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真善美德路環

仁愛鄉里功勞埔

社鄰互助純樸情

區田土地育民生

2February
【歲次 己亥年  生肖屬豬】



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戊戌年【生肖屬狗】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五1 ●宜／會親友 納采 進人口 修造 動土 豎柱 上樑 祭祀 開光 塑繪 祈福 齋醮 嫁娶 安床 
移徙 入宅 安香 納畜

●忌／出行 治病 安葬 開市

農曆臘月廿七

有關功勞埔地名緣由有二版本。其一，耆老相傳功勞埔得名於先人協助朝廷擊退海賊有功，
官署賜給功勞田十甲，以前十甲都是共業，功勞田是從馬賽以南開始，有一說最早的地名就是「十
甲功勞」。其二是關於古地名，從功勞埔有一條內港到無尾港，因為沿岸蘆葦成林，地方稱作「菅
林埔」，以前本地海賊掠劫頻繁，曾有清官兵設點守備，後來因為海賊減少，官兵就在這裡搭寮
營生。後來因為守防海賊有功「菅林埔」就取諧音改名「功勞埔」。日治時期最早的地圖上已可見
功勞埔地名。

功勞埔地名考

2月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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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戊戌年【生肖屬狗】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六
●宜／祭祀 會親友 出行 訂盟 納采 沐浴 修造 動土 祈福 齋醮 嫁娶 拆卸 安床 入殮 

移柩 安葬 謝土 赴任 裁衣 豎柱 上樑 伐木 捕捉 栽種 破土 安門

●忌／蓋屋 開市 作灶 入宅

農曆臘月廿八

在村里流傳一句話：功勞埔好水土、大坑罟臭魚脯。1967 年中度颱風「解拉」過境，因為共伴
效應，豪雨成災，武荖坑溪水暴漲，導致新城堤崩潰，功勞埔做大水，泥沙淤積很高，過往的冷泉
埤仔、田心福德廟、防空洞都遭到沖毀或掩埋。以前曾有一條功勞埔溪，後因土石流而消失，產生
很多新生地，大水雖讓村民飽受災難，卻也帶來豐富資源改變了原本貧瘠的農田，讓一年一季的水
稻耕種年年豐收。河道雖然改變，但地底仍按原來水文繼續流動著，依然擁有湧泉、濕地、埤等豐
富生態資源。

大水後的恩賜

2月February



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戊戌年【生肖屬狗】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日3 ●宜／解除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臘月廿九

舊社區活動中心於 1974 年由第一屆社區理事及原地主郭德昌先生共同創建，但由於活動中心
空間狹小不堪使用，逐於 1990 年初籌備重建，1991 年 11 月完工。

配合政府政策於 1993 年 10 月 26 日重組成立社區發展協會延續管理使用，目前由許金鴻先生
擔任理事長，存仁社區活動中心目前有媽媽教室、十八氣功、華光戰鼓隊，每週二衛生所志工會為
村民免費量血壓、測血糖等；不定期舉辦各項衛生保健座談課程。本中心建築為二層樓，2 樓有卡
拉 OK 伴唱設備、健身器材，隨時可供喜愛唱歌的居民展現歌喉或運動健身。

存仁社區活動中心

2月February



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戊戌年【生肖屬狗】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一4 ●宜／祭祀 沐浴 解除 理髮 掃舍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嫁娶 安葬

農曆臘月三十 除夕

功勞埔因臨海，先民以牽罟為主業，距今約 300 多年前在海邊作業時捕撈到神尊，供奉在罟仔
寮尊稱為帝爺公。

後因罟仔寮意外發生火災（確切時間無法可考），村民集資或捐地，於現在廟地位置上興建茅
仔寮式建築定名為定安宮，並重新裝修神尊供奉，主神為五顯靈官大帝，大帝顯德、二帝顯聰、三
帝顯武、四帝顯仁、五帝顯忠，各司其職並通風火雷電雨，另配祀三官大帝、天上聖母、輔順將軍、
福德正神，並供奉千里眼、順風耳、燈火神。因神蹟顯赫威名遠播，村民在 1964 年再次重建定安
宮（現址），並成立委員會至今為第九屆。

社區信仰 ─ 定安宮



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二5 ●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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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安床 作灶 造船 會親友

農曆正月初一 春節

史書記載：五顯大帝又稱「靈官大帝」，佛書則謂「華光如來」，亦稱華光菩薩。在民俗中他是
由神到人，又從人到神和神靈。傳說玉皇大帝封其為「玉封佛中上善王顯頭官大帝」，並永鎮中界，
從此萬民景仰，更相傳五顯大帝手拿金磚更是財神象徵，而其三眼則是洞察陰陽，斬妖伏魔。

每年農曆 9 月 28 日為五顯大帝聖誕，村民舉行隆重的聖誕慶典，有誦經禮讚、過水火、繞境、梨
園公演等各項活動，各家準備三牲酒禮奉敬（相傳降胎時由鴨子協助除去胎膜，所以三牲中是不拜鴨
子），虔誠的心祈求風調雨順，田禾大熟。

拜靈官祈賜福 ─ 定安宮主神 五顯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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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三6 ●宜／塞穴 結網 取漁 畋獵

●忌／嫁娶 安門 移徙 入宅 安葬

農曆正月初二 春節

2000 年南投市茄苳腳聖和宮（媽祖廟）因建宮緣由，透過乩童微薄指示（蘇澳靠海有一間供奉
三隻眼睛的神），經過各種管道來到存仁定安宮，並在同年由主任委員張漢其先生，率領眾委員隨
同聖母（大媽、二媽）來「領旨」。

領旨當日由乩童降駕指示：茄苳腳媽祖要留在存仁定安宮報恩；經由擲筊確認無誤後，由茄苳
腳正二媽常駐定安宮，至今已有 18 年歷史。

期間因屢現神蹟顯化世人，慈悲為懷，是老人與小孩的守護神，信徒遍布四方，在定安宮人稱
「功勞媽」。每年媽祖生（農曆 3 月 23 日）前，委員會率領眾善信恭請媽祖回南投家鄉，一解思
鄉之愁，茄苳腳鄉親夾道歡迎，18 年傳奇故事繼續上演中。

千里傳奇 ─ 定安宮天上聖母（功勞媽）



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四7 ●宜／納采 祭祀 祈福 出行 會親友 修造 動土 移徙 入宅

●忌／嫁娶 開市 安葬 破土

農曆正月初三 春節

每年農曆 9 月 28 日是定安宮主神五顯大帝聖誕，這一天村民會舉行「遶境祈安」儀式，是村
裡年度盛事。在陣頭不興盛的古早年代，神明生就只有作戲和拜拜，直到 1935 年功勞埔慶安社成
立後，才開始有了遶境活動，這天就會吹著「子弟」（北管），大家一起扛著神轎沿著村莊大小巷
弄繞境。

直至今日，活動除了加入更多的北管團體，還因為有多數村民搬往馬賽居住，會先徒步出莊外，
其餘傳統儀式皆未改變。

遶境巡庄保民安



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五8 ●宜／納采 嫁娶 祭祀 祈福 出行 開市 會親友 動土 破土 啟鑽

●忌／移徙 入宅 出火 安門 安葬

農曆正月初四 春節

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睏嘎飽、初四接神、初五隔開，初四這天家家戶戶放炮迎神，廟裡更是
置天台恭迎眾神下降，繼續保佑村民一年四季平安。

定安宮有一支美麗團隊：誦經團，成立於 1992 年，至今 27 年，平均年齡已達 65 歲以上，除
了每個月初一、十五外，舉凡定安宮大小法會或是接受各友宮邀請前往祝壽，皆能聽到這群美麗師
姐美妙祥和的誦經禮讚聲。

這支美麗隊伍還有一項厲害技能就是幫媽祖娘娘抬轎，蓮步輕移一步一步，是付出與感恩，大
家樂在其中。

初四接神誦經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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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六9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安葬 啟鑽

●忌／嫁娶 動土 開光 蓋屋 破土

農曆正月初五 春節

每年農曆9月28日是定安宮五顯大帝的誕辰，會在廟前廣場舉辦過火儀式，後因廟埕腹地狹小，
儀式中所灑的鹽和米影響花生田生長等因素，於 2006 年請示五顯大帝後，獲得「過水火」的神諭。

儀式前必須先搭建水火兩棲蓮花池，依東、南、西、北四角各豎綠竹一枝，上綁五方色條、
甘蔗、菜頭、香茅，水池內擺放七座蓮花燈，意謂七星除穢除殃、消災滅愆由。「過水火」當天，
把安奉在廟內的神尊一一請到神轎上，在廟埕廣場「操兵練將」，並在水火池四周安符，灑上七姓
鹽米、淨水以求平安，接著跳七星桌，犒賞五營兵馬，最後神轎一個接著一個先過金火堆再涉水渡
過蓮花池，一共繞行 3 次後進宮安座，整個儀式方完畢。 

全台唯一過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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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日10 ●宜／納采 會親友 豎柱 上樑 立券 入殮 移柩 安葬 啟鑽

●忌／祭祀 移徙 入宅 動土 破土

農曆正月初六

功勞埔萬善祠原有二處，一在後崙二戰後建，一在現址日治初期遺骸出土，里民欣而建祠，
每逢春秋而祭之，1993 年經本里定安宮主神五顯大帝允准將二處合一，由許祿、許阿頭、許黃阿
蔭、許烏硯、許張敏、許信吉、許火土等人捐地，各方捐資湊足經費，重新祀宇名尊大眾爺廟，費
時 1 年多雕樑畫棟，美輪美奐。更因神靈顯赫、神威凜凜、威德森嚴、蔭佑黎庶、福蔭一方， 萬民
崇仰，功格上天，玉帝准昇為城隍尊神，尊神示夢里民，吉擇 1998 年 5 月 10 日昇格，並於每年此
日為聖誕日舉行慶祝大典。

賞善罰惡 ─ 山海關城隍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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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一11 ●宜／祭祀 祈福 齋醮 出行 開市 立券 動土 移徙 入宅 破土 安葬

●忌／開光 嫁娶 作灶 掘井 納畜

農曆正月初七

村子的每個入口處都有座超迷你的小廟，祂們是「五顯靈官大帝」派駐村子四方的「兵將」，
四個方位和令旗的顏色各有不同，乃是以五行安置，以主廟為中心，各為東方甲乙木（綠旗）、南
方丙丁火（紅旗）、西方庚辛金（白旗）、北方壬癸水（黑旗）、中央戊巳土（黃旗）為名稱。

由於濱海公路為本村出入重要路口，大型車輛來往頻繁，為免事故發生遂加派一處駐守濱海公
路入口。

在商業社會發展中，功勞埔依然存在「安五營」傳統，實屬難得，而「人」敬神，「神」愛民
護佑如子，更由此可見一斑！ 

護衛鄉里 ─ 五方五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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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二12 ●宜／會親友 求嗣 理髮 冠笄 結網 捕捉 開光 理髮

●忌／開市 動土 安葬 破土

農曆正月初八

功勞埔慶安社成立於 1935 年，是由功勞埔村民林長壽先生提議籌組子弟團，眾村民也大力響
應，於是從新城「下面仔」請來張純木老師教學，剛開始由於樂器匱乏，甚至用鐵蓋當鈸、鐵桶當鑼，
大家也樂在其中。

1998 年時由各社員出錢興建一棟社館，讓西秦王爺有個舒適的奉祀地點，子弟們也有個練習空
間。後來邀請廣興的曾阿龍（羅東福蘭社團員）至功勞埔教學，目前是由李傳財老師義務性指導。

本團祖師爺－西秦王爺聖誕原是農曆 6 月 24 日，因社館落成是 6 月 18 日，所以提前在這天一
起慶祝，當天早上會有定安宮誦經團讚頌西秦王爺真經、五顯大帝真經等，於當日傍晚也會在社館
前排場，為西秦王爺祝壽！

北管技藝 ─ 功勞埔慶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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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三13 ●宜／祭祀 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忌／嫁娶 祈福 掘井 安葬

農曆正月初九

在醫學科學不發達的年代，神明在村民心中的地位無可取代，據耆老轉述曾有村民因腹痛不止，
請來定安宮老二帝「觀輦」指草為藥，服用後果真痊癒，更有身體疾病精神不佳者，請來定安宮老
大帝至家中「觀輦」後，也獲得改善。

隨著時間流逝「觀輦」儀式漸漸式微，為了不讓傳統消失，在 2000 年由定安宮委員陳春吉先
生提議成立金轎隊，由李阿海先生擔任指導老師在廟埕廣場訓練。因五顯大帝神威顯赫，求神問卜
人數日增，遂將金轎隊正名為天壇隊，目前由李淑婉女士擔任指導老師，每週六在廟前廣場和全體
壇生為民服務。

民俗技藝傳承 ─ 天壇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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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四14 ●宜／祈福 求嗣 齋醮 納采 嫁娶 伐木 修造 動土 移徙 入宅 造廟 安機械 開市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安葬 破土 謝土

●忌／置產 蓋屋 合脊 開光 探病 安門 作灶

農曆正月初十

於 2004 年由會長許榮宗先生邀集村民一起成立，成員約 15 名左右，目前年紀最長為 91 歲張
劉阿市女士，每天早晨 5 點左右，大家聚集在社區活動中心前晨運。

成員表示每天進行十八式氣功運動，能增強身體免疫力、肌肉柔軟度，更有助改善心臟及肺功
能，也因為每天運動讓大家顯得更年輕有精神。

養生朝氣 ─ 太極氣功十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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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五15●宜／入學 習藝 出行 納采 訂盟 嫁娶 會親友 進人口 牧養 捕捉 入殮 移柩 安葬 啟鑽

●忌／開光 開市 入宅 動土 蓋屋

農曆正月十一

咚咚鏘咚咚鏘，鑼鼓喧天震雷霆、所向披靡震撼無比，2017 年社區理事長許金鴻先生和定安宮
主任委員陳清池先生，有感於社區和信仰密不可分而極力促成戰鼓隊這支生力軍。

成員為國小、國中、高中生約 20 名，特邀洪興醒獅團教練利用晚上下課時間和假日練習。主旨
在提供學齡孩童、青少年正當休閒活動與體能訓練、協助社區發展並推動地方融合。因為成員均為
學童，所以僅在假日才出團參加各項友誼表演。

青春活力 ─ 存仁華光戰鼓隊



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六16 ●宜／祭祀 沐浴 求醫 治病 掃舍 破屋 壞垣 解除 餘事勿取

●忌／入宅 開市 安葬

農曆正月十二

社區居民農忙過後，經常會聚集在廟前或活動中心，像許阿嬤、林奶奶都會各自帶著孫子一起
來話家常，偶而帶來自己的創意料理與大家分享，於是漸漸形成了媽媽教室。

時至今日更發展出固定會議，經常舉辦美食研習，製作由季節性蔬果、手工醃製品、蘿蔔乾（菜
脯）、泡菜、醬油、做粿等各式鄉村特產，尤其是醃製品，並未因時間流逝而消失，反而成為社區
媽媽的特殊手藝。

政府大力推廣環保，因此教導媽媽們製作打包帶、購物籃、水果盤、垃圾籃等美觀又耐用，還
有拼布包，除自用也可以賣給有緣人，貼補家用。

社區媽媽教室



2019 民國 108 年 
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日17 ●宜／祭祀 冠笄 嫁娶 拆卸 修造 動土 起基 上樑 蓋屋 入宅 開市 開池 塞穴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安葬 破土

●忌／安床 栽種 治病 作灶

農曆正月十三

打包帶編織原是原民文化，因為手工精緻顏色鮮明，形成流行風潮。921 大地震後，政府為提
振當地觀光，在南投埔里某所高中請教師進駐，將打包帶編織藝術帶入社區。

存仁家政班的媽媽們，也在班長張柏如熱心的帶領下學習南投精神，每個班員認真習藝，將打
包帶編織成各種菜籃、外出包、垃圾桶等精美成品義賣，更將所得全數捐出做為定安宮重建基金。

手工技藝塑膠編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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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一18●宜／安機械 移徙 入宅 出行 祭祀 祈福 齋醮 納采 訂盟 安香 出火 解除 會親友 修造 
動土 拆卸 起基 定磉 移徙 入宅 蓋屋 安床 修造 破土 安葬 入殮 立碑

●忌／開市 伐木 作梁 作灶

農曆正月十四

台灣歡樂的節慶少不了糯米製品，從春節的年糕、七夕的油飯、端午節粽子、到冬至的湯圓、
結婚喜事搓湯圓、拜拜、酬神時紅龜粿、掃墓時猜墓粿、喜獲麟兒新丁飯，一樣是糯米，有鹹有甜，
教人百吃不厭。

社區媽媽自行研發美味又養生的南瓜糕，就是將舊有東西加入新元素，金黃的色澤，小而美的
外型，大人、小朋友都忍不住食指大動。米食傳承創意料理南瓜糕，自用贈與兩相誼，是最具特色
的精美伴手禮。材料：南瓜、糯米粉；饀料：蘿蔔絲炒肉末、紅豆；製作過程如圖示。

米食傳承 ─ 南瓜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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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二19 ●宜／塑繪 開光 祈福 求嗣 訂盟 納采 裁衣 冠笄 拆卸 修造 動土 起基 安門 安床 
移徙 造倉 結網 納畜

●忌／伐木 作灶 安葬 取漁 入宅

農曆正月十五 雨水

農曆正月十五日是三界公上元天官聖誕，這天廟前廣場舉辦晚會，村民會擺滿大大小小各式各
樣的米糕龜、麵條龜、鳳片龜、蛋糕龜等壽龜來祝壽，熱鬧非凡。其中一隻大米糕龜是由定安宮主
神五顯大帝擲筊選出的爐主和頭家所有，十五日傍晚再選出下一年的爐主和頭家。

另外還有求柑、求菸儀式，求一對橘子回家吃平安，明年再準備兩對橘子來還願，不過因為求
菸的人減少了，多年前已經取消。時代的變遷，壽龜也在逐年減少中，如何傳統延續將是一項重要
課題。

正月十五乞龜求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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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三20 ●宜／祭祀 沐浴 開光 塑繪 祈福 求嗣 訂盟 納采 冠笄 裁衣 嫁娶 動土 除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啟鑽 出行 安碓　 放水 開市 立券 交易

●忌／安葬 上樑 入宅 作灶

農曆正月十六

功勞埔聚落處於地下湧泉地帶，水源豐沛，冬暖夏涼的泉水是婦人洗衣服、洗菜、小孩兒戲水
的地方，由於生活需要，社區居民自發性籌募資金，共同打造洗衣棚，讓居民一年四季方便洗滌作
業。存仁洗衣棚除了是居民洗滌、戲水場所外，更是夏夜裡長輩們泡腳談天說地的好所在。定安宮
主神－五顯大帝為此親題對聯：「慈凡人心沐洗件件條理、母顏昭彰懇愛日月光輝」，彰顯存仁洗
衣棚在居民心中的重要與不凡之處。

存仁洗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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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四21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酬神 裁衣 安床 立券 交易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謝土 啟鑽

●忌／出行 嫁娶 入宅 動土

農曆正月十七

在新城溪自行步道上，會看到蘇澳鎮港口大排六連閘門，因為功勞埔臨海，每當雨季或颱風來
臨，潮汐總會造成大小不一的淹水，自從有了這個大閘門後，淹水夢魘終於得以紓解。也許是淡、
海水混雜的特殊水質，養成肥碩的吳郭魚，假日或傍晚時分，總是吸引不少愛好釣魚的朋友來此，
一有魚餌上鉤現場歡聲不斷，好不熱鬧。因為鄰近出海口，此處也是觀賞日出的好場所。

蘇澳鎮港口大排六連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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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

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五22 ●宜／裁衣 合帳 入殮 除服 成服 會親友 納財

●忌／祭祀 祈福 移徙 嫁娶 入宅

農曆正月十八

社區裡沒有超商、賣場，舉凡家庭主婦需要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等生活用品，全都
來自村落裡沒有招牌的阿林、阿埔店、朝翔三間柑仔店。柑仔店內一桶一桶裝的是小時候最愛餅乾、
糖果，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每逢初一、十五前會提供各式各樣水果方便里民選購，還會熱心腸的幫
老人家外送到府！

這裡更是阿公、阿婆、大伯、大媽們閒來時聚集聊天聯絡感情的中心，雖然時代變遷，社會消
費形態改變，我們還是最愛有溫度人情味的柑仔店！

童年回憶 ─ 柑仔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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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六23 ●宜／祭祀 齋醮 裁衣 合帳 冠笄 訂盟 納采 嫁娶 入宅 安香 謝土 入殮 移柩 破土 
立碑 安香 會親友 出行 祈福 求嗣 立碑 上樑 放水

●忌／掘井

農曆正月十九

這是村落裡唯一一間家庭式美髮院，雖然沒有美輪美奐新穎的佈置，也沒有提供咖啡果汁，但
不管您是男生、女生、老人、小孩，只要想要洗頭 sedo、剪髮、染髮、燙髮，咱們莉萍大師通通都
能讓您變得美美的。因為技術好又親切，這裡也成了婆婆媽媽們聊天放鬆的好地方，偶而遇上許家
婆婆採收蔬果回來，還能邊洗頭邊啃玉米、花生，甚至洗完頭還能順道帶把青菜回家呢！

莉萍美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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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日24 ●宜／安床 合帳 入宅 問名 納采 求嗣 祭祀 開倉

●忌／齋醮 作灶 安床 安葬

農曆正月二十

每年 7 － 8 月隨處可見一片片黃澄澄成熟的稻田，陽光傾落映入眼簾閃閃耀眼，粒粒飽滿金黃
色的稻穀，全是農民辛勤耕耘的成果；收割時，白鷺鷥伴隨著割稻機推進收成，戶戶農家非常忙
碌。

少見的手工日曬稻穀景象就在功勞埔存仁社區精采上演著，大手小手協力在曬穀大稻埕劃出
一條條橫溝，井然有序的以山溝式排開，日正當中，揮汗如雨，翻動著舞動的稻穀，功勞埔處處
飄著稻香，這不單單是農村力與美的呈現，更是大家童年的回憶。

豐收稻香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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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一25 ●宜／作灶 平治道塗

●忌／祭祀 祈福 安葬 安門 餘事勿取

農曆正月廿一

每年 4 － 5 月社區家家戶戶門前、圍牆上、田埂邊，隨處可見曬蒜頭的景象。這些曬好的蒜頭
有些是做為廚房調味美食，更多是等待中秋節過後再次播種（蒜種）。播種後的蒜種至農曆年前部
分會收成為青蒜，其他不收成的就繼續等到媽祖生日左右再拔，那就是一年一季的蒜頭了。

夏豔奇景 ─ 曬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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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二26 ●宜／塑繪 開光 酬神 齋醮 訂盟 納采 裁衣 合帳 拆卸 動土 上樑 安床 安香 造廟 
掛匾 會親友 進人口 出行 修造 納財 伐木 放水 出火 納畜 沐浴 安門

●忌／蓋屋 栽種 安葬 作灶

農曆正月廿二

功勞埔之美在於真摯善良勤奮的村民，在陽光剛甦醒的清晨，就忙著幫農作物灑水除草、忙著
搭棚架，再踩著腳踏車載滿各式新鮮蔬菜回家，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規律的生活著，沒有人覺
得無聊無趣，因為看著辛勤種植的一草一木日益茁壯，不經意就會露出笑容，與植物共存，與人和
樂相處，正是鄉下人最單純的生活寫照。

晨光下勤勞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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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三27 ●宜／祭祀 祈福 酬神 訂盟 納采 冠笄 裁衣 合帳 嫁娶 安床 移徙 入宅 安香 入殮 
移柩 啟鑽 安葬 解除 取漁 捕捉 伐木 安門 出火

●忌／栽種 動土 開市 作灶

農曆正月廿三

功勞埔位於新城溪下游，常因溪流暴漲而淹水，河川整治刻不容緩。2017 年通車的新城溪腳踏
車自行步道，不僅改善了淹水問題，還提供了村民一個運動散步的好場所，連原本需要在坡邊爬上
爬下耕種的農民都覺得非常方便。

每天清晨走在這條步道上，除了偶而閃身而過的腳踏車外，更多是在邊坡照顧農作物的村民，
如果不急著離開，看著出海口或是遠眺著龜山島做做體操，也是一大享受。

腳踏車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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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存仁社區發展協會

2月February

星期四28 ●宜／求醫 破屋

●忌／諸事不宜

農曆正月廿四 和平紀念日

功勞埔社區屬於聚落型態，一條存仁路貫穿整個村莊，不但是村民進出的重要道路，舉凡活動
中心、定安宮、慶安社、洗滌場、柑仔店幾乎都在這條路上。這條路有河川、有大樹、有民俗、更
有著專屬功勞埔特色的人文風情，我們聚集在這裡分享村落消息、共同合作慶典，純樸寧靜熱情的
過著鄉間生活，誠摯歡迎您來功勞埔社區，共同體驗我們的熱情和好客。

功勞埔青春舞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