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March

福惠黎明農商均發展
德施蘭邑四時慶馨香
田氣無形存神四方財
心生良知仁德廣納福

福德社區



宜蘭縣蘇澳鎮福德社區

3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戊戌年【生肖屬狗】

March

青年節

元宵節

星期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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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地名的由來，據說是起自原住民的族名。噶瑪蘭志略的記載 :

馬賽莊乃當日淡水流番之所居。確實來源迄今仍然不明。

福德社區舊地名叫「頂田心」。因馬賽地名的由來，據說是起自原

住民的族名。噶瑪蘭志略的記載：「馬賽莊乃當日淡水流番之所居」，

但真正確實來源迄今仍然不明。

馬賽的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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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節】農曆正月十五日

福德社區位於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馬賽）。永榮里人口有
1,500戶4,514人（2017年4月止），是蘇澳鎮26里中第一大里，
佔全鎮總人口數十分之一。

福德社區活動中心位於國道 5號高速公路蘇澳交流道出口北轉
馬賽路接台二線公路，或經台二線濱海公路到龍德工業區，過龍德
大橋南側，往蘭陽隧道方向蘇濱路二段間。所在地為馬賽田心思村
路的田心福德廟旁。

福德社區地圖─認識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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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十六日

福德土地公泥塑神尊雕像約五米高，建於 1988 年，位於台二
線公路蘇濱路二段 217 號（世揚輪胎行）路口前。

濱海公路開通後車輛出入頻繁，為庇佑過往民眾及車輛安全，
地方賢達請求蘇澳地區農會出資塑造土地公雕像，以保護村民出入
安全。村民為感謝福德土地公佑鄉佑民神恩，特別在農曆每月初一、
十五日前來上香上果，祈求村民出入平安。現在思村路口土地公雕
像，已成為福德社區的精神地標。

社區地標─土地公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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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十七日

福德社區活動中心旁的田心土地公廟，50 年前還是一間很小
的廟宇，從正門前的農路要走一段田埂，才能進入土地公廟，廟門
只有大約 150 公分高，大部分的人進入廟內都必須彎腰，裏面的空
間狹小只容許兩人進入，廟內的土地公、土地婆神像是用泥土及水
泥塑成，是永榮里、存仁里唯一之土地公廟。此地區居民大部分是
務農及打漁，虔誠信徒眾多，因此香火鼎盛。直到新馬地區土地重
劃，經信徒的努力，遷到目前福德社區旁的農路邊，成為金壁輝煌
的土地公廟。

田心土地公廟─社區守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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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十八日 驚蟄

田心建安廟歷史悠久，溯自清代開蘭時期，當時多數莊民皆以
務農為生，熱心人士吳龜樓、陳井源、陳振德、林朝來先生等地方
耆老，共同商議，以茅草為頂、竹籬為牆的土埆茅草厝設立。先民
早期更以「香牌」為輪流傳遞燒香信符，奉祀開臺聖王、開漳聖王、
福德正神、李呂仙祖等神尊，為田心務農人家守護神。

建廟草創時期，是以泥土捏塑神像，早晚朝拜，曾有神蹟顯現，
後來在村民共同努力下，分別於 1964 年、1987 年及 2004 年經
歷 3次改建，從稻草舍、茅舍轉為土埆厝，始有今日全貌。

田心大廟─建安廟主神國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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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十九日

民族英雄鄭成功，玉封開臺尊王或開臺聖王、國聖公、國姓爺、
延平郡王等。國聖公為田心建安廟奉拜主神，每年於農曆正月十六
日，為慶祝國聖公聖誕千秋，當日村民特舉行盛大祝壽大典，及庄
頭繞境活動，舉凡友宮廟陣頭贊助活動，熱鬧非凡，象徵聖王公「永
鎮茲土矣 !」，永鎮寶島台灣。

今年鄭成功復台 356 週年文化活動，鐵馬護駕開台聖王代天
巡狩環台祈安遶境，於 2017 年 4 月 18 日專訪田心建安國聖廟祈
福。

鄭成功聖誕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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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二十日

由於經濟及科技資訊快速成長、造成社會環境的變遷與家庭結
構之改變，婦女走出廚房就業意願遽增，故對幼兒收托及照顧需求
日益浮現，更是政府應重視之問題。鑑於此本所籌劃將原屬社區型
態之「存仁」「龍德」「頂寮」「永安」「永愛」等小型托兒所整
合後，設計符合幼兒教保需求及新穎設備之示範托兒所。1995 年
3月 1日全縣第一所示範托兒所正式落成啟用，揭開本鎮幼教基礎
工作嶄新的里程碑。

1995 年 11 月為配合鎮公所組職調整，機關名稱更名為蘇澳
鎮立托兒所，後因應幼托整合教育政策於 2012 年 10 月 31 日改制
機構名稱為宜蘭縣蘇澳鎮立幼兒園。

幼學教育─蘇澳鎮立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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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廿一日

馬賽國民小學創建於 1914 年，為馬賽地區傳承百年之老校，
也是目前蘇澳鎮規模最大的國小，辦學用心深獲各方肯定。校園特
色花木扶疏、綠意盎然，曾獲教育部永續校園補助，栽種許多本土
植物，並營造多樣生態永續空間。

近年更幸賴政府及地方人士鼎力幫忙，興建體育館、棒球場、
視聽教室，並整修圖書館、操場，以及各項軟硬體設備也逐步改善，
讓校園校舍及環境煥然一新提供更完善的教育環境。校內師長因材
施教積極耕耘，各類社團活動蓬勃發展，體育與藝文團隊成就輝煌，
各項傳承扎根茁壯，積極成就每一個孩子的特質。

社區百年小學─馬賽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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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廿二日

趙家竹圍是目前社區內少數僅存規模完整的傳統竹圍，也是一
個由單一姓氏所形成的聚落，竹圍裡原本住了 7戶，後來陸續搬遷
到馬賽、新城等地，目前大約僅剩 2、3戶固定居住。

趙家是從福建的靖邑（南靖）搬遷來的，祖輩原本是在貢寮的
三貂嶺從事帆船事業，後來遷居到此地，開枝散葉。

現在趙家竹圍雖然不復往日熱鬧，屋子也有些老舊，但大門上
可清楚看出住者是趙姓人家的對聯、古味十足的香插、石板一片片
砌成的屋牆、曬稻子的稻埕，還有早期養殖鰻魚所留下來的水池，
這些都是先人們留下的珍貴資產，也是社區內少數還能看到往日農
村生活樣貌的地方。

姓趙仔底─趙家竹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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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廿三日

古井位於田心建安廟前思村路 1號百年石板屋的陳木泉家，建
於 1943 年，已有 70 多年歷史。老舊的陳家古井旁周圍有青苔點
綴，井水冬暖夏涼，冬天會冒起煙霧，感覺像走入時光隧道，來到
了古早的時代。

由於水源豐沛，井水清澈甘甜，除了提供飲食用水，也供農物
灌溉。古井以水泥及小石頭當內壁，可清楚觀看構造，井水清澈可
見底，安然的立於陳家厝側前方。

陳家古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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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廿四日

消失了 38 年的台灣原生種紅糯米 —— 瑞岩香米，現在直挺
挺的屹立在社區福德廟旁水田中。「喜稼園」以不施肥、不用藥的
自然耕作方式，讓作物與自然生態和平共處，讓瑞岩香米的特殊香
氣能飄蕩在社區中。得來不易的台灣原生種紅糯米種子，我們希望
它能持續地深耕社區。

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喜稼園，以效
法大自然的思維，管理自家種子的生長與環境，無藥無肥的自然耕
作方式，讓我們珍貴的作物一代一代的延續生長。

自然耕作─喜稼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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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廿五日

田心一帶的田地過去是含水量高的「 田」，無法利用割稻機
收割一直是當地農民的一大困擾，只能仰賴人力手工收割，相當費
力費時。於是後來有些 田便開闢成水池養鴨，或者挖成魚塭來養
蝦。

然而時代轉變，魚塭和養鴨池許多都不復存在了，取而代之的
是種植著各式蔬果的菜園。其中一塊田去年甚至開始嘗試種起各式
品種的南瓜，村民就近利用一旁的湧泉池水和來自武荖坑畚箕湖圳
的圳水灌溉，結果收成意外的好，光是一株南瓜，一季就收成了十
多顆！這些田地功能的轉變，基本上可說就是一部社區環境的演進
史。

坔田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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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廿六日

蓮花（荷花）是大型的水生植物，種子可存活上千年！田心
田的淤泥很適合蓮花之生長。蓮花花開綻放時節，給社區增添了許
多美感，總會吸引村民及遊客前來觀賞，也帶動了福德社區許多活
潑氣息。田心的蓮花池有養魚，植物與魚共生，各取所需互相吸收
茁壯。因此蓮花池裡的蓮花長得好又壯，生長的蓮花子特別美味，
花農收穫時也會分享給左右鄰居品嚐，常獲得好評。

蓮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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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廿七日

田心 田湧泉豐富，造就了很多養鴨人家，田心地質水源關係，
非常適合養鴨，因而也吸引一些外地遷移來此從事養鴨事業。黃福
松老先生原來家住利澤五十二甲，1961 年的一次大洪水把黃家養
的鴨子、房子都沖走了，於是移遷到馬賽田心重整養鴨事業。

然後因時代的變遷，現在養鴨池都不復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
囤土當旱田，起造樓房民舍。隨 2006 年最後一戶養鴨人家許秋佐
先生的養鴨場結束營業，田心養鴨人家已完全消失了。。

消失的產業─養鴨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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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廿八日

思村農村洗滌場原本是水利用地，當地沼澤湧泉豐富，水質清
澈，農民在耕作休工時，都會到此清洗農具，洗滌農作物。1992
年經農會會員代表會提議，請求宜蘭縣政府及蘇澳地區農會撥款補
助，就地建造此成為農產品洗滌場造福農民。現在農作物減作，農
產品減少，前來洗滌的農民變少了。洗滌場就成了社區婦女洗衣、
洗菜的好場所。洗滌中大家閒話家常，顯現出農村特色風貌。

思村湧泉農村洗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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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廿九日

福德社區活動中心前有一自然湧泉，水質清澈甘甜，水溫度
冬暖夏涼，是社區大部分婦女洗衣服、洗菜及夏天小孩子玩水的理
想場所。要進入湧泉前，必須橫跨水溝，水溝上有一塊大石板是進
入湧泉的橋樑，此石板長約 232 公分、寬 50公分、厚 5公分，是
70 多年前地方村民吳秋香、吳龜樓、許福泰、吳旺全、吳福山等
歷盡千辛萬苦，遠從 2公里外的澳角海邊，同心協力挑回，至今完
整無缺，是值得紀念的物品。

福德湧泉洗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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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初一日

馬賽中排是提供馬賽、功勞埔、大坑罟地區農業灌溉用水，早
期中排兩岸是下游大坑罟村民外出購物、辦事、就學、就醫的圳溝
便道。中排沿線有許多美景，可看到農夫牧牛、耕作、捕魚。沿線
也有多處養鴨人家，鴨池裡常佈滿新鮮的鴨蛋，是養鴨人家輝煌的
年代。學童放學回家途中，經常都會順道下田溝捉魚、捉泥鰍，充
滿了快樂童年。當時農村景象多采多姿，民風純樸。現在馬賽中排
於 2004 年 1 月 25 日改建完竣，水路依然澎湃，繼續擔負起農業
灌溉之責。

農田水源─馬賽中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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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初二日

田心福德廟的慶典是每年農曆 8月 15 日也是中秋節，每年這
天為了感恩土地公（福德正神）佑家佑民，特在土地公廟前演野台
戲，活動中心前廣場，有民俗活動及公所農會家政班及衛生所辦理
的健康講座等各種活動。早期成立福德歌謠團練習歌謠，老人們坐
在陰涼樹下哼起陳三五娘相送的歌謠，地方老人唱起蘇澳到台北車
站、男女相褒歌，更添加佳節熱鬧的氣氛，早覺會土風舞在廣場上
表演舞蹈，贏得眾人掌聲，福德廟的慶典好不熱鬧啊！

福德廟大戲─農曆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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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龍果又稱紅龍果是仙人掌科角柱屬，原產於中美洲，是典
型的熱帶植物。常見品種有紅皮紅肉種、紅皮白肉種、紅皮紫紅肉
種、黃皮白肉種。臺灣剛引進栽種時，由於火龍果的甜味較淡不受
歡迎，但經過臺灣優良的農業技術改良，現在生產的火龍果已經香
甜很多。

水果甜了！我們還希望吃的健康。田心陳炳坤先生特別在居家
附近種植了無毒火龍果。他種植的火龍果喝牛奶、吃雞蛋，再加上
植物生長必要的氮磷鉀有機肥，配合日照控制，今年花期盛開結果
纍纍非常漂亮，吸引很多民眾前來觀賞，為田心增添一處優美景點。

無毒農業火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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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初四日

木瓜（ボケ），在臺灣俗稱寒梅。家住馬賽田心的黃謙德先
生於 1981 年即從日本引進木瓜（ボケ）從事繁殖作業至今，馬賽
田心是主要繁殖地區。木瓜為薔薇科落葉灌木，早年由我國傳入日
本，先供為藥用，後來發展為觀賞品種，品種的種類甚多，適合於
盆栽的是寒木瓜（臺灣俗稱寒梅），如分別會開紅白花的東洋錦，
又如野生種的草木瓜長壽梅可供做盆栽。容易繁殖實生、插木、分
株、取木皆可，春天換植。木瓜（ボケ）易得根頭腫瘤病，所以必
須 10 月秋天進行移植或換盆。春節期間就會開花，是田心寒梅的
盛產期。

木瓜 ( ボケ ) 寒梅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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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初五日 春分

黃謙德先生幼年時就對生物科系特別喜好，年輕時因興趣養了
許多動物，也喜愛栽培植物。平常喜歡閱讀有關植物生理、土壤、
肥料、病蟲害之書籍，對於盆栽培植知識與技術的求知很強烈，甚
至不辭勞苦遠赴日本觀摩學習。

1973 年成立松德盆栽園，但正職是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業
餘時仍專注於盆景藝術工作，他說這是興趣，也是生活樂趣。自
1993年宜蘭縣盆栽協會成立，期間曾擔任過理事長（現職理事），
所培植的盆景作品多次獲得比賽優等獎。黃謙德先生曾說盆景是立
體的繪畫、是自然的縮圖、更是無言的詩歌，他對盆景的熱愛與執
著，創造了他的盆景藝術專業。

盆景藝術專家─黃謙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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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少沒關係，功夫要學會」父親的一句話 ，激勵了吳源盛
師傅的木工生涯。

1970 年代吳家是務農家庭，吳師傅國中畢業就進入木工這一
行（俗稱平面店）當學徒，從最基本的工藝開始學起。學習傳統木
卡榫組裝，從基本的榫接、桌椅、傢具，到早期的嫁妝檜木衣櫃、
化妝台等製作。後來精進到製作神明桌、八仙桌、神轎等等。學習
中深深體會到技術是經驗的累積。

離開初學工廠之後，靠著自己紮實的基本功，開了一間小木工
廠開始承接工作。1990 年代景觀興起時期，也從事木棧道、平臺
到八腳涼亭的製作。到2000年代開始從事更高階的廟宇大門製作、
木工維修、古蹟維修⋯⋯。2017 冬山綠博龍骨水車、五十二甲福
興廟大門，就是出自吳源盛木工匠師傅之手。

傳統廟宇木工匠─吳源盛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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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耆老 94 歲高齡吳旺全老先生，是僅存的相褒歌傳人。吳
老先生所留存的相褒歌文獻，顯露當時年代的悠閒民情及歌仔精
華。當年地方耆老在農閒時都會聚集在大樹下哼唱歌頌英台二十四
送、陳三五娘上南台、過李公學磨鏡、戲弄五娘、五娘賞花、男女
相褒歌及蘇澳到台北車站等相褒歌謠。老人家談天說地中對起詩歌
來特別有意思，自然成為農村休閒的一種情趣。

相褒歌達人─吳旺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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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箏起源於中國，中國風箏有悠久的歷史。最早的風箏並不是
以紙製作，而是木製的。傳說中第一個風箏為「魯班」製作，稱之
為「木鳶」。

陳萬豊先生從小在大坑罟漁村長大，喜歡放風箏。結婚生子
後，也經常自製風箏帶著小孩到住家後面的海邊沙灘施放玩耍。遇
聞地方有風箏活動也會跑去觀看，揣摩人家風箏的力與美，吸取別
人的智慧與手藝，以提昇製作能力。目前在福德社區活動中心保留
的 72 角的傳統風箏，就是出自 83 歲高齡的陳萬豊老先生之手。
現在鄰近社區活動常常會邀請他去教學做技藝傳承。

風箏達人─陳萬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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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歌謠團成立於 1989 年，由吳金發先生及陳貴宗先生等召
集成立，第一任團長即為吳金發先生。歌謠團耆老們平日沒事就聚
集閒坐在陰涼大樹下哼哼唱唱，哼唱起陳三五娘相送歌謠、蘇澳到
台北車站、男女相褒歌等等，氣氛非常快樂。因為得到大家的認同
及讚揚，每逢地方節慶及廟宇慶典，或地方殯葬禮儀都會受邀演出。
1995 年 12 月 6 日福德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後，福德歌謠團就附屬
在社區長壽俱樂部。

福德歌謠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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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初十日

社區中的思村路北段與台二省道交會處，一直是村民及臨近的
功勞埔和大坑罟兩大聚落村民出入的重要門戶，台二省道因為筆直
寬敞，村民習慣以「三十米路」稱之。每到學校上下學時間，數以
百計的小學生會排著路隊走過「三十米路」路口。然而由於出入人
口眾多，往來的車輛也多，因此交通事故時有耳聞。為此，功勞埔
的定安宮便在原本的五營之外，額外又在此路口增設一處兵將，以
守護村民出入平安，除了每年年終廟裡謝平安牿軍時，可以回廟裡
接受慰勞以外，其餘幾乎是全年無休。

時至今日，雖然已看不到學童排路隊過馬路的身影，但兵將依
然默默在路口，為每個路過的村民守護。

三十米路的五營兵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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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柑仔店，是很多人童年的美好記憶，店門口總會擺著各式美味
的零嘴以及有趣好玩的童玩，讓人流連忘返。田心最早的柑仔店是陳井
源先生於 1948 年所開設的，就依附在田心建安廟旁，直到 1987 年建
安廟重建時拆除結束營業。 

隨著時代的進步改變，很多傳統的柑仔店都轉型為新穎便利的超
市。而難能可貴的是在社區裡仍舊存在著唯一的柑仔店，是由林宜美所
經營的，從 1981 年開始為社區居民服務，是大家的好鄰居。

社區第一家 7-11 的興起，是由於國道 5號高速公路開通之後，來
蘇澳的車潮人潮變多，所以類似休息站性質的便利商店因應而生，給過
路的人們一個舒適空間稍作停留再出發，也為社區居民提供便利的消費
空間。

古早柑仔店與新興雜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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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十二日

慈濟是社會的一分子，志工天天所做的慈濟事，皆是為社會而
做；投入資源回收，並非為了變賣牟利，而是為了救地球而付出。
環保站也是修行道場，大家在此疼惜地球、聞法知理，身心健康，
福慧雙修。

在慈濟環保站裏常可見八、九十歲志工，日日做環保、天天「薰
法香」，思慮敏捷、動作靈活，不顯老態。老菩薩身有病痛，卻認
為「『坐』著痛，不如『做』得痛」，故而天天到環保站付出⋯⋯「不
要去想還能活多久，要想著還能做多少事？把地球照顧好，慧命也
照顧好，大家一起來為地方及臺灣造福。

慈濟蘇澳環保教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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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時代變遷及生活環境改變，許許多多的農村傳統手藝正面臨
失傳，為留住優良傳統手藝，並培育社區婦女第二專長能力，本社
區適時舉辦社區婦女手藝傳承，如：麵食加工、中餐烹飪、農特產
加工、養生產品製作、手工藝製作、插花藝術等研習活動。以培養
社區婦女理家之能力，促進社區婦女情感交流，落實社區營造任務，
提升社區家庭生活美滿。

社區婦女研習─手藝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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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是以公益事業為宗旨，是綜合性、參與性、延續性、
多目標的社會福利建設。旨在針對社區特性及居民需要，激發民眾
自動自發互助的精神，結合自願服務人力、財力有計畫的配合政府
和民間力量，訂定社區發展工作，以增進人民福祉，促進地方繁榮，
達到民生樂利與社會安和之目的。

因而社區精神倫理建設為之重要，本會不定時舉辦社區婦女健
康講座、老人健康講座、居家用電安全講座、知性講座、自強活動
等，以促進社區居民身心健康。為凝聚更多的共識及向心力，社區
每逢節慶也辦理餐會、慶生會、歲末聯歡及中秋民俗傳承活動等，
鼓勵社區民眾多多參與社會服務工作，以促進祥和樂利社會。

社區聚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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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永榮雖為蘇澳鎮第一大里，但欠缺公共活動場所，福德社
區為營造一個良好的休閒空間，今年擬計於活動中心後方園地，開
闢一處小型櫻花公園，提供社區民眾休閒散步。2017 年 6 月 10
日已完成整地，公園內已栽種 5棵河津櫻花，由福德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屆理事長林森豪先生、常務監事陳萬豊先生、總幹事許火土先
生、理事黃謙德先生及理事吳源盛先生認養栽種，以前人種樹後人
乘涼的美德，塑造一個優美的櫻花公園。待櫻花盛開時，定能吸引
更多民眾參與社區活動，做好社區各項服務工作，造福鄉里。

未來櫻花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