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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鄉村都市化
工商發達百業興
社區居民和樂融
財運吉祥保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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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述二結社區

MON.

●宜／祭祀 解除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星期一
農曆閏四月初十

二結社區位在蘭陽大橋以南，
至黑藥港以北，二結派出所前舊省道
以東，至二結火車站鐵道以西為界。
1978 年因五結鄉行政區域調整，原
屬雙結及學進兩村合併為二結村，全
村面積 136 公頃，人口約 2300 人，
村民從事公、教、農、工、商民風淳
樸。因台九線新、舊省道，貫通社區
之故，社區迅速發展，省道兩旁商店
林立，轄區內有學進國小、納智捷、
現代、蘭揚等三家汽車公司、海生樓
餐廳、麥當勞、喜互惠大賣場、松風
文旅飯店，還有二結火車站，也是宜
蘭縣地理中心點，係屬於鄉村都市型
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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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街仔憶往

TUE.

●宜／祭祀 祈福 安床 入宅 納財 交易
●忌／安葬 行船 訴訟 起造 架馬 進人口
納畜 開倉 造倉 修造 起灶

星期二
農曆閏四月十一

二結街仔就是現在二結村二結
路這一條不過 7、800 公尺長的街道，
也有人叫它「店仔街」。在早期農村
社會，它是二結社區周邊 5 個村落
最熱鬧的地方。民國 40、50 年代的
二結街仔「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雖
然是一條不起眼的小街道，但是有郵
局、紙廠、市場、國小、理髮店、柑
仔店、碾米廠、食用油行、麵店仔、
腳踏車店、撞球場、3 家診所、冰果
室、豬灶。這些店家為地方居民提供
生活上的許多需求，也造就了二結街
仔熱鬧的景況。然而因為大環境的改
變，70 年代之後，這些行業逐漸沒
落，甚至消失了。往昔二結街仔的風
貌不復見，過去的情景也只能在回憶
中追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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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火車站的興衰史

WED.

●宜／開市 交易 立券 祭祀 祈福 開光 伐
木 進人口 安床 拆卸 修造 動土 栽
種 破土 移柩 安葬

●忌／入宅 移徙 理髮 出火 嫁娶 出行

星期三
農曆閏四月十二

二結車站是羅東與宜蘭之間只
停區間車的小站，乘客大部分是上班
族及學生。車站創建於 1918 年，已
超過百年的歷史了。當初是木造日式
的站房，1918 年 3 月正式通車營運，
為配合八堵、瑞芳及礁溪、蘇澳之間
列車通行，車站設於軌道東側，後來
蘭陽大橋開通後，為避免跨越軌道，
因此將車站遷移到西側，與二結糖廠
同一方向，以利貨運之托運。二結車
站全盛時期，當地出產的青蔥以及蘭
陽溪開採之砂石，全由二結車站運往
全省各地。1961 年 8 月因強烈颱風
波蜜拉肆虐，木造車站承受不了風雨
的摧殘而倒塌。第二年改建為鋼筋水
泥站房迄今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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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社區長壽俱樂部

THU.

●宜／結網 解除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星期四
農曆閏四月十三

二結社區長壽俱樂部於 1991 年
成立，參加會員超過 200 人，以促
進老人福利、育樂活動及維護老人身
心健康、喜樂為宗旨。為提倡身心健
康，每年都會舉辦國內自強活動 3 天
2 夜走出戶外，居民們都非常踴躍參
加；另外，為健全組織完整性，皆定
期召開幹部會議及會務工作計畫，俱
樂部設於活動中心 2 樓，每周二、
五、日早上老人們相聚在一起泡茶、
聊天、唱歌，也不定期辦理健康講座
如：毛巾操、健走等活動。為使長者
間聯絡感情，並於每年各種節慶如春
節、中元節、重陽節等，在活動中心
辦理餐會，暢談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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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仕紳─邱垂雲先生

FRI .

●宜／祭祀 作灶 餘事勿取
●忌／開市 安葬 破土 修墳 掘井

星期五
農曆閏四月十四
【芒種】

邱垂雲先生 1926 年出生於二結
農家，日治時代畢業於羅東明治國校
高等科，18 歲進入五結農會，從基
層做起，先後擔任主任、秘書等要
職。退休後踏入政壇，當選五結鄉民
代表及主席，並擔任調解委員會主
席，本著以和為貴的原則，熱心積極
的調解糾紛，由於績效良好，經評選
為全省績優調解委員。邱老先生曾擔
任國際獅子會五結分會第五屆會長、
學進國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二結土
地公廟主委等。2006 年積極籌備土
地公廟改建，捐獻 150 萬元，出錢
出力促使該廟於第二年即順利完成。
2010 年 11 月 邱 老 先 生 辭 世， 享 年
85 歲。他對社會及地方之貢獻令人
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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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環島三叔侄

SAT.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安香 解除 移
徙 入宅 會親友 求醫 治病 動土 破
土 開生墳 合壽木

●忌／合帳 上樑 經絡 安葬 入殮

星期六
農曆閏四月十五

「2019 年玄天上帝弘道鐵馬文
化寶島巡禮」在全省招兵買馬，共有
36 位 平 均 年 齡 60 歲 的 騎 士 報 名 參
加， 於 2019 年 4 月 7 日 至 4 月 17
日順利完成全程 1080 公里的單車環
島宗教活動。二結社區有 3 位年紀加
起來超過 200 歲的叔侄參與這次的
環島活動，隊伍中最高齡的是 80 歲
的叔叔何陸雄，二個分別為 70 歲、
58 歲的侄子陪同共襄盛舉。單車環
島是一大考驗體力、耐力及毅力的運
動，沿途不是頂著烈陽，揮汗如雨，
就是冒著風雨的吹打，備極艱辛。而
這位 80 歲的二結村民，體力充沛，
沿途不落人後，順利地騎完全程，這
種老當益壯的精神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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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社區元極舞榮獲全國活力秀冠軍

SUN.

●宜／嫁娶 冠笄 修造 動土 作灶 移徙 入
宅 補垣 塞穴 納畜 牧養 架馬 修造
動土 起基 定磉 開池 造船

●忌／

星期日
農曆閏四月十六

社區元極舞隊在 1999 年成立至
今 已 有 20 週 年， 成 員 有 50 名， 每
天早晨在社區活動中心或學校操場，
在指導老師簡碧慧的引導下練習，跳
元極舞舞動身心健康，讓大家顯得更
年輕又有精神。2014 年衛福部國民
健康署舉辦樂齡一世阿公阿嬤活力
秀，在賽前一個月，每天都在活動中
心排練，由簡菁素及簡碧慧兩位老師
辛勞教導，皇天不負苦心人，經過
鄉、縣、區比賽接連過關斬將奪得冠
軍，最後到台北參加全國性比賽又再
度得到冠軍，得來不易，這是全體團
隊日以繼夜努力的結果，也是二結社
區居民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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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林紀念館－慈林文教基金會

MON.

●宜／祭祀
宜／
交易 納財
●忌／齋醮
忌／
開渠 上樑 動土 破土

星期一
農曆閏四月十七

前省議員林義雄夫婦於 1991 年
3 月 成 立 慈 林 教 育 基 金 會， 隨 即 於
1994 年興建慈林文教中心完工，並
於 1995 年整修原林家舊宅為慈林紀
念館。2015 年新建慈林新館，為促
進慈林基金會未來更加蓬勃發展，
規劃建築「慈林學苑」，復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舉行動土典禮，預計於
2020 年完工，內有藝術館、慈林社
會發展學院校舍、教育研究室、辦公
室及多功能會議室。「慈林學苑」完
成後，將與現有的「慈林文教中心」
「慈林紀念館」「慈林新館」以及庭
園連成一體，並成為一個完整的文化
園區，也將是「慈林社會發展學院」
的校園。為鼓勵表揚青年學子熱心助
人、服務社會，慈林於 2002 年起設
立慈善獎學金，在教育方面有極大的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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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達人─焦春清先生

TUE.

●宜／嫁娶 訂盟 納采 冠笄 會親友 安機械
造車器 祭祀 出行 納財 入宅 安香
出火 入學 塑繪 開光 拆卸 起基 修
造 動土 牧養 栽種 安門 開廁
●忌／行喪 伐木 作梁 作灶

星期二
農曆閏四月十八

二結村民焦老先生於 1987 年在
聯勤被服廠退休，退休後非常熱愛蒐
集奇石，常常騎著腳踏車到各處河濱
溪床，以敏銳獨特眼光蒐集並帶回家
整理。靠著雙手琢磨及簡單工具將潛
藏的特色凸顯，造就一顆顆風韻獨特
的奇石。因年紀增長，體力漸漸地不
如以往，後自學摺紙藝術，靈巧的手
感看不出摺紙人歲月的痕跡，巧妙的
摺紙拼湊幻化成一個個精緻藝術，成
為家人世代傳承的珍藏，焦老先生於
2018 年 10 月 12 日仙逝，享年 9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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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一世紀的二結紙廠

W ED.

●宜／開光 求嗣 出行 冠笄 嫁娶 伐木 架
馬 開柱眼 修造 移徙 入宅 開市 交
易 立券 出行 安香 出火 掛匾 起基
修造 開生墳 合壽木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安葬

●忌／安床 出貨財 作灶 動土 破土

星期三
農曆閏四月十九

1917 年日本企業家在二結籌設
紙廠。1919 年第一台五號造紙機安
裝完成，同年 5 月起正式營運生產，
為臺灣第一台造紙機器，後再增設六
號機。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又設立
七、八號機，二結紙廠共有 4 台造紙
機，24 小時生產紙張。二結紙廠與
其姊妹場（四結紙廠）為全台灣最大
的造紙業，以生產新聞紙為大宗，另
有產品：模造紙、道林紙、牛皮紙、
印書紙、打字紙、香菸紙、鈔票紙、
衛生紙、發票紙、電腦紙等，其產
品、產量及營業額執本省造紙界之牛
耳。2001 年 10 月公營的二結紙廠改
制民營，由原有員工集資成立興中紙
業公司繼續營運，但產品種類及產能
銳減，規模亦不如往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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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籤詩達人─李阿如老先生

T HU.

●宜／祭祀 沐浴 理髮 嫁娶 作灶 整手足甲
掃舍 修飾垣牆 平治道塗

●忌／齋醮 出行 治病 合壽木

星期四
農曆閏四月二十

先賢李阿如老先生就讀於二
戰前二結公學（現今學進國小第八
屆），畢業後以做長工「換工」方式，
和住在竹林姨丈林阿進先生學習漢
字、中醫等知識數年，而奠定其擔任
公職服務人群一生，二戰後擔任學進
村村長兩屆，又兼任五結農會理事、
二結王公廟委員等職務。服務桑梓期
間善於為人排難解紛，1935 年時 20
歲，受到二結王公廟主事張阿富先
生提攜，開始長達 60 餘年駐廟服務
生涯，專門為信眾解籤詩皆能侃侃而
談，解人疑惑「冥冥中都是王公的指
點」，可稱為古公三王代言人，並捐
款新台幣壹佰萬元給王公廟，造福鄉
里 ，人人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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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華不復見的二結圳

F RI .

●宜／祭祀 解除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星期五
農曆閏四月廿一

早期的二結圳，水質潔淨、清
澈見底，除灌溉農田外，並為居民提
供了飲用水、洗衣、洗滌、孩童戲
水、牛隻泡澡等功能，當時在二結地
方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前的
二結圳兩岸護堤是由圓形石頭堆砌而
成，石縫中有許多浮游生物，為魚蝦
之食物，因此河水有很豐沛的魚類；
附近居民時常來這裡釣魚、捉蝦捕螃
蟹、摸蜆，往往有很好的收穫。尤其
在學進國小旁的這一段河岸設有洗衣
平台，岸上楊柳低垂，迎風搖曳，婦
女們站在清涼的水中洗衣服，雖是酷
暑，亦感涼快。如今二結圳的護岸，
已變成水泥岸，再加上河水受到污
染，魚蝦少見，過去在河中摸蜆、洗
衣、戲水之情景已不復見，令人惋
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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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進之光─創意揚威

S AT.

●宜／祭祀 沐浴 捕捉 結網 畋獵 取漁 餘
事勿取

●忌／開市 交易 嫁娶 安葬 行喪

星期六
農曆閏四月廿二

長年來學進國小在老師的指導
下，培養學生創意發想方面不遺餘
力，自 2012 年起至 2017 年，參加
IEYI 世界青少年發明展得到 12 面
獎牌，為校爭光，為社區爭取榮耀。
歷數其參與得獎之國家競賽與項目如
下：2012（泰國）穿襪輔助器得銀牌、
神奇杯刷得銀牌；2013（馬來西亞）
羽球蒐集器得金牌、防夾裝置得銀
牌；2014（印尼）視障輔助插座組
得銀牌；2015（台灣）聲波震動帽
得銀牌、多變鞋帶夾得銅牌理髮師的
魔術椅得澳門特別獎；2016（中國）
好好黏得金牌、神抽得銀牌；2017
（日本）膠帶黏貼輔助器得銅牌、輕
鬆剪剪刀輔助裝置得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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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學進、熱情有勁

S UN.

●宜／破屋 壞垣 求醫 治病 畋獵 餘事勿取
●忌／嫁娶 入宅

星期日
農曆閏四月廿三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位
於二結村的學進國小在 2019 年欣逢
創校百年， 自 1918 年設立，如今已
走過一世紀的歲月。學校的師長們秉
持「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教育精
神，在諄諄教誨之下，許多校友在各
領域均有非常傑出的表現和成就，為
國家社會貢獻一技之長。另外，學進
國小多年來在國際性、全國、全縣的
各種競賽也屢獲佳績，為校爭光，為
地方爭取榮譽，功不可沒。
在 2019 年的 5 月 26 日學 進 國 小
隆重舉行 100 週年校慶，貴賓雲集，
校友們紛紛從全國各地趕回來參加母
校百歲生日，並在中午席開 100 桌，
盛況空前。校慶盛典在歡笑聲中圓滿
的落幕，校友們津津樂道，相約 110
週年再恭逢其盛，共聚一堂。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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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度中秋慶團圓

MON.

●宜／嫁娶 出行 安機械 祭祀 塑繪 開光
治病 經絡 安床 結網 塞穴 破土 入
殮

●忌／開市 安門 掘井 作灶

星期一
農曆閏四月廿四

中秋節是家族團聚的重要傳統
節慶，中秋月圓人團圓，也是社會期
盼的節日活動，大家一起同樂，又能
促進村民情感與交流，所以每年中秋
佳節，社區一定會辦理聯歡摸彩晚
會，除了豐富的摸彩品外，還有二結
家政班的班員準備炒米粉、魚丸湯等
美食給全村村民享用，參加晚會的居
民非常踴躍，大家共同慶祝。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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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麗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T UE.

●宜／修造 動土 移徙 開市 破土 交易 開
倉 立券 栽種 入學 造葬 造倉 求嗣
祈福

●忌／訴訟 伐木 針灸 架馬 經絡 裁衣

星期二
農曆閏四月廿五

力麗基金會緣起集團郭董事長
為回饋鄉里與服務社會之抱負，於
2005 年設立。宗旨為致力於兒童、
青少年、婦女與老人的福利服務。
2012 年基金會在五結鄉二結村正式
設立。
秉持「讓長輩們能擁有健康的
身心與持續的社會參與，在友善和尊
重中獲得溫暖的關懷與照顧」之理
念，陸續開辦「力麗學堂」、「社區
健康 pa pa go」、系列樂齡遊程、培
訓志工隊、宅配學習服務。並承辦政
府長照業務－「社區關懷據點」、
「長
青食堂」及「長照送餐」、「居家照
顧」等。由力麗基金會、縣政府及在
地的社區資源通力合作之下獲致豐碩
的成果。基金會深耕二結社區多年，
經常舉辦各項公益活動，社區及鄰近
社區居民均踴躍參與，力麗基金會的
善舉與付出讓人敬佩及感恩。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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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前茅─健康久久

W ED.

●宜／祭祀 捕捉 取漁 修飾垣牆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星期三
農曆閏四月廿六

近幾年來，隨著高齡人口的增
加，鄉公所於 2015 年即策劃九九重
陽、健康久久活動，讓全鄉各村及社
區組隊參與競賽，鼓勵社區長者參與
此活動，增進身心健康及彼此間的互
動與關懷。
二結村民在歷年的全鄉全民運
動團體趣味賽皆名列前茅，2017、
2018 年更是榮獲總冠軍。簡汝育村
長從 65 歲以上長者，精心挑選出菁
英參賽者，並於賽前多次的練習，這
一群活潑的菁英，一上場個個卯足全
力向前衝，不只是單項冠軍，也是全
鄉總冠軍。藉此活動社區組隊參加，
不但體驗團隊精神，又能溫馨健康地
度過敬老節日。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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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民健行同樂

T HU.

●宜／嫁娶 納采 祭祀 祈福 求醫 治病 出
行 動土 移徙 入宅

●忌／開市 安門

星期四
農曆閏四月廿七

有健康的身體才可以享受事、
物、樂活過著彩色人生，為促進身心
健康鼓勵全民運動，所以社區每年舉
辦健行活動，社區居民為健康也非常
踴躍參加，從社區活動中心集合出發
經二結市區，二結王公廟，二結土地
公廟，蘭陽堤防到羅東運動公園來回
行程約 5 公里，沿途風景優美空氣新
鮮，每次參加居民超過數百人，利用
此活動可互相聯絡感情與各項交流，
回程在社區活動中心透過螢幕觀賞影
片，參加者都分送毛巾、便當、精美
紀念品，圓滿達成居民走出健康快樂
之目標。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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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班提升居家生活品質

F RI .

●宜／裁衣 作灶 移徙 入宅 納畜
●忌／嫁娶 安葬

星期五
農曆閏四月廿八

二結家政班承蒙五結鄉農會輔
導，創立推廣家政教育與研習不餘遺
力，聘請名師教導學員技藝，有多元
學習的機會，如書法、天然手工皂、
歌唱技巧、烏克麗麗、皮革包包、
烹飪、編織、拼布等等才藝，班員在
參加研習的過程中互相磋商交流，受
益良多，班員對於烹飪課程大家特別
有興趣，也學習很多的菜餚，家人都
有口福；此外，農會在 2018 年辦理
創意走秀比賽，二結家政班榮獲第一
名，提升了大家的生活品質。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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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濱直排輪競技場

S AT.

●宜／祭祀 入殮 移柩 啟鑽 安葬
●忌／上樑 動土 破土

星期六
農曆閏四月廿九

五結溪濱溜冰場於 2009 年 2 月
施設完工，為宜蘭縣內第一座溜冰
場，先後舉辦過全國中正盃及總統盃
比賽。為縣內競速滑輪選手的主要訓
練場地，近年來直排輪運動很受歡
迎，在大家的努力推動勤練下，五結
鄉的子弟有很亮眼的成績，希望大家
踴躍參與此項運動，滑出優良成績為
宜蘭爭光。直排輪溜冰場設於蘭陽溪
溪床，周邊有數座籃球場，堤防外有
側車道，堤防上有自行車道，適合
二、三、四結居民於假日運動的好場
所。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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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本事」之回顧

S UN.

●宜／訂盟 納采 出行 祈福 齋醮 安床 會
親友

●忌／移徙 入宅 安葬

星期日
農曆五月初一
【夏至】

收集嗜好各有千秋，有人蒐集
郵票、火柴盒、黑膠唱片、骨董、錢
幣等等，形形色色的蒐集品都有人珍
藏。二結社區有位村民就蒐集了 200
多張的電影「本事」。
50 年代，電視尚未普及，看電
影是大眾化的娛樂。在電影院門口的
桌上會放有一疊「本事」供取閱，正
面是該場電影的劇情概要，反面則是
預告片及廣告，每一張電影「本事」
都是一部電影的故事，回顧「本事」
會讓人回想起那部電影令人震撼的場
景，以及扣人心弦的劇情。到了 60
年初期，電視興起成為娛樂的主流，
電影業逐漸式微，電影「本事」也隨
之消失了，但回顧往昔在大東、日新
戲院看電影拿「本事」的情景，如今
仍歷歷在目。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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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 70 年歲月的麻油行

MON.

●宜／嫁娶 納采 出行 求醫 治病 開市 移
徙 入宅 啟鑽 安葬

●忌／動土 破土

星期一
農曆五月初二

二結街上有一家門面老舊、不
起眼的店招，很平凡可是經營了 70
年的老店—新德記油行。老油行從事
黃豆油、花生油、芝麻油、苦茶油等
食用油的製作與販售，歷經三代秉持
「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經營理念，
在地方上享有良好的口碑。油行內還
保留著歷經滄桑的樣貌，如今功成身
退的古早製油機器，留下了歷史的見
證。
老油行年輕的老闆娘，炒花生，
手藝精巧、火候精準，炒出來的花生
吃後齒頰留香、回味無窮，吃過的人
均讚不絕口，因此遠近馳名深受老客
戶的讚賞。老油行還善盡廢物利用，
用製苦茶油的殘渣研磨成苦茶粉，成
為天然無害的洗滌聖品，也為環保盡
一份心力。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6

June

月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

23

二結紙廠員工殉職紀念碑

T UE.

●宜／嫁娶 祭祀 沐浴 掃舍 修飾垣牆
●忌／行喪 安葬

星期二
農曆五月初三

1936 年 8 月 24 日， 酷 暑 的 午
後，2 點 45 分二結紙廠內突然傳出
一聲轟然巨響，爆炸聲響徹雲霄，嚇
壞了二結地區的居民。爆炸的事故的
起因是紙廠內蒸煮木片成為紙漿，俗
稱「金瓜」的大鍋爐爆炸，造成慘重
的傷亡，共有 7 位日籍，6 位台籍員
工不幸罹難。廠方為感念這十三位殉
職員工，並撫慰亡魂，在 1938 年 8
月 24 日設立紀念碑。長柱型的石碑，
背面鐫刻事故之緣由，側面刻有殉職
者的姓名。二結紙廠在每年殉職紀念
日當天及農曆七月半，都會準備祭品
前往祭拜，以為感念。歷經 80 多年
的歲月，風雨的侵蝕，斑駁的紀念碑
依然挺立著供人憑弔。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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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與柑仔店

W ED.

●宜／嫁娶 訂盟 納采 出行 開市 祭祀 祈
福 動土 移徙 入宅 破土 安葬

●忌／作灶

星期三
農曆五月初四

嘉惠地方的生鮮超市，位於中
正路 3 段，該店生鮮超市提供地區
鄉親日常生活所需，平價的商品應有
盡有，讓民眾在住家附近即可一次購
足，帶動了二結地區的繁榮，增加居
民的就業機會。
二結老街還有一家經營超過一
甲子的李永茂號柑仔店，雖然大部分
傳統式的柑仔店不敵現代超市的競
爭，而逐漸式微甚至消失了，然而這
間老字號柑仔店，因有服務親切的經
營理念，深得客戶的信賴，迄今依然
為村民提供服務，持續經營著。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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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版的三合院

THU.

●宜／訂盟 納采 出行 祭祀 祈福 修造 動
土 移徙 入宅

●忌／開市 安葬

星期四
農曆五月初五
【端午節】

這片家園由 8 棟 2 樓住宅組合
而成，係村民簡游阿桃規劃建築。
1947 年隨夫婿，陪同雙眼失明的婆
婆窩居在舊三合院，1957 年扶老攜
幼在現址蓋一典型農莊。1981 年將
原址升高 1 米 8（意含一定發，高瞻
遠矚）改建成 2 樓透天房 4 棟，雙
併組合，將子女聚集一起，融合舊式
三合院的優點，又有農莊的獨立空
間，並裝設警報系統守望相助，外有
監視系統以維護安全。2004 年再興
建 4 棟，供第三代居住，並改以重疊
方式形成 4 樓建物，與原來雙併構成
鼎足而三的態勢，象徵站得越穩，看
得更遠。這片幸福家園，三代 30 口
人家共同守護著，共同惦記先人勤奮
的歷程與精神，及高瞻遠矚守護家園
的宏偉典範。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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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公益企業家─簡藤松

FRI .

●宜／諸事不宜
●忌／諸事不宜

星期五
農曆五月初六

松風文旅創辦人簡藤松先生是
土生土長的二結囝仔，曾任五結鄉鄉
民代表副主席、五結鄉農會理事長、
宜蘭縣農會理事長，目前擔任二結福
德廟主委，對於地方事務非常關心，
經常出錢出力，熱心公益，不遺餘力。
從事瓦楞紙業起家，早年經營
西雅圖汽車旅館，本著對二結地區的
濃厚情感，故將西雅圖旅館拆除，新
建松風文旅，秉持「不忘本、回饋地
方」的信念，為自己成長的這片土
地盡一份心力，希望能帶動二結地區
經濟繁榮，增加居民就業機會。館內
也秉持環保概念，將瓦楞紙藝注入松
風文旅，希望帶給旅人獨特的住宿體
驗。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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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版畫巨人─楊炯杕

S AT.

●宜／嫁娶 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入殮 破
土 安葬

●忌／開光 開市

星期六
農曆五月初七

楊炯杕雙親皆是學進國小退休
老師，1993 年遠赴法國研習金屬腐
蝕版畫長達 17 餘年，2006 年以《LE
TEMPS SCELLE SEALED TIME》
時 光 封 印， 獲 得 法 國 saint-maur 第
二屆國際版畫雙年展首獎。2014 年
在宜蘭美術館開幕時，亦邀請楊炯杕
參展並收藏其作品於館內。在國內舉
辦個展創作的每件作品，就像是在訴
說不同階段的心路歷程。該作品歷時
6 年多完成，12 張共 6 公尺高的銅
版畫，張張可獨立，同時還可頭尾相
連，是臺灣東北角沿岸的縮影。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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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糖廠滄桑史

S UN.

●宜／開光 求醫 治病 動土 上樑 入殮 破
土 安葬

●忌／嫁娶 開光

星期日
農曆五月初八

1917 年日本企業家在蘭陽溪南
端的二結籌建製糖工廠，這也是宜蘭
地區唯一生產紅糖的二結糖廠。糖，
早期曾經是政府重要的農產品之一，
在台灣經濟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民國 40 年代是二結糖廠的全盛
時期，載運甘蔗的卡車來回奔馳，糖
的生產過程先將甘蔗搾汁，經高溫蒸
煮成糖漿，再提煉成為紅糖。每當經
過糖廠時，空氣中都會瀰漫一股淡淡
的糖香味。榨汁後的蔗渣廢物利用，
做為造紙的原料。規模不大的二結糖
廠，經營 40 多年，也走過了風光的
歲月，但是終究敵不過南部糖廠的競
爭，走入歇業的命運，二結糖廠也成
為歷史名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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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王公廟媽媽歌仔戲

MON.

●宜／祭祀 栽種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星期一
農曆五月初九

媽媽歌仔戲原由宜蘭縣蘭陽戲
劇團在二結王公廟演出之後，經大二
結文教促進會理事長四方奔走，為一
群愛好歌仔戲的婆婆媽媽爭取成立，
1998 年 3 月 1 日開班，聘請張孟逸、
謝玉如、陳振旺老師教授唱腔及身
段。演出時由玉如、振旺老師 2 位負
責彩妝，周雨謙音樂指導，1999 年
元月 1 日在二結王公廟演出五女拜
壽，觀眾盛況空前。現由秦國翔老師
二胡伴奏，每星期二晚上於二結庄生
活文化館上課，師生除致力於歌仔戲
藝術相關之薪傳工作，每年參與二結
王公廟文化節演出外，同時亦以「積
極走入社區、參與各項公共事務」為
職志，安排社福機構探訪行程、小型
公益演出。

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6

June

月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

30

小診所大愛心

T UE.

●宜／嫁娶 開光 祭祀 祈福 求嗣 出行 解
除 伐木 入宅 移徙 安床 出火 拆卸
修造 上樑 栽種 移柩

●忌／安葬 開市 交易 立券

星期二
農曆五月初十

民 國 50 年 代 醫 療 資 源 貧 乏 時
期，二結村不到 800 公尺的老街上
竟然有 3 家診所，令人稱奇，在街
頭有傅醫師診所，中間黃醫師快安診
所，街尾藍醫師松生診所，是二結地
區及鄰近村落居民健康的守護神。3
位醫師除了在診所看病外，還有「往
診」服務，有些病人病況較重或年老
體弱的長者無法到診所就醫，他的家
人會請醫生到家裡「往診」，因此經
常不分日夜，風雨無阻，這種「視病
猶親」的精神令人欽佩，尤其早期沒
有健保，一般人經濟狀況也不好，有
些病人賒欠醫藥費，醫生也不催討，
最後就不了了之。目前這 3 位醫生都
已相繼過世，診所也歇業，但是老一
輩的村民，對 3 位醫師悲天憫人的慈
悲心至今還感恩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