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歲次乙未年 肖羊

11月

大里社區與石城社區，從小小的學校到底該是石城國小或是大里國小開始爭論起，

就連拜拜也都分有石城、大里、蕃薯寮三個區域；乃見社區的多元性。 

本社區屬於宜蘭開拓最早期之區域，在文化與歷史上兩個社區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至今留下不少歷史的遺跡；11 月亦是東北角芒花最美的季節，

且由本社區帶領各位秋遊東北角，慢活大里與石城之間的人文風景。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宜】

【忌】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1
星期日

草嶺慶雲宮之美

農曆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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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城鎮草嶺慶雲宮位於台二線 109 公里處，面對太平洋與龜山島遙遙

相望， 一般人俗稱為「大里天公廟」。慶雲宮始祀於 1797 年（清嘉慶

2 年），翻山越嶺而來的先民安全走完古道後，對蒼蒼神明興起敬仰感

恩之心，遂集資以草寮興建。1904 年（日治明治 37 年），吳紹華等人

發起遷建，並取宋代蘇軾「一朵紅雲捧玉皇」之詩意，正式命名為「慶

雲宮」。 1979 年（民國 68 年）濱海公路建設完成，慶雲宮憑著文化歷

史的美感、「開蘭第一勝」的秀麗美景，成為台灣東北角宗教信仰及自

然景觀合而為一之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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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2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忌】

大里孩子的祕密消暑勝地

農曆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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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梁 開光 蓋屋 架馬 合壽木 星期一

大里的孩子除了海邊之外，有兩個地點是學生在暑假或畢業典禮時一

定會去的消暑勝地，其中一個景點是下蕃薯橋野溪，這裡以前的居民搭

棚種植蕃薯，因而以蕃薯寮為地名，下方野溪由於溪床平坦水質乾淨，

很多孩子都會來此戲水，最近亦有遊客探聞前來享受寧靜清涼的溪水；

第二個景點是大里橋野溪的上游，從地下道對面的榕樹走路上去，穿過

田頭公廟與竹林小徑，就能發現寧靜的小水池，只需下網就能捕到魚，

是孩子專屬的秘密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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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忌】

草嶺慶雲宮—日治文物

農曆九月二十二日
祭祀 作灶 納財 捕捉 畋獵 餘事勿取

動土 破土 開市 安葬

依據草嶺慶雲宮志記載：1902 年（明治 35 年），日本警部補濱田辰

熊刻立「功施神民」碑以謝大里天公之神恩。相傳濱田氏的妻子腹痛，

四處求醫皆無效，當時地方人士藍阿順、李木來兩位保正向其推介天公

爐丹，服下後痊癒，乃刻此碑紀念。此外旁邊的手水缽也是重要的日治

文物，推測可能是由日本石匠下川正吉所製，奉納表示奉獻神明，背後

則還有當時地方上有名人士的姓名，最早放置於廟前榕樹下，供香客信

徒梳洗清潔用，是一種源自日本的習俗。

星期二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4
歲次乙未年 肖羊

草嶺碑林之美與登草嶺詩

【忌】

農曆九月二十三日
嫁娶 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出行 求醫 治病 
出火 移徙 入宅

開市 開倉 出貨財 安床 安門 安葬

1950（民國 39）年，頭城地方人士包括盧纘祥、康灩泉、游藤、莊

龞、林才添等十數人，於重九當天相約攀登草嶺。登嶺之後，眼界大開，

他們各自作詩相為娛樂，更約定詩作之中最佳者，日後將詩歌刻為石碑

當作紀念，經大家評比，以盧纘祥詩作最佳。1953（民國 42）年，盧

纘祥當選宜蘭縣第一屆民選縣長，沒多久卻因故逝於省府預算會議上，

英年早逝。當年登草嶺的朋友為履行諾言，由書法家康灩泉先生執筆， 

以隸書將盧纘祥「遊草嶺」一詩刻成石碑，置放大里慶雲宮草嶺古道入

口必經之處，用以誌念不忘之意。詩文曰：「為有雲山約 / 重來草嶺遊

/ 摩崖碑泐虎 / 蹙蹐杖扶鳩 / 景好留泥爪 / 城荒話石頭 / 何當凌絕頂 /

極目海天秋」。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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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曬石花、賣海菜

【忌】

農曆九月二十四日
冠笄 祭祀 沐浴 作灶 理髮 整手足甲 掃舍 
補垣 塞穴 入殮 破土 啟鑽

開光 嫁娶 會親友 栽種 針灸 安葬 星期四

每年 11 ～ 5 月間是當地海藻盛產的季節，每年此時在地居民會開始

採集扁石髮、紫菜、髮菜、鹿角藻、海帶麵、石花菜等，採集石花菜就

成了最為人所熟知的人文景觀。過去由於品質佳，石花菜可是外銷日本

的藻類之一。在地的居民表示，過去日治時期曾立法管制保護，現在則

因為保育觀念不足，人為濫採，導致產量逐年降低，讓居民十分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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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里老街之美

【忌】

農曆九月二十五日
納采 訂盟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置產 求醫 
治病 開市 交易 立券 會親友 移徙 竪柱 上
梁 蓋屋 合脊 安門 放水 捕捉 納畜

造廟 造船 動土 破土 安葬

大里舊名大里簡（台語），據傳是平埔族大里簡社的社名。1900（明

治 32）年，日本人在此設置郵便出張所，隔年便將石城、桶盤窟、大里

簡、蕃薯寮合併為大里簡庄。 大里老街在地人俗稱「ㄟ腳店仔」（台），

在過去非常熱鬧時期，可是有四間雜貨店的盛況。 2013 年 7 月大里舊

街完成風貌營造專案，將部分老屋空間、花園、走道重新整理，結合濱

海步道，可遠眺三貂角、慶雲宮與草嶺，一改老街沈悶的氣氛。走入大

里老街靜靜欣賞老樹、土地公廟、石頭屋、福州門、老磚牆所營造古樸

的況味，令人陶醉；老街的懷古幽情，也吸引了不少影視工作者到此拍

攝呢！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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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舊大里橋

星期六【忌】

農曆九月二十六日
出行 造車器 造畜稠 解除 冠笄 裁衣 作梁 
雕刻 會親友 移徙 入宅 安機械 造畜稠 開市 
掃舍

嫁娶 動土 破土 修墳

舊大里橋完成於 1941（昭和 16）年，在日治時期，台二省道為日本

人重要的備戰道路，是往來基隆、台北、宜蘭等地的交通要到，一直沿

用到 1979（民國 68）年新大里橋完工後才被取代，因此這座橋的重要

性可見一斑。 由於此橋為宜蘭縣境內現存少數日治時期的橋樑之一，

因而於 2002（民國 91）年經宜蘭縣政府公告為縣定古蹟。

大里舊橋為單拱石砌橋樑，護欄造型優雅，中間設有三孔弧形的洩水

孔，保存良好，此外在建材上也反映出日治時期因二次大戰管制鋼鐵改

以石砌的背景因素，富有歷史意義；現在則與大里舊街意象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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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里國小沿革與在地淵源

【忌】

農曆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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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冬

以前本地孩子上學必須搭火車或走路到大溪國小，當時天公廟主委及
里長考慮孩子就學的辛苦，於是將廟地捐獻供興學之用，有了土地卻又
苦無經費，當時張坤玉、王阿庚及王振成等人，找到頭城鎮公所民政課
阮元海幫忙，透過鎮內醫師牽線爭取到美援物資，經台灣基督教福利會
的處理，成為大里國小興建校舍的基金。

那時的學生在課餘時間都要幫忙從海邊接力搬石頭幫忙整校地，現今
大里國小由於地勢高、景色好，成為偶像劇（如又見橘花香）以此地為
故事背景或拍攝場景呢！

另外尚有件趣事值得一提，學校校地位於石城里，但校名卻叫做大里
國小，因此校名到底是石城國小還是大里國小，可是當時兩社區的孩子
不停爭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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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里國小高蹺隊

【忌】

農曆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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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梁

「踩高蹺」是大里國小近年來發展的特色之一，團隊成立於2002（民

國 91）年，是由張彩文老師所引進，剛開始只有踩蹺，後來張彩文老師

與尤秀華老師合作將高蹺與舞蹈結合，慢慢發展成現在本校的「高蹺舞

蹈隊」。站在高蹺上表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學生們必須站在上面並學

習控制平衡，因此學生的培訓大多以四至六年級的小朋友來擔綱，由於

具有地方獨特性，經常受邀演出。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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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嶺古道土地公廟的故事—魷魚公廟

【忌】

農曆九月二十九日
嫁娶 開光 出行 出火 拆卸 修造 動土 入宅 
移徙 安床 上梁 開市 交易 立券 栽種

祈福 祭祀 伐木 掘井 作灶 謝土

傳說在很久以前有一位讀書人要去外地考試，正好經過草嶺古道的山

頂，看到一隻兔子被捕獸夾夾住，痛的一直發抖，他覺得很可憐就把兔

子放了， 但又想到捕獸夾的獵物被放走，獵人因此沒有獵物，於是就

把自己的乾魷魚放到夾子裡。 過了好幾天，獵人上來看，驚訝的發現

海裡的魷魚居然飛到山上來，以為是神明顯靈，消息傳回村裡，大家紛

紛集資興建了小廟，把這廟叫做魷魚公廟。但後來讀書人考完試回來，

把這件事情說了出來，大家才知是誤會一場，村民於是改拜土地公祭祀。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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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乙未年 肖羊

草嶺古道歷史—僅存的古道石板

【忌】

農曆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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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大里端的草嶺古道還保留有約百餘公尺的石板古道，1981（民

70）年草嶺古道曾經有過全面的翻修，從那些不規則的石版上，隱約可

以見到兩百多年來旅人們往來雜沓的情景，把原本有稜有角的石頭磨得

圓滑，旁邊土溝裡有時會有清涼泉水，如果登上古道覺得有些疲憊，不

妨坐在這兩百多年的古道石板上稍事歇息，體會正港的古道風情！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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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家客棧遺址

【忌】

農曆十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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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東北角芒花季是東北角年度的秋季盛宴，遊客為了一睹滿山遍

野的銀白秋芒，紛紛齊聚草嶺古道，而這座盧家客棧就是大里段下山前

第一個休息點；在當時由於四周沒有房舍，理所當然這座盧家客棧幾乎

是清朝時旅客往來草嶺古道必到的休憩點，是個相當有規模的客棧；在

芒花季時更不能錯過在此擺攤的小吃美食，以及清朝人物秀可供遊客拍

照，如果仔細觀察，還可以發現旁邊的大石頭上刻有許多字體，其中還

有特別用來拴著牲畜的洞喔！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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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嶺古道的有趣植物

【忌】

農曆十月初二
破屋 壞垣 求醫 治病 餘事勿取

嫁娶 安葬

古道沿線上有著許許多多的有趣植物，在地孩子們在上古道課程時，

一定會拿來吃吃看或是作為遊戲的道具。 例如：常見的水冬瓜、桑椹，

都是孩子們在古道上，一定會找來吃的美味甜點， 當然也會有酸到不

行的獼猴桃、蓮霧以及充滿魚腥味的魚腥草，也是另種不同的體驗。 

說到遊戲的話，就非屬芒草箭、鵝掌柴莫屬，芒草箭以芒草的葉片的中

心，可作為弓箭一般射出，但想要射準可不容易，沒有常常練習是不可

能的，而鵝掌柴則是利用葉梗的轉折，比賽誰能夠讓葉梗在手指上轉最

多圈不會掉落。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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嶐嶺古道

星期六【忌】

農曆十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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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梁 開倉 出貨財 蓋屋 造船

嶐嶺古道是草嶺古道開通前一條重要的聯外道路，起自舊草嶺隧道上

方，橫越嶐嶺北端則為福隆的舊草嶺隧道北口。 這一條古道因草嶺古

道的興起而逐漸沒落，但由於人為影響較少，保留了當時在地居民的竹

林、石頭屋遺跡、蓄水池、老梯田、以及土地公廟等等富有歷史美感的

遺跡，然部分土地公廟至今仍有人供奉。古道路線陡峭有些挑戰性，登

頂後轉北走，還有機會眺望整個石城美景，宛如遺世獨立，舊草嶺隧道

上的牌匾「白雲飛處」，指的就是高聳、飛雲的景致，深受不少登山隊

的喜愛。 如果自身裝備許可，不妨親身走一趟，揭開嶐嶺古道的面紗。



【宜】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15
星期日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嶐嶺夕煙與石城遺址

【忌】

農曆十月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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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嶐嶺古道從舊草嶺隧道南口處下山，山下古色古香的石屋，見證著古

道的歷史。從濱海公路往上看，嶐嶺高聳雲天。1826（清道光 6）年通

判烏竹芳選定「蘭陽八景」，其中「嶐嶺夕煙」指的就是這裡的景觀。

此外在石城聚落中較不為人知的是聚落下方的石牆，石牆隱藏在樹林之

中，相傳是「石城」地名之由來，這個遺址的歷史並不清楚，但主要有

二種論點：其一，先民為防禦泰雅族人侵擾，砌石為城；其二，由西班

牙人所建之堡壘。

不過，後來由於草嶺隧道開鑿，被廢土傾倒後填平，現在只剩下石砌

圍牆。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16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漁港之美與社區內最大養殖業

【忌】

農曆十月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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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里社區的漁港多建制於海蝕平台的港澳內，利用天然岩岸炸挖而

成，由於靠海加上良港，因此居民多以捕魚維生，不少在地學子也因此

練就一身釣魚的技巧。

大里漁港的上方有間在地方頗具規模的養殖場，由楊鴻基管理，創立

至今大約有兩年多的時間，最初修建廢棄的九孔養殖場，並致力突破養

殖困難與疾病，才有現今如此規模；養殖場最主要的魚種除了龍膽石斑，

還有老鼠石斑、老虎斑等，主要供給各地海鮮餐廳與高檔飯店。

星期一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17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定置魚場與特色美食

【忌】

農曆十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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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梁 修造 入殮 理髮 會親友 入宅 安
門 安葬 作灶

蕃薯寮漁港澳外的定置漁場，是日治時期就已經存在的「光榮魚場」，

也是地方上頗有規模且環保的捕魚法。定置網台語稱「腰子網仔」，因

其結構有如人類的腎臟（腰子）而得名。

漁場的主人張立人有感於現在漁業枯竭，環保意識抬頭，因此朝向

多角化經營，結合環保、海鮮、民宿，帶領遊客一面品嚐海鮮、認識海

鮮，另一方面推廣定置網永續海洋的教育，也曾無償提供場地供縣府辦

理永續海洋的全縣教師研習活動，由於風景優美是在地相當熱門的景點

之一。

星期二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18
歲次乙未年 肖羊

舊草嶺隧道—吉次茂七郎與丟丟銅之歌

【忌】

農曆十月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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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嶺隧道為台灣北迴、南迴鐵路尚未開通前最長的隧道，日人治台之

後，決心經營台灣鐵道交通，1917年7月開始興闢貫穿雪山山脈的鐵道，

其中以草嶺隧道最為艱鉅。鐵道工程師吉次茂七郎與宜蘭前來的興築工

人苦樂相共，付出相當大的心力，然而吉次卻在 1923（大正 12）年染

上瘧疾而去世，為了懷念他特別在北端出口立有紀念碑。

1924 年草嶺隧道貫通，工人於工作期間，就著當地環境與心情，將

台灣民謠「丟丟銅仔」曲調編入歌詞，而成為「火車走到『火旁』孔內，

『火旁』孔的水滴落來」的宜蘭民謠。北端「制天險」石額三字，是當

時的總督府鐵道部部長新元鹿之助以草書寫成，蒼勁有力，說明了草嶺

隧道興建的辛苦與光榮。

星期三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19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里小吃巡禮

【忌】

農曆十月初八
解除 修飾垣墻 冠笄 出行 餘事勿取

開市 動土 破土 嫁娶 安葬

假日來到大里，一定不要錯過天公廟小吃部以及周邊攤販的經典美

食：其一是以春捲包著阿宗芋冰、花生粉、香菜的經典花生卷冰；其二，

著名夏季消暑聖品石花凍，一般店家會以砂糖或黑糖熬煮，加上新鮮檸

檬，如果購買整塊石花凍，還可以嘗試淋上奶油球，非常好吃！其三是

海菜餅，這種海藻稱作扁石髮，只在春季的海蝕平台上生長，在地都叫

做「青苔」，是一種管狀細長的海藻，大火油炸過後，香脆可口，充分

顯現出清爽的海味，是不容錯過的美味；最後要介紹的是得碰運氣才能

吃到的美食「藤壺」，自浮球敲下來的藤壺，川燙後敲碎外殼，白嫩可

比蟹膏的美味，連貓咪也愛。

星期四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20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里之夜：螢火蟲與銀河星光

【忌】

農曆十月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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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里的螢火蟲因東北角保護區的維護，以及草嶺慶雲宮的刻意營造，

近年來螢火蟲的生態有越來越豐富的現象；每年 5 月的擬紋螢以及 10

月的山窗螢是大里螢火蟲的季節，也是大里國小辦理夜間觀察、親職觀

察的季節，它們通常於天色漸暗的 6 至７點之間開始出沒，特別是大里

地區，以擬紋螢數量最多，整群閃爍有如天上的星星相當美麗，在慶雲

公園可以看到整片的小星星，非常容易親近。 由於大里社區光害少，

夏季可見滿天星斗與銀河，加上風雨操場落成相當舒適，是許多環島旅

人、自行車、攝影愛好者駐足過夜的地點。

星期五



【宜】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21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洪興醒獅團

星期六【忌】

農曆十月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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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梁 作灶 開市 嫁娶 出行 
入宅 動土

洪興醒獅團於 1993（民國 82）年成立，屬於廣東佛山獅，師承於台北市
少林「洪」拳德「興」醒獅武館館主蔡柳池，及台北市漢明國術館館主林慶
明，為感念兩位恩師，因此命名為「洪興」，以傳承民俗文化，建立祥和社
會，達到傳統技藝薪火相傳為目的。團長賴聰雲畢業於大里國小，14 歲起就
拜師學藝，學成後亦任教於大里國小舞獅隊，1997 年曾帶領大里國小榮獲教
育部第一屆舞獅比賽第一名。過去交通不便，假日、晚上若孩子沒有地方去，
都會自動到賴老師（現石城聖月宮）家中練習，宛如社區活動中心非常熱鬧。

賴聰雲曾獲宜蘭縣政府頒發推行體育有功人員，堪稱社區之光，目前仍任
教於宜蘭各個學校，繼續為傳承傳統文化而努力。



【宜】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22
星期日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里車站

【忌】

農曆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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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梁 伐木 安葬 行喪 修墳 
探病

小雪

大里車站，舊稱大里簡驛（現在居名仍以大里簡自稱）成立於 1920

（大正 9）年，隨後 1924 年宜蘭縣鐵路草嶺隧道完工，之後歷經

1962、1964、1984 年的整修，於 1986 年完成宜蘭鐵路雙軌化。 2004

年轉為甲等簡易站，並於近年完成第二月台增設，以及周邊大里簡溪自

然步道，連接東北角遊客中心。難能可貴的是站區仍然保有磚造的蒸汽

火車加水塔，同樣建造於日治時期為當時火車降溫用，水源引自現在大

里遊客中心上方的大蓄水池（現已填平），是當時在地居民最重要的用

水來源。 大里站由於風景優美，侯孝賢導演的「戀戀風塵」、偶像劇「那

一年的幸福時光」都曾來此地拍攝，當然更別提芒花季大排長龍的盛況。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23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在地民宿

【忌】

農曆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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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里社區雖然偏遠，但因同時有公車及火車經過，且周邊都是富有歷

史與人文的景觀，以及優美的自然環境，吸引不少遊客與香客前來旅遊

進香。因此，近年來社區也開始有轉為經營民宿的規劃，目前大里共有

4 間民宿，提供實惠且舒適的環境，且鄰近大里車站。如果提早預約也

可以提供在地風味餐、海鮮料理或旅遊諮詢的服務，聽說也有不少遊客

選擇 long stay，住上一段很長的時間，享受寧靜的漁村景致。在進香

季節、芒花季、福隆海洋音樂季有時會客滿，旅遊前可以洽詢社區發展

協會或是大里遊客中心。

星期一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24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天公車—造福社區的免費巴士

【忌】

農曆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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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里地區地處偏遠，社區長輩多，且年輕人多外出工作，鐵公路的班

車亦少，長輩若急需前往市區看病相當不容易，為此草嶺慶雲宮、頭城

鎮公所及鎮民代表尤瑞傑合作，由天公廟出資，鎮公所維護，於2011（民

國 100）年開始營運石城至頭城衛生所之社福公車，不僅提供社區弱勢

民眾看病的服務，更能幫助地方學子往返市區一條安全且便捷的路線。 

本車在大里也有停靠大里老街、草嶺慶雲宮，可接著前往草嶺古道遊玩

或轉乘鐵路，週六亦有行駛，每天四班，詳情請洽頭城鎮公所。

星期二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25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新住民的容顏—漁港的新住民媽媽

【忌】

農曆十月十四日
祭祀 解除 破屋 壞垣 求醫 治病 餘事勿取

嫁娶 安葬

大里的孩子近 5成以上都是新台灣之子，因此新住民與社區的融入，

自然就成為地方重要的議題。來自大陸、越南、印尼、柬埔寨、菲律賓

等國的媽媽們，並沒有因為面對異國適應問題而退縮，她們在家庭盡力

扮演母親角色，在外則變身為堅強生意人，協助維持家中的經濟。 這

些堅強、溫柔、認真的微笑，經常可以在漁港發現，也是大里社區精神

文化的一部分。

星期三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26
歲次乙未年 肖羊

葉香咖啡與大里的金城武樹

【忌】

農曆十月十五日
祭祀 掃舍 破土 安葬 除服 成服 啓鑽 移柩 入
殮 立碑 餘事勿取

祭祀 嫁娶 入宅 修造 動土 

位於蕃薯寮的葉香咖啡是許多居民在工作之餘、休息時，經常光臨的

小店，由於鄰近大溪漁港，假日也常常有不少遊客前來。有別於附近的

海鮮餐廳，這裡提供了經濟實惠的餐點，與當季的限定海鮮，如小卷蓋

飯、櫻花蝦炒飯，店內的咖啡香醇沒有酸味，相當好喝，此外店內還展

示有不少手工製作的蝦、蟹標本，相當具有特色。

穿過土地公廟與宜蘭最北端的大里消防隊，就能看到號稱大里的金城

武樹，此樹樹形優美，盤根於石頭上與龜山島互相輝映，是個眺望龜山

島的好地點。

星期四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27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里國小—成人教育班

【忌】

農曆十月十六日
訂盟 納采 會親友 祭祀 祈福 修造 動土 安
機械 破土 安葬

嫁娶 移徙 出火 開市 入宅

大里國小的成人教育班行之有年，主要服務的對象是失學的長輩以及

新住民的媽媽，課程內容包含：寫字、注音、考駕照、美術、音樂、太鼓、

校外教學等課程，這些阿嬤雖然總是說拿畫筆比拿鋤頭還要累，但是每

年都會在東北角風管處辦理美術展覽，展現所學。

星期五



【宜】

11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28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東北角風管處與拓碑

星期六【忌】

農曆十月十七日
祭祀 沐浴 捕捉 畋獵 結網 掃舍

嫁娶 納采 訂盟 安床 動土 破土 安葬

東北角風景區管理處大里遊客中心位於草嶺慶雲宮旁，是整個東北角

觀光、文化的窗口之一，每年芒花季是大里遊客中心的年度盛事，在這

個月裡可以盡情品嚐平安粥，並體驗免費的拓碑課程，帶走自己製作的

虎字碑做紀念。 有空可至遊客中心索取旅遊簡介，透過遊客中心資訊，

深入認識宜蘭開創史，與大里社區的文化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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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里濤聲：海蝕平台遠眺三貂角

【忌】

農曆十月十八日
起基 定磉 置產 開渠 掘井 拆卸 栽種 納
畜 牧養 動土 破土 啟鑽

移徙 入宅 出火 入殮 安葬

日治時代，由當時「台灣日日新報社」以投票方式選出台灣八景十二

勝，大里海岸（當時稱為大里簡）深受青睞，於 1927（民國 16）年獲

選為 12 名勝之一。後來，何應欽將軍來訪大里草嶺古道，盛讚此地氣

象萬千，風景獨勝，因此於民國 54年題下「蘭陽第一勝」，勝誇美景。

在大里的海蝕平台上可以遠望三貂角，它是台灣東北角最東邊的地點，

西班牙人曾命名為 St. Diago，翻譯成「聖地牙哥」，但我們都稱它是

三貂角，同時也是宜蘭縣和新北市的分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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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谷步道與石觀音寺

【忌】

農曆十月十九日
祭祀 理髮 置產 塞穴 除服 成服 移柩 入殮 
破土 安葬

嫁娶 入宅 安床 掘井 開光

大里蕃薯寮地區有一條富有挑戰性的桃源谷石觀音線，於 1981（民

國 70）年完成此步道，自牌樓出發全長 2280 公尺，沿路風景秀麗，唯

一的休憩站就是石觀音寺。石觀音寺興建於清朝道光年間，是天然的石

洞佛寺，最早奉祀三尊佛牌，現主祀觀世音；洞的兩旁還有寫上秦叔寶、

尉遲恭兩位門神護法，而純樸可愛的大虎爺與土地公也在旁邊，上方的

鈴鐺相傳是日本人特別帶來送給虎爺的。寺廟泉水甘甜，可供遊客樂捐

取用，再往上行就可以抵達桃源谷步道。 桃源谷舊稱綑牛仔山，是雪

山山脈的分支，也是舊時牧童放牧遊戲的地方，站立於桃源谷的稜線上，

可遠望太平洋、福隆、貢寮等地，當雲霧掠過廣闊的草原，風起雲湧氣

象萬千，不愧是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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