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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新東社區涵蓋整個宜蘭市新東里，地理位置在宜蘭後火車
站鐵路以東、女中路以西、校舍路以北與東港路以南的區域。由
原東村里一分為二，再劃入原新興里鐵路以東的部份，重新調整
行政區域，合併成新東里。面積 0.23 平方公里，現有住戶 1413
戶，人口總數 3975 人。擁有醫療照護、教育學習、交通運輸、
文化信仰、餐飲旅宿五大資源與優勢，社區的進步繁榮指日可待。         
( 資料提供 / 賴阿瑞、游阿絹、林鳳嬌、陳穎瑩、蘇璦佳、吳麗秋、 廖翊筑、蔡宗軒 )

農曆八月十二日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出行 沐浴 交易 掃舍 

教牛馬

●忌／動土 作灶 行喪 安葬 修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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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社區福德廟周邊一帶，清代屬民壯圍堡壯三庄，1940 年劃
歸宜蘭市。壯三聚落位於聚落內福德廟週邊，拓墾亦是以此廟為
起點，據廟內的沿革記載，嘉慶年間吳沙公下屬墾頭林明盞帶領
84 位先民，從壯三一路開墾至壯七，並從唐山揹來土地公與土
地婆神像，開墾完成後就在壯三庄城仔底建土地公廟 ( 正式名稱
壯三福德祠 )，之後，這些先民與其後代繼續在壯三至壯七各民
壯圍堡墾殖，而城仔底就是民壯城另一稱呼。現在社區內狹弄窄
巷，依稀可看出當時聚落的密集，先民團結守護家園，生死與共。      
( 資料提供 / 岩忠永 )

農曆八月十三日
●宜／出行 解除 納采 冠笄 雕刻 修造 動土 

起基 上梁 合脊 安床 移徙 入宅 開市 
栽種 開厠

●忌／造廟 安門 行喪 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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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布帆店仔」是新東社區另一個舊地名，約在現今陽明三路
一帶，早年有居民開設染布工廠，從事染布曬布工作。當時如有
外來客問路，此「布帆店仔」便作為街景的指標方向；當時染色
整布需用到「石公」和「石母」兩顆大石頭，其功用類似現今的
熨斗，現只存一顆在老店家門口，另一顆早已不知去向。另一說
法，是早年原先有兩間開在對面 仔店，因販賣黑松、青松汽水
飲料，廠商為做廣告，免費幫店家做帆布遮雨棚，因為非常醒目，
居民皆改稱 仔店為「布帆店仔」，久而久之便成地方的代名詞。
(資料提供 / 岩忠永 )

農曆八月十四日
●宜／開光 塑繪 出行 解除 冠笄 裁衣 挂匾 

作灶 開市 開池 開厠 補垣 塞穴

●忌／行喪 祭祀 祈福 納畜 牧養 破土 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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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宜蘭市新東里 ( 原舊東村里及新興里 ) 於 2015 年 3 月經行
政區域劃分，不久後熱心社區事務的居民開始召募會員，於 8
月 9 日，舉行新東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大會，會員共有 172 人，
首任理事長潘富明先生，常務監事潘建都先生。12 月 12 日，
在福德廟長青會館舉行社區發展協會正式掛牌活動，除了感謝黎
明國小弄獅隊及社區排舞社團的表演外，也期望這個有 200 多
年歷史的老社區，能夠發揮舊
空間活化、舊思維突破，讓居
民有不同的生活環境品質。                         
( 資料提供 / 潘富明、包惠芳 ) 農曆八月十五日 中秋節

●宜／祭祀 祈福 修飾垣墻 平治道塗 入殮 
移柩

●忌／嫁娶 入宅 上梁 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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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於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中，經與會會員以公平、公正的
方式進行舉手表決。最後由吳文仁理事設計的圖騰獲得最高票，
獲選錄用為協會的圖騰。設計理念為「新」的一天由旭日「東」
昇開始，14道光芒代表里內 14個鄰照耀社區，「壯」碩太陽曬
亮「三」匹染布，意表社區舊地名─「壯三民壯城」與「布帆店
仔」，兩株稻穗代表豐收，也說明社區由農業社會逐漸轉型為工
商社會。特別介紹吳理事於社區內、自家門前，經營一家巷子內
的美味小吃─品客牛肉麵，店內招牌牛肉麵與莎韻燻蛋等美食，
征服無數饕客的胃口，歡迎大家來賞味。(資料提供 / 吳文仁 )

農曆八月十六日
●宜／祭祀 會親友 納采 嫁娶 開光 塑繪 齋

醮 安香 開市 立券 除服 成服 入殮 
移柩 安葬 赴任 進人口 出行 裁衣 修
造 動土 上梁 經絡 交易

●忌／入宅 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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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開蘭先賢「吳沙」老大，於 1796（嘉慶元）年率領先民開
墾蘭陽，至 1802（嘉慶 7）年始進駐「五圍」（今宜蘭市）。爾
後由墾頭林明盞率二十四姓八十餘人續向五圍東邊拓墾，不過數
年竟闢有了「民壯城」壯三（今新東里）、壯四、壯五、壯六、
壯七等計有八百多甲。先民在最先落腳之地「民壯城」內建福德
祠，以祈求居民平安。由此推斷最初建祠應在西元 1802 － 1810
（嘉慶７至１５）年間，迄今近二百多年，應是縣內建廟最早的
土地公廟。與一般廟宇不同的是，祠內供奉的先賢祿位，詳載開
基鄉勇的名諱，供後代子孫奉祀憑弔。(資料提供/縣史館、楊謦鍵、岩忠永)

農曆八月十七日
●宜／祭祀 冠笄 會親友 拆卸 起基 除服 成

服 移柩 啓鑽 安葬 沐浴 捕捉 開光 
塑繪

●忌／作灶 祭祀 入宅 嫁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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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主祀靈寶天尊俗稱通天教主又稱老師公，為本縣唯一通天教
主廟，而「三聖宮」之名，即指本宮乃由靈寶天尊、謝府元帥與
五顯大帝三位神明顯靈護佑。現今廟廈敕建成一樓活動中心、二
樓神尊大殿，廟貌莊嚴堂皇，氣宇非凡，於 2000 年 1 月 3日舉
行神尊晉座暨祈安慶成大典，熱鬧空前。本宮也是鄉里內本地歌

仔的起源與傳承要地，社區三
位歌仔戲薪傳獎得主在此發跡
成名，也都擔任過管理委員會
的主委、委員與廟祝；壯三新
涼樂團現仍使用活動中心做排
演教戲。(資料提供 / 三聖宮 )

農曆八月十八日
●宜／祭祀 沐浴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移徙 入宅 出行 栽種



8
星期日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本社區有 3位歌仔戲藝師，獲頒薪傳獎，這是對藝師們最大
的肯定，也是社區極大的光榮！ 3位皆屬「壯三班」( 壯三新涼
樂團前身 ) 成員，先後與黃茂琳 ( 老婆琳 )、陸登科學戲。葉讚生
於 1985 年獲首屆薪傳獎，擅長拈扇花，扮「生」，日治時期禁
樂時，攏絡當時壯四派出所壯丁團的葉團長，使壯三團仍得以演
出。陳旺欉於 1989 年獲獎，擁有「本地歌仔守護神」的美名，
擅扮「旦」，曾因失去左眼，暫別舞台，在舅父葉讚生慨贈義眼，
才又重新登上舞台，從此甥舅一生一旦，默契十足的演出，聲名
遠播。林爐香於 1994 年獲獎，擅扮「丑」，在 1996 年與陳旺
欉隨蘭陽戲劇團至美國紐約與哥斯大黎加表演，這是本地歌仔第
一次躍上國際舞台。大圖中，中坐者為葉讚生，左為陳旺欉，右
是林爐香。

照片提供／劉振祥

照片提供／劉振祥 照片提供／劉振祥 農曆八月十九日 寒露
●宜／祭祀 沐浴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嫁娶 入宅 上梁 出行 安葬



9
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壯三新涼樂團」之前身是「壯三本地歌仔班」，於 1937
年 9 月由黃茂琳在壯三老師公廟─三聖宮，開館授徒而成立。壯
三新涼樂團是以本地歌仔的形式演出，充分表現出最古老的戲曲
風味，也反應了台灣民間小戲的生動活潑與農業社會民間的生活
風采，當時宜蘭的開墾者在門埕前、廟門口、大樹腳聚眾談唱起
故鄉的歌謠小曲，這就是歌仔戲最原始的「落地掃」、「土腳趖」
的演出型態。 2007、2008、2010 年宜蘭縣登錄為指定文化資
產傳統藝術之「本地歌仔」保存團體。2012 年文化部登錄為國家
重要文化資產保存團體。(資料提供 / 壯三新涼樂團、陳志忠 )

農曆八月二十日
●宜／祭祀 求嗣 冠笄 進人口 會親友 安門 

安床 經絡 納財 牧養 畋獵 放水 割蜜

●忌／祈福 齋醮 納采 訂盟 嫁娶 入宅 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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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長春藤幼兒園」成立於1981年，前身為私立蘭欣托兒所，
雖僅有 35 年時間，但對社區內許多七年級生世代之後民眾，卻
有段快樂童年回憶，園內以 2歲至 6歲的學齡前幼童為主要招收
對象。園區總面積達 530 坪，提供優質完善的設備，讓幼童在多
元的學習環境中快樂茁壯，戶外除一般遊戲區外，另設有兒童攀
岩牆、沙坑和生態探索區；室內設施有積木館、體能舞蹈教室、
兒童閱覽室及多功能教室，全體教職員工秉持著「全心呵護您的
傳家寶」的理念，陪伴許多蘭陽囝仔走過快樂的童年時光，並與
孩子們共同成長。(資料提供 / 長春藤幼兒園 )

農曆八月二十一日 雙十節
●宜／嫁娶 納采 訂盟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

匾 祭祀 祈福 開光 造車器 挂匾 出行 
入宅 移徙 安床 安門 拆卸 修造 動土 
栽種 安葬 破土 啓鑽 除服 成服 入殮 
立碑

●忌／探病 納畜 伐木 起基 作梁 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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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黎明國小國樂團成立目的是希望能從小扎根，散播藝術的種
子，秉持學音樂的孩子不會學壞，在多方人士大力支持下於 2001
年正式成立。成立至今，參與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屢屢獲得國
樂合奏及絲竹樂合奏優等的殊榮，每年皆在文化局演藝廳舉辦成
果發表會，獻給所有的家長與所有幫助過黎明國樂團的貴人。黎
明國樂團除了在校內及演藝廳演出外，也接受各界如童玩節、大
型活動邀約演出。(資料提供 / 黎明國小、王乃玄 )

農曆八月二十二日
●宜／祭祀 冠笄 移徙 會親友 納財 理髮 捕

捉

●忌／嫁娶 開市 開池 開厠 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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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學校座落於宜蘭市新東社區，創立於 1969 年，為宜蘭市配
合九年國教之第 3所國中，成立至今已有 47 年之歷史。校舍整
潔美觀、美侖美奐，已成為東區學子學習之樂土。目前有三十六
班，全校學生 1226 人，教職員 75人。現任校長林志全先生，秉
持「帶好每一位學生」的教育理念，並有效結合社區各項資源，
持續拓展學校特色與課程行動方案。承蒙地方人士熱心支持，以
及全校師生之通力合作，無論校務之推行或校外之競賽，均能全
力以赴，爭取優秀成績。(資料提供 / 中華國中 )

農曆八月二十三日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開光 出行 嫁娶 

求醫 治病 動土 破土 入學 起基 掃舍 
竪柱 上梁 開倉 出貨財 置產 栽種 牧
養 開生墳 謝土 立碑

●忌／安門 安床 裁衣 入宅 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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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郭清波先生出生於嘉義新港，正是傳統剪黏聚集地區，長大
後跟隨叔父學習交趾陶技藝。他曾經代表臺灣參加萬國博覽會，
被視為東洋國寶，贏得「臺灣絕技」的美譽。郭清波是全省知名
的廟宇建築師、剪黏古蹟文物的維修師，全省多所廟宇都出自他
的巧手。從郭清波先生的作品，看得出他在交趾陶技藝上非常的
講究，不但精益求精還不斷的推陳出新，就是這樣的態度和精神，
造就他的作品讓人感到溫暖和充滿在地人文風情。特別感謝郭老
師和他的團隊，全力協助社區首件街角綠美化作品，使社區環境
美輪美奐，更增添藝術氣息。(資料提供 / 郭清波、潘富明 )

農曆八月二十四日
●宜／嫁娶 裁衣 冠笄 合帳 祭祀 出行 安床 

移徙 塞穴 入殮 破土 移柩 安葬

●忌／開市 出行 栽種 置産 詞訟 安門 掘井 
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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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這裡原本是一處廢棄的豬舍，2015 年 8 月一群熱情參與社
區營造的夥伴，徹底改變了此處景觀，讓陰暗的髒亂街角變得綠
意盎然與美麗精采。在簡楊同老師、郭清波老師的指導及社區居
民的協力製作下，讓這個街角不但擁有長者的回憶、鄉親的情感，
更有在地的人文氣息。歷經了 3個多月，終於在 11月 14 日完成
綠美化並舉行成果展，不但眾多的鄉親及貴賓參與，而且從平面
到電子媒體皆有報導，辦得非常成功；萬事起頭難，辛苦付出終
究會得到讚賞。(資料提供 / 潘富明、包惠芳 )

農曆八月二十五日
●宜／祭祀 造車器 出行 修造 上梁 蓋屋 安

門 安床 造畜稠 教牛馬

●忌／出貨財 開倉 動土 破土 安葬 行喪 伐
木 開渠 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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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早期台灣農業社會生活中飯籬、炊 ( 蒸 ) 底仔、發粿笞仔、
粿圍仔、雞籠仔、八角扇、烘爐扇等幾乎是日常生活的必備品，
用途非常廣泛。1950 － 1960 年代的新東社區居民常利用農
暇時編製竹編 ( 篾路 ) 貼補家用。竹編是台灣傳統的手工藝，
同時也是過去農業時代的智慧結晶，但現在從事傳統竹編的人
越來越少，隨著經濟快速發展，這些竹製品已在生活中逐漸消
失。社區內有對 80 高齡老夫妻─林燈儀與林蕭玉蝦，是竹編達
人，年輕時就是以這項手藝賺錢養活全家，現在已是子孫滿堂。                         
( 資料提供 / 林燈儀、林蕭玉蝦、林雪 )

農曆八月二十六日
●宜／祭祀 開光 出行 解除 伐木 作梁 出火 

拆卸 入宅 移徙 安床 修造 造畜稠 掃
舍

●忌／造廟 嫁娶 掘井 栽種 造橋 作灶 動土



16
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萬春歌劇團」前身「小雅歌劇團」創於 1956 年，團址即
設在城仔底朝鋒餅舖的停車場處，創辦人是李金棗，劇團別名「愛
哭棗歌仔戲團」；劇團大部分在戲院表演，即所謂的「內台」；
楊麗花也曾經是團內班底，藝名叫「王阿樂」。1963 年從客人班
「萬春歌劇團」負責人「余曾寶雲」手中買斷，負責人改為李金
棗的兒子李炎坤，只要福德廟有廟會，都會請他們來表演，老一
輩的民眾都曾看過他們精湛的演出。之後因為承受不起班底的負
擔，於1994年完全收起來。李炎坤的夫人林桂芳為本社區民眾，
曾是劇團當家花旦。(資料提供 / 林桂芳、陳繡鶯 )

農曆八月二十七日
●宜／納采 訂盟 開市 交易 立券 會親友 納

畜 牧養 問名 移徙 解除 開厠 入學 
起基 安床 開倉 出貨財 安葬 啓鑽 入
殮 除服 成服

●忌／入宅 上梁 齋醮 出火 謝土



17
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守望相助隊成立於 2007 年，經過 5個月籌劃與任務訓練，
於同年12月 1日正式執勤，擔任社區夜間巡守，維護居家安全，
迄今邁入第九年，績效斐然，曾連續 3年獲縣警局評比績優，獲
評全縣守望相助隊特優第一名。本隊成立之初，為了社區長治久
安，參考其他社區作法，訂定隊員守則確立制度，以利大隊長遠
發展，其中最值得大家津津樂道是恪守「值勤絕不喝酒」，以確
保正常值勤。

守望相助隊是社區最珍貴的人力資源，全力支援社區活動，
希望有志青年能多認識與參加守望相助，後繼有人，方能薪火相
傳。(資料提供 / 林武城、林中行 ) 農曆八月二十八日

●宜／祭祀 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忌／嫁娶 開市



18
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維護社區環境整潔，讓鄉親及長輩，有一個相互交流的平台，
一同關心社區事務，隊員年齡從 18歲至 87 歲都有。他們很熱心
也很窩心，共同為社區付出，參加志工隊不但能自我肯定，也能
得到他人的認同。環保志工隊每月固定出勤兩次，對社區街道與
髒亂點，進行打掃與整理，使社區環境煥然一新，並獲得鄉親們
的肯定，隊員也不斷增加，人人都想回饋為社區服務，這是一股
社區正能量，讓社區居住品質不斷提升，鄉親互動也更加熱絡，
大家互相認識、關心、付出，使社區成為一個友善的社區，長者
宜居樂活的社區。(資料提供 / 潘富明、包惠芳 )

農曆八月二十九日
●宜／捕捉 畋獵 餘事勿取

●忌／開市 交易 祭祀 入宅 安葬



19
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新東歌唱會成立 16 年，前身是東村歌唱會，因為行政區域
重新劃分，改為新東東村聯合歌唱會，分成二班，一班在三聖
宮，另一班在福德廟新東社區活動中心。每週一至週日天天可以
歡唱，目前有近百位會員，陣容龐大，實力堅強，經常在縣內歌
唱比賽都有看見會友的身影，而且成績斐然。歌唱會每年舉辦一
次自強活動、四季聯誼、歲末聯歡，每週日辦理歌唱教學，提升
會友歌唱技巧，從而快樂學習成長，偶爾前往長照中心、老人
院，陪伴身心障礙者、老人唱歌，傳播歡笑傳播愛，意義非凡。               
( 資料提供 / 林武城 )

農曆八月三十日
●宜／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開光 安香 出火 造廟 移徙 出行 入宅 
造廟 起基 竪柱 上梁 安床 納畜 捕捉 
納婿 安葬

●忌／開市 破土 掘井 合壽木



20
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1797（嘉慶２）年為酬謝當時和吳沙開墾的鄉勇、民壯，乃
致贈一埔給予鄉勇拓墾，也就是現在的新東里，已不再是鄉村部
落，蔚然成為都市型態。1994 年，校舍一路蓋起電梯華廈－巴黎
大道，目前有 143 住戶。於 1996 年校舍二路蓋起此地最高的電
梯華廈－現代生活廣場，高有12層樓，135戶住戶。因鄰近學區，
人文薈萃，住戶多有醫師、律師、建築師等。新住戶不瞭解此地，
俗稱「民壯城」，亦稱為「壯三」。(資料提供 / 李麗琍 )

農曆九月一日
●宜／祭祀 沐浴 解除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開市 嫁娶



21
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祥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成立於 2007 年，位於黎明國小旁，
是社區唯一的一家養護中心，不僅提供專業的醫療照顧，並提倡
「在地養老」為理念，以縮短環境適應期。常帶領長者走跳宜蘭
各在地文化，舉凡文化工場、宜蘭酒廠、蘭陽夜市及傳藝中心等，
皆有他們的足跡，以彌補長者早年為家庭的付出。人生就像季節
一樣，每個時序自有其美，晚年的風景也可以在這裡過得很精采 ! 
( 資料提供 / 祥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

期

農曆九月二日
●宜／訂盟 納采 會親友 交易 立券 納財 栽

種 納畜 牧養

●忌／嫁娶 開市 入宅 祈福 安葬



22
星期日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座落於宜蘭火車站後站的宜蘭轉運站，目前已成為宜蘭大眾
運輸的樞紐。乘車處在校舍路旁，下車處則在後站區的林森路旁，
有腹地廣大的停車場，包括計程車轉乘站，以及民營之寄車處及
租車店，各式服務應有盡有。站體屬於 3層樓高的建築，採台式
風格的輕量化建築。台味風的紅磚牆搭上深綠色鋼骨，無銳角的
圓弧設計，更顯出站體精巧的美感，成為往來宜蘭乘客的回憶。    
( 資料提供 / 林佳慧 )

農曆九月三日
●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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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上梁 開光 蓋屋 架馬 合壽木



23
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行政院退輔會於 1959 年 10 月 10 日正式成立「台灣橫貫公
路森林開發處」，開始從事開闢林道、林道測量施工、闢建苗圃、
樹木調查等作業。為因應世界環境資源經營之風潮，配合國家森
林永續經營、森林資源多目標利用，及維護生物多樣性政策，建
構以地景層級為規劃單元的森林生態系經營，於 1998 年 2 月再
更名為「退輔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森保處宜蘭的管理
部門，位在宜蘭市區後火車前，佔有廣大的綠地，部份已轉移給
縣府，興建宜蘭轉運站與醫療院所闢建陽大醫院，若能好好規劃，
做為公園休憩空間或市民農園耕作，將是社區居民莫大的福利。 
( 資料提供 / 趙文興、林正芳 ) 農曆九月四日 霜降

●宜／祭祀 作灶 納財 捕捉 畋獵 餘事勿取

●忌／動土 破土 開市 安葬



24
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在社區巷弄裡有間看起來不起眼的老紅磚瓦屋，只有在地人
才知道裡面藏著一間近百年歷史的碾米廠，宜蘭人管它叫做－土
壟間，是老里長林瑞隆三代經營的家族事業。進屋映入眼簾的是
一大間幾乎都由木材搭建的碾米設備與機械，旁邊還有大型舊式
馬達，隨著科技的進步，產量遠不及現代新穎的碾米設備，最後
還是面臨被淘汰的命運。土壟間裡的隔牆，還保留著古早的牛屎
壁，因歲月摧殘，早已不堪使用，才改建為紅磚牆。(資料提供/林瑞隆)

農曆九月五日
●宜／嫁娶 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出行 求醫 

治病 出火 移徙 入宅

●忌／開市 開倉 出貨財 安床 安門 安葬



25
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所謂的一條龍是指只剩大厝身的三合院，初次看到這間一條
龍老宅感覺很突兀，因為它周圍都已建造新式的高級樓房，這間
老宅就像是拒絕都更拆遷的釘子戶。屋齡近百年的老宅裡住著葉
讚生先生的媳婦葉林琴阿嬤，她老人家捨不得拆掉老宅蓋新樓房，
老房子雖然有些破舊，但住起來冬暖夏涼，很舒適，而且這裡有
她從年輕嫁過來到現在白髮蒼蒼的滿滿回憶。古樸典雅的裝潢、
古早的家具與務農器具，在老宅走一遭，像是坐了時光機穿越時
光隧道回到過去。(資料提供 / 葉林琴 )

農曆九月六日 光復節
●宜／冠笄 祭祀 沐浴 作灶 理髮 整手足甲 

掃舍 補垣 塞穴 入殮 破土 啓鑽

●忌／開光 嫁娶 會親友 栽種 針灸 安葬



26
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德合記蜜餞舖創辦人林闊嘴，約在 1910 ( 明治 43 ) 年開店
於今宜蘭市中山路昭應宮旁，日治時期曾得過「金棗糕雜貨間屋
金牌」。

一家百年老店歷經了 4代傳承、7次搬遷，也見證了宜蘭地
區的發展，從傳統的金棗糕、李子糕，到現今4、50種不同口味，
除了遵循祖傳經驗與祕方，使用生鮮高品質的水果為原料外，更
結合現代科技，使用先進的機械設備，提高產品的美味與健康，
並朝生機食品方向邁進。林樹田老頭家多年來的經營理念，第一：
東西要好吃、第二：做人要老實；穩紮穩打、保守經營，不需要
有太大野心，但從其重視消費者的口味，少糖、高纖維的健康概
念，就是蜜餞產業發展的新趨勢。(資料提供 / 德合記蜜餞舖 ) 農曆九月七日

●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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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造廟 造船 動土 破土 安葬



27
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隨著國民軍來台的榮民陳欽，擁有一手製作乾麵的好手藝，
使得他賣的乾麵，在二戰結束初期的宜蘭相當有名。不過大陸返
鄉開放後，這位榮民返回中國，一位年輕人曹豐全以六十萬元，
繼承了這項廚藝，把美味留在台灣免於失傳。陳欽生於福建汕頭，
自幼駝背，因此饕客們就將之稱為「駝背麵」，這三個字也成為
一個閃亮招牌，從老師傅至現今曹老闆已近 60年了。曹老闆說：
「老師傅個性孤僻，很少說話，學徒必須用心盯著看、跟著做，
直到他滿意為止。」店址經過 6次搬遷，最後落腳本社區，實為
社區的福氣，因為老師傅回大陸後即無音訊，曹老闆成為駝背麵
的唯一嫡傳弟子。(資料提供 / 曹豐全、林秀 )

農曆九月八日
●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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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嫁娶 動土 破土 修墳



28
星期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在東港路橋下，有一家外表古樸的理髮店，門外的窗戶邊擺
著一張長板凳。店內兩張工作椅，一架放工具的櫥櫃，一個木盒
點煙器，一支老式的吹風機，舉目所見都是四、五十年以上的老
古董，而且還能使用喔！店老闆葉秀仁年約 70，他父親在 1951
年開了此店，老一輩的都叫他父親「剃頭陽仔」，如果還在的話，
今年已經是 101 歲了。老板 14歲開始和父親學藝，27歲結婚，
31 歲接下店的工作。早期鼎盛時
期有 5 張工作椅、6 位師傅，近年
來，因理容業的激烈競爭，只剩兩
張工作椅，還有他自己一個師傅。
收入減少，慘澹經營，兼修腳踏車。     
( 資料提供 / 葉秀仁 )

●宜／沐浴 理髮 冠笄 安床 開市 立券 會親
友 交易 納財 結網 教牛馬

●忌／移徙 入宅 出行 祈福 嫁娶

農曆九月九日 重陽節



29
星期日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社區
西元 2017 年  民國 106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October

在壯三城仔底有間經營近 40 年，傳承三代的牛舌餅鋪—朝
鋒餅鋪，或許大家都曾經記得美雅牛舌餅，這就是它的前身。生
產的牛舌餅樣式多、口味多，另外也生產蔥燒餅。餅鋪將改變無
店舖經營模式，在拓寬的東港路設店面經營，也會做網路行銷，
跟上時代潮流。老闆還說了一個牛舌餅的故事，以前宜蘭小孩滿
周歲，會用紅線將牛舌餅串起來，掛在脖子上讓親朋好友給小朋
友收涎，他的孫子就有這樣做，但現在已鮮少人知，傳統習俗已
消失，實在可惜。(資料提供 / 朝鋒餅舖 )

●宜／祭祀 造畜稠 修飾垣墻 平治道塗 餘事
勿取

●忌／嫁娶 開市 安床 掘井

農曆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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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頭家林旺枝 14 歲即進入這個行業，現已近 70 歲了，目
前已把經營棒子交由次子嘉龍，繼續傳承修理與買賣腳踏車的手
藝，自己則退居幕後，享受休閒與含飴弄孫的日子，但老頭家不
忘提醒後輩，「人要飲水思源，不能忘本。」店裡有兩樣修車利
器，已經是老古董了，分別是補胎磨胎機與檢測內胎木製水盆，
是老頭家的師傅傳給的，以前學徒拜師學藝，學成後自己開店，
師傅會親手做修車器具送給徒弟，象徵技藝傳承，算來這兩樣修
車之寶至少有五、六十年的歷史。鎮店之寶是一支近百年，約日
治時期生產的大型萬用老虎鉗，是老頭家在鐵路局工作的朋友
送他的，原本要淘汰，還好有識貨的人保留，延續它的生命。                 
( 資料提供 / 新宜東自行車行 )

●宜／捕捉 結網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安葬 啓鑽 立碑

●忌／嫁娶 祭祀 入宅 蓋屋 移徙

農曆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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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內擁有五大資源與優勢，「醫療照護」：國立陽明大學
附設醫院蘭陽院區、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附設門診部；「教
育學習」：黎明國小、中華國中、鄰近的蘭陽女中與宜蘭高商；
「交通運輸」：宜蘭後站、宜蘭轉運站；「文化信仰」：縣境
內最早的土地公廟壯三福德祠、傳承本地歌仔的三聖宮；「餐
飲旅宿」：富祥大飯店、米爾餐廳、龍園會館；人文薈萃，經濟
發達，生活便利，近年來更因陸續開通女中路、陽明路，拓寬東
港路、校舍路，更加繁榮進步，期許社區成為宜蘭市的副都心。
(資料提供 / 岩忠永 )

農曆九月十二日 蔣公誕辰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造廟 出火 安機

械 會親友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習藝 
經絡 求醫 治病 開池 開厠 畋獵 結網 
栽種 牧養 安葬 破土 啓鑽

●忌／開光 嫁娶 掘井 伐木 作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