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印象】

五結地名由來，與墾荒有絕對的關係，

所謂「結」是指以前開墾時的結首制度，

土地合眾開墾完成，再劃分次序，抽籤分配。

而五結地名由來說法有二，其一，

漳州人將開發之地冠以「結」字，

一、二、三、四、五則為開墾的區段；

其二，當時由林、陳、張、黃、簡五姓家族來此開墾，

因此稱為五結。

Feb 2016 2月五結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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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十二月廿三

February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乙未年【生肖屬羊】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星期一
五結村位於鄉內中央位置，也是五結鄉的行政中心，鄉公所、衛

生所及農會等機關學校林立，國 5交流道亦位處本村，人煙薈萃，是
五結鄉人口最多的一村。面積 3.33 平方公里，住戶 1,400 戶，人口
4,000人。本村原始聚落景觀大都以同姓為主，自然形成了姓陳仔宅、
姓許仔宅、姓楊仔宅等集村聚落。1978 年將國民村、五結村合併成
五結村，現任村長為黃文宏。1993 年以五結村行政區域，成立社區
發展協會，歷任理事長練錦樹、邱吉村、林益陞、余焰山，現任理事
長洪銘鎮。

【社區地圖】

宜 祭祀、解除、馴畜、會友

★日值【季月紅紗】吉少凶多，除：破屋壞垣、平
治道塗、解除、掃舍宇外，宜事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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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根據耆老賴錦賢回憶：五結村是早年附近地區最大的聚落，本街
道在鄉公所前光復路至五結北路黑水港碼頭邊，屬於最先開發地區。
狹小的街道、低矮的房舍，卻是熱鬧的商店街，如：打鐵店、棉被店、
米店、棉花糖、轎子出租等等，生意非常興隆。奠安宮前身的福德廟，
也在此地開基。後來新開闢五結中路，交通動脈改變，本街道的商家
紛紛搬往五結中路而逐漸沒落。崛起的五結中路商店櫛比鱗次，稱為
店仔街；本街道位於五結中路後方，所以稱為後店仔街。隨著時代變
遷及長期沒落後的後店仔街，遂成為寧靜的住宅區。

【舊地名的故事ㄧ後店仔街的興衰 】

農曆十二月廿四

宜

忌

納采、訂盟、移徙、納財、開市、交易、立券、
入宅、會友、解除、求醫、入學、安床、安門、
安香、出火、拆卸、掃舍、入宅、掛匾、生墳、
合木、破土、修墳、啟鑽

探病、祭祀、出行、上樑、蓋屋、謝土、安葬

February2月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乙未年【生肖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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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根據耆老黃銀河所述：社區北邊的榮美大國住宅區，即五結中路
二段323巷一帶，1820(清道光元)年間，先民陸續來到五結庄墾荒、
落地生根。有一位盧姓員外，從唐山用帆船運來大批金銀財寶，由蘭
陽溪支流水路駛入堡岸頭登陸，在旁邊的大旗尾定居，建立姓盧仔底
聚落。為防範蘭陽溪時生水患，雇用大批工人整修水路、構築堤防，
供鴨母船及帆船停泊，因此訂名為堡岸頭。後來遭逢大雨，蘭陽溪水
暴漲四處氾濫，大量泥沙將原有支流夷成平地。後來，蘭陽溪整治時，
往北邊建築堤防，原有堡岸頭成為街道、住宅，留下舊地名供後世憑
弔了。

【舊地名的故事ㄧ堡岸頭】

農曆十二月廿五

宜 嫁娶、訂盟、納采、祭祀、祈福、求嗣、會友、
解除、出行、入學、納財、交易、立券、習藝、
經絡、安床、開倉、出貨、納畜、安葬、啟鑽、
修墳
★ 日值【四絕四離】為陰陽五行分判之日，除：破
屋壞垣、平治道塗外，宜事少取！

February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乙未年【生肖屬羊】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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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鄉公所ㄧ日治時期的庄役場，1946 年成立五結鄉，屬台北縣羅
東區管轄，1950 年台灣省縣市行政區域調整，正名為宜蘭縣五結鄉
公所。
●衛生所ㄧ本鄉公立衛生醫療機構，以打造健康社區為目標，設有

群體醫療中心。
●戶政事務所ㄧ 1969 年，政府試辦戶警合一，設立五結鄉戶政事

務所，1973 年，規定隸屬於縣警察局。1992 年，改為隸屬宜蘭縣
政府。
●五結分駐所ㄧ日治時期的出張

所，今隸屬宜蘭縣警察局羅東分
局。

【五結鄉的行政中心】

農曆十二月廿六 立春

宜

忌

嫁娶、冠笄、納采、出行、會友、上樑、
安機、安床、牧養、畋獵、祭祀、祈福、
開光、修造、安門、蓋屋、起基

入宅、作灶、安葬、移徙

February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乙未年【生肖屬羊】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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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外觀不起眼的鄉立圖書館，有設計感十足的內裝，令人驚艷。將
五結鴨鄉的文化與活力融入設計理念，圖書大廳融合水鄉意象，水色
地板、鴨母船型新書展示櫃、漂流木桌椅、人性化的流通櫃台、弧形
的期刊櫃，櫃台上方有日籍設計師播本貴手繪 15個村的風情畫，線
條簡單雅緻。兒童閱覽室柚木地板、圓柱型木台書架，色彩鮮明、舒
適美觀。大廳後方的歷史迴廊，展現地方藝術特色與今昔風情，盡頭
設有棋藝小憩室，古味十足。二樓是書庫和自習室，提供學子溫書的
寧靜空間。社區有如此創新時尚的書香樓，該讓書香飄滿五結。

【書香滿五結ㄧ鄉立圖書館】

農曆十二月廿七

忌 行喪、移徙、納畜、牧養、豎柱、祭祀、
祈福、求醫、入宅、安香、蓋屋、上樑、
合木、開市、伐木、破土、安葬

February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乙未年【生肖屬羊】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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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1920年，五結鄉農會之前身「有限責任利澤簡信用組合」成立，
歷經五結庄農業會、五結鄉合作社農會等組織變革，於 1949 年改組
合併為「五結鄉農會」。1997年五結鄉農會新建大樓，為地上六層、
地下一層的現代化建築，為服務本鄉農民、推廣農事技術，設有會務
股、會計股、供銷部、推廣股、信用部、保險部、資訊室及各地辦事
處。信用部為本鄉最大金融服務單位，承辦存、放款、匯兌、公庫代
收、保險箱業務。近幾年農會不斷規劃、創新，提升服務品質來服務
農民，促使農村和農會永續發展。

【五結鄉農會】

農曆十二月廿八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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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bruary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乙未年【生肖屬羊】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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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五結國小創立於 1911 年，至今有 104 年歷史，是社區大多數居
民的母校，每個人都有不少校園回憶，可以細數童年點點滴滴，學校
的發展和社區息息相關。1911 年，二結區長張俶南爭取上級政府同
意，地方居民慷慨解囊購買校地，設立羅東公學校五結分校，後獨立
為五結公學校，1941 年改稱台北縣五結國民學校，1968 年改為宜
蘭縣五結國民小學。據老校友的回憶說，當年校園緊臨黑水港和一大
片樹林充滿綠意，而今老舊日式校舍都已改建成新式建築，僅留校園
中庭幾棵粗壯的老茄苳樹，可供校友追尋回憶。

【茄苳樹下的校園ㄧ五結國小】

農曆十二月廿九 除夕

宜

忌

動土、嫁娶、安葬、破土

開市、作灶、安床、入宅、上樑、裁衣

February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乙未年【生肖屬羊】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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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賴錦賢指著老照片說：我女兒在廟埕帶幼童活動。憶及當年

奠安宮旁，有五結社區托兒所的童聲稚語，原來在四十年代，政府為
協助農忙托兒成立社區托兒所，但因空間設備有限，於是就利用廟埕
活動。1998年利澤、2005年五結園區落成，成立五結鄉立托兒所， 
2012 年改制為五結鄉立幼兒園。獨立式的庭園建築，擁有多元的教
保設備、體能遊樂器材，提供幼兒學習和活動空間。簡松樹鄉長秉持
營造優質學習環境的理念，由張婕穎園長和一群優秀的教師規劃主題
單元教學，以多元、全方位的活動啟發幼兒潛能，讓孩子們在學習中
快樂成長。

【許孩子一個未來ㄧ優等獎的鄉立幼兒園】

農曆一月初一 春節 

宜 求醫、破屋、壞垣

★【正四廢】凶日，除：祭祀、破屋壞垣、解除、
掃舍宇外，餘事勿取！

星期一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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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社區長壽俱樂部，向國有財產局借用 1200 ㎡閒置空地，

種植樹木、草坪開闢槌球場，推廣槌球運動。長青隊員約 30人在歷
任主委林茂桂、林炳焜、陳珮綦推動之下，球藝精進屢獲佳績。尤其
2002 年參加第一屆WGU( 世界槌球總會 ) 會長盃中日槌球錦標賽，
教練林詩舜、隊長林茂樑率隊員周濫柏、林明德、許文柱、紀順隆、
李日照，在52支球隊中過關斬將，勇奪第一名，捧回最高榮譽獎盃。
在運動中強健身心，部分隊員至今仍充滿活力，時時關心社區事務。
現任主委陳林煌，將繼續推展活動、延續光輝的歷史。

【成績輝煌的社區槌球隊】

農曆一月初二 春節

宜 祭祀、齋醮、沐浴、生墳、除服、成服、
破土、安葬、合木

★【正四廢】凶日，除：祭祀、破屋壞垣、解除、
掃舍宇外，餘事勿取！

星期二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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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來到蘭陽平原，起初在毫無遮蔽的田野墾殖，由於盜匪、野

獸出沒，夏天颱風侵襲，秋冬東北季風強勁，為了安身立命，於是在
低矮的房舍四周種植竹子，形成一處處由竹叢圍繞的農舍，這就是傳
統的竹圍景觀，也是先民們因應宜蘭風土所展現的智慧。房舍四周視
不同方位而種植不同種類的竹子，竹子韌性佳又密實，確實為農家發
揮了防護作用。社區中的竹圍隨著房屋建材老化而改建，或開發集合
住宅砍除竹子，傳統的竹圍景觀已漸漸消失，目前僅存駱宅、陳宅、
許宅少數幾處，仍有較完整的竹圍農舍。

【消失中的竹圍】

農曆一月初三 春節

宜 祭祀、塞穴、結網、破土、謝土、安葬、
除服、成服

★日值【受死】凶神，吉少凶多，除：畋獵、捕捉、
及喪葬事宜外，吉事勿取！

星期三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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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會，是民間信仰中最重要的祭典活動。社區的奠安宮，每年農

曆二月二日土地公誕辰，廟會活動熱鬧非凡。早年，都會專程遠赴北
港、關渡迎請媽祖神尊，共同出巡遶境。近年則改為縣內南方澳、羅
東媽祖及各大廟宇主神參與，廟會包括祝壽祭典、誦經祈福、神明出
巡遶境、陣頭表演、過火、演戲酬神等。其中神明出巡遶境是廟會活
動的重頭戲，具有巡察賜福的意義。出巡的神尪、官將首、藝陣、獅
陣、神轎陣隊伍所到之處，信徒擺設香案、牲禮祭拜，焚燒紙錢、鞭
炮聲此起彼落，並和神轎換香，插於家中神明爐，祈求風調雨順、闔
家平安。

【鬧熱滾滾的二月二廟會】

農曆一月初四 春節

宜

忌

祭祀、沐浴、理髮、作灶、結網、栽種

嫁娶、安葬、牧養、伐木、作樑、開市、
納畜、畜稠

星期四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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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七月十五日是相當重要的民俗節日，佛教稱為盂蘭盆會，道

教稱為中元節。相傳七月是鬼月，初一地府大門開啟，無主孤魂從陰
間到陽間接受供養，直到卅日關閉地府大門。無論政府機關、公司行
號、社區住宅、神壇廟宇，都會擇日舉辦祭祀活動，以慰眾家好兄弟。
普渡又分為公普和私普，各家戶自行擇日祭拜的叫私普，公普則由各
寺廟擇日共祭。寺廟會豎立一枝燈篙，邀集各地孤魂來享用祭品。奠
安宮每年會在中元節邀請社區民眾參與公普，部分民眾亦會自備供品
讚普，共同布施陰間好兄弟，祈求平安順興。

【慶讚中元七月普渡】

農曆一月初五 春節

宜

忌

嫁娶、祭祀、開光、祈福、求嗣、出行、開
市、交易、立券、動土、納財、掘井、會友

入宅、安葬、伐木、作樑、納畜、畜稠、作
灶

星期五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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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距今180年前 ( 清道光年間 )，由中福庄鄉紳張俶南先生發起，召
集鄉民 46人籌資興建，奉祀福德正神，取名福德祠。因屯墾有成、
住民增加，開基之廟宇顯得狹隘，於清同治年間另覓現址，由五結、
國民、中福三庄頭之地方人士，協力興建比較寬敞之廟宇，增加奉祀
天上聖母、三官大帝、五穀先帝、協天大帝、古公三王等神尊，並更
名為福德廟，之後再更名為奠安宮。歷經 1966 年及 2009 年二度重
建，已經成為社區居民的信仰中心和活動場所。

【民間信仰中心ㄧ五結奠安宮】

農曆一月初六

宜

忌

祭祀、祈福、求嗣、納畜、啟鑽、謝土、
除服、成服

栽種、開光、出行、針灸、嫁娶、入宅、
動土、破土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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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民間常說「田頭、田尾土地公」，土地公即是土地的守護神。一
般寺廟供奉的土地公神尊，或坐太師椅或持杖站立，奠安宮的福德正
神神尊，則是全省唯一坐降豺獸的造型。依照主委林炳焜的說明，乃
因先賢認為豺獸兇猛狡猾更甚於虎豹，將神像雕刻為坐降豺獸，右手
捧金元寶，意味著土地公神威既能坐降豺獸、定能保佑四方信眾，也
能夠坐享財壽、財源廣進之意。

【坐豺掌財土地公】

農曆一月初七

宜

忌

開光、解除、伐木、豎柱、上樑、交易、
立券、納畜、安葬

入宅、出行、移徙、祭祀、嫁娶、動土、
破土、作灶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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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安宮歷經 5年重建，2009 年成為璀璨莊嚴、具有宗教藝術氣

息的廟宇，提供社區居民活動、休憩的重要場所。依照傳統習俗於
2013 年 11月 22日起三天辦理慶成福醮大典，活動內容包括：1. 全
體委員及執事人員齋戒茹素 6天；2. 神明陣頭遶境社區活動；3. 祈
天護國誦經法會；4. 普渡眾生法會，由爐主陳重文、副爐主何昱陞、
簡金壽三人領銜，率全體信眾共同敬獻神豬50頭、供品500桌；5.普
渡祭拜後提供白米、食用油捐贈弱勢團體；6. 社區聯歡晚會、歡樂卡
拉OK、酬神歌仔戲。難得的建醮活動，結合社區發揮教化功能，善
盡社會公益責任。

【一生難逢的建醮活動】

農曆一月初八

宜

忌

祭祀、祈福、求嗣、開光、嫁娶、出行、解除、
伐木、拆卸、認養、安床、動土、起基、上樑、
栽種、納畜、破土、謝土、啟鑽、安葬

移徙、入宅、出火、作灶、掘井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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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奠安宮透過參加國際福德文化節，聯絡兩岸及東南亞華人情誼。
2012 年 11 月，主辦第五屆國際福德文化節，為充分發揚福德文化
精神，辦理一系列的活動，獲得海內外宮廟的讚賞與肯定。2013 年
5月受邀參加馬來西亞古晉之大伯公節，2013 年 9月赴廈門參加第
六屆國際福德文化節，2014 年 9月赴馬來西亞檳城參加第七屆國際
福德文化節。透過國際交流，充分感受到華人社會對土地公信仰的虔
誠和堅持。尤其第七屆隨團出使馬來西亞的掌財土地公神尊，留駐檳
城寶福社 ( 福德祠 ) 供信眾參香膜拜，達成國際福德文化聯誼交流目
的。

【發揚福德文化的活動】

農曆一月初九

宜

忌

冠笄、安床、會友、安機、祭祀、祈福、
求嗣、經絡

嫁娶、開市、動土、作灶、安葬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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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為營造健康友善的社區環境，奠安宮在主委林炳焜的策劃之下，
結合社會資源於 2014 年 3月開辦長青食堂，成為宜蘭縣第一座自辦
長青食堂的廟宇，縣長林聰賢親臨主持開辦記者會，向社會大眾廣為
宣傳。餐飲志工無私的的奉獻，每週 5天烹調五菜一湯一水果的營養
午餐，40 餘位年長者在廟內餐廳共進午餐，每月辦理慶生會，共唱
生日快樂歌，宛如溫馨和樂的大家庭，讓社區年長者感受幸福滋味。
奠安宮發揚仁民愛物的福德精神，長青食堂將永續關懷，為年長者傳
遞著快樂與幸福。

【照顧老人的營養午餐】

農曆一月初十

宜

忌

作灶、解除

祭祀、祈福、安葬、安門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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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五結長老教會，本著耶穌的愛鄰精神，於 1953年設立。據耆老蔡
順龍的回憶，教會在潘執事的經營之下，辦理各項活動熱鬧滾滾，也
協助發放美援物資，關懷社區弱勢。執事離開後五結教會沉寂多年，
直到 2000 年，從貝里斯宣教返台的陳伯杰夫婦返鄉服務，積極聯結
社福機構資源，陸續成立弱勢家庭課後陪讀班、急難家庭救助、食物
銀行物資發放、獨居老人送餐服務等，深獲社區認同。2014 年起實
施五結心靈家園計畫，推動社區照顧關懷站，服務老人、身心障礙、
弱勢族群，讓社區充滿溫暖人情味。教會年久失修，陳伯杰規劃重建
藍圖，盼早日募款重建後，服務更多
社區居民。

【落實社區關懷ㄧ五結長老教會】

農曆一月十一

宜

忌

嫁娶、祭祀、冠笄、置產

經絡、探病、蓋屋、作灶、動土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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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五結大排水溝流經社區的中心，建有五結橋以溝通南北兩岸，一
般稱之為黑水港。耆老黃銀河回憶：早期先民到此墾殖，利用鴨母船
載運稻穀至碾米廠，河水清澈魚蝦滿滿，孩童在岸邊戲水，是生活中
重要的一環。日治時期，在五結庄的四結地區建設紙廠，將黑色廢水
放流五結大排水溝，是為黑水港名稱的由來。隨著時代變遷、環保意
識抬頭，黑水港已經不再發黑。2009 年，爭取營建署、縣政府補助
經費，採用生態工法整治兩側堤岸，配合鄉村河濱公園、自行車道的
闢建，提供社區居民美麗的活動空間。

【社區中心的大排ㄧ黑水港】

農曆一月十二 雨水

宜

忌

納采、嫁娶、祭祀、祈福、出行、修造、
動土、移徙、安葬、破土

開市、入宅、齋醮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20
星期六

五結鄉有一個夢想，那就是要種出全台灣甚至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米，如今這個夢想，已在這塊土地慢慢地實現。日本越光米是高品質
稻米的代表，五結鄉農會將所生產的越光米命名為「夢田越光米」，
整粒米晶瑩剔透，口感及Q度比一般米來的高，放冷後非常適合壽司
及日式料理。夢田越光米推出訂婚禮盒及一般禮盒包裝，連續多年入
選農委會台灣農漁百大精品，更榮獲台灣百大觀光特產及宜蘭縣 10
大伴手禮，將本鄉主要稻米產業推向國際舞台。其餘品種的五農米，
名列十大經典好米，台稉 8 號榮獲 2014 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冠軍。

【夢田出好米ㄧ五農米】

農曆一月十三

宜 祭祀、沐浴、解除、理髮、掃舍、破屋、
壞垣

★日值【月破大耗】最為不吉之凶神，除：破屋壞垣、
求醫治病外，宜事少取！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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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冬季東北季風多雨，導致經濟農作物番茄，容易罹患病蟲害
而造成損害。社區監事張清海的公子張家騰是青年農夫，15 年前在
農改場和農會輔導之下，搭設溫室投入農業的經營。溫室栽培的優
點，在於克服風雨的侵害，番茄果實充分紅熟後才採收上市，果實糖
度會比露地栽培高。目前有 2分地的溫室農園，栽培玉女小番茄、優
美大番茄，採取友善農牧方式管理，在 2月至 5月盛產期，可採收
高品質番茄 1萬台斤以上。夏季則栽培美濃香瓜，9月以後採收，實
施輪作讓蔬果品質更優良。

【五結特產ㄧ豐華溫室栽培番茄】

農曆一月十四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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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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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結路的明光糕餅舖，早年多以漢餅為主，後來漢餅市場式微，

轉以製作花生糖為主。阿柱師投入花生糖研發，係因 1886 年其祖先
由唐山遷台，便從事花生糖製作，傳承先祖純手工、嚴謹的理念，製
作出各式的產品。阿柱師研發出的花生糖，軟硬適中和不黏牙的口
感，保持數十年的水準不變。現在的掌門人林金福說，這是阿柱師這
位嚴父拿著小竹條訓練了三年磨練出來的，得到老父的真傳，材料選
擇或是製作的技法上，都是依父親生前所留的方法，從未改變。下一
代，人稱林土豆的兒子，已經學藝多年，阿柱師的花生糖將在五結繼
續傳承下去。

【五結百年老店ㄧ明光阿柱師花生糖】

農曆一月十五

宜 塞穴、結網、取漁、畋獵

★日值【受死】凶神，吉少凶多，除：畋獵、捕捉、
及喪葬事宜外，吉事勿取！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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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950年代的五結市場，一處不起眼的菜攤，當時生意並不突出，
主人是刻苦勤儉的阿杏嬤，她不捨那些即將退去鮮豔外表的蔬菜，於
是用如魔法般的雙手，製作出一道道方便菜來販售。某日午後，她向
屠宰場要來一箱去肉的鴨骨頭，放入了滷鍋，原想說要增添醬汁的風
味，竟造就了那飄香的鴨骨滷味。如今五結市場消失了，鴨喜露依然
屹立於五結街頭。阿杏嬤數十年如一日監督那鍋爐火，待香氣滿溢之
時，佐以燻煙，方可送至宜蘭縣內各店，讓這份香氣不僅聚集於我們
五結，更在宜蘭各處持續飄香。

【五結飄香名店ㄧ鴨喜露】

農曆一月十六

宜

忌

納采、祭祀、祈福、出行、會友、修造、
動土、移徙、入宅

嫁娶、開市、安葬、破土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24
星期三

公司創辦人陳德旺董事長 1973 年設立，為日本良塚公司之零件
加工。1985 年採取技術合作，生產高精度、高效能之粉末成形機，
擴增廠房設備，聘雇日籍資深技術人員，並自行研發大型粉末成形機
成功打入市場。1991年創辦人不幸逝世，由林素珍女士繼任董事長，
林董事長接掌公司營運重任，執行顯得更細膩，引進技術及培訓人
才，積極研究開發，現已是業界中之翹楚，產品行銷世界各國。林董
事長關心家鄉公益與弱勢關懷，如聖母醫院、聖嘉民中心、家扶中心
皆不吝於回饋，尤其親近社區，支持奠安宮開辦長青食堂，照顧老人
營養午餐，其愛心更讓人感動。

【回饋鄉里的台灣良塚精密工業】

農曆一月十七

宜

忌

納采、嫁娶、祭祀、祈福、出行、開市、
會友、動土、破土、啟鑽

移徙、入宅、出火、安門、安葬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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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早年鄉間的竹屋、茅草屋隨著歲月而消失，老師傅的手藝無人傳
承而佚失。社區的何昱陞理事有敏捷的頭腦、靈巧的雙手，運用竹材、
木材、藤皮、茅草搭建起一座座竹屋、穀倉、涼亭、瞭望台，在森林
公園、綠色博覽會、農展會場大放異彩。從裝潢師傅、搭竹鷹架，因
緣際會之下對竹屋產生興趣，因掌握竹材的特性、綁紮的技巧成為箇
中翹楚。讓他自豪的是某電影公司要製作兩艘大竹筏，眾人皆肯定他
的技巧而推薦承包。燒烤大竹管彎起 30度角的技術困難，不慎就爆
裂損毀，難倒了竹鄉的老師傅，但他研究訣竅後親自加工，結果克服
困難成功辦到了。苦心研究保留傳統
特色、創新工藝技巧，堪稱為竹
屋達人。

【傳統竹屋搭建達人】

農曆一月十八

宜

忌

祭祀、祈福、求嗣、齋醮、除服、成服、
安葬、啟鑽

嫁娶、動土、開光、蓋屋、破土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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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社區每年中秋節或歲末，都結合奠安宮辦理居民聯歡晚會，2014
年 12月 25日起一連三天，奠安宮依照習俗於重建落成建醮後1年，
辦理圓醮活動，以示重建廟宇功德圓滿。社區積極策劃辦理文化晚
會活動，邀請社區居民擔綱演出：土風舞隊熱舞、弦樂雙重奏、口琴
獨奏、婦女合唱團、說唱劇組表演、幼兒勁歌熱舞等精彩節目，穿插
盛大的摸彩活動。社區居民透過活動展演各項才藝，雖然天氣濕冷，
到場的觀眾都給予熱情鼓勵，不同以往的晚會方式，達到聯繫居民情
感、凝聚社區意識的目的。

【社區文化晚會活動】

農曆一月十九

宜

忌

納采、會友、豎柱、上樑、立券、安葬、
啟鑽

祭祀、移徙、入宅、動土、破土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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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五結社區為促進老人福利、提倡育樂活動，維護老人身心健康，
以期安度愉快人生、享樂晚年，成立了長壽俱樂部，歷任會長林茂成、
張贊昰、吳賜雄，現任會長李有義均努力推展會務、爭取經費，每年
辦理兩次旅遊及重陽敬老活動，不定時辦理健康講座，鼓勵銀髮族注
重養生，參與樂齡學習課程，透過活動擴展生活領域，增加老人彼此
的關懷，不再孤獨的守在家中。平日，奠安宮是老人聚會、泡茶聊天、
以棋會友的好地方，彼此談天說地、說古道今，和樂融融的氣氛，引
領著老人活得更健康、更快樂，也更有智慧。

【社區長壽俱樂部】

農曆一月廿十

宜

忌

祭祀、祈福、齋醮、出行、開市、立券、
動土、移徙、入宅、破土、安葬

開光、嫁娶、作灶、掘井、納畜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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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咱的先人200 年前來五結開墾、建立家園，隨著時間的更迭，生
活環境不斷的改變。為了解五結社區的變遷，逐步蒐集和保存老照
片，也拍攝現代的五結，作為明日的歷史資料。俗語說：飲水要思源，
社區的自然生態、產業活動、文化藝術、人才資源與地理景觀，都值
得咱們一起來探索。在宜蘭社區大學的指導之下，2014 年 11 月，
於奠安宮廟埕展示初步的成果，讓居民一起關懷社區。五結國小低年
級師生也到場參觀，現場實施鄉土教學，加深對社區的了解。

【飲水思源話五結ㄧ老照片、新風情】

農曆一月廿一 和平紀念日

宜

忌

會友、求嗣、理髮、冠笄、結網、捕捉、
開光、理髮

開市、動土、安葬、破土

2月
2016 民國 105 年 

歲次 年【生肖屬 】

五結社區宜蘭縣五結鄉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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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的家園、美麗的社區，是我們追求的生活目標。政府多年來

的環保教育，已經達到一定的成效，不管是家戶環境清潔、資源回收、
垃圾減量，大多數居民能夠身體力行，為美麗的家園而努力。社區理
事會為了維護成果，也提醒居民莫忘初衷，配合鄉公所清潔隊辦理家
戶清潔及資源回收再利用宣導活動，協助社區整理髒亂死角、鼓勵蒐
集資源回收物兌換實用贈品，以化腐朽為神奇的觀念，真正落實「清
淨咱ㄟ家園，環保咱ㄟ五結」。

【清淨咱ㄟ家園ㄧ社區環保活動】

農曆一月廿二

宜

忌

祭祀

嫁娶、祈福、掘井、安葬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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