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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頭份社區簡介

SAT.

●宜／祭祀 解除 沐浴 整手足甲 入殮 移柩
破土 啟鑽 安葬

●忌／嫁娶 入宅 移徙 作灶 開市 交易 安
門 栽種

星期六
農曆六月十二

頭分村在清代稱為結頭份庄，
日治期間於 1901（明治 33）年查定
區域，仍名結頭份庄，1920 ( 大正 9)
年，行政區域再行調整，改結頭份庄
為大字。終戰之後，改結頭份大字為
結頭份村。1950 年依行政區域調整
方案，重新調整行政區， 結頭份村
範圍不變，但更名為頭分村至今。
「結」乃是宜蘭地區拓墾組織的基本
單位，結有頭人，稱為結首，結頭份
乃指結首所分的田份。頭分與結頭份
就字面上的解釋意義大不相同，所以
社區在 2011 年時召開會員大會，決
議把頭分正名回結頭份，經送縣府同
年 6 月同意錄案備查，於 2012 年正
式以結頭份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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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的榮耀

SUN.

●宜／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星期日
農曆六月十三

2012 年獲得社區發展工作評鑑
全國優等；2012 年獲農村再生計畫
金種子獎；2014 年取得農村再生計
畫；2015、2016 年尬歌仔比賽全國
第一名；2016 年宜蘭縣第五屆環境
教育獎優等；2016 年低碳示範社區
銅級認證；2016 年金牌農村縣內佳
作；2017 年獲衛福部社區發展動能
凝聚計畫—製作社區發展影像紀錄
片全國北區惟一獲選；2017、2018
年水環境認養評比連續 2 年全國第 3
名，2019 年水環境認養評比鄰里級
特優、2019 年獲得低碳示範社區銀
級認證、宜蘭縣環境教育獎特優，將
代表宜蘭縣參與 2020 年全國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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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空間改善

MON.

●宜／嫁娶 開光 出行 理髮 作梁 出火 拆
卸 修造 開市 交易 立券 掛匾 動土
入宅 移徙 安床 栽種

●忌／伐木 祭祀 納畜 祭祀

星期一
農曆六月十四

結頭份社區自 2009 年陳聰文理
事長上任以來，即積極投入社區發展
營造工作。為創造社區亮點，凝聚社
區居民向心力，參與營造員培訓、林
務局植樹綠美化、社區林業計畫、農
村再生計畫、社區規劃師、低碳示範
社區計畫、社造 3.0 計畫、關懷據點
等，在一系列的課程中，從改善營造
社區髒亂點開始；如結頭份大樹公空
間改善、李家古井、雞童鴨講口袋公
園、挽面阿嬤ㄟ結福路、結福埤、洗
衣亭的春天、活動中心後方農事體驗
區、永金二路 158 巷歇腳亭、環保
學習工作坊建置、結頭份文化廣場、
結頭份渡船頭等。建設社區，不論是
文化面及環境保護工作等等，屢獲佳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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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頭份大樹公

TUE.

●宜／嫁娶 開光 出行 解除 拆卸 動土 修
造 認養 開市 交易 立券 掛匾 入宅
移徙 安床 栽種 安葬

●忌／伐木 架馬 作樑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
醮 納畜

星期二
農曆六月十五

一棵千年台灣原生種茄苳樹，
是結頭份的地標，也是社區村民的守
護神。早期原民有出草獵人頭習俗，
村民便在樹上架起高台作為瞭望及警
戒。大樹公廟是村民的信仰之一，無
論大人、小孩身體微恙時，都會來祈
求大樹公保佑，小孩出生時，長輩就
會來擲茭請示，當大樹公的契子 ( 義
子 )，保佑他平安長大。日治時期，
日軍為躲避美軍機轟炸，便將戰機推
來大樹公下躲藏，據說最多時可停 3
架戰機。2011 年社區幹部陳聰文、
廖碧勤藉由社區規劃師計畫，利用原
有的石材把大樹公廟重新改建，並將
空間改善。2014 年，為避免因都市
發展遭到破壞，宜蘭縣文化局將大樹
公、大樹公廟及周邊空地登錄為文化
景觀，加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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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掃─歌仔戲發源

WED.

●宜／祭祀 作灶 納財 栽種 納畜 進人口
●忌／安葬 經絡 修墳 破土 開市 安床 啟
鑽 立碑

星期三
農曆六月十六

結頭份大樹公是台灣「歌仔戲的
發源地」，當時的雛形叫「落地掃」。
在本地歌仔發展過程中，演員們組成
陣頭遊行，邊行進邊演唱歌仔，當走
至空曠處，便取來竹竿圍成四方型，
演員就在場地中扮演戲文，後場樂師
則在竹竿的外沿彈奏，此又稱「土腳
趖」。
本地歌仔最初並無職業演員，
只是農村青年在閒暇之餘自娛的娛樂
活動，所有藝人都屬於業餘子弟。由
於本地歌仔的演出並非正統的戲劇表
演，因此稱為「滾歌仔」，意思就
是玩樂嬉戲的意思。而且在男尊女卑
的傳統社會裡，早期所有演員皆為男
性。在「滾歌仔」時「不施粉墨，不
著戲服」隨性表演。( 資料來源：蘭
陽戲劇叢書－老歌仔的容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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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頭份滾歌仔團

THU.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開市 牧養 理
髮

●忌／嫁娶 出行 安葬 入殮 入宅 作灶 冠
笄 上樑

星期四
農曆六月十七

彼爿小旦徛樓臺，頭插珠花笑
咍咍，身穿花衫手提扇，小生看著心
花開。（用台語唸）
結頭份滾歌仔團係以保留及傳
承本地歌仔為主，輔以傳統歌仔戲的
學習；演出時除了表演的劇情身段以
外，演員的裝扮也是一大特色，如小
旦裝扮以綁大頭為主，因為早期本地
演員均為男性，裝扮極為簡單，小旦
的裝扮是穿女人的花色衣裙，頭上綁
著一個紅色或粉紅色的綢巾，畫上一
個大濃妝，手拿扇子或是手絹。後漸
受京劇的影響，小旦綁著大頭加上本
地歌仔特殊的眉型，及封蘇構成本地
歌仔小旦的造型。目前結頭份滾歌仔
團的演出小旦也是綁著大頭，班隊目
前演員均可自行裝扮，至於小旦的頭
也可借助相互幫忙自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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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歌仔（文武場）

FRI .

●宜／嫁娶 訂盟 納采 祭祀 齋醮 普渡 解
除 出行 會親友 開市 納財 修造 動
土 豎柱 上樑 開光 開倉 出貨財 納
畜 牧養 開池 破土 啟鑽
●忌／出火 入宅 蓋屋 安門 安葬

星期五
農曆六月十八
【立秋】

早期本地歌仔樂師分為文武場。
文武場（歌仔戲稱為文武平）為歌仔
戲中的伴奏樂隊，統稱為後場，至於
表演的演員則稱為前場。演出時以前
場演員為主、後場伴奏為輔，本地歌
仔的文場是面向舞台的右邊，武場則
反之。文場有 4 件樂器：殼仔弦、大
廣弦（二手弦）、月琴（俗稱「乞食
琴仔」）、笛子（品仔），4 件樂器
統稱為「四管」；武場則有 3 件樂器 :
四塊仔、五子仔、乃咍喀仔「由小鑼
與龜殼 ( 木魚 ) 組合而成」。後場為
擔任伴奏樂曲及氣氛營造的重任，是
演出不可或缺的一環，傳統戲曲中有
一句行話「三分前場、七分後場」，
即強調後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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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頭份文化廣場

SAT.

●宜／嫁娶 普渡 祭祀 祈福 補垣 塞穴 斷
蟻 築堤 入殮 除服 成服 安葬

●忌／動土 破土 掘井 開光 上樑 詞訟

星期六
農曆六月十九
【父親節】

結頭份文化廣場位於宜蘭縣員
山鄉永金一號橋至永金二號橋之間，
此場域以「人水和諧、生態永續」為
主軸，河道空間之綠美化為輔，進而
營造優質水環境。以「保留原生、
節能減碳」、「在地人文、生態遊
憩」、「友善環境、安全提升」、「公
私協力、永續經營」為核心，並以周
延性創新思維、充分尊重自然、環境
保護，兼顧利用與保育，並結合社區
參與，提出創意設計，融入結頭份在
地意象與人文特色，完整體現在地文
化。 曾 榮 獲 2015 年 第 15 屆 行 政 院
公共工程品質金質獎，而每年社區自
發性辦理的結頭份歌仔戲文化節，便
是在此地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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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頭份歌仔戲文化節

SUN.

●宜／嫁娶 冠笄 祭祀 沐浴 普渡 出行 納
財 掃舍 納畜 赴任

●忌／開市 動土 破土 安床 開倉 上樑

星期日
農曆六月二十

社區用心推文化，舞台搭甲真正
闊，阿公阿媽臺跤看，歡喜綴怹咧唸
歌，少年搬戲誠好看，親像較早你佮
我，阿公手牽阿媽行，那行那唸好心
情。( 用台語唸 )
歌仔戲對於結頭份，在老一輩的
記憶裡，是生活的一部份，也是農閒時
社區村民的休閒與娛樂。但隨著工商業
發達，電視、電腦的普及，歌仔戲在結
頭份已經消聲匿跡了 5、60 年。陳聰文
理事長上任後，為找回在地生活文化，
成立歌仔戲班，聘請老師開辦課程，致
力發展歌仔戲文化，文化傳承演員需要
有觀眾、有舞台，於是在 2010 年起辦
理結頭份歌仔戲文化節活動，邀請縣
內傳習班隊共同演出，至今已邁入第十
年。期望藉由本活動培養看戲人口，達
到保留、傳承與發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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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文化生活繪本

MON.

●宜／祭祀 沐浴 理髮 整手足甲 冠笄 解除
入殮 移柩 破土 啟鑽 安葬

●忌／嫁娶 出行 入宅 開市 安門

星期一
農曆六月廿一

故事攏是庄頭穡，要講愛講三
暝日，用畫一張就可以，擱通提來唸
歌詩。( 用台語唸 )
在地人畫在地庄頭ㄟ生活、講
在地ㄟ故事，社區邀請耆老與長者述
說歌仔戲在本地發展的過程與當年盛
況，集結了老人家的智慧，製作成繪
本《歌仔戲原鄉：結頭份的故事》，
內容包括居民農忙後在大樹公下唱歌
仔的情形，以及日治時期本地歌仔的
發展狀況等。這是一本在地人說在地
故事的繪本，文字則以具有歌仔戲
特色的四句聯寫出，更可以用曲調吟
唱，成為繪本的一大特色，讓歌仔聲
迴盪在社區的精神，製作繪本留下紀
錄，好讓後輩能得知早期生活點點滴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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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美學歌仔戲明星面對面

TUE.

●宜／祭祀 解除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星期二
農曆六月廿二

村落美學是宜蘭縣文化局多年
來一直大力推廣的在地文化發展活
動，台灣歌仔戲源自結頭份社區，社
區自 2009 年起致力發展歌仔戲文化
的保留、傳承及發揚，除了成立研習
班隊聘請講師開辦課程外，每年辦理
結頭份歌仔戲文化節、村落美學歌仔
戲明星面對面活動，提供表演舞台，
給縣內傳習班隊有一個展演機會。更
讓縣內外喜愛歌仔戲文化的朋友，能
近距離的一睹歌仔戲明星的風采。
2013 年起村落美學策展活動，
在台灣民俗專家林茂賢教授協力下，
邀請黃香蓮、陳亞蘭、呂雪鳳、唐美
雲、葉青、許秀年、王金櫻及明華園
台灣第一丑角陳勝在等，台灣知名歌
仔戲明星一起為結頭份增添文化美學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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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桌ㄟ十二碗菜歌

WED.

●宜／出行 沐浴 訂盟 納采 裁衣 豎柱 上
樑 移徙 納畜 牧養

●忌／嫁娶 安門 動土 安葬

星期三
農曆六月廿三

講到古早的料理，喙瀾就會喢
喢滴，菜古也是講覅離，辦桌實在真
趣味。( 用台語唸 )
結頭份歌仔戲班與台灣碗盤博
物館合作，以歌仔戲演出方式呈現蘭
陽古早辦桌熱鬧場面。本活動係由結
頭份社區媽媽掌廚，十二道菜單來自
文獻上早期蘭陽地區辦桌料理的資
料，在連辦了幾年後更運用社區特色
農產品煮出社區風味料理。這十二道
菜以早期農村辦桌料理為主，每道菜
都運用歌仔戲曲調將其編寫並且吟
唱，成為社區的一大特色，每道菜均
有其菜古（故事），結頭份社區的
十二碗菜歌，曾接受過電視台的採
訪，頗獲讚賞，目前也將宜蘭十二鄉
鎮不同的農特產品寫入歌中，形塑不
同的買菜、試菜、上菜嶄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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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頭份ㄟ渡船頭

THU.

●宜／納采 訂盟 嫁娶 祭祀 祈福 普渡 開
光 安香 出火 移徙 入宅 豎柱 修造
動土 豎柱 上樑 起基 蓋屋 安門 造
廟 造橋 破土 啟鑽 安葬
●忌／開市 立券 納財 作灶

星期四
農曆六月廿四

結頭份社區位於員山鄉東部，
是雪山山脈、大礁溪、五十溪等河川
沖積而形成的平原，土壤肥沃，湧泉
旺盛。本社區有一條具有農作物灌溉
的水路，源自國王埤至宜蘭河，全長
約 2 公里。
在鄰近宜蘭河設有渡船頭一處，
早期結頭份生產之農作物對外交通以
此水路運輸為主，後因道路陸續闢建
致使水陸運輸沒落，渡船頭的功能因
而消失。
社區為讓居民及後代子孫了解
早期的歷史及水運文化，找回人、土
地與自然環境的連結，於 2018 年申
請水保局計畫，整修部份水路，以共
同追求社區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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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面阿嬤與土地公廟

FRI .

●宜／祭祀 捕捉 畋獵 納畜 牧養 入殮 除
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安葬 啟鑽

●忌／嫁娶 納采 訂盟 開市 入宅

星期五
農曆六月廿五

社區村民大都務農，社區產業
以種植水稻及竹筍為大宗。早期永金
河堤未建置前，每逢大雨宜蘭河便氾
濫成災淹沒良田，為祈求風調雨順，
村民便在田頭、園尾蓋土地公廟。
社區有位挽面達人李梅阿嬤，
今年約 97 歲是社區志工，因住在土
地公廟附近，每逢初二、十六會到土
地公廟拜拜及打掃，但土地公廟位
於水稻田邊，大家要去拜拜時都要走
過一段田埂路，不方便又危險。社區
理事長陳聰文見狀便提議大家來幫阿
嬤修一條路，讓阿嬤及附近的農民有
一條方便行走的路，在施工討論時有
人提議做結福宮招牌，經費有限下，
志工們建議用新台幣硬幣來創作做招
牌，而這個創舉也變成了社區的另一
個特色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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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呱教農事體驗場

SAT.

●宜／破屋 壞垣 治病 餘事勿取
●忌／行喪 安葬

星期六
農曆六月廿六

從麻竹園 - 瓜棚 - 農事體驗空間 室外的室內教室。
呱呱教農事體驗場原名叫「社
區麻竹跤的室內教室」，因為該土地
原是種植麻竹筍的地方，在 2012 年
時參與農再培根計畫，理事長陳聰文
意識到活動中心空間不足，於是跟社
區志工李貞夫大哥提議，將麻竹筍園
靠近活動中心的土地無償借於社區使
用，當時李大哥二話不說，馬上答
應。現在社區只要辦理大型活動或社
區接待與長者運動，都會在這裏辦
理，感恩地主李貞夫大哥及李陳月娥
大嫂夫妻倆無私奉獻，社區居民才有
這麼好的空間可以使用。

員山鄉結頭份社區發展協會─

8

August

月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

16

環保低碳學習工作坊

SUN.

●宜／祈福 齋醮 出行 冠笄 嫁娶 雕刻 開
柱眼 入宅 造橋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
財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安葬
啟鑽
●忌／動土 破土 訂盟 安床 開池

星期日
農曆六月廿七

竹筍是結頭份主要的經濟作物
之一，社區發展協會為使每年產生的
大量廢棄竹子能循環再利用，讓農業
廢棄物有效重新回到大地上，藉由農
委會水土保持局、縣政府、環保局、
社會處社規師訓練等課程規劃中，將
環保理念納入空間改善，完成環保低
碳學習工作坊。2014 年開始請社區
志工班幫忙，收集家庭廚餘與廢棄老
竹，經過破碎後混合發酵成為有機環
保培養土 ( 土壤改良劑 )，創造農業
廢棄物循環再利用，並且有效的讓它
回到大地上。期間也陸續建置雨水回
收系統、太陽能板發電設備、生態環
保廁所、阿嬤ㄟ灶腳等，運用循環經
濟的概念，大量減少碳足跡，達到低
碳環保，以維護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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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ㄟ廚房

MON.

●宜／解除 訂盟 納采 動土 起基 放水 造
倉 開市 牧養 生墳 除服 成服 破土
安葬

●忌／入宅 安香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安
機 經絡 造車 栽種 出行 求財 行舟
針灸 穿耳 納畜

星期一
農曆六月廿八

「呷飯未、呷飽未」是老一輩
人見面寒暄的問候語，早期農業社會
生活困苦，吃飯是一件大事，所謂民
以食為天，所以「呷飯未、呷飽未」
的問候，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是一件很
貼心的事 ，意思也等同於問候最近
過得如何的意思，因為有飯吃才表示
生活過得去。
阿嬤ㄟ灶腳對於社區來講有著
不同的意義，他除了是解決長輩們呷
飯的問題，更是連絡感情的地方，因
為許多阿公阿嬤會把自家種的菜拿來
分享。在灶腳裏有著濃濃的人情味，
不但照料了雖與兒女同住，但因兒女
白天上班無法回家煮食，中餐便草草
打發長者的胃，更解決了長者與家人
間呷飯的問題，讓子女們都能放心在
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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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工藝─竹編

TUE.

●宜／塑繪 開光 解除 訂盟 納采 出火 修
造 動土 拆卸 起基 安門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忌／移徙 分居 嫁娶 行喪 安機 經絡 造
車 伐木 架馬 作樑 納畜 牧養 入宅
安香 破土 安葬

星期二
農曆六月廿九

結頭份社區農產品以種植稻米
及竹筍為大宗，早期農業時代，居民
生活及農作所需的器具，絕大部分都
是農民親手編製的竹製器具，如裝竹
筍的竹簍、抓魚用的捕魚籠、竹篩、
畚箕等。但由於時代變遷，工商業發
達，許多早期農作所需器具被現代尼
龍、塑膠製品、不鏽鋼、合板等工業
產品所取代。因此，手工竹編製品
也漸被淡忘。社區辦理生活工藝（竹
編）傳承推廣，就是讓社區耆老們的
精巧手藝有展現的機會，又能使社區
小朋友了解竹編製品在早期農村生活
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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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醬吧！大樹公手工醬油

WED.

●宜／祈福 出行 訂盟 納采 裁衣 動土 安
床 放水 開市 掘井 交易 立券 栽種
開渠 除服 成服

●忌／入宅 安香 分居 嫁娶 破土 修墳 安
機 經絡 造車 伐木 架馬 作樑 納畜
牧養 移徙 安葬 修造 上樑 安門

星期三
農曆七月初一

抱持著對傳統的尊重與堅持，
結頭份社區的志工媽媽遵循在地傳統
配方，純手工釀造香醇回甘的黑豆醬
油。為了因應宜蘭多雨潮濕的天氣，
結頭份大樹公醬油採好氧發酵方式，
每年僅在「夏至」至「立秋」之間釀
造。每天天剛亮，志工媽媽就必須起
床攪缸，隨著太陽升起讓烈日曝曬熟
成，徹底激發出黑豆的香氣。細心呵
護的程度彷彿是在照顧自己的小孩，
也因此結頭份大樹公手工醬油除了真
材實料的傳統風味外，還多了一份志
工媽媽們的誠意與愛心。基於對社區
的認同，這群志工媽媽經常支持社區
公益，將販賣醬油的盈餘提撥作為開
設社區歌仔戲班和關懷長者之用，以
實際行動支持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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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山數位機會中心（DOC）

THU.

宅

星期四

●忌／動土 破土

農曆七月初二

●宜／嫁娶 祭祀 祈福 齋醮 作灶 移徙 入

社 區 於 2017 年 初 成 立 員 山 數
位 機 會 中 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 簡 稱 DOC）， 是 提 供 員 山
鄉內民眾數位學習與數位近用的場
域。透過數位機會中心的設置能提升
民眾公民參與、線上自我學習、進行
數位行銷。提升民眾數位能力及學習
能力，分享友善數位關懷據點、數位
環境，享受行動服務與應用，促進當
地文化、農林漁牧及觀光等特色產業
發展，健全活絡偏鄉地區發展，縮減
數位落差。
DOC 的設立結合公私部門與社
區民眾的力量共同執行，除了提供當
地民眾數位學習與就近使用的場域，
也期望透過 DOC 的設置提升民眾公
民參與、進行數位行銷、線上自我學
習，以滿足生活上數位使用的需求，
進而豐富生活應用。

照片提供 / 宜蘭縣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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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筍大事紀

FRI .

●宜／嫁娶 出行 納畜 祭祀 入殮 啟鑽 安
葬

●忌／作灶 動土 破土

星期五
農曆七月初三

台灣竹筍栽培面積頗廣，全省
平地和高山地帶均有種植。主要竹筍
種類包括桂竹、孟宗竹、麻竹、綠竹、
烏殼綠竹等。據近年統計，全省栽培
面積有 9 萬多公頃，竹筍因不受季節
性限制而能全年供應，所以經濟價值
較受一般人重視。在宜蘭縣境內，結
頭份與永和、湖東等三村，所生產的
麻竹筍品質為佳，每年 5 月至 9 月
是盛產期，所長出的竹筍肉質細嫩，
纖維少，甜度夠，熱量不高，不論煮
湯或熱炒，清爽入口，皆有很好的口
碑。
結頭份的麻竹筍林還另有個歷
史故事，據耆老講述，日治時期日本
人在太平洋戰爭末期，為避免被美國
軍機的轟炸，將神風特攻隊的自殺軍
機隱藏在本社區的麻竹筍密林內與大
樹公下，另用麻竹編成飛機形狀，欺
瞞美軍誤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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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照顧與關懷

SAT.

●宜／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修造 動土 上
樑 破土 安葬

●忌／嫁娶 開市

星期六
農曆七月初四
【處暑】

結頭份社區是典型的農村型社
區，社區內沒有大型工廠、醫療診
所及學校，居民大多務農。2019 年
4 月 份 社 區 總 人 口 數 計 1549 人，
65-99 歲人口數 202 人，佔社區總人
口 13.04%。( 資料來源：宜蘭縣員山
鄉戶政事務所 )
社區成立關懷據點以照顧長者，
於每週一、三、五固定電話問安，每
月 2 次關懷訪視，每週一至週五辦理
長者共餐，另為促進長者健康舉辦活
動有：十七式醫學氣功、長者體適能、
肌耐力訓練、木箱鼓體適能、二十四
節氣養生課程、藍染課、預防及延緩
失能課程等，從課程中增進長者人際
關係，減少憂鬱症發生，讓在地人照
顧在地人，期待長者都能在地老化、
健康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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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餐喜樂站

SUN.

●宜／訂盟 納采 出行 會親友 修造 上樑
移徙 入宅

●忌／開市 安葬

星期日
農曆七月初五

隨著社會環境、經濟需求，以
及家庭結構的改變，年輕人北漂就業
日益增加，造就鄉村人口老化日趨嚴
重；本社區有不少是老夫婦共居或獨
居長者，為讓長者能夠走出戶外，並
感受到社區的溫暖與關懷，提供了長
者共餐服務。在社區志工自發、自主
努力下，提供一些閒置私有土地予以
活化與利用，並使用本社區自己產出
之環保有機肥及培養土，種植低碳無
毒之季節食材，以滿足長者最安全與
健康的餐食問題，同時亦鼓勵長者在
午餐前參加社區舉辦的各項活動，讓
他們有機會結交社區朋友，因每天有
固定活動地方，進而有團體歸屬感，
以共同營造社區和諧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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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臘肉達人

MON.

●宜／沐浴 修飾垣牆 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忌／嫁娶 祈福 餘事勿取

星期一
農曆七月初六

結頭份社區有一群可愛的志工
媽媽，無論是社區接待、煮社區風味
餐、做鳳梨豆腐乳、醬油、臘肉、醬
菜等，都是純古法製作，風味道地。
每到農曆的十二月，因為我們社區的
志工媽媽們正在煙燻臘肉，走在社區
鄉間小路上，就會聞到陣陣臘肉香。
社區臘肉達人志工王麗雲，製作臘肉
已有 30 多年，她吸取老一輩的經驗
傳承，及用心研製的醃製臘肉配方，
風味獨特，並用上等黑豬肉及自然農
法種植的甘蔗煙燻臘肉，每次社區辦
理風味餐時，吃過的人唇齒留香，都
讚不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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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春聯的達人

TUE.

●宜／嫁娶 祭祀 祈福 齋醮 動土 移徙 入
宅

●忌／開市 安葬

星期二
農曆七月初七
【七夕】

春聯，是過年時，必備的吉祥
物件。春聯的上下聯，是以聯句最後
一個字的平仄來區分。上聯為仄聲
，下聯為平聲。
春聯的貼法，人在門外，右邊貼
上聯（仄聲），左邊貼下聯（平聲）。
橫批的傳統寫法，是由右而左。春聯
的意境，一般都是有關福祿財壽、迎
春接福 、富貴吉祥、萬事如意等，
表達避邪除災的美好願望。不同的行
業，也可以有不同的內涵，如：農家，
風調雨順，田園豐收。商家，生意興
隆，財源廣進。喜事：花好月圓、珠
聯璧合。春聯也可以配合當年的歲
次，崁入祝福的語句。如：2020 歲
次庚子，可以崁入（鼠）年的相關祝
福的字句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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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古井

WED.

●宜／捕捉 結網 入殮 破土 安葬
●忌／嫁娶 入宅

星期三
農曆七月初八

結頭份李家古厝裡有一口井，
開鑿於 1821 年間（清道光元年），
是早期結頭份庄居民生活用水的主要
來源之一，也是聯絡感情、交換生活
點滴的場所（打子罵尪的所在）。該
水井水質清澈甘甜，但因原地主遷出
外移，疏於管理，造成古井週邊雜草
叢生，較少社區居民前往使用。社
區志工鍾月娥、陳郭枝梅、李陳月娥
為讓被遺忘的古井風華再現，在參與
2012 年宜蘭縣政府社區規劃師研習
課程中，將此納入實作案；完工後問
她們的學習心得，阿嬤學員們說：
「心
得我們不會說啦，但是跟著陳理事長
與總幹事參與工程，是非常的辛苦
（艱苦），可是在學習過程中是很快
樂的，完工後覺得非常的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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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埤塘─結福埤

THU.

●宜／沐浴 治病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星期四
農曆七月初九

結頭份社區居民民風純樸，主
要信仰為一般的佛、道教，位於渡船
頭上方的土地公廟（結福廟），為居
民把守田頭園尾，逐成為當地居民的
信仰中心。
社區水資源豐沛，湧泉多，在
50 多年前有一陳姓村民在此處開闢
埤塘養鴨，後因故移至他處，所以荒
廢了多年；直至 2014 年地主楊文憲
先生知道社區致力於環境營造，透過
謝來壹理事，找到理事長陳聰文，提
出願意無償提供場地讓社區規劃整
理，並開放讓外來遊客休閒散步。埤
塘原為沼澤地開闢而成，所以請示結
福廟土地公擲茭命名，當時以秘密埤
塘、結福埤請示，結果依土地公指示
該埤塘以結福埤命名。地主也配合社
區作環境維護認養工作，於是造就結
福埤成為社區另一個生態、水環境新
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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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河永金河堤生態環境認養

FRI .

●宜／嫁娶 訂盟 納采 出行 開市 祭祀 祈
福 移徙 入宅 啟鑽 安葬

●忌／動土 破土

星期五
農曆七月初十

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為整
治河川（宜蘭河永金河段），邀請社
區理事長陳聰文與會討論。理事長提
出見解，並提供社區營造過程資料、
照片，於永金河段的高攤地上建構了
結頭份文化廣場，並由社區認養該場
域附近的環境整理，此河段並榮獲行
政院 2015 年第 15 屆公共工程品質
金質獎。
社區每年一次的結頭份歌仔戲
文化節活動也移至文化廣場舉辦，為
維護得來不易的生態環境教育場域及
文化展演空間，至少每月一次發動環
保志工，進行草皮整理與環境維護，
並連續 3 年獲得全國河川鄰里型認養
特優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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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我社區 ‧ 畫我社區

SAT.

●宜／嫁娶 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求醫 治
病 動土 移徙 入宅 破土 安葬

●忌／開光 針灸

星期六
農曆七月十一

在我們成長過程中，可能會因
一些外在因素影響，而淡忘部分記
憶，但很難忘掉在兒時曾在故鄉留下
一些活動的回憶，尤其是生長在民風
純樸、且具有豐富在地文化的歌仔戲
原鄉結頭份。
彩繪社區資源活動是藉由社區
長者帶領在地國小學生走讀社區，邊
走邊導覽解說社區環境與歷史文化典
故，讓小學生進一步體驗及認識自己
每天生活的社區，進而建立對家鄉的
認同感。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在現代科技造成人際關係疏遠，傳統
文化價值漸次式微之際，透過社區舉
辦類似活動，以向下扎根方式，讓小
學生依其所見所聞之社區原貌，彩繪
在畫紙上，日復一日彙集後製作繪本
留存，期許多年後能返鄉重拾兒時回
憶，懷念家鄉一景一物。永續社區人
與人之感情與向心力，共同營造建設
社區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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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風味餐

SUN.

●宜／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安機械 作灶
納畜

●忌／動土 安葬

星期日
農曆七月十二

有山珍、有海味，吃了還想再
吃、來過還想再來，再嚐結頭份媽媽
古早味。
社區活動中心飄來陣陣香味，
原來有客人要來參訪，志工媽媽們正
忙進忙出製作料理，走近一看滿桌的
佳餚，有西魯肉、春捲、蒜泥白肉、
甘蔗雞、冬瓜絞肉、滷肉、五味醬
三層肉、鹹酥台灣鯛、排骨竹筍湯、
綠竹筍沙拉…等。社區風味餐是由呂
美蓮志工媽媽掌廚，李陳月娥採購、
林李秀卿為副手，阿嬤黃楊阿菊為總
管，各司其職，此外還有點心班王麗
雲，揀菜班的陳張貴參、黃陸雲、鐘
月娥、陳李阿照、魏素霞、李阿青、
陳郭枝梅、曾月霞以及假日班的林美
雪、游明珠等志工，近日又加入一位
生力軍林貴叁志工，可謂陣容龐大。

照片提供 / 宜蘭縣史館

照片提供 / 宜蘭縣史館

員山鄉結頭份社區發展協會─

8

August

月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

31

一代木大樹公風華再現

MON.

●宜／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出行 動土 安
床 掘井 破土 啟鑽

●忌／入宅 作梁 安門 伐木 修造 上樑 入
殮 蓋屋

星期一
農曆七月十三

1987 年亞力士颱風吹倒了千年
大樹公 ( 茄苳樹 )，頭分村民為感念
大樹公長年庇蔭與回顧昔日耆老傳
說，逐將倒臥之斷木移置在大樹公後
側，作為歷史見證，並建造亭子保
護，以避免受到日曬雨淋，然因宜蘭
地區經常下雨氣候潮濕，長期暴露在
此環境中，斷木外表已遭受黴菌感染
與蟲害侵蝕而漸漸腐朽剝落。社區發
展協會仍在今 2019 年籌措經費進行
防治及保護措施，完工後現場立有碑
文，紀錄大樹公曾遭受颱風侵襲及一
段史實與軼事，讓一代木大樹公風華
再現，得使後人能在此大樹公下重拾
記憶，緬懷及追思千年大樹公的過去
與未來，讓社區文化產業永續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