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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宜蘭縣頭城鎮︱ 城北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頭城簡介

農曆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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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鎮早年通稱「頭圍」，頭圍街則指今日城東、城南、城西、城北四

里，東距海岸約計 0.9 公里、海拔約 5.4 公尺，原為噶瑪蘭平埔族抵美

簡社。烏石港於清代設有砲台（於左岸），駐屯兵數名及壯丁數百名，

為蘭陽樞要之區。終戰後，政府根據憲法規定，積極推動地方自治。最

初本鎮隸屬台北縣管轄為頭圍鄉、1946 年改為頭城鄉、1948 年升格為

鎮。1950 年，臺灣省調整行政區劃，設宜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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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頭城鎮︱ 城北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宜】

【忌】

城北社區簡介

農曆六月十八日
祭祀 修飾垣墻 平治道塗

開市 動土 破土 嫁娶 修造 安葬

本里在清代屬於拔雅林庄：日治初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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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將西寮庄部分及頭圍街則獨立

為頭圍街。終戰之後，1950（民國 39）年行政區調整方案，因本區人口

眾多，乃將頭圍街依位置分為城東、城南、城西、城北四里，本里因位

居頭圍街北部而命名之。

本里面積 0.051 平方公里，居民 220 戶、共 797 人，以吳、林、陳、

黃、王諸姓為多；鎮公所、農會、公有市場、郵局、電信局、頭城火車站、

頭城民眾服務站、圖書館、鎮立公有市場、公共造產綜合商場等重要設

施和單位均設於此，寺廟、教堂有慶安堂、東嶽廟、基督教長老會教堂

等，是為頭城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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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忌】

鎮民代表會
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準備實行地方自治，所有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

皆由村里民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二年，首屆代表會於 1946（民國 35）

年 4 月 7 日產生，計選出 30 名代表。據規定，鎮民代表會係由各里公

民選舉之代表組織而成，為本鎮最高監督機關。

農曆六月十九日
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開光 安香 出火 立券 
安機械 移徙 入宅 竪柱 上梁 會親友 安床 
拆卸 挂匾 牧養 教牛馬

嫁娶 安葬 行喪 破土 修墳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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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火車站
1920（民國 9）年設立「頭圍站」，當時是一木造車站，1952（民國

41）年更名為「頭城站」，直到 1963（民國 52）年修建為現今的鋼筋

水泥建築，旅客日益增加，月台上常常有著返鄉與出遊的旅客，人來人

往、熱鬧非凡。

近年來，除了一般車及自強號列車停靠外，還增加了太魯閣號及普悠

瑪號列車，提供更快速便捷的班次，供民眾搭乘。

【忌】

農曆六月二十日
沐浴 理髮 捕捉 入殮 移柩 破土 啟鑽 安葬

出火 嫁娶 入宅 作灶 破土 上梁 動土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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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農會
頭城鎮農會於1918年開始籌組創立，次年獲准設立，名稱歷經沿革，

曾為「頭圍信用組合」、「有限責任頭圍信用組合」、「有限責任頭圍

信用購買利用組合」、「保證責任頭圍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頭

圍庄農業會」、「台北縣頭城鄉合作社」、「頭城鎮合作社農會」，直

至 1949 年改組為「頭城鎮農會」迄今。

農會創立之初即以服務會員、農民、鄉親為宗旨，一路伴隨頭城地區

成長與進步，未來也將持續秉持服務鄉親的理念，繼續為頭城的發展貢

獻力量。

【忌】

農曆六月二十一日
求醫 治病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嫁娶 出行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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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舊穀倉

【忌】

農曆六月二十二日
納采 訂盟 嫁娶 移徙 入宅 出行 開市 交易 立
券 納財 會親友 安香 出火 拆卸 蓋屋 起基 安
床 作灶 挂匾 安葬 破土 啟鑽 立碑 入殮 移柩

祈福 上梁 開倉 掘井 牧養

農會舊穀倉為磚造穀倉，是日治時代農會儲存稻穀及碾米之場所，建

築使用的紅磚，每塊都有生產廠商的標誌，材質堅固美觀又稱機械磚。

穀倉高度超過二樓，完全未使用鋼筋，可見建築技術高強。

穀倉理應長期保存為古蹟古物，然而農會為了新建辦公廳舍及配合周

邊規劃，於1992年將其拆除並興建簡陋商場攤販出租；歷經20餘年後，

年久失修且使用率不高，於 2013 年又將該簡陋商場拆除剷平，計畫改

為停車場，一棟美輪美奐的紅磚穀倉就這麼成為回憶，只能憑空懷念。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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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特產

【忌】

農曆六月二十三日
祭祀 祈福 齋醮 出行 納采 訂盟 安機械 出
火 拆卸 修造 動土 起基 移徙 入宅 造廟 入
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安葬 謝土

嫁娶 開市 栽種 合壽木

甜心芭樂及桶柑（年柑）為頭城鎮特色農產品

甜心芭樂目前栽培面積約 30 公頃，產期在 7-11 月，果色白皙、香甜

可口、吃軟不吃硬等產品特色是其他品種芭樂最大區隔。

頭城桶柑（年柑）目前栽培面積約 40 公頃，產期在 1-4 月，多次榮

獲蘭陽桶柑品質評鑑特等獎為宜蘭縣縣內桶柑品質最佳產地。

冰淇淋及 QQ 凍利用甜心芭樂鮮果加工，成為農會熱門伴手禮。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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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東嶽廟

星期六【忌】

農曆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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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秋

頭城東嶽廟奉祀主神東嶽大帝，俗稱嶽帝爺，主神像係於西元 1870

（同治 9）年大陸福建平和縣黃和吳兩姓先民恭迎護身渡海來台，由烏

石港登陸，初奉於本鎮港子墘，保家護莊後，因神威顯赫，香火不斷。

日治時代執行取締道教的日本籍警官（警察分駐所長）信仰嶽帝爺，

於西元 1903（明治 36 年）年，贊同並協助由沐恩生曹天和出資購地與

乩童黃慶倡首，協同地方人士發起，向頭圍街內信徒募捐，擇地為頭圍

堡，西寮庄十三番地（今廟址）創見土角木造屋ㄧ座，吉旦安座東嶽大

帝神像，以公信眾瞻仰膜拜，乩童黃慶任管理人為信眾興乩問卜，消災

解厄，迄今已有 103 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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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頭城鎮︱ 城北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文武判簡介

文判官：嶽府殿前審案之文官 武判官：嶽府殿前從武之將軍

【忌】

農曆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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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嶽大帝的從屬有文武判、六司、范將軍、謝將軍、三十六關將。文

判官右手持筆左手持生死簿，負責調查人民品德的善惡與壽夭作為判決

書，或審理其他案件；武判官則是在文判官判決後，負責執行犯人應得

的懲罰。六司即延壽司、速報司、糾察司、獎善司、罰惡司、增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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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太子 —炳靈公黃天化

【忌】

農曆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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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神演義一書記載，黃天化為商朝武成王黃飛虎的長子，3 歲那年在

後花園玩耍，適逢道德真君駕雲經過，見前面雲霄殺氣沖騰，阻擋雲路，

於是下凡查看，見黃天化相貌清奇，但殺戒太重，於是帶往清峯山紫陽

洞授藝。

黃天化修道 13 年，因母親被紂王戲弄，跳樓自殺，以保全名節，父

親黃飛虎一怒率軍出征轉效姜子牙，過關斬將途中不幸戰敗，黃天化奉

師令下山救父，父子得以團圓。黃天化原是神聖轉世，性如烈火，得知

母慘死，決意與父親胞弟投效周朝，黃天化武藝非凡立下不少戰功，卻

於大戰黑殺星高繼能時不幸慘死槍下。姜子牙歸國封神時，以黃天化忠

孝兩全，勒封為管領三山正神—炳靈公之職。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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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尪出巡熱鬧無比

【忌】

農曆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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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梁 入宅 安門 作灶 裁衣

東嶽廟裡神尪部將眾多，有大太子炳靈公、二爵子真靈君，三爵子嘉

天侯、四爵子宣靈侯、宮主—天仙玉女碧霞元君、陰陽都司、文判官、

武判官、鬼王、判官、日遊巡—日間巡查生民善惡之將軍、夜遊巡—夜

間巡查生民善良之將軍、七爺謝將軍、八爺范將軍、每年的 3 月 26 日

舉行巡境，頗具盛況，各種「尪仔」傾出，友廟車對鼓陣，神駕善信參

與遊行，友宮神尪善信，沿路表演，歡樂慶祝，各善信追隨神尪將軍巡

境暗訪，驅邪保平安。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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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爺八爺

【忌】

農曆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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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裡神座兩旁附祀兩位大將，左為謝將軍謝必安，俗稱「七爺」，高

舉火籤牌，右為范將軍范無救，俗稱「八爺」，左手掌手銬腳鏈，右手

拿「賞善罰惡」四字牌，張牙舞爪，十分嚇人。范、謝將軍，一高一矮、

一黑一白，也就是民間常稱黑無常及白無常，其職責乃是押解犯人到東

嶽廟法庭，專司緝捕鬼魂及惡鬼，負有維持陰間秩序的職責。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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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嶽大帝出巡活動

【忌】

農曆六月二十九日
祭祀 解除 拆卸 修造 動土 起基 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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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 3 月 28 日為東嶽大帝聖誕佳辰，早期每年都有隆重盛大慶祝活

動，地方所有陣頭樂隊罄出，恭迎東嶽大帝聖駕暨神尪部將護駕出巡遊

行，保佑合境平安，全鎮市內大街小巷，人山人海，熱鬧非凡。後來因

與宜蘭東嶽廟時間衝突陣頭難求，所以本廟改提前 2 天訂於 3 月 26 日

舉辦，直至 1983（民國 72）年，配合政府提倡節約活動，於是和城隍

廟協議輪流每兩年一次出巡大遊行，祈安護國慶祝活動。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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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安堂

【忌】

農曆七月初一
納采 訂盟 開光 出行 解除 安香 出火 拆卸 
入宅 移徙 修造 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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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安堂位於城北里西四巷 2 號（頭城市場邊），於 1901 年由地方先

賢林心婦先生等十餘人集資創建，土地則由地方聞人吳兆禧先生捐獻

161坪（即現址）。慶安堂奉祀主神「南天定遠帝君趙恩公」為恩主公，

係三國名將趙雲，字子龍，常山正定人（今河北正定），有勇有謀，德

才兼備，忠肝義膽，機智過人，謙虛謹慎，征戰 70餘仗皆勝，人稱「虎

威將軍」、「常勝將軍」，封「永昌亭侯」諡「順平侯」。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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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安堂楹聯

星期六【忌】

農曆七月初二
修飾垣墻 平治道塗 祭祀 沐浴 作灶

嫁娶 詞訟 治病 置產 作梁 祈福 安葬 栽種 
伐木 安門

慶安堂建於 1913（民國 2）年，其聯「慶羨高堂咸遵聖化，安居樂業

共領凛王章」，每年 5 月 3 日，定遠帝君誕辰，舉行三獻大禮。早期鎮

內詩人多，平日皆以吟詩為樂，也常在廟宇裡吟詩作對，

因此慶安堂內處處有對聯，連窗戶都有，形成廟裡有趣的特色，可見

當時雅好詩文者眾多，大家除熱心公益，也很熱衷宗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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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頭城鎮︱ 城北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市場

【忌】

農曆七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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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市場屬於頭圍街管轄，於西元 1906 年 8 月設立。市場內商

店不多，以販售蔬果、魚肉為主，為全縣中僅次於宜蘭、羅東佔第三位

之市場。

市場由台北州水產會經營，買賣熟魚、鮮魚等。本鎮養豬事業極盛，

屠宰場亦多，大量運銷宜蘭、羅東、基隆、台北等地，家畜市場於 1935

年成立，受台北州畜產組合聯合會指導經營。



︱宜蘭縣頭城鎮︱ 城北社區
8 月

歲次乙未年 肖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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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17
綜合商場

【忌】

農曆七月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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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 年，鎮公所於市區黃金地段覓地興建商場，期帶動本鎮商業繁

榮，經多次與縣警局協調，向國有財產局購得頭城鎮分駐所及消防隊原

址土地。工程進行頗為順利，於1980年 8月竣工，興建三層樓房31棟。

綜合商場為店面式經營，除服飾業外，還有美食、家電與金飾業，提

供了多元化的在地服務，讓民眾有更多的選擇。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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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頭城文創園區

【忌】

農曆七月初五
破屋 壞垣 治病 餘事勿取

祈福 納采 訂盟 嫁娶 入宅 安葬

頭城文創園區的兩棟木構建築是日治時期建造的房舍，原為頭城火車

站之員工宿舍，是頭城鎮唯一保存完整的日式建築群，經文化局修復登

錄為歷史建築。

此園區現由佛光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經營，運用站長舊宿舍和員工宿

舍，規劃「雲水文風」、「開蘭美藝」與「不二小舖」等空間，引進廠

商展示特色創意商品，打造成為文化創作展演和藝術交流的平台，回饋

地方，同時也是佛光大學「文化資產創意學系」學生實習的重要場館。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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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頭城教會

【忌】

農曆七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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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 1883 年馬偕博士於本鎮向打馬煙平埔族傳福音，建立打馬煙教

會，後因漢人勢力日增，平埔族遷至花蓮和大南澳地區，教會逐漸沒落。

頭城鎮真正設立教會是於 1866 年 6 月 22 日由馬偕博士創設，因教勢不

佳，於 1917 年徐春生傳道重建教勢，再度建立頭圍長老教會，得漢人

信徒數名，打馬煙教會平埔族與頭圍教會信徒合併為一。

頭圍教會初設時，吳萬成先生及吳氏家族相繼入會成為基督徒，後又

有基督徒加入。於 1953 年奉准升格為堂會，同年 10 月胡茂生牧師購買

糧食局倉庫現址房屋，於翌年遷入並舉行獻堂。直到 1985 年由康文祥

牧師買下現址土地，使教會有完整的產權發展教勢，自 2008 年起由陳

永光牧師負責教會並傳揚福音至今，目前教勢逐漸增長中。

星期三



︱宜蘭縣頭城鎮︱ 城北社區
8 月

歲次乙未年 肖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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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20
頭城河

【忌】

農曆七月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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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梁 納畜 破土 移柩 安葬

入宅 嫁娶 掘井 牧養

頭城河為頭城鎮市區內最大河川，其水源來自拔雅里及武營里山麓無

名溪匯集於本社區轄內，北與武營里為界，流經城東里、大坑里、到竹

安打馬煙河口，注入太平洋，為街內家庭用水及雨水排放之主要河川。

流經本社區之頭城河，平常河水不深，水質清澈，盛產毛蟹與各種魚

類，在四、五十年代，河水不受污染前，每到夏天就成為附近居民及孩

童嬉水捕魚之最佳場所，也盛產蜊仔，為一處摸蜊仔兼洗褲的好地方。

那時候周邊良田有數十畝，如今因休耕或轉作，以及受大環境污染影響，

當年美景早已消失，只能在腦海中成為一種美好的回憶。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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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城北家政班

【忌】

農曆七月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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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梁 移徙 交易 立
券 栽種 會親友

行喪 安葬 出行 作梁 納畜 伐木 造橋

每年端午節最期待的就是阿嬤綁的粽子，不管是甜的、鹹的，而城北

家政班綁的粽子，具有阿嬤風味，是由頭城鎮農會教導製作，格外道地

有味。

家政班除研習烹飪製作，也研發創新美食，如銅鑼燒、竹碳餅乾、鳳

梨酥、吐司麵包、堅果餅乾等，吃過的民眾都說「讚」。

家政班係由響應政府推展農村婦女創業專長所設立，藉由農會所指導

工藝品之創作，展現農村婦女各項優良技術，提倡研習技能，並以此技

藝創造創業機會，如拼布、皮雕等。同時，成員參與醫療健康、美容、

失智症之認知等講座，腸病毒預防、登革熱之宣導，藉以提昇對身體健

康之保建。

星期五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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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頭城鎮︱ 城北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健康舞蹈班

星期六【忌】

農曆七月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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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梁 入殮 蓋屋 探病 作灶 安門 安
葬 納畜 伐木

「音樂陶冶身心，舞蹈跳出活力」透過舞蹈讓生活豐富健康，增進鄰

里友誼並藉以凝聚社區民眾情感。

爲促進地方共識，建立健康的環境，提供社區老、幼、婦女參與文康

活動，豐富社區居民的精神生活，讓社區居民在寓教於樂中，透過活動，

認同自己社區文化，熱愛自己的鄉土，進而強化家庭及社區功能。有效

整合社區學習資源，深耕社區學習，形成一個『在生活中學習』的學習

模式，透過社區建構『人人可學，時時可學，處處可學』的學習體系，

讓社區永續發展。



【宜】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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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頭城鎮︱ 城北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蘭陽懸壺詩人—莊鱉

【忌】

農曆七月初十
祭祀 出行 作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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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暑

莊鱉（1894-1970），字芳池、夢梅，號藏英，原居住宜蘭縣頭城鎮

竹安里三抱竹，幼年失怙，賴寡母肩負家計，撫養成人。莊氏拒受日人

教育，隨大姊夫頭圍宿儒吳祥煇習漢學，熟讀四書五經，尤擅書法、詩

文，並精於岐黃之術，在頭城街懸壺濟世，被譽為「蘭陽懸壺詩人」。

莊氏雅好詩文，書藝超群，喜以文會友，為頭圍登瀛吟社創社元老、

十八學士之一，光復後曾任該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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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24
雕刻神明大師—楊財旺

【忌】

農曆七月十一日
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出行 解除 
竪柱 入宅 移徙 納財 上梁 納畜 入殮 安葬 
啟鑽

栽種 掘井 動土 安床 破土 置產

頭城火車站附近，有一家色彩鮮明的神明雕刻專賣店，老闆是楊財

旺。他 14 歲即拜梁世明為師學藝，從雕刻神明的基本工學起（如挑選

材質，選良時吉日勅符唸咒祈求，再以神斧在木頭上輕劈削三次，後面

四次，意思是賦予三魂七魄，再用紅布覆蓋上去，日後逐步雕刻），神

像雕刻完成大半後，雕刻師會在神明背後開洞，選擇「好日子」入神。

其所雕刻的金尊神明：如帝君（關公），信士會去帝君廟求香火灰，令

符來入神，再來銅八卦、銀八卦、金片、錫、珍珠、瑪瑙、五色線、五

穀子、龍銀、古錢…等等；待神尊雕刻、安金、彩繪、全部完成，再選

黃道吉日開光點眼。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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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修理鐘錶—陸阿珍

【忌】

農曆七月十二日
解除 祭祀 祈福 求嗣 修造 動土 竪柱 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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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修鐘錶，大家都會找明光鐘錶行的老闆陸阿珍。

陸家世代修錶，陸阿珍從小就跟家中長輩學習修理鐘錶技術，國小畢

業後，正巧台灣光復，無學校可讀，只好去私塾讀漢文課。之後，因鍾

情於修錶這個行業，於是更專精研習修錶技術，技術純熟後便當起了師

傅。為養家活口，父親集資讓他開店，於是有了「明光鐘錶行」。陸阿

珍 1932 年生，從事修錶業超過一甲子，現在的鐘錶業已不復往昔，科

技日益精進，已是新世代的趨勢，鐘錶業的盛況不再，陸阿珍目前是半

退休狀態，他育有 5子 1女，每個都受高等教育，一家和樂融融。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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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老饕最愛—龍記牛肉麵

【忌】

農曆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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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梁 安床 
開倉 祈福

頭城鎮纘祥路上的龍記牛肉麵，口味獨特、遠近馳名，很多老饕都不

遠千里而來，就是為了嚐一口牛肉的味道及湯頭的甘甜味。老闆說自己

早期經營冰果室生意，但因冰品有季節性，收入無法平衡，後想轉行時，

湊巧有位朋友是經營牛肉麵店，觀摩朋友的店後，讓他興起開店的念頭。

龍記牛肉麵於 1989 年開始營業，老闆ㄧ邊開店ㄧ邊鑽研屬於龍記的

味道。獨特的湯頭除了洋蔥、蘿蔔、番茄與中藥滷包外，還添加了蘋果

與鳳梨，不僅回甘香甜還能去除油膩，喝起來十分爽口。另外，他的牛

筋厚實、牛肚帶 Q、牛腱香嫩，每一種口味都不同，深受客戶的喜愛。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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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阿公蔥油餅—蘇萬吉

【忌】

農曆七月十四日
祭祀 理髮 作灶 沐浴 修飾垣墻 平治道塗

嫁娶 栽種 祈福 造橋 安葬 安門 伐木 作梁

到頭城火車站搭車的旅客，都會跟站前擺攤的阿公買一塊蔥油餅充

饑，這塊蔥油餅充滿濃濃的人情味，也是頭城人的回憶。阿公蔥油餅的

老闆蘇萬吉，家住頭城鎮頂埔里，自幼家境清寒，所以放棄就學機會，

靠打零工及擺攤賺錢，並供弟妹讀書。結婚後，育有 4 子，仍不辭勞苦

辛勤工作。大約 29 年前，蘇萬吉曾發生車禍，傷勢嚴重，幸好消防人

員及時趕到，送醫救回一命。他感念在心，2012 年聖誕節前一天，蘇萬

吉將畢生積蓄購買了一輛四輪驅動的消防警備車，捐贈給宜蘭縣政府消

防局頭城分隊，完成他多年的心願。

經過頭城火車站的旅客，不要忘了來一塊阿公蔥油餅，跟蘇萬吉阿公

一起做公益喔！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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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協珍餅舖

【忌】

農曆七月十五日
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齋醮 普渡 移徙 
入宅 出行 安機械 開光 修造 動土 竪柱 上
梁 蓋屋 起基 定磉 安門 安葬 破土

開市 立券 置產 作灶 造橋

頭城鎮面積不大，廟宇卻不少，每到迎神賽會或做醮，都得買麵龜、

米香、糕餅拜拜，說到「麵龜」，大家絕對首推新協珍。老闆黃萬枝小

時家中貧窮，父親到處做雜工為生，而他小學只讀到三年級，就因父母

過世而中斷。

黃萬枝 20 歲左右跟一位好朋友合夥做餅乾生意，取名協珍餅舖，後

因為理念不同拆夥，黃萬枝自己經營餅舖，改名為新協珍餅舖。餅鋪所

有產品都是純手工製作，外皮麵糰Q彈，口感綿密，加上餡料口感獨特，

深得客戶青睞，所以除了麵包外還接婚喪喜慶訂單。目前黃萬枝已經退

休改由第二代接手，他們仍然秉持純手工製作，讓這飄香一甲子的傳統

餅舖，繼續傳承下去。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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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陽青草店

星期六
農曆七月十六日
祭祀 普渡 捕捉 解除 結網 畋獵 入殮 破土 
安葬

開市 交易 入宅 嫁娶

青草是我國流傳幾千年的保健食品，王朝陽青草店開設於本社區纘祥

路已超過半世紀。王氏生於 1930 年，原居住於宜蘭市，7歲時隨父舉家

遷居本鎮開蘭路，以經營漁具為業，後遷住現址，從事山產品買賣，而

青草係山產之ㄧ。早期台灣醫學落伍，醫藥缺乏，強身保健物品主要靠

青草，所以王氏初中畢業後，即追隨家人從事青草採購。

因從事青草買賣，所以家中青草種類繁多，從小耳濡目染，熟識各種

青草名稱，勤學配方，又受到田間耆老指導，傳授各種青草的特效與保

健秘方，由於收費低廉，價格公道，普遍受到愛用者的青睞。

【忌】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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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頭城鎮︱ 城北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傳成冷凍部

農曆七月十七日
沐浴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齋醮 開市

頭城火車站前民峰路上的一條小巷子內，有著一間不起眼的住家，但

卻是頭城鎮上有名的製冰廠「傳成冷凍部」。早期製冰廠以製作枝仔冰、

碎冰、大冰塊為主，當時農漁業非常發達，供不應求，所以除了主要的

產品外，還幫商家冰魚、冰肉。

早期製冰都是用阿摩尼亞的機器製冰，需要人工看顧，因為製冰過程

冷卻後得經過 24 小時的結凍，才能出冰，並且還要切斷電源，避免浪

費電力。所以從民國 102 年後，老闆改用冷媒的機器製冰，由於是全自

動的機器，當冰結凍時會自動斷電，節省了人力需求，安全又有效率。

【忌】



︱宜蘭縣頭城鎮︱ 城北社區
8 月

歲次乙未年 肖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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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早味美食—鳳梨豆腐乳

星期一
農曆七月十八日
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安香 出火 開市 立券 
入宅 挂匾 造橋 啟鑽 安葬

動土 破土 嫁娶 掘井 安床

頭城市場旁有一間專門製作豆腐乳的攤位，老闆邱清波與老闆娘邱吳

幸，從事豆腐乳行業已 30 餘年，完全以人工方式製作，成品鳳梨豆腐

乳不含人工色素、香料，只利用鳳梨的甘甜味而聞名，深獲地方民眾喜

愛。

每到夏天，攤位上總是擺滿了一塊一塊白白的豆腐乳，與發酵過的米

醬，供鄉親們自己回家製作，若是遇到製作問題，老闆娘總是不厭其煩

一次又一次解說，直到客人滿意為止。目前平均一個月可賣一萬個豆腐

乳，為了方便客人，也有做好的豆腐乳可選購，非常便利。

【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