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美哉美城風光好，民情淳厚四方曉，

交通迅捷人稱便，耕讀傳家樂逍遙。

個個勤奮百業昌，蘭陽米倉受讚揚，

社區發展齊參與，幸福美城綻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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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歲次甲午年 肖馬

美城簡介

農曆十二月十三日
沐浴 開倉 出貨財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栽種 
納畜 牧養 畋獵 入殮 破土 安葬

祈福 嫁娶 安床 入宅 造船

1978（民國 67）年原美間村與土圍村合併為美城村，面積 369 公頃，

人口 2,676 人。美間村乃因村內有兩處古地名為抵美仔與五間而得名；

土圍村則是有一主要聚落為防土匪侵害，曾用土塊築城防禦，叫土圍城，

因而得名，俗稱土城仔。兩村各取一字，合稱美城村。

美城是典型的農村，民風純樸，居民多數務農維生，是蘭陽平原的米

倉。西南邊與宜蘭市接壤，北邊和礁溪毗鄰，國道五號貫穿境內，宜蘭

北上交流道就設在美城，交通便捷，景色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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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忌】

歲次甲午年 肖馬

農曆十二月十四日
祭祀 沐浴 補垣 塞穴 斷蟻 解除 餘事勿取

造廟 入宅 修造 安葬 行喪 嫁娶

美城社區活動中心座落於大福路與永美路口，1999( 民國 88) 年 5 月

竣工啟用，本中心的建築主體及內部設備的充實，端賴各級政府的補助

與民意代表的全力支持得以完成，得來不易。今日我們擁有寬敞舒適的

活動聚會場所，大家應予珍惜，善加利用。

本社區現有守望相助隊，守護社區的安全。長壽俱樂部定期舉辦活

動，為勞苦功高的社區長者提供休閒娛樂。卡拉 OK 班讓社區居民有大

展歌喉的機會，媽媽教室教大家料理健康美食，有氧舞蹈班及瑜伽班讓

大家更健康快樂。本社區是個大家庭，大家一起努力來經營。

星期一

美城社區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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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忌】

歲次甲午年 肖馬

農曆十二月十五日
嫁娶 納采 訂盟 問名 祭祀 冠笄 裁衣 會親
友 進人口 納財 捕捉 作灶

開市 安床 安葬 修墳

美城是個典型的農村，有一望無際碧綠如茵的稻田，遠處有連綿的青

山環抱，四周有壯觀的稻浪起伏，清晨欣賞壯麗的龜山朝日，夜晚在蟲

鳴交響曲中仰望沒有光害的星空，這裡有新鮮的空氣及濃濃的人情味，

置身其中，令人心曠神怡。

美城與宜蘭市接壤，進市區只有 10 分鐘車程，鄰近國道五號北上交

流道，交通極為方便。就因如此，吸引各方人士進駐美城，大型的專業

農場及特色住宅如雨後春筍般蓬勃成長。美城的農村正在改變中。

星期二

美城農村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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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歲次甲午年 肖馬

【忌】

農曆十二月十六日
移徙 祭祀 開光 祈福 出行 解除 進人口 雇庸 安
床 動土 起基 上梁 安門 解除

嫁娶 安葬 破土 作梁 納畜 牧養 行喪 作灶

1813( 清嘉慶 17) 年，先民用石板建一小廟，奉祀由大陸帶來台灣的

福德正神，這就是美城人津津樂道的「石土地公廟」，迄今已有兩百餘

年的歷史。新廟於 1973( 民國 62) 年重建完成，莊嚴宏偉，美侖美奐。

村民念舊，沒有忘記石土地公長年護祐之德，2010( 民國 99) 年以原廟

石板重塑，現在舊廟古樸典雅風華再現，立於廟前，見證先民奮鬥的歷

程。正門威武的門神像，為國寶級大師曾水源的傑作，是珍貴的文化資

產，大殿前 33 斤巨大神筊，供於百年古木許願桶上，只要誠心許願，

土地公伯仔將為你圓夢。

星期三

美城福德廟─古廟新創風華再現

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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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

農曆十二月十七日
嫁娶 開光 祈福 求嗣 解除 動土 安床 栽種 
開池 掘井 祭祀 破土 啟鑽

入宅 作灶 伐木 安葬 出火 出行 納畜

紫雲寺是縣內唯一供奉齊天大聖孫悟空的廟宇，很多人都稱「猴齊天

廟」。

百年前，五間林阿富與黃永昌崇敬齊天大聖神通廣大，於放牛閒暇雕

塑大聖泥像，並鑿隄掘洞供奉，早晚膜拜，所謂心誠則靈，不過數月大

聖顯靈護祐村民，聞訊湧至膜拜者與日俱增，香火鼎盛，傳為奇譚。紫

雲寺歷經多次蛻變，由草寮茅舍、木造而鋼筋磚造，在村民、信眾出錢

出力，精誠合作下，於 1964( 民國 53) 年重建完成，今日紫雲寺建築宏

偉，美侖美奐，大聖神威，將永遠護祐，合境平安。

星期四

紫雲寺─供奉齊天大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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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城東安聖祖廟─逆流而上擇福地的神祇

歲次甲午年 肖馬

【忌】

農曆十二月十八日
祭祀 合帳 裁衣 經絡 伐木 作梁 安床 作灶 入
殮 安葬 啟鑽 移柩

詞訟 出火 入宅

1880( 清光緒 6) 年，本區洪水暴漲，稻田一片汪洋，俟洪水稍退，

先民將成堆的漂流物推入河道，使其順流而下。第二天，先民發現聖祖

陳娘娘的牌位竟逆流而上，漂回原處。大家嘖嘖稱奇，認為這裡就是聖

祖選定的福地，於是就地建小廟供奉，命名為「埔仔有應媽廟」。

1970(民國 59)年 6月，村民購地重建新廟，稱為「美城有應媽廟」，

建築宏偉美觀，香火鼎盛，1972( 民國 61) 年 3 月，由協天大帝 - 開漳

聖王 - 宜蘭城隍爺共同敕封陳娘娘為東安聖祖，本廟亦改稱「美城東安

聖祖廟」，沿用至今。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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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美城社區農田水利

歲次甲午年 肖馬

星期六【忌】

農曆十二月十九日
裁衣 伐木 作梁 納財 交易 立券

諸事不宜

美城社區居民主要產業為耕種雙期作水稻，生產稻米維生，其農田主

要灌溉水源有(1)金同春圳五間支線：早於西元1814年吳化（吳沙之姪）

與吳惠山共同設埤圳墾殖；(2) 充館圳充公支線：於西元 1812 年由楊石

頭之先人所開設。

西元 1907 年納入宜蘭公共埤圳組合（現為宜蘭水利會）管理後，分

別在大礁溪溪底興建集水暗渠引水，及宜蘭河施設取水堰堤工程取水，

水源才告穩定，嗣經農地重劃水路更新改善，水利灌溉系統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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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早期農村休閒活動

歲次甲午年 肖馬

【忌】

農曆十二月二十日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行 出火 拆卸 
動土 上梁 進人口 入宅 移徙 安床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入殮 破土 安葬 啟鑽 除服 成服

大時 大敗 咸池 朱雀

早期老農民克勤克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圖一家溫飽，因生

活艱苦而少有休閒娛樂，因此有些對鄉土音樂有興趣之耆老，多是就地

取材自行製作胡琴，邀集好友於社區活動中心互相研習，拉奏台灣戰前

「四、月、望、雨」等經典歌曲及鄉土民謠，休閒娛樂以增進情誼。

胡琴製作材料有孟宗竹筒、檜木板、拖把柄、徑 4.5 吋、長 12 公分

塑膠管片等；工具則有電鑽、圓盤研磨機、手鋸、油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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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農村古農具的追憶

歲次甲午年 肖馬

【忌】

農曆十二月二十一日
嫁娶 冠笄 納采 出行 會親友 上梁 安機械 
安床 牧養 畋獵 祭祀 祈福 開光 修造 安門 
蓋屋 起基

入宅 作灶 治病 安葬 移徙

近年來，由於工商業發達，經濟快速成長，使農業結構迅速改變，農

業生產逐漸式微，並轉變為工商業社會時代，農業機具隨科技進步而研

發改良，並演進為農業機械化經營耕種，致傳統農業生產機具文物，在

農村中逐漸消失，但這些農村古農具蘊涵著早期老農民之勤奮精神與智

慧，倘任其流失誠屬可惜。為感念先民克勤克儉艱辛奮鬥過程，收集百

餘件早期農具並拍照片留存，以昭後人追憶。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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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田植物工場─離地式栽培方式

歲次甲午年 肖馬

【忌】

農曆十二月二十二日
修飾垣墻 平治道塗 祭祀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吳景明是岡田植物工場的負責人，他了解過去蘭陽地區，許多簡易

的溫室無法承受颱風肆虐而遭受損失，於是在 2009( 民國 98) 年搭建了

1200 坪鋼構加強型溫室，以精緻的栽培方式生產不含農藥、安全健康的

高經濟作物。他從荷蘭進口泥炭土，並引進日本、以色列等國先進的養

液栽培方式（即離地栽培方式），所以生產的作物品質優良，口感極佳。

目前岡田植物工場冬天以種植蕃茄為主，夏天則生產如哈密瓜、美濃瓜

等瓜類。產品以宅配、進果菜市場等方式，暢銷各地。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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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香草農園─推廣為美麗有機香草社區

歲次甲午年 肖馬

【忌】

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日
造車器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移徙 出
行 開市 出火 入宅 立券 交易 入宅 安門 安
床 安葬 謝土

開光 蓋屋 動土 作灶 栽種

游忠信自警界退休後，熱心參與社區服務，因緣際會參加台灣大學

「精緻農業研習班」後，深深體會到基因改造與化學農藥對生態環境及

人體健康危害的嚴重性，特將自己的農地轉作，試種檸檬香茅、迷迭香

等多種香草，以有機方式經營，並採購設備萃取精油。目前尚在試驗階

段，但他提煉的精油及香草茶、香草粉等養生食品，已經廣受喜愛。他

希望能推廣自己的經營理念及方式，使本村成為美麗的有機農業社區。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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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清園藝─製作盆栽的推手

歲次甲午年 肖馬

【忌】

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
動土 入殮 嫁娶 移柩 安葬 破土

開市 作灶 安床 入宅 上梁 裁衣

盆景達人李建清，新北市三重人，在台北花市經營盆栽的批發與零

售，同時也幫客戶作培植盆栽與盆景造型等工作，他常到宜蘭訪友，看

到蘭陽地區好山好水，空氣新鮮，適合植物生長，所以決定搬到宜蘭培

植盆栽，再運往台北，供應花市的需要。

2009( 民國 98) 年，李建清於美城闢建「卉清園藝」，在 800 多坪的

土地上開始培植松、柏、寒梅等十餘種名貴品種，走進園區，各種造型

的盆景美不勝收，令人目不暇給。李建清認為培植盆栽需要耐心與愛心，

付出愈多，收穫愈豐碩。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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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仔川」─土城仔的傳奇

歲次甲午年 肖馬

【忌】

農曆十二月二十五日
求醫 治病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開市 嫁娶

1931( 民國 20) 年，游榮川在土城仔開了一家雜貨店，位在今日的大

福路與永美路十字路口，規模雖不大，卻是村民生活必需品及小孩零食

的供應站，這裡是南來北往的重要路口，消費者來自四面八方，「店仔

川」遠近馳名，老少皆知，幾乎成了「土城仔」的代名詞。在鄰近村里，

只要提到「店仔川」，很多人都能正確說出路該怎麼走。現在他的第三

代也在這個路口經營宜春超市，也成了「土城仔」的新地標，但村民沒

有忘記，這裡曾經有個「店仔川」。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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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掌上明珠美術館─藝術與飲食文化的結合

歲次甲午年 肖馬

星期六【忌】

農曆十二月二十六日
祭祀 齋醮 沐浴 開生墳 除服 成服 移柩 入
殮 破土 安葬 合壽木

開市 嫁娶 安床 會親友 入宅 作灶 上梁

掌上明珠矗立在美城美麗的田園上，它見證了一個壯圍貧仔懷抱故鄉

深厚情感，用心耕耘飲食文化及提倡人文藝術的奮鬥歷程。董事長吳英

賢希望藉由美食與藝術結合，呈現與眾不同的餐廳經營模式，於是掌上

明珠美術館在 2013( 民國 102) 年 1 月誕生了，這是一個與台灣各類藝

術家合作的高水準展示平台。館內藝術品每三個月全面更新一次，由藝

術家主持，內容多元，極具欣賞價值，館方希望藉由他們的用心耕耘，

進一步與眾人分享，以達到推廣台灣在地人文藝術文化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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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古碉堡─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的見證

歲次甲午年 肖馬

【忌】

農曆十二月二十七日
祭祀 塞穴 結網 破土 謝土 安葬 移柩 除服 
成服 餘事勿取

嫁娶 入宅

美城社區有三座古碉堡，據地方耆老描述，那是日治時代後期的軍用

防禦工事。蘭陽平原地勢平坦，又瀕臨太平洋，易攻難守，所以日軍在

海邊沙丘及平原各處興建許多碉堡，以因應戰事發生的需要。碉堡超過

一人高，直徑約三米半，周圍牆壁極厚，四周留有槍砲口，聽說可容納

一班士兵進駐。天佑蘭陽，二戰時，美軍沒在宜蘭登陸，碉堡並未發揮

功能，但這些散布在原野的古碉堡，見證了我們美麗的家園，確實曾經

籠罩在可怕的戰爭陰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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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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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豐碾米工廠─推廣冷藏米，提昇米的品質

歲次甲午年 肖馬

【忌】

農曆十二月二十八日
祭祀 沐浴 理髮 作灶 結網 栽種

嫁娶 詞訟 行喪 安葬 牧養 伐木 作梁 開市 
納畜 造畜稠

早期的農家自己生產稻米自己食用，到「土礱間」碾米是經常性的工

作，有 60 年歷史的佳豐碾米工廠的第一、二代都經歷過這個時期。現

在的農家則多數改吃外購米，不再依賴「土礱間」。第三代的游志斌接

手後，為因應實際情況，修改機組，擴充設備，將佳豐的經營方式成功

的轉型。現在工廠每日產量可達 6 萬斤，每年收購縣內 700 多甲田的稻

穀，加工，冷藏，銷售。冷藏庫可容納一千噸的米，為提昇白米的品質，

過程以冷藏方式保存，佳豐的冷藏米已經廣受消費者的喜愛。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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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17
美城高爾夫練習場─推廣高爾夫運動

歲次甲午年 肖馬

【忌】

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
嫁娶 祭祀 開光 祈福 求嗣 出行 開市 交易 
立券 動土 納財 掘井 會親友

入宅 安葬 伐木 作梁 納畜 造畜稠 作灶

下國道五號宜蘭交流道前，可看見左前方有一片高高的圍網，那就是

美城高爾夫練習場，也是美城的新地標，占地五千多坪，這個練習場的

出現，使宜蘭的高爾夫球運動更加普及了。目前球場有兩層，共 40 個

球道，還有免費的草皮果嶺。為了推廣高爾夫球運動，球場採用最新的

設備，卻有最便宜的收費，最親切的服務，讓前來揮桿的朋友感到賓至

如歸。本練習場已創立了 12 年，3 年前由高仕高爾夫公司接手，目前

每天都有上百人來這裡揮桿，推廣蘭陽地區的高爾夫運動繼續向前邁進

中。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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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阿安─美城的奇人

歲次甲午年 肖馬

【忌】

農曆十二月三十日
祭祀 祈福 求嗣 納畜 入殮 啓鑽 謝土 除服 
成服

栽種 開光 出行 針灸 嫁娶 入宅 動土 破土

美城奇人何啟安，從小患先天性白內障，視力不佳，到青少年時，雙

眼幾乎全盲，但他刻苦自勵，學會算命。21 歲時接受手術治療，視力終

於逐漸恢復。

26 歲師承二伯父何阿龍學習民俗療法推拿術，遍讀中醫書籍，並赴

北醫進修，精研醫術。34 歲開館行醫，求診者絡繹不絕。阿安擅長攝

影，1996 年起舉辦十餘次攝影個展，被行家譽為「具專業水準的業餘攝

影家」。此外，他還開闢了 1500 坪無農藥有機農園種植火龍果，響應

環保政策，並對茶道亦頗有研究，生活精彩萬分，真是難得一見的奇人。

星期三
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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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全信神桌─蘭陽首家大溪神桌製造廠

【忌】

農曆正月初一
開光 解除 伐木 竪柱 上梁 交易 立券 納畜 
入殮 移柩 安葬

入宅 出行 移徙 祭祀 嫁娶 動土 破土 作灶

雨水

周松華，桃園大溪人，18 歲入行學藝，從事「大溪神桌」製造業。

1980( 民國 69) 年到宜蘭創業，在美城五間設廠，是蘭陽地區首家傳統

「大溪神桌」製造廠。周松華希望他們的產品不只是神桌，也是值得保

存的工藝品。他選用高級珍貴木材，如非洲花梨、柚木、台檜及肖楠等

加以精工製作，品管嚴謹。神桌桌面是重要部位，一定用整片木材製作，

絕不用拼湊充數。全信的用心、全信的品質已經得到消費者的認同，業

務也蒸蒸日上。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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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黃家三合院─傳統的農家房舍

【忌】

農曆正月初二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嫁娶 出行 解除 伐木 拆
卸 進人口 安床 動土 起基 上梁 栽種 納畜 破
土 謝土 啟鑽 安葬

移徙 入宅 出火 作灶 掘井

黃瑞濱旅居台北行醫多年，在農村長大的他對家鄉懷有深厚的感情，

兒時的回憶，家裡的一磚一瓦他都很珍惜，尤其是父祖艱辛開創的基業，

更是極力維護，所以黃家三合院有幸得以完整保存下來。

黃家三合院座落於大福路三段，約有 90 年歷史，是典型的農家傳統

建築，正屋 9 間房，左右廂房各 4 間，是黃瑞濱父親及叔伯們整個大家

族以前共同生活的所在。1991( 民國 80) 年屋頂做了整修，主體結構完

整的保留。假日黃瑞濱會回來小住，因為這個三合院給了黃家子孫太多

的回憶。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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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農泉碾米工廠─稻穀的收購加工一貫作業

【忌】

農曆正月初三
會親友 冠笄 安床 會親友 安機械 祭祀 祈福 
求嗣 經絡

嫁娶 開市 動土 作灶 安葬

農泉碾米工廠是美城社區兩家土壟間之一，與農民都有密切的互動關

係。何錦田是工廠負責人，從父親手中接下業務已有 22 年，目前主要

營運業務有兩種，一是向農民收購稻穀，烘乾後加工再批發銷售，主要

對象是縣內外米商及自助餐業者，年收購量約 2000 噸；另一是作為農

委會委託倉庫，替農委會代收4個村約 2000噸稻穀，這些穀子要烘乾、

冷藏，並視農委會的需要隨時加工。何錦田的冷藏庫可容1500噸穀子，

用以維持稻穀的優良品質。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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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南安宮元帥爺廟─藉「開壇問事」指點迷津

【忌】

農曆正月初四
作灶 解除 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祭祀 祈福 安葬 安門

南安宮開基於 1853( 清宣宗道光 )年間，迄今已有 158 年歷史，奉祀

主神南法元帥。元帥爺正名王中早年投效軍旅，英勇善戰，智謀過人，

戰功彪炳，52 歲在沙場捐軀，得道後玉皇上帝敕封為難府元帥，即今之

南法元帥。本廟於 1989( 民國 78) 年重建完成，莊嚴雄偉，香火鼎盛。

元帥爺多次靈威顯聖，濟民救世，諸多感人神蹟，眾多信眾皆能一一道

來。新廟重建時元帥爺坐著神轎，主導堪輿，凡廟之位置及座向，均由

本尊選擇指定。現在每週六，元帥爺都藉「開壇問事」繼續為信眾指點

迷津。



【宜】

2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23
︱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地方廟會－人文藝術活動

【忌】

農曆正月初五
嫁娶 祭祀 冠笄 修飾垣墻 置產

經絡 探病 蓋屋 作灶 動土

恭祝神尊千秋是地方盛事，每年大聖遶境，聖祖出巡都熱鬧非凡。由

大鼓陣前導，大神尪前後護駕，民間陣頭助陣，各社團組隊壯行，信徒

沿途焚香膜拜，祈求國泰民安。南法元帥出巡 ( 操兵 )，乩童開路作先

鋒，護眾平安，大神尪緊隨護持，民眾夾道恭迎聖駕，盛況空前。行過

火儀式，人人平安，事事順心。福德正神端坐古廟由板車載送巡庄頭。

大鼓陣開道，鴨母船運食材，力阿卡載大灶，沿途分享食物，彰顯土地

公伯仔愛民德澤，民眾一路上演迎親戲，傳統婚嫁習俗現眼前。

星期一



︱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2月
歲次乙未年 肖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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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24
美城聚落－安祥和諧的小社區

【忌】

農曆正月初六
納采 嫁娶 祭祀 祈福 出行 修造 動土 移徙 
入宅 安葬 破土

開市 入宅 齋醮

美城聚落是社區內第一個非家族成員群居共同享有空間的聚落。30

年前，這裡是一大片養鰻池，後來養鰻事業式微，就改建為住宅，採歐

式風格建造，是鋼筋架構的二樓房舍，一棟 4 戶相連，建築堅實美觀，

採光良好。墊高的地基，不會有淹水的問題。聚落內設有一座公共籃球

場，除了作為運動健身外，也是重要的聚會場所。目前全區共有48戶，

大都是鄰近地區的鄉親遷入的。大家敦親睦鄰，守望相助，好一個安祥

和諧的小社區！

星期二



︱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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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25
齊心營造美好的社區－我們是個大家庭

【忌】

農曆正月初七
祭祀 沐浴 解除 理髮 掃舍 破屋 壞垣 餘事
勿取

嫁娶 安葬

美城社區為提昇居民生活品質，強化綠美化工作，發動民眾在社區道

路兩旁及活動中心周邊，遍植樹木，目前已初見成效。為充實生活情趣，

利用中秋佳節舉辦聯歡活動，大家盡情歡唱。每年重陽舉辦敬老活動，

慰勞功在桑梓的社區長者。設計民俗童玩分站活動，讓長者回味兒時的

歡樂時光。陪兒孫打陀螺、玩彈弓、推鐵圈，大家似乎又回到了童年。

舉辦參觀旅遊活動，造訪別人社區，取人之長作為借鏡。為了發揮活動

中心功能，鼓勵社團活動，使社區真正成為一個大家庭。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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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26
路祭－弄傀儡鎮煞保平安

【忌】

農曆正月初八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安香 出火 修造 出行 開
市 移徙 入宅 動土 安葬 破土

安床 作灶 造船 會親友

「傀儡戲」是歷史悠久的民間傳統藝術，而「弄傀儡」一直被視為具

有鎮邪除煞的神秘功能。美城社區內有一路段，車禍頻仍，地方人士憂

心忡忡，父老們興起了辦路祭，「弄傀儡」鎮邪除煞保平安的念頭，社

區民眾及鄰近村莊善心人士熱烈響應，舉辦了一場大型的路祭活動。依

民間習俗，請法師頌經祈福「弄傀儡」鎮邪除煞，多座廟宇神尊坐鎮護

佑，主委親臨祭拜，地方首長虔敬上香，民眾誠心膜拜，成功辦好祭典

儀式，從此這路段平安順遂。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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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土圍天主教堂－緬懷天主眷顧的日子

【忌】

農曆正月初九
塞穴 結網 取漁 畋獵

嫁娶 安門 移徙 入宅 安葬

1961(民國50)年代，德國籍天主教主教王峻德，在土城仔購地蓋屋，

創辦幼稚園，之後在 1966( 民國 55) 年冬興建教堂開始佈道，取名聖安

東堂，這就是大家所稱的土城仔天主堂。由元神父主持，鄰近村民數十

人定期到教堂望彌撒，盛況空前。當年生活物資較匱乏，教會體恤教徒

的需要，不定期發放募集得來的民生用品，如麵粉、奶粉衣物等，也提

供低利貸款。可惜在第二任的主持人陳神父調離之後，教堂即擱置不用，

併入壯五路聖若望教堂，經歷 20 多年的聖安東堂從此走入歷史。

星期五



【宜】

2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28
︱宜蘭縣壯圍鄉︱ 美城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美城福德的彩繪－國寶級大師曾水源的傑作

【忌】

農曆正月初十
納采 祭祀 祈福 出行 會親友 修造 動土 移
徙 入宅

嫁娶 開市 安葬 破土

美城福德廟於 1973( 民國 62) 年重建完成，正門栩栩如生威武莊嚴的

門神像及殿內外的彩繪，全出自國寶級大師曾水源手筆。在宜蘭市鄂王

社區 2012 年出版的「曾水源的彩繪人生」一書中，就是用大師繪製的

本廟門神鬱壘與神荼的畫像作為封面與封底。該書有9頁，共17幅圖片，

介紹本廟的門神與彩繪，大師的成就，本廟也沾了光。大師以傳統「桐

油煮漆法煉漆著色」聞名，獨步宜蘭，他的畫深具蘭陽特色。這些大師

的彩繪傑作，都是珍貴的文化資產，應予細心維護與保存。

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