」，並將頭城國小拔雅分校公

開徵詢民間參與公辦民營。同年 5月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以「宜蘭縣拔雅人文藝術實驗小學」為名，向宜蘭縣政府申請參

與公辦民營頭城國小拔雅分校，經過正式程序的審議後，取得頭

城國小拔雅分校的辦學權。

人文國小於 2002（民國 91）年 8 月 30 日 正式開學，以適性

教育為主要教學策略，之後再核准辦理國中部，近年來吸引了許

多外地學子紛紛前來就讀，目前由財團法人人文適性教育基金會

承辦。

適性教育學園 - 人文國中小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行 
解除 安床 栽種 移柩 進人口 會
親友 除服 成服

蓋屋 入殮 安葬 伐木 入宅 移徙 
置產 納畜

【宜】

【忌】



16
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六
農曆七月二十一日

創立於1946（民國35）年夏季初，為台北縣立頭城初級中學，

首任校長盧纘祥先生。1950（民國 39）年增設高中部，1951（民

國 40）年春，更名為宜蘭縣立頭城中學。1959（民國 48）年春，

辦理短期師資訓練；1961（民國 50）年秋，辦理實用技藝訓練

中心，分設汽車駕駛、簿記、珠算、編織、電器修護各科，以訓

練社會失業青年；1968（民國 57）年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

原有高中部全部撥交省立頭城高中 (即今頭城家商 )接辦，遂易

名宜蘭縣立頭城國民中學。為改善學習環境，打造優質校園，在

歷任校長及地方各界熱心人士積極爭取下，於 2000（民國 89）

年 6月搬遷至拔雅現址。

共同的母校 - 頭城國中

祭祀 動土 築堤 開池 會親友 塞
穴 入殮 移柩 破土 安葬

開光 出行 修造 上樑 入宅 安門 
作灶 裁衣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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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日
農曆七月二十二日

頭城運動公園位於社區東北隅，占地約4公頃多，於1997（民

國 86）年開闢完成，公園內設有游泳池、籃球場、田徑場、極

限運動場、體能訓練區、兒童遊戲場等等運動社區，還有廣闊的

草皮，可以讓許多民眾在草地上奔跑嬉戲，此外尚有室內體育

館，可供室內活動使用，是提供社區民眾運動的好所在。

由於場地完善，交通便利，許多休閒活動會以運動公園為據

點，例如社區或鎮內的健行活動，近年來風行的單車運動等，也

由此地出發。

運動好所在 - 頭城運動公園

祭祀 裁衣 安門 納財 掃舍 出行 
進人口 作灶 納畜 造畜稠

安床 動土 安葬 開生墳 合壽木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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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一
農曆七月二十三日

以往拔雅社區居民要驅車前往北部濱海公路，僅能由吉祥路

經過頭城街始能連接，而行人欲往武營、港口、外澳等地，則需

沿頭城河的堤岸小徑前往，甚為不便，直到 2002（民國 91）年

開蘭橋完工啟用，連結了拔雅與武營兩個地區，交通才大為改

善。

開蘭橋橋身的設計極富趣味，整座橋將頭城山海、春帆、浪

濤、龜山朝日等特色融入其中，行旅期間滿是樂趣。橋下設有人

行通道，可供行人與腳踏車通行，提供學生安全的通學道路。

頭城樂趣開蘭橋

祭祀 解除 拆卸 修造 動土 起基 
上樑 安床 安門 開渠 開池 入殮 
破土 啟鑽

嫁娶 出行 進人口 作灶 入宅 移
徙 栽種 赴任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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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飛元宮主祀「飛係四將軍」是拔雅社區第二座里民信仰中心。

飛係四將軍是宋代名將岳飛之部屬，宮內並奉祀元帥、師父、尼

將軍、五谷王、桃大將、柳大將、隱身大將、犁頭大將、脫身大

將、土地公等尊神。飛係四將軍起初是恭奉於居民住家內，由乩

童等神職人員執事護法，約 40、50 年前，眾人有感神威顯赫，

發起集資建廟，成為社區信仰中心之一。

每年元帥（農曆08月15）、師父（農曆9月初1）、尼將軍（農

曆9月15）、飛係四將軍（農曆09月 21）千秋，均有祭祀活動，

其中飛係四將軍千秋之日，更恭迎大里慶雲宮天公與關渡宮天上

聖母聖駕賜福，並演出歌仔戲。

精忠報國飛元宮

星期二
農曆七月二十四日

納采 訂盟 開光 出行 解除 安香 
出火 拆卸 入宅 移徙 修造 上樑
安床 栽種 納畜 會親友 安機械 
經絡

伐木 謝土 行喪 祭祀 作灶 動土 
破土 安葬 祈福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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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早期拔雅林務農約有四分之三，水田種稻，旱地種花生、地

瓜、蔬菜，居民家中飼養家禽、家畜，而家畜的主食就是地瓜。

旱地一期種花生蔬菜，二期種地瓜（番薯），地瓜品種頗多，農

民擇優而種。

每年農曆二、三月，深山地區如湖山、劍潭、十分寮、平溪、

雙溪、坪林、福隆等地農民，乘火車至頭城下車，再徒步到拔雅

林買藤栽回山地種。拔雅林農民算準火車班次，在車站排班等

候，一有提扁擔帶繩索的乘客下車，立即上前搭訕，帶人到地瓜

園剪取藤栽，中午都會供餐熱情接待，期望下次再來交易。然而

此景現在已經絕跡了，只能存在記憶中。

拔雅林優質地瓜苗 ( 藤栽 )

星期三
農曆七月二十五日

修飾垣墻 平治道塗 祭祀 沐浴 
作灶

嫁娶 詞訟 治病 置產 作樑 祈福 
安葬 栽種 伐木 安門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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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拔雅里吉祥路添大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早期是磚瓦製造廠，

1963（民國 52）年，前宜蘭縣長林才添長子林義人先生，自日

本瓷器業學成歸國，將磚瓦窯擴建成瓷器廠，製造工業供電用絕

緣碍子；196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工業蓬勃發展，用電量大增，

電力公司必須大量採購。添大公司生產絕緣碍子，長期聘請日本

技術員橋本先生指導，由於產品優良，曾得到國家經濟部頒發優

質獎，因此獲得電力公司採購訂單。

但因環境變遷，工資、原料貴、成本高，入不敷出，添大公

司只好於 2002（民國 91）年結束營業，停止生產。

絕緣碍子

星期四
農曆七月二十六日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出火 出
行 開光 解除 拆卸 修造 進人口 
安香 交易 立券 入宅 移徙 安床 
動土 破土 謝土 安葬 入殮 除服 
成服
齋醮 開市 開倉 作灶 造船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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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本廟建於 1951（民國 40）年間，緣由乃發起者林榮通、甘茂

泉、魏銅源、林旺樹為感謝福德正神之恩德，用四塊石頭，一塊

作頂三塊作牆，取名福德廟，供信眾朝夕膜拜；後因香火鼎盛，

由吳錫滕、魏宗太、林旺樹、甘錫賢、林添益等鳩集資財奉獻，

重新改建。自此神蹟顯耀香火綿延，各方聞之必往祈禱合家禎

祥。

吉祥福德廟

星期五
農曆七月二十七日

破土 安葬 移柩 入殮 祭祀 捕捉 
除服 成服 餘事勿取

嫁娶 入宅 開市 交易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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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隨著工商發展，生活富裕，民眾對健康也日漸重視，於是運

動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拔雅社區也不例外，先有登山團體及

十八式氣功的成立，但地方人士仍感不足，於是又有熱心人士出

錢出力，招募同好者，積極推動元極舞班成立。

社區特別商請對元極舞有深厚研究的嚴董惠老師教導，一開

始時參與人數就多達 50、60 人，當時（2006 年）有 80 多歲的

高齡長者，也有 20、30 出頭的年輕人，成了三代共聚、老師同

學共舞的畫面。老師熱誠無私地教導學生，至今已教導了 30、

40 支舞，社區民眾不但身體健康，也得到了心靈的快樂。

拔雅社區元極舞

星期六
農曆七月二十八日

破屋 壞垣 治病 餘事勿取

祈福 納采 訂盟 嫁娶 入宅 安葬

【宜】

【忌】

處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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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清朝傳承至今的頭城搶孤是紀念入墾蘭陽的吳沙公先賢，結

合傳統的民俗文化活動。搶孤棚 12 支孤柱，平台上 13 棧最有看

頭的，以拔雅林風神棧最為風光。具歷史記載拔雅林種植很多芭

樂和龍眼樹，而且龍眼樹都是野生種，有 2、3 樓高，所以摘龍

眼都要爬樹，而且帶著長繩子吊掛籃子，再裝著龍眼流放下來。

七月尾要搶孤時，繩子便派上用場，此時動員所有壯丁，扛

豎立孤棧，棧尾綁 4條長繩子分東、西、南、北向，要東、西拉

緊，南、北拉緊，北管、大鼓陣、鞭炮聲不絕於耳，隨行豎立扛

到搶孤場，唯有粗勇壯丁才能辦到，故外界取名拔雅林風神棧至

今。

頭城搶孤 - 拔雅林風神棧

星期日
農曆七月二十九

嫁娶 開光 祭祀 祈福 求嗣 安香 
出火 解除 伐木 入宅 移徙 安床 
開市 交易 立券 栽種 出火 出行 
安葬

掘井 理髮 作灶 動土 破土 開池

【宜】

【忌】

鬼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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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約在 1993（民國 82）年間，社區內年輕弟子參與九股山瑞光

宮神將會，有感神農大帝遶境時無神尪護駕，因此籌募資金希望

組裝神尪，後因資金足夠增為三尊神尪，於是成立神將會，主祀

三太子，原本大家希望將神尪供奉於神農廟中，但因地方人士意

見不同而作罷。

初期進奉於九股山瑞光宮中，神將會神尪因參與廟會聯誼後

而出名，名聲日漸顯赫後，改遷至拔雅里平房，然而幾經搬遷波

折，成員有感需有一固定場所而有建廟之議，此時聖德堂內一委

員林天錫贈與土地重建，加上有心人士捐款出力，募得足夠資

金，順利於 2009（民國 98）年 10 月 18 日重建落成。

頭城聖德宮

星期一
農曆八月初一

安機械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
嗣 開光 普渡 出行 出火 拆卸 
修造 動土 進人口 開市 交易 立
券 移徙 安床 栽種 上樑 納畜 
破土 移柩 安葬
入宅 嫁娶 掘井 牧養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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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過去農村資訊封閉，家政班可說是當時農村社區聯繫感情傳

播站，由於農村經濟不富裕，教育不普及，婦女對子女生活教育

較不重視，導致與都會區有落差，政府都是透過家政班推動農村

節育、環境綠美化、營養健康、衛生保健等事項，而後隨工業興

起、農村婦女走入工廠，經濟獲得改善，生活品質也逐漸提升。

拔雅社區家政班於 1993（民國 82）年成立，班員選出吳林阿

勉 ( 阿娟 ) 女士擔任首任班長至今，目前班員有 23 名，大家對

社區都具有認同感，無論里內婚喪喜慶、廟會、活動等均義務熱

心參與，也因為這樣的無私精神和犧牲奉獻，讓社區能夠順利發

展，家政班全體成員功不可沒。

拔雅家政班

星期二
農曆八月初二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裁衣 冠
笄 經絡 修造 進人口 安床 動土 
竪柱 上樑 移徙 交易 立券 栽種 
會親友

行喪 安葬 出行 作樑 納畜 伐木 
造橋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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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1976（民國 65）年前，拔雅里靠近山區附近，因位處頭城鎮福
德溪口上游，未建堤防前，經常飽受潰堤氾濫之苦，由於田地受到
礫石沖積愈來愈高，不易灌溉而成為旱地，農民只好種植耐旱植物
如芭樂、蕃薯和花生等。以前採粗放經營，芭樂樹沒有矮化，果實
成熟時，往往在清晨 4、5 點時，就得提燈爬至高高樹上摘芭樂，
既辛苦產量又少。

後來在頭城鎮農會精心輔導下成立芭樂產銷班，透過教育訓練，
讓大部份果園施以有機肥及草生栽培，減少農藥、除草劑使用；每
年的芭樂評鑑比賽，本班也都榮獲各大獎項，現在想吃甜心芭樂還
得先預約呢！適地適種及特殊地理環境孕育出獨特風味，再次打響
芭樂故鄉「拔雅林」名號。

芭樂園的蛻變

星期三
農曆八月初三

嫁娶 納采 訂盟 開光 祭祀 出行 
理髮 動土 安床 放水 開渠 栽種 
進人口

入宅 上樑 入殮 蓋屋 探病 作灶 
安門 安葬 納畜 伐木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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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每天清早，不少農民朋友一隻扁擔挑著兩大籮的水果、蔬菜，

往火車站的方向走去，這就是我們社區通稱的扁擔族。

農民每天辛苦生產的農產品，送至果菜批發市場後，就只能

任由行口決定價格；但頭城位於宜蘭最北端，離台北最近，1980

（民國 69）年北迴鐵路通車後，農民便可利用鐵道，將拔雅的

優質農產品，以產地直銷方式，一籮一籮運往台北市場或街頭販

售。為了生活，不管世間如何變化，拔雅社區的居民總有辦法克

服困難，扁擔族正是顯現出堅毅不拔態度與精神的最佳例子。

扁擔族

星期四
農曆八月初四

祭祀 出行 作樑 出火 拆卸 修造 
動土 起基 安床 補垣 塞穴 入殮 
破土 安葬 移柩 造畜稠

嫁娶 入宅 齋醮 開光 針灸 掘井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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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五
農曆八月初五

大修宮在地人俗稱「仙公廟」，主祀孚佑帝君（呂洞賓），

創建於 1950（民國 39）年，位於半山腰，視野遼闊，站在廣場

上可俯瞰烏石港與頭城街區。過去尚未開闢產業道路前，居民均

由大修宮步道拾級而上，參香祈禱；步道入口便是北門坑福德廟，

尚存有大修宮牌樓基座，整個步道約有 1200 階，僅需 40 分鐘左

右即可至大修宮。由於產業道路開闢，多數農產均由產業道路運

輸，而步道目前多為香客參香或居民健行運動使用。

大修宮步道

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出行 解除 竪柱 入宅 移徙 納財 
上樑 納畜 入殮 安葬 啟鑽

栽種 掘井 動土 安床 破土 置產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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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六
農曆八月初六

位於社區內的韋馱院，據說是全國唯一以韋馱爺為主祀神祇

的寺廟。一說是創建於 1902（日治明治 35）年，屬九股山吉祥

寺之分支，因當時吉祥橋尚未興建，考量信眾往來吉祥寺相當不

便，因此在福德坑溪岸建寺，作為信眾休息之處；另一說則強調

創建時代更早於吉祥寺。

其門聯曰：「韋相莊嚴繞座法輪宣寶月，馱身自在滿天甘露

散瓊漿」，經過民眾均感到非常獨特。

全國唯一韋馱院

解除 祭祀 祈福 求嗣 修造 動土 
竪柱 上樑 安床 納畜 蓋屋 合脊 
起基 入殮 破土 安葬

出火 嫁娶 開光 進人口 出行 詞
訟 開市 入宅 移徙 赴任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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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8月
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

星期日
農曆八月初七

北門坑武營溪位於拔雅里北邊，環繞里界而出，由於拔雅林

地勢較高，水源灌溉不易，於是居民自北門溪截水作溝，將溪水

引入，灌溉里內農田的稻米、蔬菜、水果等農作物，對社區農民

而言，是重要的水資源。

福德坑溪則位於拔雅里南邊，下大雨時容易山洪暴發，據頭

城鎮誌記載，1924（日治大正 13）年福德坑溪大水，福德坑堤

防崩潰，大量泥沙沖刷至頭圍港，造成頭圍港淤塞。目前水利會

有規劃灌溉系統，提供福成地區灌溉用水。

北門坑武營溪、福德坑溪

沐浴 理髮 會親友 塑繪 開光 栽
種 牧養 嫁娶 經絡 補垣 塞穴

開市 入宅 動土 破土 安葬 作灶 
上樑 安床 開倉 祈福

【宜】

【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