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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三

1
●宜／求嗣 嫁娶 納采 合帳 裁衣 冠笄 伐

木 作梁 修造 動土 起基 豎柱 上樑 
安門 作灶 築堤 造畜稠

●忌／安葬 出行 祈福 栽種
農曆五月十一 

仁和里位在羅東鎮鎮中心，是

羅東鎮最小的社區，但因為人口密集

度高，人口最也較為複雜。社區發展

時間較早，因林木業帶動社區產業，

所以有許多特種行業林立，因有消費

需求所以延伸出許多店家，早期還有

打鐵店、棺材店、炭丸店、酒家、妓

女戶，隨著時代變遷這些行業已經消

失，社區鄰近羅東夜市，附近有成功

與羅東國小。東邊至中正路，西邊至

興東南路，南邊至南門路，北邊至中

山西街，範圍不大卻有許多文化值得

探訪。

仁和社區簡介

WED.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四

2
●宜／祭祀 解除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五月十二

社區在 2013 年陳圳茂先生接任第
三屆理事長後，心繫重任想為社區做一
些事，因此推派社區志工參與社區營造
員、社規師培訓計畫，極力推動社區自
力營造及在地文化保存。社區先後出版
了文史書籍及繪本，登記國家圖書條
碼，將社區文化永久妥善保存。

社區在市場及夜市周圍環境髒亂，
為此理事長積極向縣府提計畫，改善巷
弄空間環境，給居民行之友善空間，將
社區文化融入空間進行改造活化，以
點、線、面方式推動社區街角博物館，
期望帶動社區產業發展，目前建置有米
食文化館、仁和文化廊道、仁和巷弄文
化館、後街小吃攤文化館、彩繪巷。此
外，成立社區關懷照顧據點，結合成功
國小樂齡課程、社會處趴趴 GO 活動。

在理事長領導下，社區曾獲 2018
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低碳認證永續家園
銅級認證評等，與同年參加全國金卓越
社區選拔獲得績效組 - 優等獎，這也是
志工團隊努力的成果。

社區的推手─陳圳茂

THU.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五

3
●宜／嫁娶 祭祀 祈福 出火 開光 求嗣 出

行 拆卸 開市 交易 立券 掛匾 入宅 
移徙 安床 栽種 動土

●忌／安葬 行喪 伐木 作梁
農曆五月十三

成立宗旨以提供在地人志工服

務老人之精神，並透過服務的過程增

進自我瞭解和肯定，秉持濟弱扶傾的

胸襟、助人為樂的心情，關懷照顧真

正需要的人。提供服務內容有血壓量

測站、電話問安、居家訪視等，定點

時段幫長者量血壓、電話問安、定期

到老人家中進行訪視，關心老人的生

活近況，給予精神支持，了解目前生

活需要，提供服務訊息，使老人能得

到適當的幫助。

為提醒長輩注意健康，鼓勵長

輩走出戶外，也會舉辦健康促進活動

如插花班、健康活力操、長青學苑、

老人歌唱班、環保打擊樂等，還有旅

遊活動，如社區趴趴 GO。

社區健康守護站

FRI.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六

4
●宜／開光 求嗣 出行 解除 伐木 出火 拆

卸 修造 上樑 起基 入宅 移徙 開市 
交易 立券 栽種 牧養 入殮 安葬 除
服 成服

●忌／置產 安床

農曆五月十四 

協會為了讓社區居民走出家門

多參與活動，讓大家情感交流並參與

學習，故於 2015 年 3 月 8 日成立附

屬團體健康活力教室，目前共有 65

位班員，參加的班員以里民或社區會

員為主。

健康活力教室的成立，為社區帶

來許多歡樂色彩，譬如冬至搓湯圓、

健康操、講座、學習課程、自強活動

等，許多班員藉著參加社團活動，學

得一些才能，達到身心靈健康，讓生

活變得多彩多姿，促進家庭和諧，並

樂於其中。

健康活力教室

SAT.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日

5
●宜／祭祀 理髮 修飾垣牆 平治道塗 沐浴 

整手足甲 掃舍

●忌／出行 安門 修造 嫁娶 上樑 入宅
農曆五月十五 

社區在社造剛起步的前幾年走

得很艱辛，所謂萬事起頭難，但因有

陳圳茂理事長的堅持，讓居民深深感

受到社區的改變。讓一群志工默默跟

在理事長身後，一起為社區付出，他

們大部份都是退休的長者，平均年齡

70 歲了，本來可以在家含貽弄孫享

清福，為了社區選擇無私付出。

志工自從加入了這個行列，都

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只要社區有需要

他們的地方大家一定全力以赴，使命

必達，不會要求回報，如空間打掃、

館舍油漆、木工、美工、烘培料理等，

樣樣都難不倒他們，因為社區有這些

志工默默的付出，才能造就今天的仁

和社區。

仁和社區志工團隊

SUN.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一

6
●宜／祭祀 修飾垣牆 平治道塗

●忌／開市 動土 破土 嫁娶 修造 安葬

【小暑】
農曆五月十六

每年媽祖生、朝真禮斗或重大
慶典必供應媽祖平安圓，一天最少須
備 3000 斤糯米，是震安宮最負盛名
的表徵。

據廟方表示，震安宮在第 6 次
修建時，於 1981 年 11 月 28 日辰時
舉行「主母樑」上樑大典，有 3 天
慶典活動，前一天晚上徹夜製備紅
圓，第二天清晨竟發覺變成五彩圓，
放入大鍋煮時則呈現紅色圓。為防意
外廟內幹部親攜五彩圓，駕車往台北
化驗，結果無任何毒性，加上有在博
愛、聖母兩家醫院住院的患者，許多
人夢到媽祖要他們吃紅圓，所以患者
家屬或護士紛紛攜容器要紅圓，結果
一星期內，兩家醫院患者出院達九
成，成為地方盛傳的「媽祖神蹟」。

媽祖傳奇─紅圓

MON.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二

7
●宜／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開光 安香 出

火 立券 安機械 移徙 入宅 豎柱 上
樑 會親友 安床 拆卸 掛匾 牧養 教
牛馬

●忌／嫁娶 安葬 行喪 破土 修墳

農曆五月十七

早期羅東鎮每年農曆三月初三，

帝爺公誕辰（玄天上帝）除了神明遶

境及各地宮廟助陣熱鬧遊行，最大的

盛事就是到羅東吃拜拜。食客（親

戚、朋友、同學等）四面八方湧入鎮

內，到處人山人海，家家、戶戶均辦

流水席，從中午吃到午夜，街（巷）

內不乏醉倒的酒客。當時的人很看重

面子，輸人不輸陣，時常耳聞有人到

當鋪當西裝、棉被，謂為趣談。

後來政府提倡節約，各家自辦的

請客習俗逐漸消失，直到最近幾年羅

東鎮公所發起，才將往昔的熱鬧拉回

一些，餐會中還請歌星演唱、表演、

助興熱鬧滾滾，重溫昔日的榮景。

三月初三羅東吃拜拜

照片提供 / 羅東鎮公所 照片提供 / 羅東鎮公所

TUE.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三

8
●宜／沐浴 理髮 捕捉 入殮 移柩 破土 啟

鑽 安葬

●忌／出火 嫁娶 入宅 作灶 破土 上樑 動
土

農曆五月十八

鎮安宮（國聖廟）創建於 1907

（日明治 40）年，早期每年農曆五

月七日國聖爺誕辰，會請戲班演出歌

仔戲（野台戲），祭拜時有殺豬公並

舉辦過火儀式，挑神輿（轎）需齋戒

一週才可過火。地點就在大稻埕，康

樂巷口廣場舉行，目前只剩殺豬公祭

拜、舉行摸彩晚會及七月普渡。

因為廟宇在康樂巷旁，早期周邊

特種行業很多，所以附近酒家小姐都

會來此拜拜。社區有一個趣談，有一

戶剛由外地娶過門的媳婦跟婆婆備祭

品到廟裡拜拜，拜完走出廟門，媳婦

指著斜對面一間招牌寫「水晶宮 ( 酒

家 )」問：「是否還要到對面拜拜？」

婆婆急忙說：「不必！那是男人去的

地方。」就匆忙帶著媳婦離開。

鎮安宮（國聖廟）

WED.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四

9
●宜／求醫 治病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嫁娶 出行
農曆五月十九

2013 年由仁和里里長陳圳茂等

人成立羅東鎮仁和攤販自治管理會，

經數年來自治攤販們的努力，經營成

果良好，自治管理會並向鎮公所申請

早上 8-11 點時段禁行車輛，讓民眾

有更大更安全的空間方便採買，確實

帶給在地住戶及鎮上居民許多方面的

便利。

自從自治攤販成立，每一年的

農曆七月攤商和住戶們會聯合舉辦普

渡拜拜，供品琳瑯滿目，聘請道士舉

辦超度法會，也只有這個時候，才會

再次看到早期傳統拜拜的熱鬧，居民

祈求闔家平安，商家祈求生意興隆，

同時透過拜拜讓居民和商家拉近彼此

之間的距離與情感。

仁和里中元普渡

THU.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五

10
●宜／納采 訂盟 嫁娶 移徙 入宅 出行 開

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會親友 安香 出
火 拆卸 蓋屋 起基 安床 作灶 掛匾 
安葬 破土 啟鑽 立碑 入殮 移柩

●忌／祈福 上樑 開倉 掘井 牧養

農曆五月二十

文宗社是全台唯一由民間私人
團體捐錢買地，推廣漢學，重祭孔
子，建有學堂講學，祀堂祭拜的助學
單位。光復之後 40 年代左右，文宗
社將廟前廣場出租讓人經營露天戲
院，商家在廣場搭建露天戲院，當時
常演出野台戲。

因地緣關係，戲院經常表演時
代劇與歌舞劇，歌舞劇常有違法脫衣
舞的演出，所以警察會站在最後面，
因此舞台左右兩邊各放一塊布幔，舞
者會偷偷在布幔後方跳脫衣舞，內
行人都知道要坐第一排，故社區有個
台語俗諺「頭前看脫衣舞，後壁採孔
子」。1966 年因文宗社破舊又臨近
工商娛樂場所，環境不合聖域尊嚴，
故遷往北成街羅東孔廟現址，而將舊
廟賣給日新戲院。

露天戲院與文宗社 ( 日新戲院 ) 

FRI.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六

11
●宜／祭祀 祈福 齋醮 出行 納采 訂盟 安

機械 出火 拆卸 修造 動土 起基 移
徙 入宅 造廟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安葬 謝土

●忌／嫁娶 開市 栽種 合壽木

農曆五月廿一

新蘭社創建於 1923 年，薛謙祈

率數十位子弟離開福蘭社，另組新福

蘭社，後更名為新蘭社。民國 60、

70 年代是該社最興盛時期，經常演

出忠孝節義，並遊街遶境，因時代的

變遷，北管沒落後至廢社，經社區理

事長（亦是仁和里里長）陳圳茂先生

發現新蘭社閒置多年無人管理，年久

失修又有流浪漢長期居住，故極力爭

取保留社區文化空間，透過文化局社

造 3.0 計畫，將新蘭社設置成社區文

化故事元素的據點，變身為社區發展

的基地—仁和巷弄文化館。目前該館

有北管、南門港、後街文化特展，也

因社區極力爭取，目前羅東鎮公所已

經簽屬同意書，交由社區維護管理。

新蘭社（仁和巷弄文化館）

SAT.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日

12
●宜／祭祀 進人口 納財 納畜 牧養 捕捉 

餘事勿取

●忌／開市 入宅 安床 動土 安葬
農曆五月廿二

1915 年日方決定開發太平山森
林資源，並積極尋找木材貯藏和轉
運的場所。1921 年，在羅東街長陳
純精努力奔走之下，爭取將太平山林
場的出張所與貯木場設置在羅東，後
來由於太平山木材生產量凌駕阿里山
之上，造成嘉義人紛紛前來羅東設
廠，使羅東成為重要的木材集販與加
工中心。由於外縣市木材商的進進出
出，各山場工人的來來往往，旅社、
餐廳、娛樂場所、酒家等行業，像雨
後春筍般紛紛設立，如羅東會館、龍
宮、水晶宮、麗賓閣、味珍香、東雲
閣等知名酒家、茶室、妓女戶更是不
勝枚舉，社區故有後街之稱。

若來詢問仁和里（社區）或許
有人不知，但提到後街，大家都知道
在那裡！

後街文化

SUN.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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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祭祀 塑繪 開光 求醫 治病 嫁娶 會

親友 放水 掘井 牧養 納畜 開渠 安
碓

●忌／蓋屋 入宅 作灶 入學 安葬 行喪
農曆五月廿三

南門港故事巷於 2018 年社規師

計畫完成，廊道裡設置重現南門港特

展，敘述社區與南門港的連結，以繪

本的方式繪出南門港過去、現在樣

貌，並繪出南門港未來的願景。繪本

是透過許多社區志工一人繪製一張，

集結成冊，走完巷內空間，即看完一

本繪本故事書。

故事巷還有很多則在地俗諺，

透過詼諧的俗諺讓人很快的融入早期

社區當時的情境。例如「安娜在ㄟ東

雲閣」，以前常常有人吵架問說安娜

（台語）的意思是指想怎樣，對方常

會回說「安娜在東雲閣，你要找安娜

的話到東雲閣」。據說當時有一位上

班小姐名叫安娜，長得很漂亮，在東

雲閣上班，因此而出名。

南門港故事巷

MON.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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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二

14
●宜／祭祀 塞穴 結網 畋獵 餘事勿取

●忌／移徙 開市 入宅 嫁娶 開光 安門
農曆五月廿四

早期義和巷裡有文宗社、土地

公廟、露天戲院、餐廳、酒家、商店…

商家林立。1900 年（日本明治）時

期，羅東仕紳興建文宗社廟於義和巷

20 號（現日新戲院），便可知道義

和巷的地理位置及發展程度，為當時

羅東鎮最主要的巷道。2013 年社區

提社規師計畫，收集過去文史及常民

生活資料，透過彩繪方式置入空間，

讓整個巷弄色彩光鮮明亮，形成目前

的彩繪巷，吸引外地遊客到此拍照駐

足，透過彩繪故事知道早期居民生活

的點點滴滴，並促進當地觀光產業發

展。

彩繪巷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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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三

15
●宜／開市 納財 祭祀 塑繪 安機械 冠笄 

會親友 裁衣 開倉 經絡 納畜 造畜稠 
教牛馬 牧養

●忌／動土 破土 安葬 治病
農曆五月廿五

我們社區的藍晒圖，過去有羅

東後街仔之稱的仁和社區，理事長透

過社區規劃師並帶領居民進行空間改

造，整理破舊的老屋與巷弄空間，在

牆面彩繪上美麗的藍晒圖，呈現老屋

原本內部的風貌。

仁和文化廊道光是地主就有 30

多人，理事長一一拜訪說明並取得同

意書。改造巷弄時還得動員居民參與

清理環境，將社區文史及故事，置入

巷弄空間設置佈告欄，因為廊道內沒

有水、電，社區再提計畫建置太陽能

及水撲滿，並設立解說牌，讓羅東當

地各級學校（幼稚園、國小、國中）

到社區參訪時，達到教育目的。

仁和社區文化廊道、藍晒圖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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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四

16
●宜／移徙 入宅 治病 會親友 祭祀 祈福 

齋醮 安香 移徙 嫁娶 蓋屋 起基

●忌／開市 齋醮 安床 出行 經絡
農曆五月廿六

後街小吃攤文化館設置於新蘭
社旁的小空間，內部展示早期酒家菜
及在地小吃文化特展。早期因木材商
人聚集，需要交際應酬談生意，在康
樂巷周邊造成酒家、茶室、妓女戶
等…各式風月場所林立，故有羅東後
街之稱。

民國初年，酒家是台灣最高級
的餐館，菜色精緻、注重刀工與擺
盤，當時酒家文化相當盛行，因為酒
家消費很昂貴，聰明的客人會到鄰近
的小吃部或小吃攤點菜，要求外送到
酒家，酒後也習慣到附近小吃部再續
攤，一個晚上續 3-4 攤都很正常。當
時康樂巷裡小販也會到此叫賣，如化
妝品、布、烤魷魚、米粉羹、肉粽，
人來人往不分白天、晚上，就像菜市
場一樣，故有小上海之稱。

後街小吃攤文化館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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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五

17
●宜／塑繪 出行 冠笄 嫁娶 進人口 裁衣 

納婿 造畜稠 交易 立券 牧養 開生墳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安葬 啟鑽

●忌／安機 經絡 造車 上官 赴任 出行 移
徙 祭祀 祈福 修造 上樑 安門 造船 
針灸

農曆五月廿七

陳謙遜先賢於 1840（清道光 20）
年農曆十一月十日出生於結頭份，卒於
1920（日大正 9）年農曆十月廿一日。
祖居福建漳州平和縣，祖先世代從醫為
業後遷移至冬瓜山（今冬山鄉），跟從
父親陳偶研修中醫，弱冠時繼承家業，
在羅東街（今中正路）開業正昌堂行
醫，由於醫術精湛，名聲遠播，並研發
出珠痲（種痘即麻疹）之療法，功效卓
著。

1887（清光緒 13）年，受命出任
羅東堡總理，並擁有鄉勇 50 人保護其
安全及聽從指揮。1890（清光緒 16）
年，協助清朝政府，作戰有功，獲欽賜
五品軍功。1896 年從事治賊事務有功
派任為羅東區長，直至 1899（日明治
32）年以年邁辭職。功成名退後繼續行
醫至終老，陳氏子孫亦能繼承其衣缽，
繼續行醫濟世，對羅東有很大的貢獻。
( 以上部分節錄白長川、宜蘭先賢陳輝
煌協臺評傳、臺灣文獻 )

羅東堡總理─陳謙遜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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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六

18
●宜／祭祀 冠笄 嫁娶 捕捉 結網 畋獵 取

漁 餘事勿取

●忌／餘事勿取
農曆五月廿八

馬恒漢醫師 1925 年出生，現今

96 歲，1949 年隨國軍來台，是位軍

醫，1970 年退伍後在中正街開西藥

房及一般門診，刻苦的往返台北與羅

東進修。

早期看醫生需要很大的費用，

馬醫師體恤居民生活困苦，收費沒有

成本概念，只希望患者病情趕快復

原，所以附近居民和其他鄉、鎮的人

都會來看診。

有一位住附近已經 103 歲的賴

阿嬤，還特別交代：「在她有生之年，

她的健康要由馬醫師來守護。」

直到去年（2018 年），馬醫師

由於健康因素需休息，才沒有繼續行

醫看診，65 年的行醫生涯，真是一

位百歲仁醫！

行醫超過一甲子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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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日

19
●宜／沐浴 掃舍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五月廿九

神尊達人黃承河先生 1947 年

生，現年 73 歲，13 歲時就開始跟外

公（莊洪全）學神明雕刻，妻黃李麗

月女士早期在製衣廠工作，自 1972

年和黃承河先生結婚後，才開始和先

生學習神尊造型的工作。

所有造型完全靠手工製作，工

序繁雜且精細，李麗月女士所製作的

神明帽堪稱一絕，明明使用的材料只

有紙，但製作出來的神帽卻有金屬的

質感，他們製作的包括大小神尊、神

將等等，還有神尊的頭帽、衣服、鞋

子、臉部的裝飾、身體的油漆、按金

等，最厲害的是可將損壞或破舊的神

尊修復得像新的一樣，所以有神像造

型師的稱號。

神尊達人─神像造型師

SUN.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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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一

20
●宜／納采 祭祀 祈福 解除 動土 破土 安

葬

●忌／嫁娶 移徙 入宅
農曆五月三十

游春雄 1936 年出生，小時候住在
中山西街（日新戲院旁），對面是羅
東會館，旁邊有澡堂，住家後面義和
巷也有酒家。24 歲當兵，1962 年退伍
時進入那卡西市場，一天差不多可以
賺 200 元左右。在羅東會館演奏時學
會許多樂器，也訓練彈樂器的技巧，
如一般人不會左手彈手風琴，但是游
春雄會，而且還能自彈自唱，1968 年
時就買得起一台 14,000 元的 90cc 機
車，那時羅東鎮很少人有機車，那年
在林務局上班一個月 1,600 元。

東雲閣開幕後就在東雲閣演奏，
生意很好，常忙不過來，因為外交好
又會喝酒，所以客人都指定他演奏，
通常一天若有 20 桌客人，他至少就演
奏了 14-15 場，那時一個月能賺十幾
萬，算是見證了酒家繁榮與興衰。

酒家走唱─游春雄

MON.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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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二

21
●宜／祭祀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六月初一

天未亮，素真阿嬤就把剛做好

各式粿品，放上腳踏車的籃子裡，騎

往羅東運動公園準備做生意，因公園

裡有多組晨操團體，為讓更多人能買

到，素真阿嬤放置一個良心零錢箱，

招牌寫著：「喜歡自己拿、良心買賣、

自己付錢、自己找錢」，也藉著賣東

西的時間，和團操一起作運動。

阿嬤自幼失怙恃，生活環境不

好，但個性樂觀與堅毅，結婚後和先

生養育 4 個女兒。近年，先生離世，

女兒婚嫁或外出工作，時間多了，熱

心參與社區及廟慶活動，雖然忙碌卻

也樂在其中。在飄香的後街，轟隆作

響的攪拌機旁，或許就會遇見認真做

粿的素真阿嬤呢！

米食館─邱素貞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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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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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三

22
●宜／嫁娶 納采 開市 出行 動土 上樑 移

徙 入宅 破土 安葬

●忌／祭祀 祈福
農曆六月初二

大稻埕是仁和社區的小地名，

濱臨南門港的北岸一帶，在清代是一

片空曠地，也是在地農民曬稻穀之

處，因此暱稱－大稻埕。當年大稻埕

除曬稻穀，也有江湖商人利用岔路空

間擺攤賣藝，成為打拳頭賣膏藥的表

演場地，現今大稻埕雖已不復見，但

印象還留在長者心中。

據耆老口述，早期 ( 日治時代 )

整個康樂里都是大稻埕 ( ㄉ一ㄚ ˇ)，

是居民種菜的地方，有居民蓋房子挖

地基的時候還挖到筊白筍 ( 化石 )，

打鑼的憨欽仔通知居民國聖廟跳過火

的消息，居民都知道大稻埕 ( ㄉ一ㄚ

ˇ) 在哪，就是在現今康樂巷轉角處

的小廣場空地。

大稻埕 ( ㄉ一ㄚ ˇ)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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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四

23
●宜／嫁娶 納采 開市 出行 動土 上樑 移

徙 入宅 破土 安葬

●忌／赴任
農曆六月初三

老闆吳長庚早年從事生產蝦子的
飼料，因緣際遇下認識一位從大陸來的
燒餅師傅，教他製做胡椒餅，從此改變
他的人生。1993 年在南門路開店，初
期生意還不是很穩定，但老闆堅信有付
出就會有回報，因此每天努力工作從清
晨忙碌到天黑，客人一次次的品嚐與支
持，讓當初不起眼的小店轉變為現今小
有名氣的老店。

為了延續傳統及對燒餅的品質要
求，老闆堅持不開分店僅此一家，目前
已是半退休狀態，現由第二代（兒子）
接棒。

老闆說，有位客人令他印象很深
刻，每天只要接近中午時刻這位小姐就
會到店裡買餅，為的不是自己而是要買
回家給年長的老父親吃，這樣的習慣竟
已默默持續了好幾年，如此的孝心讓老
闆甚是感動，也讓老闆更確定了對燒餅
品質的堅持及延續的信心。

 堅持古早味的餅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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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五

24
●宜／祭祀 作灶 納財 捕捉

●忌／開市 破土
農曆六月初四

位於仁和社區巷內，由一棟老

宅改建的圓二空間（羅東鎮民族路

53 巷 1 號）是黃建興建築師的老家，

雖然面積只有區區 15 坪，卻是兩代

八口人緊緊繫在一起生活的家。黃建

築師小時候父母在羅東魚市場擺攤，

店號明示圓二（碼路二），因此老家

改建時，取名為圓二空間，感恩、追

思，圓滿父母二老。

圓二空間秉持父母熱心公益的

精神與心願回饋社會，1 樓以早期亭

仔腳的概念開放空間，作為社區民眾

日常聊天的空間，2、3 樓為圖書館

及會議室，提供社區民眾閱讀及小型

會議的場所。希望將來能與社區合

作，推動空間活化及街角博物館的概

念。

圓二空間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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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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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宜／嫁娶 開市 立券 祭祀 祈福 動土 移

徙 入宅

●忌／造廟 安葬
農曆六月初五

順宏飼料行位於羅東鎮中正街

上，於 1973 年開始營業至今，已有

46 年，現今已由第二代俞宏昌先生

接棒，秉持著傳統家業，專營飼料、

小雞、小鴨、小鵝等品項。

當年開店初期時養雞鴨的人很

多，所以羅東地區也有幾間一樣的飼

料店，但是因時代變遷房子越蓋越

多，飼養環境的改變，再加上政府政

策不能私宰活禽，因此飼料店這行業

漸漸沒落，店家也變少了。但有些客

人從年經就養家禽到現在，對他們是

習慣也是生活的樂趣，所以店家說，

未來只要有市場需求，飼料店就會存

在。

雛禽專賣店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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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宜／補垣 塞穴 結網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

柩 安葬 啟鑽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六月初六

說到羅東熱鬧的景點，中正街

的早市絕對是其中之一，不輸於羅東

夜市。曾有日本國立民俗博物館的館

長到社區參訪，誇稱中正街早市就像

古時候江戶時代市場的樣貌。

每天早上 4、5 點，羅東周遭的

農家將自家生產的蔬果擺攤，魚販將

新鮮現撈魚貨上架，賣雞肉的、賣蜜

餞的、賣雜貨的…等等各忙各的，到

6 點多開始人潮湧入，吆喝叫賣的聲

音，彼起彼落，人來人往的喧嘩聲一

陣壓過一陣，人擠人有如鮭魚返鄉，

一批一批的川流不息，一直延續到近

中午時才慢慢地平靜下來。

中正街早市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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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宜／嫁娶 納采 出行 祭祀 祈福 解除 移

徙 入宅

●忌／動土 安葬
農曆六月初七

民國 30-40 年代羅東鎮木材商
人來人往絡繹不絕，晚上燈紅酒綠，
美女鶯聲燕語非常熱鬧，其中最具特
色的就是特種行業。早期因為醫療不
發達，為防患未然、減少感染性病的
機率，因此仁和里區域內的西藥業就
有 10 幾家，隨著時代的進步與變遷，
過去南門港周邊的特種行業也沒落消
失了。

目前社區裡僅剩一家早期西藥
房，位在南門路與康樂巷路口，以前
特種行業興盛時期，經常有人到西藥
房要買菸，老闆特地申請菸酒牌，賣
起香菸，所以店門口招牌還可以看到
西藥和菸酒的招牌，後因應政府政策
西藥房要有藥劑師進駐，故店名已經
取下只剩西藥招牌。

西藥房文化

MON.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二

28
●宜／嫁娶 祭祀 祈福 齋醮 治病 破土 安

葬

●忌／開市 入宅
農曆六月初八

社區有一對最長壽的夫妻，長輩

林火焰阿公 1905 年出生和林羅茶阿

嬤 1900 年出生，結婚到現在已經 80

年，阿公已超過百歲而阿嬤也將近百

歲，阿公現在還是耳聰目明，表達能

力也很棒，阿嬤更是身體強悍，外表

看起來都沒有讓人覺得老態龍鍾。

阿公早期在做拍賣魚的生意，

後來在民生市場旁賣布阿嬤是童養媳

很早就和阿公結婚，18 歲生下大兒

子，兒子目前也已高齡 80 歲。兩人

當初結婚的誓言是相知相守一直走到

永遠，生死與共永不分離。問起阿公

和阿嬤養生的秘訣，他們說心量要大

一點，人要看得開不要太計較，生活

自然愉快。

最長壽夫妻

TUE.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三

29
●宜／嫁娶 出行 開市 安床 入殮 啟鑽 安

葬

●忌／祈福 動土 破土
農曆六月初九

自仁和社區成立至今，每年都

會參加一年一度羅東鎮的藝穗節。因

為大家都會比較每個社區、社團的團

隊創意及花車製作，所以為達到創新

求變，社區志工們一起縫製及設計繞

街時的表演道具，同時趁此凝聚社區

居民的向心力。

每年踩街羅東街道人山人海、

大家都歡欣鼓舞，由歌舞的表演，散

播歡樂、和諧、幸福與熱情的能量，

推動全鎮民的共同歡樂，藝穗節已是

羅東地區每年最具特色的藝文活動。

藝穗節活動

WED.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四

30
●宜／嫁娶 祭祀 裁衣 結網 冠笄 沐浴

●忌／開倉 出貨財 置產 安葬 動土 破土 
掘井 栽種

農曆六月初十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所有樂齡

族群都是社區的寶貝，社區秉持著疼

惜長者的心意，期望大家都能活到老

學到老，達到健康優質的生活，因此

在課程設計上特別用心，如開設健

康活力操課程，每星期固定時間讓長

者到社區動一動，是長者最開心的時

間，為了長者身、心健康，社區特別

結合羅東樂齡學習中心，開設歌唱技

巧班、DIY 美化居家創意小物、蝶古

巴特、療癒小物、手機平板好好玩等

課程，其中歌唱技巧班，報名非常的

踴躍，可以說是秒殺，必須提前 3 ～

4 小時來排隊喔！

忘齡快樂學習站

THU.



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7 月
July

星期五

31
●宜／入宅 移徙 安床 開光 祈福 求嗣 進

人口 開市 交易 立券 出火 拆卸 修
造 動土

●忌／嫁娶 破土 置產 栽種 安葬 修墳 行
喪

農曆六月十一

仁和社區是羅東鎮最小的社區，

但市場、攤販、商家林立，每天的交

易非常熱絡，農會就有兩家設立在社

區裡 ( 羅東農會、冬山農會 )，讓社

區居民方便就近存錢、領款、匯款。

羅東農會早期是東雲閣酒家舊

址，也是羅東鎮老一輩居民都知道的

地標，只要說「東雲閣」大家都知道

在哪裡，如今東雲閣沒有了，但從羅

東農會外觀還是可以看到早期東雲閣

酒家繁華的樣貌，深植在居民心中。 

社區的金庫

F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