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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歲次甲午年 肖馬

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六

南興村是冬瓜山之南的新興村庄，故名南興，在冬山鄉東面，

西毗冬山村，北接珍珠、補城兩村，東鄰香和村，南壤安平村，

與冬山村相連為冬瓜山街仔，路旁兩側商店林立，主要公部門有

鄉公所、代表會、郵局、新舊冬山國小、冬山國中、新舊農會及

未來行政中心包括新建鄉公所、代表會、消防隊、派出所、戶政

事務所、鄉立圖書館、演藝廳及南興社區活動中心。

經查冬山鄉鄉民以福建客家人（詔安客）後代甚多，南興村

自不例外，主要聚落有冬瓜山街仔南興庄、竹篙厝、姓羅仔底、

中學前、竹巷、溪壩仔、車頭前、火車路跤姓李仔底、火車路跤

上田寮。

冬山鄉的頭殼

農曆九月 ( 潤 ) 初九

納采 訂盟 開市 交易 立券 會親
友 納畜 牧養 問名 移徙 解除 
開厠 入學 起基 安床 開倉 出貨
財 安葬 啟鑽 入殮 除服 成服

入宅 上樑 齋醮 出火 謝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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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日

南興火車路跤姓李仔底祖籍為詔安縣二都秀篆，天麻保青龍
山，1889（光緒 15）年第 16 世第 5 房，李昆明（諡奠川）中文
舉人，1891（光緒 17）年第 16 世第 3 房李昆建（諡奠川）中武
舉人。1895（光緒 21）年日本人來冬瓜山，希望李姓家族能助
其招安綏靖，沒有達到日本人的要求，有天夜裡莫名其妙「火燒
厝」（火警）。

目前房子是後來才起造的，公廳二樓有支大刀，據高齡 90 歲
的李日溶老先生說，此大刀非原來大刀，日治時期送到宜蘭展示
時被「狸猫換太子」了，原來的比較大，而這隻比較小；公廳屋
簷下有長方型練功石（勇石），練武者雙手套入凹洞，然後提起，
越高表示力氣越大，中武舉人的機會越大。

火車路跤姓李仔底

農曆九月 ( 潤 ) 初十

祭祀 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嫁娶 開市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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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一

1933( 昭和 8) 年，羅東信用販賣利用組合在羅東郡冬山庄設

立第二事務所，即冬山鄉農會前身，地點為今日之冬山郵局。組

合即組織，相當今日之「會」，為日治時期各種行業之組織名

稱，1944( 昭和 19) 年 2 月，改組為冬山庄農業會，1949( 民國

38) 年 11 月，改組為冬山鄉農會，1958( 民國 47) 年 7 月，在冬

山分駐所後，碾米工廠及稻穀倉庫旁，早期農民駛牛車排隊繳稻

穀，所以南興的LOGO就是以此景象為圖騰，後來興建辦公大樓，

1992( 民國 81) 年 8 月 30 日在於省道與照安路交叉路口興建新

農會辦公大樓。

駛牛車繳穀

農曆九月 ( 潤 ) 十一日

捕捉 畋獵 餘事勿取

開市 交易 祭祀 入宅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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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二

醫療衛生是文化力及國力的表現，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特別重

視醫療衛生，設置衛生顧問及獸醫、警察醫事人員，不過，警察

醫事人員不足，多由「公醫」來兼任。所謂「公醫」就是政府分

發駐在當地的醫生。

1925( 大正 14) 年，冬山公醫是由羅東公醫生清野滿五郎兼

任，1931( 昭和 6)年 4月 5日，冬山警察官吏警察派出所成立，

公醫由住在冬瓜山街仔的張佳擔任，光復後續任冬山鄉衛生所主

任，1968( 民國 57) 年退休。

後在冬山村興建目前衛生所，原本衛生所修繕後成立冬瓜山

故事館。

捍衛生命保證會生的所在

農曆九月 ( 潤 ) 十二日

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開光 安香 出火 造廟 移徙 
出行 入宅 造廟 起基 竪柱 上樑 
安床 納畜 捕捉 納婿 安葬

開市 破土 掘井 合壽木

【宜】

【忌】



5
歲次甲午年 肖馬

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三

1920( 大正 9) 年，11 月 7 日，冬山庄地方制度改革，廢紅水
溝區，新設冬山庄役場，屬羅東郡轄區，國民政府來台後改為冬
山鄉公所，庄役場建築很壯觀，大門為八邊造型之拱形門，與羅
東郡役所，也就是今日之羅東戶政事務所大門完全相同，因屢受
颱風侵襲且廳舍老舊，1966( 民國 55) 年改建二樓，1967( 民國
56) 年 3 月 8 日完工。

目前冬山代表會址樓下原為冬山鄉民眾服務社，樓上為自來
水公司，目前鄉公所南側村聯合辦公室舊地名布帆仔，未來規劃
將拆除。

目前在新行政中心興建冬山鄉公所與鄉民代表會大樓均位於
南興村內。

老百姓的肩甲頭

農曆九月 ( 潤 ) 十三日

祭祀 沐浴 解除 破屋 壞垣 餘事
勿取

開市 嫁娶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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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四

溪壩仔位冬山鄉公所後，林寶春圳支線流經此處，居民設小

堤防攔水，稱溪壩仔。依供桌上「壬子年春月」之花崗岩香爐，

推測本廟應建於 1852（咸豐 2）年。光緒年間火車路跤姓李底，

有位賢人中武舉人，故屋頂改為「翹燕尾脊」，土地公鬍鬚用人

鬚裝上。

南興村為冬瓜山街仔媽祖廟，「五礻簽內」之十月礻簽，三

官大帝之水官大帝也奉祀在此，附近林吉助的姑婆，自唐山攜帶

竹刻之媽祖來南興定居，後將媽祖送來本廟供奉。所以每年農曆

二月初二、中秋節土地公生日，三月二十三媽祖誕辰、十月半三

界公千秋，本廟熱鬧滾滾。

溪壩仔土地公廟

農曆九月 ( 潤 ) 十四日

訂盟 納采 會親友 交易 立券 納
財 栽種 納畜 牧養

嫁娶 開市 入宅 祈福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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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五

本廟位於「竹篙厝」附近，現今郵局後面，稱「竹篙厝仔有

應公仔廟」，又因廟前林寶春圳，泥土含大量鐵質，水質呈鐵銹

的原色，叫「紅鉎水仔」，亦謂「紅鉎水仔有應公仔廟」。

這裡曾是清代、日治的法場，無人收留之骨骸則就地掩埋。

據稱本廟創於 1875（光緒元）年，1963 ( 民國 52) 年配合新冬

山路闢建，本廟順勢改建，並易名「大眾爺廟」，一掃陰森之環

境，現在這裡緊鄰市集，熱鬧非凡。

大眾爺廟北側舊地名蓮霧園，目前為喜互惠超市。大眾爺神

威顯赫，旁成衣廠的機器不順，向大眾爺膜拜之後，機器運轉順

暢，而生意興隆，附近居民錢財遺失40萬，祈求之後即將找回。

紅鉎水仔大眾爺廟

農曆九月 ( 潤 ) 十五日

造車器 嫁娶 訂盟 納采 會親友 
祭祀 出行 開市 立券 移徙 入宅 
破土 安葬

上樑 開光 蓋屋 架馬 合壽木

【宜】

【忌】

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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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六

1866( 同治 5) 年，清州堡大洲姓陳人士，到冬瓜山南興、珍珠一帶「姓
李仔底」幫忙收割二期稻作。因天雨無法割稻，反正閒著無事，於是姓陳
的邀姓李的與住在冬瓜山的阿兼城人林德火一起跋筊（賭博），跋筊中，
姓李的與林德火起糾紛，姓陳的就作公親（調解人）調解，但林德火認姓
陳的是姓李的請去協助割稻，姓陳的一定站在姓李的這邊，調解不成，姓
陳的公親變事主。

事情越鬧越大，個人的賭博糾紛變成三大姓族人大型械鬥，致傷亡甚
重。事件已不限於冬瓜山、羅東一帶，蘭陽全境亦受影響，來勢洶洶不可
收拾。直到 11 月，官方派兵鎮壓，拘捕要犯懲辦，事件始告平息，這就是
所謂「三字姓叛」。

從此，林姓家族與陳姓、李姓的家族，勢同水火，老死不相往來。更發
誓後代不得與陳姓、李姓的家族通婚，於是又延伸出「陳無情，李無義，
姓林仔娶家己」之俗諺。

早期開墾賭博風波

農曆九月 ( 潤 ) 十六日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解除 理髮 
會親友 栽種 納畜 牧養 安葬 修
墳 立碑 啟鑽

入宅 作灶 詞訟 移徙 出行 赴任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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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日
祭祀 沐浴 結網 移柩 入殮 除服 
成服

安床 開市 交易 出貨財 安葬 修
墳 嫁娶 作灶

童年小孩的念冊歌：
草蝞公 穿紅裙 麥都去 麥坐船 船都去 船弄破 破燒灰 灰都

去 灰賣錢 錢都去 錢娶某 某都去 某生子 …( 詳玩皮館臉書 )，
1910( 明治 43) 年，設立羅東公學校冬瓜山分校，1913( 大正 2) 年，
獨立為冬瓜山公學校，1942( 民國 31) 年 4 月改為冬山國民學校， 
1968(民國57)年改稱冬山國民小學，迄今屆一百週年。一世紀以來，
學校經歷校舍增建、改建，1995 ( 民國 84) 年因鐵路平交道延至冬
山國小東側，車廂解開、聯結碰撞聲、轉轍、煞車尖銳聲，令人難受，
致有遷校之議。更於 ( 民國 87) 年遷校於現址，學校現址自然環境
優美，讓莘莘學子在適性的環境下學習成長。

宜蘭縣冬山國小管樂隊，榮獲全國學生音樂、躲避球及風箏比賽
第一。傑出校友有前行政院游院長錫堃及前任陳檢察總長聰明等。

念冊歌的所在

【宜】

【忌】
農曆九月 ( 潤 ) 十七日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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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一

冬山國中 1956( 民國 45) 年 8 月設立，前身為羅東中學冬山

分校，1959 (民國48)年 11月 1日獨立為宜蘭縣冬山初級中學，

分校初期招生 2 班，暫借冬山國小教室上課，1968( 民國 57) 年

實施九年國教，易名為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首任校長陳華聰

先生，先後歷經七任校長。該校近年致力推展多元教學的學校特

色，培育潛能，多年來在語文、美術、管樂、拔河、划船、籃球、

科展等均有優異表現。

冬山國中

農曆九月 ( 潤 ) 十八日

解除 餘事勿取

餘事勿取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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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二

冬瓜山街常因河道彎曲狹窄的林寶春圳溢流，致街上「作大水」，以冬
山村與南興村分界線之巷道，屬最低窪地區，巷道旁有條匯集整個冬瓜山街
排水的水溝，因溝小常堵塞，所以最早積水是本區，最後消退也是本區，街
上有「冬山街仔落無三垺豬母尿，規條街路攏淹了了」、「三年沒做大水，
豬母就有金耳鉤通掛」。

當水進入屋內時，鄉親會自我消遣，互相「漏氣」大呼「入厝挲圓仔
囉！」。本地習俗，搬入新屋居住稱「入厝」，要挲湯圓慶祝。水進入屋內
也是另類的「入厝」，但不可能搓湯圓，只不過是表達無奈，苦中作樂罷了。

為了預防淹水，道路兩側下水道深寬各 1.5 米，馬路中間下面還有一條
污水處理系統，居民蓋房子都會把地基加高，台九線道路地基升高與旁邊稻
田落差有 2米，為了不讓鐵路擋住冬山河的排水，才將鐵路高架化，連火車
麻怕淹水，目前冬山老街道路下面有 2米寬及深排水系統。

連火車也怕淹水

農曆九月 ( 潤 ) 十九日

安床 祭祀 開池 補垣 入殮 移柩 
破土 啟鑽

入宅 移徙 嫁娶 掘井 作灶 出火 
進人口 開市 開光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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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三

南興社區 2012( 民國 101) 年奉准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由在地
人提供在地服務，提供在地的老人初級預防照護服務，建立社區自主
運作模式，以貼近居民生活需求，營造永續成長、健康的社區環境。
服務項目有：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健康促進、長青學苑等，目前有
服務志工 30 人，均受過基礎及特殊教育訓練。

為照顧本社區服務轄區之獨居高齡長者，商請關懷據點志工隊配
合推動【長青食堂計劃】服務，本社區理監事會通過，依縣政府規劃
全縣統一方案，辦理平常日 (每週一至五 )午餐，共餐與送餐服務。

志工關懷訪視獨居老人及子女外出工作時，家中的長者每次遇見
訪視的志工均視為親人，閒話家常均不亦樂乎並期盼志工最好能天天
陪他聊天。

疼惜老人的心

農曆九月 ( 潤 ) 二十日

祭祀 沐浴 餘事勿取

餘事勿取

【宜】

【忌】

國父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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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甲午年 肖馬

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四

為落實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媽媽們成立之民俗舞蹈班 /

瑜珈班 / 韻律舞蹈班 / 有氧舞蹈班每週輪流安排在活動中心研

習、及在冬山國小及國中廣場有元極舞、十八式氣功及外丹功。

未來行政中心的公園有設立戶外的運動器材，鐵路高架下方

及冬山河沿岸有自行車步道，所以每天有民眾在此健行及騎腳踏

車，帶動社區民眾正常生活習慣，增進身心健康，減少疾病，減

少健保支出，利人利己。

大家一齊來扭腰擺臀

農曆九月 ( 潤 ) 二十一日

嫁娶 開光 出行 解除 出火 拆卸 
修造 進人口 動土 入宅 移徙 栽
種 納畜 掘井 安葬 除服 成服

置產 安床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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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五

南興社區將農業社會中屬於農閒工藝之皮雕工藝品提升為皮

雕藝術品，目前已申請註冊商標「草民」，配合每年綠博、林業

文化園區、宜蘭酒廠、博愛醫院及冬山火車站下的參展，將由原

來在皮雕工藝界師的師資前輩來培育中高齡失業者，共同研發創

新參展，使整個皮雕文創工藝文化能被提升到真正的藝術層面，

也可以了解『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目標。

失業者的小故事 (阿忠 -自從發生車禍之後一直找不到工作，

他要來南興應徵之前，鄰居跟他打賭，如果他能找到工作，將要

辦桌請他，南興社區採用他之後，鄰居改用放鞭炮慶祝。他在社

區已工作 3年，其作品也深得客戶的喜愛。)

大師的雙手

農曆九月 ( 潤 ) 二十二日

開光 裁衣 安門 會親友 安床 結
網 理髮

嫁娶 冠笄 出行 祈福 安葬 伐木 
入宅 移徙 出火 栽種 動土 上樑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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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六

本社區長青會配合內政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理長青學苑，

健康促進如電腦資訊、舞動韻律、健康醫學、瑜珈、皮雕、風箏

才藝等老人終身學習活動。

2012( 民國 101) 年辦理寒冬送暖獨居老人聯誼活動，邀請影

視歌星「鳥來媽」等大陣仗前來即興表演，端午節前辦理「愛心

粽、情意重」社區民眾绑肉粽，免費送予獨居清寒家庭，對於福

利化社區－老人關懷盡一番心意 ( 老人在社區學習中過的很快

樂，所以他們說了 :老萌老 無人比咱閣卡老 瘋萌瘋 無人比咱

閣卡瘋 )。

老大人囝仔夢

農曆九月 ( 潤 ) 二十三日

嫁娶 開光 出行 出火 拆卸 修造 
動土 入宅 移徙 安床 上樑 開市 
交易 立券 栽種

祈福 祭祀 伐木 掘井 作灶 謝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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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日

冬山河源頭早期為水路搬載貨物，與珍珠里簡碼頭均為重要

之貨物集散地，並為農田灌溉的重要河川。冬山河雖然不長，卻

在台灣河流整治史及觀光發展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原因在

於早年容易氾濫成災的冬山河在整治完成後，除了解決當地農民

的困擾。位於中游，佔了冬山河將近一半長度屬於截彎取直的河

道，也被一併規畫成景觀優美的風景遊憩區。其中五結鄉利澤簡

橋附近的 3500 公尺河道，水流穩定，更是台灣首屈一指的水上

活動場所。南興村內幾條溝渠灌溉農田，最後也注入冬山河。它

是早期靠水路搬載貨物及灌溉的重要河川。

冬山河孕育大地

農曆九月 ( 潤 ) 二十四日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火 
出行 拆卸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伐木 入宅 移徙 安床 安葬

栽種 掘井 置產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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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一

南興守望相助隊，成立已超過十年，隊員人數 75 人，目前隊

長為賴村長雲坤兼任，每天夜間固定輪值巡邏時間為 23 時至零

晨1時，平時有必要時還擔任重要活動交管任務，對於防範犯罪、

社區治安、敦親睦鄰、老人關懷等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2013 

( 民國 102) 年並獲宜蘭縣警察局表揚為特優單位。

南興村辦公室主辦節能減碳資源回收已有多年歷史，每年並

辦理宣導說明會，目前每二周日由村民自動將家中收集之回收物

品擺放自家門口，由資源回收小組開車沿路回收，回收結餘金錢

充作清寒救助基金回饋地方。

尚骨力的腳

農曆九月 ( 潤 ) 二十五日

祭祀 理髮 針灸 解除 進人口 整
手足甲

嫁娶 動土 造船 開池 掘井 出行 
修造 入宅 上梁 移徙 安葬 破土 
作灶 開市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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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風吹」就是風箏，「吼」形容風聲。農曆九月九降風強盛，正
好是農閒時期，很多人開始製作「風吹」，到野外空地「放風吹」。「風
吹」樣式繁多，利害的人會製作「八角風吹」，升上空中會嗡嗡作響，
滿天吼。

民國 70 年代，冬山國小前輩教師李後瑞、林錦崑、陳印堂、張錦
洲等人在校園大力提倡風箏運動，帶領冬山國小多次在全國性比賽中
凱旋而歸，漸漸地，冬山國小與風箏劃上等號，冬山鄉也成為口耳相
傳「風箏的故鄉」。

冬山風箏館室內空間佔地面積約 100 坪，主要分為五間主題展示
室，有系統地把館藏風箏依照形式、產地、習作過程，分門別類對外
展示。館內也收集各種與風箏相關的成品、文獻資料與昇放圖片等。

九月九風吹滿天吼

星期二
農曆九月 ( 潤 ) 二十六日

破屋 壞垣 求醫 治病 餘事勿取

嫁娶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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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冬山位蘭陽平原之東南方，因和羅東連成一體，成為溪南地區
的外圍區域，雖然不是政治的要地，卻在移墾社會過程中扮演重要
的腳色。冬瓜山街有人暱稱冬瓜山街仔，因有冬瓜山港（今冬山
河），船隻穿梭於利澤簡、打那美、羅東等地，所以河運發達，造
就了繁榮的街市，從清代以來就是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移民
的中心點。

冬瓜山街由冬山村、南興村所組成，雖然村別不同，卻是兩村
村民共同生活圈，很難區分你我。街道範圍並不大，長度約500米，
但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台9線公路、鐵路宜蘭線都經過冬瓜山街。
全鄉公部門集中於此，近 100 種各行各業開店於街上，有些行業繼
續由下一代經營，有的因受時代的大環境影響，變成絕響。

冬山街仔

星期三
農曆九月 ( 潤 ) 二十七日

納采 訂盟 嫁娶 祭祀 祈福 雕刻 
移徙 開市 入宅 出行 動土 會
親友 入學 修造 動土 起基 安門 
安床 造廟 解除 納財 開池 造畜
稠 牧養 牧養
上樑 開倉 出貨財 蓋屋 造船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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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冬山國小躲避球隊在校史上具有一段輝煌的傳統，從民國 50

年代初期到 60 年間，成績斐然，曾經榮獲全省躲避球 3 連霸，

光榮掃街慶凱旋，萬人空巷；近年來，在學校老師帶領下，在

宜蘭縣學生躲避球錦標賽，從 2007( 民國 96) 年到 2013( 民國

102)年，蟬聯男童甲組七連霸，2013(民國 102)年更前進屏東，

拿下全國賽第三名的成績，展現重返榮耀的氣勢，學生的表現

【健康、快樂】，我想他們就是南興村的代言人了！

南興村的代言人 - 冬山國小躲避球隊

星期四
農曆九月 ( 潤 ) 二十八日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解除 伐木 
拆卸 修造 栽種 納畜 安葬 修墳 
立碑

嫁娶 進人口 入宅 移徙 出火 出
行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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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由省道往冬山國小與冬山國中垂直方向前進，即為香南路，該路段曾在
每週六設攤辦理路邊夜市，後因髒亂與嘈雜，經居民抗議而遷移，及照安
路補習班林立是讀書學習的好場所，南興村內香和路段近年來大興土木、
豪宅林立，新進人口增加不少。冬山鄉民眾服務社原辦公室座落於（目前
鄉民代表會樓下），因產權歸屬問題，遷往照安路 56 號現址。以「為民服
務」為工作目標，另同址冬山鄉婦女會以婦女互助、職業輔導為主，每年
舉辦婦女節活動，戶外活動，婦女才藝及健康講座等婦女成長系列活動，
並慰問孤、老、身障等弱勢團體不遺餘力。

冬山國中 1956( 民國 45) 年 8 月設立，前身為羅東中學冬山分校，1959 
( 民國 48) 年 11 月 1 日獨立為宜蘭縣冬山初級中學，分校初期招生 2 班，
暫借冬山國小教室上課，1968( 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教，易名為宜蘭縣立
冬山國民中學，首任校長陳華聰先生，先後歷經七任校長。該校近年致力
推展多元教學的學校特色，培育潛能，多年來在語文、美術、管樂、拔河、
划船、籃球、科展等均有優異表現。

學習家的快樂

星期五
農曆九月 ( 潤 ) 二十九日

沐浴 掃舍 捕捉 畋獵 解除 塞穴 
餘事勿取

嫁娶 入宅 開市 安床 破土 修墳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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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六

我們冬山是風箏的故鄉，車站前有風箏意象的藝術造型，是

為了帶動冬山的經濟及繁榮，藉由風箏往上飛的涵義。風箏造型

的地上有 9條不同顏色的磁磚是依據古代地理師的描述，冬山區

域有九條龍脈，在設立地基時有鄉公所、代表會、農會、鎮安宮、

形象商圈、觀光促進會、冬山、珍珠、南興社區共同拉九條顏色

的彩帶作為開工討吉利的象徵，南興社區與觀光促進會結合各社

區及團體以九條龍為主題，辦理冬山鄉老街設立 200 週年節典活

動，萬人空巷熱鬧非凡。今年冬山鄉各社區守望相助隊及表演團

體在火車站前廣場聯合表演。明年森林公園開園活動也將在此做

為表演場所。

車站前的藝術涵義

農曆十月初一

嫁娶 冠笄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開光 出行 解除 動土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拆卸 破土

伐木 上樑 修造 入殮 理髮 會親
友 入宅 安門 安葬 作灶

【宜】

【忌】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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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日

民國 40 年代，「火車頭」前廣場，主人在牛頭前拉好繩索固定牛
頭，牛後面兩腳則用繩套套牢。鄉公所獸醫江坤成及林錦海，手持手
術刀一畫。再用碘酒消毒「牛膦脬」內、外部，然後以紗布包妥傷口。
另街上唯一的拍鐵章仔製作鐵農具，1976( 民國 65) 年以前，三輪車
後斗蓬打開掛上紅布就當結婚禮車，新娘三天回家「作客」、神明遶
境、團隊出外競賽凱旋歸來、官員就職、歌仔戲班演員繞街亮像都會
用到三輪車。前村長黃再春的岳父、岳母在今瑞珍香糕餅舖，開簑衣
店，我們叫他「縛棕簑仔」。他跟今新力瓦斯行旁的翻笠仔店都是街
上孤行獨市。據稱他與冬瓜山橋附近的福州師、郵局前林阿淮，兩位
「拍棉被」師傅都是福州人，講話腔調不太一樣，這些行業都已消失。

冬瓜山老街已消失的行業

農曆十月初二

合帳 裁衣 嫁娶 安床 入殮 移柩 
破土 造畜稠

置產 造船 開光 掘井 作灶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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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以前的冬山國小舊址規畫為 ( 未來冬山鄉行政中心 ) 南興社

區發展協會，早期與冬山社區共用活動中心，87 年遷入舊址冬

山國小圖書館作為南興社區活動中心，2012( 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新活動中心落成，新中心光線明亮、視野開闊，北迴鐵路區

間、直達各型火車從旁經過，森林公園與自行車步道穿梭其間，

老人體適能設備齊全，春夏之季木棉花絮飄落滿地蔚為奇觀，未

來行政中心已興建完成有鄉公所、代表會，規劃中的有派出所、

消防隊、戶政事務所、鄉立圖書館及演藝廳。日後將成為冬山鄉

主要公部門辦事處及民眾休閒之場所。

羽化中的南興

星期一
農曆十月初三

解除 修飾垣墻 冠笄 出行 餘事
勿取

開市 動土 破土 嫁娶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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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早期當地以務農為主，水牛為農民耕作及載重貨物，無怨無

悔的付出，包括被人類作為食用，也毫無怨言，期望人類能留其

牠的皮革在身上，牠希望保佑人類的平安與幸福，這是老牛最後

的心願，所以南興社區將其皮革著作成藝術般的使用品，讓使用

者永遠戴在身邊，以達到老牛的期望能跟人類永遠相處，所以以

老牛無私奉獻的精神作為南興社區的精神象徵。在社區活動中心

的牆壁上，有一幅大家共同創作畫作有兩個圖騰，其中之一是以

南興二字化為 LOGO 的圖騰，另一個圖騰是以冬字作為 LOGO，其

中涵義是以農夫為主題，冬字下面兩點的涵義是表達愛心與熱心

而無自身純樸精神。 

南興的精神象徵

星期二
農曆十月初四

納采 訂盟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
嗣 開光 出行 解除 進人口 開市 
立券 挂匾 入宅 移徙 安門 栽種 
動土 求醫 治病 會親友 起基 修
造 蓋屋 安葬

作灶 經絡 安床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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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在地的農民將自己種的疏菜擺設於舊冬山河畔販賣，其它的

攤販也陸續的加入，後來攤販眾多擺設於此，因該處路面及河道

整修，故遷移至鄉公所前大眾爺廟旁成興路兩側，臨近喜互惠、

7 ELEVEN、鶴會屋，由於價廉物美，每日上午生意興隆，唯一美

中不足為影響交通，未來鄉公所將該路段拓寬為 25 米。

顧肚子的庄稼人

星期三
農曆十月初五

祭祀 塑繪 理髮 會親友 牧養 開
池 造畜稠 畋獵 結網

祈福 謝土 安葬 上樑 作灶 開市 
嫁娶 出行 入宅 動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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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冬山國小管樂團民國 1994 ( 民國 83) 年 6 月在游書崇校長支

持下成立，多年來在指導老師專精、學生用心及家長支持、團隊

努力之下，從 2004( 民國 93) 年開始在宜蘭管樂稱霸，年年進軍

全國賽，並六度奪下全國特優第一殊榮，地方人士立碑紀念。

管樂團歷年來不僅獲邀參加嘉義國際管樂節及國內重要活動

演出外，2009( 民國 98) 年 7 月更獲邀前往日本琦玉縣大宮南小

學訪問交流，並前往東京迪斯尼樂園公演，2011( 民國 100) 年

11 月新加坡學校亦慕名到校進行管樂國際交流，而冬山國中也

是蟬連全國冠軍，也在南興社區設立【冬山管樂團】已然成為揚

名全國的特色，成績斐然，是南興村父老的光彩。

悅耳的管樂聲

星期四
農曆十月初六

出行 納財 開市 交易 立券 動土 
移徙 入宅 裁衣 會親友 拆卸 進
人口 安香 經絡 出貨財 修飾垣
墻 平治道塗
造廟 謝土 作灶 作樑 伐木 安葬 
行喪 修墳 探病

【宜】

【忌】

感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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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原本中正路以北屬於南興村，1978 ( 民國 67) 年土地變更為冬山
村，原來有冬山戲院現已拆除。廖理事長小時候住電影院隔壁，所以
看電影是不用買票的，冬山老街長淹大水，有回理事長全家避難至戲
院，全家躺在舞台上睡覺時有電影演出才醒過來，原來電影是慰勞救
災人員而播放。

原本火車站前有一條八寶圳，兩岸種有柳樹景致優美，是大家共
同美好的回憶，後來將其加蓋作為中正路的路面，南興與冬山早期共
用活動中心，遷移至舊冬山國小的圖書館作為活動中心時，有 50 萬
元的建設經費與冬山社區平分 25 萬元，在聊天時冬山社區，向南興
社區追討 25 萬元的建設經費，南興社區理事長說 : 如果你們將原本
屬於南興社區的土地歸還我們，我們就將 25 萬元還給你們，後來不
了了之，此事卻成為居民的笑談。

失落的大地

星期五
農曆十月初七

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齋醮 開光 
安香 出火 出行 出火 拆卸 動土 
祈福 進人口 納財 交易 立券 移
徙 安床 修造 安葬 除服 成服

置產 掘井 詞訟 栽種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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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六
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開光 出行 
解除 伐木 出火 入宅 移徙 拆卸 
修造 栽種 安葬 入殮

破土 動土 安門 作灶 開市 交易

【宜】

【忌】
農曆十月初八

1919( 大正 8) 年，蘇澳至宜蘭火車全線通車，冬瓜山驛開張，翌
年易名冬山驛。1961( 民國 50) 年強烈颱風波密拉登陸宜蘭，冬山火
車站全倒，宿舍也東倒西歪。1962( 民國 51) 年，重建車站，佔地 70
坪。本站為貨運大站，有台塑冬山電石廠、力霸水泥廠兩條支線。站
場狹窄，長度不足，車廂調度須越南興路平交道，延至舊冬山國小東
側。車廂解開、聯結碰撞聲，轉轍、煞車尖銳聲，令人難受，致有遷
校之舉。

車廂調度時間長，南興路平交道常壅塞，竟發生駕駛人毆打看柵
工，而看柵工人則懸掛白布條抗議事件。後閣揆游錫堃，將本站納入
「東改計畫」，2009( 民國 98) 年 3 月 12 日完工。站體造型渾圓修
長形如冬瓜，不僅饒富地標特色，且美輪美奐。

有遮雨棚的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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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宜蘭縣冬山鄉 南興社區

星期日
祭祀 解除 破屋 壞垣 求醫 治病 
餘事勿取

嫁娶 安葬

【宜】

【忌】
農曆十月初九

鐵路宜蘭線開通後，為有效轉運貨物，各車站前皆蓋好幾間

倉庫，也成立了一至兩三家運送店。林讚琦運送店便設在冬山站

前，運送店後面是冬山農會倉庫。

早年冬山站貨運量並不大，工人也不多，主要是搬運農會之

肥料、食鹽，有時也會用大型リァカ（手拉車）載貨到冬瓜山街

仔。

林讚琦在日治時期，也曾經用「駁仔」或「鴨母船」裝船外機，

經營水路運輸，經冬瓜山港，往來於冬瓜山與利澤簡之間。

火車頭前林讚琦運送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