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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宜蘭縣壯圍鄉︱ 功勞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農曆二月十三日
嫁娶 造車器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安機械 移
徙 入宅 開市 立券 破土 安葬

納畜 理髮 合壽木

本社區因臨 5號高速公路宜蘭交流道，並於交流道下設置首都、噶瑪

蘭客運乘客站牌，以利壯圍社區住居民通車的便利，隨著交通之便捷，

原本恬靜的生活，頓時間活絡無限，經濟的復甦脈動，更帶來了蓬勃的

商機，首先房地產的飆高蒙利，如何在既有的前提下，除了讓社區原有

的風貌自然生態留存，規劃展望未來將是我們當下應去思考的課題，均

有賴大家集思廣益去讓願景呈現，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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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十四日
祈福 齋醮 出行 移徙 入宅 修造 動土 破土 
安葬

納采 開光 安床 嫁娶 開市

功勞村北接美城村、古亭村，東鄰忠孝村，南鄰宜蘭河接吉祥村，西與宜
蘭市七張里相鄰，全村形狀不規則，面積 3.2697 平方公里，現居往人口數為
1,469 人，總戶數 496 戶共 11 鄰。

本村村名起源甚早，1812（嘉慶 17）年噶瑪蘭設廰時，民壯圍堡 18 庄中
設有公勞埔庄，乃酬謝有功人士之封地，至1875（光緒元）年改設宜蘭縣時，
民壯圍堡轄 28 庄，羅罕庄即屬於本村範圍。至日治時明治年間原功勞庄、羅
罕庄改稱土名，合併為「功勞庄」，終戰後改稱「功勞村」至今。

本村為明顯散村聚落景觀，其中西半部羅罕地區，聚落沿宜蘭河舊道排列，
以林姓聚落規模最大，當地又有另一名稱「龍君」。東半部屬「功勞」地區，
村落散置，只有位於中央路與功勞路交叉路上，兩成商店旁之聚落規模較大，
為小型集村，全村多以務農為業。（參考文獻，宜蘭、天晴、風雨香）

星期四

社區地名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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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 功勞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宜】

【忌】

農曆二月十五日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嫁娶 移徙 開市 入宅

從遠處眺望這戶位於功勞社區的農家庭院造景，總是吸引熙來攘往人

車的月光，早年原為古色古香的草屋，於 1962( 民國 51) 年因歐珀颱風

重創後改建，屋頂圍牆造型兼具現代與古典之美，庭院所種植的觀音竹，

農家巧思別出心裁，修剪成豪華輪行駛在綠油油的稻香中，令來訪賓客

讚嘆，也是茶餘飯後乘涼的依托，更是孩童在大稻埕追逐嬉戲的安全區

域，農家保存的傳統割稻農機 ( 機器桶 )，在現代化耕作方式下，雖已

功成身退，但在農民心中，踩踏著機器桶拍落的稻穀，除了早年一家溫

飽之外，更有份蘊藏在記憶中的李家情感。

星期五

農家庭院造景 - 遠觀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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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 功勞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宜】

【忌】

農曆二月十六日
嫁娶 冠笄 祭祀 出行 會親友 修造 動土 入
殮 破土

塑繪 開光 造橋 除服 成服 星期六

妙聖公原本是有應公廟，位於西勢大溪（宜蘭河）舊河道，柯仔林段

河床。據說在日治初期曾參與抗日，為躲避日本政府的追緝，藏身樹林

內卻不幸葬身在此。村民悲憫於是就地埋葬，卻傳出鬼魅之說，村民研

議後決定在墳上立有應公廟奉祀。自此後村民感覺其為一尊俠義之神，

60 年代土地重劃，就地重建，並恭請永鎮廟開漳聖王主持安座命名「妙

聖公」 ，據傳其對精神症狀，問卜療效特別靈驗。

社區居民心靈的恩公 --- 妙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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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壯圍鄉︱ 功勞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宜】

【忌】

農曆二月十七日
塞穴 掃舍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清明

早期農村社會，偶爾會舉辦聚會活動，但因無固定場所可使用而造成

困擾，本村當地仕紳林練君，無私捐獻活動中心用地，村民出錢出力，

以及壯圍鄉公所的協助，在 1991（民國 80）年起造興建二層樓高，總

面積為 456 平方公尺的社區活中心，於 1993（民國 82）年 8 月 27 日竣

工落成啟用，供社區辦理媽媽教室、家政班及村民各項集會活動使用。

社區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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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 功勞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忌】

農曆二月十八日
人口 安床 動土 上梁 造廟 掘井 開池 入殮 移
柩 安葬 破土

開市、交易、求財、伐木、架馬、作樑、納畜、
牧養、祭祀、祈福、求嗣、齋醮、嫁娶、歸寧、
安香、移徙、出行

十三股大排與水利會的灌溉給水線交會，以往是以水泥構築的水圳穿

越十三股大排，但每當颱風或大雨時，因受水圳阻擋，大水總是無法及

時排出，四處漫流，造成本村常常淹水。

政府的工程單位用盡辦法也無法為村民除去淹水的大患，後經由本村

數位具有專業技術的鐵工師傅提出構想，將穿越十三股大排的水圳，改

成以不鏽鋼製成的活動水橋，平時引水灌溉農田，大雨時以人工動力將

水橋移除，以保持大排的流水順暢。

星期一

甘那有阮ㄟ智慧 ─ 十三股大排活動水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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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十九日
解除 破屋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社區內有「大地坊」及「育群」兩家私立幼兒園，每月定期舉辦有趣

的活動，例如採菜真有趣、講解道路及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打擊表演、

溫馨歲末晚會等，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在活動進行中隨時耳提面命，教

師以身教、言教的方式，希望在潛移默化中，增進幼兒生活能力，及應

對進退之基本禮儀，以培養幼兒良好的生活人格習性及態度。

星期二

我們的快樂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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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二十日
嫁娶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行 解除 拆卸 出火 
開市 立券 交易 入宅 移徙 安床 動土 破土 
謝土

祭祀 入殮 安葬 探病

宜蘭縣私立中道中小學，創立於 1996（民國 85）年，為一所遠近馳

名的學校，目前設置高中、國中、小學部及幼兒園，全校 1,100 多名學

生，學校位於壯圍鄉中央路旁的田園中，距國道 5 號宜蘭交流道 5 分鐘

車程，35 分鐘可抵達台北 101 大樓。

中道中小學之原始捐資人為本鄉先賢黃茂興，黃公逝世後，由其子、

媳黃誠、陳邦貞、黃建勇、黃建進、黃建民等合力辦學，歷經20年努力，

在升學表現與學生品行，均有令人讚賞的成果，尤其是推廣雙語及國際

化教育方面，獲得鄉親及社會的肯定，每年培育許多學生至國外研習，

為台灣厚植很多優秀的青少年。中道中小學校園充滿人文優雅的氣息，

儼然成為壯圍鄉最美麗的風景區及教育搖籃。

星期三

我們的最高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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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二十一日
祭祀 裁衣 冠笄 安床 交易 立券 開池 補垣 
塞穴 入殮 破土 啟鑽 安葬 謝土 除服 成服

嫁娶 掘井 探病 開市 開光 栽種

140 年前許多先民由大陸渡海到臺墾荒，貧苦、病痛、思鄉、心靈空

虛成為當時的生活寫照，想尋找精神上的寄託，卻因貧窮，只能是一種

想像。然而在一場水患後，村民隱隱聽見水中有嬰兒的哭聲，沿著水邊

來回尋找，哭聲卻一直都在大家尋找的相反方向，直到天將黑時，一位

牧童聽了村民的說明，將牛趕下水，拿著牧鞭在溪中的草堆裡撥出一尊

神像，煞時哭聲停了，所有村民無不驚奇。一位長者說，這是上天的賜

予，是神明的顯靈，自此這尊不知名的神靈，成為村民精神的寄託。數

十年後，一隊進香過境的神明，突然起乩在問卦後，知道神靈是三山國

王聖像，於是成為三個庄頭的共同信仰。

星期四

一尊神明三庄拜—水上漂來的神靈三山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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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二十二日
祭祀 出行 教牛馬 掃舍 餘事勿取

開光 伐木 安葬 破土

永安廟現址在宜蘭河未整治前，曾是河川改道的氾流地，泥沼深塹，

地處偏僻，景色荒涼，人跡罕至，因此在蘭陽平原開發初期，成為漢番

械鬥場所，以致有傷亡發生。因漢人有入土為安的觀念，所以無人認領

的往生者遺體，依耆老所述，大多數為原住民噶瑪蘭人。

直到終戰後，本地鄉紳悲憐眾多無主骨駭置於野地，未得妥善安置而

興善念，邀村民以竹子夾甘蔗葉編製為牆，茅草為屋頂，建置大眾爺廟。

因遺體數量龐大，只得分成三間安置。然茅草、甘蔗葉所築成的建物不

耐風雨， 1974（民國 63）年，村民募款籌建本廟並設管理委員會，四

時奉祀。

星期五

歷史的見證 ─ 永安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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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 功勞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星期六【忌】

農曆二月二十三日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納采 訂盟 解除 栽種 
納畜 牧養 掃舍 進人口

修墳 造橋 作灶 出行 安葬 蓋屋 入宅

在本村，只要沒被建築物阻擋，在任何住家的屋頂或陽台，都可遠眺

到位於宜蘭東方約十公里的海域龜山島，及名列蘭陽八景之首「龜山朝

日」的景致，尤其是每年 5 月到 9 月，晨曦初昇霞光萬道，龜山島置身

在海天輝映中，就像是一粒流光璀璨的明珠，不斷綻放明媚的風采，照

耀整片蘭陽盆地。村民只要觀看龜山島的變化，就能預測當天的氣候，

譬如島上若有烏雲罩頂，形如斗笠就會下雨，晴空無雲就會是好天氣。

龜山島不僅是蘭陽平原的守護神，更是宜蘭縣民共同信仰的圖騰，每

天的晨曦猶如居民活力躍動的起動機，提醒著村民，該幹活去了！

屋頂上的美景—龜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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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 功勞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忌】

農曆二月二十四日
開光 出行 交易 塞穴 嫁娶 理髮 開市 安床

祈福 出火 置產 動土 破土 安葬 修造 上梁  
入宅

竹圍在農村生活扮演了多重功能，可防風遮雨、家族區分及堡疊，早

期農村生活以務農為主，生活克勤克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至斜

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才回到熟悉的竹圍。梳洗飯後聚集在「椅條」上

聊天話家常，喝著大壺茶，洗滌一天的辛勞。隨著時代進步，竹圍功能

漸趨式微，已由鋼筯水泥取代，濃厚傳統人情味也轉為淡薄，以前竹圍

已不復尋，只能憑藉往昔自然竹圍景色照片，勾起昔日點滴美好回憶。

迎接歸來之喜悅—竹造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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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二十五日
祭祀 作灶 畋獵 結網 修飾垣墻 平治道塗 餘
事勿取

嫁娶 安床 治病

農村的風貌地景、田園景色均為本村重要景觀，夏季耕作以稻米為

主，水稻將大地點綴得綠油油，收割成熟季又轉換成金黃稻海，微風一

來搖曳生姿，顆顆飽滿的稻穗全是農民的期待。

站在田埂旁，寬闊的視野、綠野平疇顯現農家風情，冬季大都休耕，

田裡呈水色鏡面，映著天空雲彩霞色，山脈與翠綠的倒影，清澈而透明，

不時飛來成群候鳥及白鷺鷥，更顯得活潑生趣，一望無際的田野天際，

零星分佈於田疇之間的鄉間農舍，綠意盎然的各類型農作物，譜成一幅

幅與大地交互融合的自然美景。

星期一

農村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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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二十六日
沐浴 祭祀 解除 安葬 破土 謝土 移柩 餘事
勿取

齋醮 開光 嫁娶 入宅 上梁

功勞村為壯圍鄉的一個村落，全村面積有 3.2697 平方公里，處於蘭

陽溪下游，地勢平坦且土壤肥沃，排水良好，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故以

種植稻米為主。因臨近太平洋夜晚降溫快，日晚溫差大，所生產稻米大

且飽滿品質優良，配合壯圍鄉農會大穀倉，從收成到冷藏碾製成白米，

個個晶瑩剔透，再分裝成小包裝的米，以「壯農米」銷售至市場，春季

是青蔥，冬季為青蒜，均是本村重要農特產。

星期二

農村特產 蔥蒜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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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二十七日
祭祀 解除 入殮 移柩 啟鑽 安葬 整手足甲 
捕捉 畋獵 取漁 除服 成服 掃舍 謝土 齋醮

動土 破土

功勞村位在壯圍鄉的中心，緊鄰宜蘭市，居民以務農為主，屬農村型

態聚落，建築多以傳統的竹圍或三合院為主，古色古香，也根據住戶人

口的多寡，形成屋舍大小、型式各異的三合院。隨著時代變遷與時俱進

的建築技術，以及經濟逐漸穩定的關係，建築風格也產生變革，更因 5

號高速公路（雪山隧道）的開通，穿越功勞村並開闢交流道，變成台北

都會區一日生活圈的涵蓋範圍，致近年來農舍興建大增，建築風格新穎，

各種歐式、日式等不同的建築景觀，與農田彼此交錯，形成另種景觀風

貌。

星期三

地方建築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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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二十八日
祭祀 沐浴 解除 破屋 壞垣 求醫 治病 餘事
勿取

嫁娶 開市

楊萬枝自幼從事裝璜工作，在耳濡目染下與木雕結緣，利用工作之餘

從事木雕創作，浸淫 40餘年，其雕刻作品可分為，農村作品（篩殼機、

犁田器等）、花卉（百合花、萬年青）等木雕創作，作品清新脫俗，技

藝精巧備受佳評。楊萬枝的木雕工藝，喜歡依木頭原有的紋路線條，融

入自己累積多年的經驗判斷，製作出最符合木頭原性與原物真實感，尤

其雕刻百合花，將木頭精湛的表現出花朵漸層，及薄可透光的工藝，精

緻與細膩的花蕊更是巧奪天工，美的令人讚嘆。

星期四

木匠藝術家  薄可透光木雕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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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二十九日
沐浴 塞穴 畋獵 結網 取漁 掃舍 餘事勿取

祈福 安葬

位於宜蘭市神農路、健康路口的宜蘭神農包子店，至今已有 50 年歷

史，第三代傳人林志鴻，以創新的經營方式，打破以往實體銷售模式，

增加網路通路，並在住家外設置訂購取貨處，讓整體業績翻漲至少一倍

以上。去年榮獲知名團購網路ihergo「10大潛力美食排行榜」亞軍殊榮，

宜蘭市長黃定和於2014（民國103）年1月親赴包子店頒發「宜蘭之光」

匾額表揚。

星期五

人物誌：功勞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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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忌】

農曆二月三十日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祭祀 開光 祈福 求嗣 
安床 解除 修造 安葬

納采 問名 訂盟 嫁娶 入宅 開倉 出火 動土 
破土 納畜 伐木

本村漢樂北管—義和軒成立於 30 年前，成員多半是農村良家子弟，

是當時村民休閒娛樂及酬神喜慶典禮等活動，重要的業餘團體。北管樂

器以打擊樂器為主，曲調高揚激越，特別在廟會、婚喪喜慶場合，更常

被用來當作熱鬧非凡的音樂開場。但隨著流行音樂的盛行，如今已被載

歌載舞的電子琴花車取代，傳統音樂日漸沒落，在思古幽情的當今，懷

舊樂曲的傳承，尚待共識重建，方能讓漢樂北管永續留存發揚。

漢樂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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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 功勞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忌】

農曆三月初一
祭祀 修門 取漁 納財 納畜 餘事勿取

嫁娶 入宅

三界公爐是本村先民渡海到宜蘭開墾時，為祈求航海平安、墾荒順

利，由大陸祖廟「割香」，攜帶到台灣作為心靈的寄託。

因渡臺之初，經濟困窘，無法立廟奉祀，因此研議每年擲筊杯，由所

得聖杯多者，為值年爐主，以盡一年的祭拜管理之責。循此例，在本村

已保佑村民 230 年了，直到 10 年前本村村長林銖生，感於傳統上香爐

需有神明，在祭祀上有神靈感覺較為實際，因此在爐前擲筊，得到依允，

雕塑三界公神像乙尊與香爐，一同接受信眾香火，從此香爐奉於神桌上，

不再是吊在天上的神明。

吊在天上 230 年的神明 ─ 三界公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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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三月初二
安香 出火 納采 訂盟 嫁娶 開市 立券 交易 挂
匾 開光 出行 解除 安床 栽種 置產 拆卸 修造 
動土

作灶 安葬 祭祀 入殮

穀雨

福昌豬場在董事長楊正宏默默耕耘下，以經營純種豬場享譽國內外，

數十年來的努力，不但奠定了福昌豬場在全國養豬界的領導地位，同時

也一再地被肯定，先後榮獲 75 年度全國豬場評鑑之三冠王，約克夏品

種、藍瑞斯品種及杜洛克品種的全數特等豬場，以及梅花獎的榮譽，楊

正宏對養豬經營的努力，也獲得養豬界的讚許，獲頒發企業養豬之「福

江獎」，集全國養豬業界之榮譽於一身。

星期一

種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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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三月初三
祭祀 出行 修造 動土 合帳 造畜稠 安床 移
徙 入殮 移柩 破土 啟鑽 安葬 開生墳 合壽
木 補垣 塞穴

移徙 入宅 作灶 理髮 開光 安門

社區內有兩個使用超過 40 年以上，屬於阿嬤年代級的水泥水塔，其

中一個就在協會的頂樓上。

傳統水泥水塔因為容量少，不符合現代家庭的用量，只好被放逐送到

協會來，多颱風的宜蘭，正好發揮水塔穩重的特長，這麼多年來，它依

舊站在崗位上。另個則是本村永安廟的藏寶，民國 63 年新廟落成時，

由信徒所捐贈，但也因蓄水量不符使用，廟方另置新水塔，而將舊水塔

移至新塔下妥加保管，雖然有 40 多年的歲月，還是跟新的一樣呢！

星期二

集好用與實用於一身的古董—阿嬤年代的老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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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三月初四
祭祀 修飾垣墻 餘事勿取

開光 修造 動土 破土

吳秉憲出生於宜蘭縣壯圍鄉功勞村，從國中開始學習畫畫，雖然家中

不富裕，但家人都很支持，他至臺北就學繼續繪畫之路使繪畫更精益求

精，他利用敏銳觀察，以宜蘭家鄉為背景，將生活情境生動寫實展現在

畫裡，有家中的蓑衣、公園的老人、刻苦耐勞的媽媽們，他多次參展取

得不錯的成績，期待透過時間的淬練，讓繪畫更成熟精進。

星期三

夢想與未來─青年畫家吳秉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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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三月初五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開光 出火 移
徙 入宅 竪柱 上梁 會親友 蓋屋 起基 治
病 治病 安門 造車器 掘井 開池

納采 出行 修墳 安葬 開市 立券 作灶

本村「兩成」商店（雜貨店）位於中央路與功勞路交叉路口，由林燈

煌君及林張彩魚女士所經營，夫婦待人和靄親切，因其門口有騎樓，鄰

居街坊經常在該處聚集聊天、話家常，在這裡常常可見濃厚的人情味，

可以說是村民們聯絡感情的橋樑，不但是資訊交流的場所，更在村民心

中烙印了深刻情感的回憶。現代便利商店無法取代其功能性，這裡蘊藏

了珍貴的傳統文化與歷史價值，值得吾人回味。

星期四

樹下閒話家四叉路青紅燈下—兩成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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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三月初六
祭祀 塑繪 開光 納采 嫁娶 開市 出行 會親
友 安床 結網 除服 成服 啟鑽 安葬 移柩

祈福 入宅 蓋屋 動土 破土 探病

詹文通君原以廚師為業，工作之餘常到行天宮禮懺神佛，因身體時有

病痛，久治卻不見起色，某日有感於伽藍菩薩忠義志節及修為，許願請

賜三包爐丹，如能見效，願棄酒肉為伍的廚師工作，虔心修道禮佛。經

關聖帝君開示指點至桃園拜師受傳道法，師成在台北開宮 3 年，其後又

經關聖帝君開示指點，須返本籍地以勸善渡化服務鄉民。

因鄉下地方民眾習以青草藥做為平時養生治病之用，詹文通有感於鄉

民時有吃錯或配錯藥草之事，於是再至中國青草協會研習青草藥方，希

望以藥及道法開導鄉民心靈，並減少用錯藥草的遺憾。

星期五

村民的心靈導師—詹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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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忌】

農曆三月初七
祭祀 作灶 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安床 入宅 安碓磑 栽種

古代女子均擅長女紅手工，隨著時代變遷，日漸式微的手工，在拼布

達人吳蕙蘭的手上，卻顯得多采多姿。她利用閒暇時間進修自學，將古

代女紅手工技術，轉化為獨特的手工縫製拼布包，不但色彩融合充滿樸

實氣質，還有多變的圖案組合，設計變化萬千，如在一塊沒有限制的調

色盤上作畫，含蓄與奔放、冷靜與熱情，同時耀眼於桌布，簡單寧靜卻

充滿意外驚喜，個個成品都是最有價值的成就。

手工拼布達人—吳蕙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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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

農曆三月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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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陽平原空曠，早期住民會在三合院或一條龍周圍種滿竹子當界址，

在竹下圈養雞、鴨，竹圍在夏天阻颱風、冬天擋東北季風，天熱時可乘

涼，竹筍可加菜，竹材還可以用來編農具。

典型的竹圍農舍通常是座北朝南，依照房屋座落方位，種植不同種類

的竹子，完全是先民們因應宜蘭風土環境累積的智慧，「竹圍厝」不但

是蘭陽平原最早的綠建築，同時也是許多老一輩宜蘭人的美麗回憶。

「竹圍厝」在北宜高速公路通車後迅速被豪華別墅及樓房取代，亟需

政府有關單位出面調查及協助維護保存，讓竹圍文化景觀繼續成為宜蘭

文化特色。

消逝中的竹圍老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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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三月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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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耆老有一天在大樹下閒話家常，侃侃而談話當年，其中有個人提起：
「還記得早期農民收割使用蒒殼機、牛犁等的光景嗎？你見過一排的豬圈石
槽嗎？你看過阿公阿嬤以前磨白米的石磨用具嗎？」就像踏進時光隧道，當
年記憶一一浮現，這些古物彷彿就出現在耆老們的眼前，老舊的大灶、雞籠
以及豬槽，田野上的摔穀機、鐮刀、鼓風機、稻草捆、還有一堆堆草垺……
等等，多麼溫馨的農村意象啊，充滿了濃濃的鄉土氣息。

台灣早期農業社會的場景，隨著經濟起飛與時代變遷，已經逐漸消失殆盡，
然而這些古物仍然典藏在長輩們的記憶庫裡，今日的回味緬懷著先人的純樸
與滄桑過往，吾人當下應飲水思源、承先啟後，將如此樸實與腳踏實地的精
神，繼續永遠流傳。

星期一

緬懷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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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三月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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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麗秋出生於壯圍鄉功勞村，國小至高商均在宜蘭求學，小時習字就

興趣喜歡握筆臨摹事物，從小就和書畫結下不解之緣，曾著有書畫專集

乙冊，並參與國內外聯展多回，善於將生活領悟和自然界美景融合，藉

由書法或水墨畫呈現，栩栩如生，其中國畫晨曦，更是有別於一般的山

水畫，色彩豐富，讓人有一種喜悅、陽光、富有生命力的感覺，書法招

財進寶，則採用篆隸字體，用硃砂的原料呈現招財進寶、吉祥如意、喜

氣洋洋的氣氛，無異將書畫藝術做最佳詮釋。

星期二

鄉村才女書畫家—林麗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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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三月十一日
沐浴 捕捉 畋獵 結網 取漁

祭祀 嫁娶 入宅 作灶 安葬

社區偏遠，人口分佈零星，沒有公園、步道等公共設施，村民僅有的

健康休閒，就是在社區活動中心前的田間小路散步或慢跑，但宜蘭是個

雨多的地方，遇上大雨就不再會有「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的悠閒，躲雨是必然的，但若能有可避雨又能與三五鄉親好友閒聚、談

天的場所就更好了。本村士紳林燦基兄弟熱心捐贈「情人鞦韆」，完全

符合村民所需，不但避雨實用，更成為全村唯一共有的大玩具。

【忌】

星期三

村裡唯一的玩具—社區情人鞦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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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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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於壯圍鄉功勞村四叉路口，承襲父親張政春對音樂的熱愛，自幼

學習電子琴、鋼琴、古箏、琵琶；就讀蘭陽女中時期（70 年），曾參加

華視舉辦中華民族歌謠全國競賽，獲得青少組獨唱冠軍。於世界新專觀

光科畢業，擔任過東南旅行社領隊以及世界新專助教，歷經長時間的醞

釀及籌備，考上公費留學至日本攻讀碩士。留日後對於學術研究從不間

斷，以過人的毅力及多年的努力，終於榮獲日本早稻田大學博士學位。

目前旅居日本，任職早稻田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忌】 星期四

四叉路口音樂才女—張碧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