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ptember, 2020

月 回首慈安憶當年

再創中興百年事

        - 康仕楷 -9
/ 歲 / 次 / 庚 / 子 / 年 / 生 / 肖 / 屬 / 鼠 /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二

1
●宜／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出行 出火 拆

卸 修造 移徙 動土 安床 入殮 破土 
安葬 啟鑽

●忌／蓋屋 開光 理髮 造船 掘井 作灶
農曆七月十四

「中興里」是在 2014 年宜蘭市

行政區域重新劃分時，於該年 3 月

1 日起由宜蘭市慈安里劃分出來，進

而於 2014 年 10 月成立中興社區發

展協會。中興里雖然是新的社區，但

是鄰近卻有許多重要的學校、機關單

位及歷史建築，比如，東港陸橋、下

渡頭橋等等，見證了宜蘭市的歷史變

遷及社會發展，這裡還有一批無形資

產，所有鄰近在地相關之社區開發過

程，經由幾個世代口耳相傳的歷史，

形成最珍貴、最真實的在地生活無形

寶藏。

我們的家，中興里簡介

TUE.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三

2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行 解除 上

樑 蓋屋 移徙 安門 納財 牧養 納畜 
安葬 啟鑽 入殮

●忌／破土 置產 掘井 動土 安床
農曆七月十五

中興國宅原本是一處老舊眷村，

後來 1980 年行政院正式核定「國軍

老舊眷村重建試辦期間作業要點」，

政府於是擔起眷村改建的責任。根據

軍方提供宜蘭市中興新村軍眷村土地

（現今的中興社區），交由省政府實

施第二期改建國民住宅計畫，配售給

宜蘭縣一般民眾。當時這裡居住的民

眾多達幾百戶，人口眾多，頗具地方

代表性及象徵性，所以就連中興里、

中興路也是以此社區為名喔！

中興新村

【中元】

WED.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四

3
●宜／祭祀 解除 沐浴 理髮 整手足甲 入殮 

移柩 破土 安葬 掃舍

●忌／嫁娶 會親友 進人口 出行 入宅 移徙 
赴任 作灶

農曆七月十六

中興社區一處常被亂丟垃圾的

髒亂點，2015 年由中興社區發展協

會主動進行綠美化，變成行人專用通

道，以安全為主兼具綠美化，閒置空

地變綠地，營造出一個色彩繽紛的小

公園，改善視覺景觀。除了綠美化，

還在環境中加入藝文元素，推動「社

區有愛，生活無礙」，繼而讓社區居

民有煥然一新的感覺，不但凝聚社區

居民同心護花護社區的思維，進而

拉近社區居民互動感，讓社區老人有

行的安全，也可讓社區媽媽們輪流澆

花護地，社區的門面更加繽紛漂亮。

雖然算是很小的工程，但在施作過程

中，附近居民都會出來關心，完工後

也會有十幾個人輪值澆水、除草，是

社區營造推廣的暖身之作。

中興社區的綠美化

THU.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五

4
●宜／塑繪 開光 進人口 納畜 補垣 塞穴 

栽種 牧養

●忌／嫁娶 納財 祈福 安葬 修造 開市 交
易 立券 動土 上樑

農曆七月十七

陳定南擔任宜蘭縣長時，為了

解決火車站附近鐵路平交道的塞車問

題，於是決定興建「東港陸橋」。當

時附近商家擔心興建陸橋後，汽車不

走橋下，生意將大受影響，於是堅

決反對。民眾群集前往縣府抗議，過

程中激憤拉扯之下，陳定南的西裝被

民眾撕破，還有民眾搶下陳定南的鞋

子，準備要丟到水溝裡，卻意外發現

縣長穿的鞋子是破的，原本吵鬧的抗

議聲，頓時安靜了下來，從這起歲月

往事，可看出陳定南的樸實節儉。

東港陸橋與陳定南的故事

FRI.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六

5
●宜／作灶 沐浴 修飾垣牆 平治道塗 餘事

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七月十八

古早沒這座橋時，在老一輩的記

憶中，在下渡頭操控渡船的梢公，單趟

航程約十分鐘，主要是提供美間、土

圍、七張、功勞一帶民眾挑著農產品進

宜蘭市販售，同時購置日常生活用品回

家的渡河交通。後來在木橋、石橋、和

水泥橋的一一舖設後，漸漸失去船影。

約 1961 年才有杉木搭建的便橋，

1966 年改建水泥橋橋名慈安橋。但橋

體設計高度不足，仍時常遭洪水淹沒，

1997 年 8 月進行橋體改建完工通車，

地方人士認為有必要保留舊地名，遂決

議命名為下渡頭大橋。該橋融合地方風

俗與藝術景觀設計，成為宜市首座景觀

橋 ，且工程品質獲省府評為優等。

縫合城市與鄉村的橋樑─下渡頭橋

SAT.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日

6
●宜／祭祀 求嗣 開光 出行 伐木 作梁 出

火 解除 拆卸 進人口 修造 動土 起
基 安床 栽種 納畜 入殮 破土 安葬 
除服 成服

●忌／嫁娶 移徙

農曆七月十九

位於宜蘭市東港路上的台電配

電中心，主要為全宜蘭縣的電力中

心，也是現代化生活的基石及經濟發

展的動力。宜蘭市的台電配電中心

成立於 1946 年元月，為台灣電力公

司全省營業區處之一，營業區域除了

包含宜蘭縣 12 個鄉鎮市外，服務範

圍更拓展至新北市坪林區，總面積

2043 平方公里，用戶數約 314,544

戶。台電公司身為國營公用事業，肩

負穩定供電、友善環境與維持合理成

本電價之使命，以提供企業與民生發

展所需基礎條件。

宜蘭縣的電力中心─台灣電力公司

SUN.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一

7
●宜／嫁娶 造車器 安機械 祭祀 祈福 開光 

安香 出火 出行 開市 立券 修造 動
土 移徙 入宅 破土 安葬

●忌／納采 訂盟 架馬 詞訟 開渠

【白露】
農曆七月二十

位於宜蘭市東港路上「中華電

信宜蘭營運處」的前身，就是 1929

（昭和 4）年的宜蘭無線電信局，主

要辦理郵政電信業務。當時建築四週

皆為空曠田野，適合發送電報，所以

也設置了 4 支 60 公尺高天線，日治

時期，臺灣發往日本電報皆由此發

送。1938 年前後，桃園新設無線電

信所之設備更為精良，宜蘭無線電信

局就成為預備局備用，但是宜蘭與日

本在通信上仍佔有地理上的優勢。當

時電信當局計劃將電信、電話採用地

下或海底電纜時，仍可將宜蘭局擴

充，成為臺灣對日本的主要發信所和

收信所。不過，該項計畫隨著太平洋

戰爭的爆發後就無疾而終。

日治時代的通信樞紐─東港路上的中華電信

MON.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二

8
●宜／沐浴 捕捉 入殮 除服 成服 破土 啟

鑽 安葬

●忌／祭祀 嫁娶 安床 開市 入宅 探病 上
樑

中興里鄰近宜蘭火車站，火車
站旁有一座鮮為人知的歷史建築「蒸
氣火車加水塔」喔！宜蘭線鐵路於
1918（大正 7）年起開工，1919（大
正 8）年宜蘭蘇澳間鐵路通車，1924
（大正 13）年 宜蘭縣全線通車，當
時均為蒸汽火車。蒸氣火車加水塔建
於 1919（大正 8）年 3 月，為宜蘭
至蘇澳間鐵路通車時所興建，做為補
充蒸汽火車所需儲水用。加水塔以厚
2B 磚牆砌成圓桶型，砌工精美，旁
開一門為出入口，內部頂端為圓頂收
頭，磚塔上置圓桶型水塔，為儲水之
用。加水塔為蒸氣火車時代的重要服
務設施，見證產業建築的發展過程，
且磚工精良，有別於他處 RC 造方形
加水塔，為臺灣少見保存良好的紅磚
水塔，歷經多次地震仍屹立不搖。

蒸氣火車加水塔

TUE.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三

9
●宜／餘事勿取

●忌／餘事勿取
農曆七月廿二

在宜蘭說到「森林開發處」及
「木材加工廠」，絕對是宜蘭人的共
同回憶，這也見證了宜蘭的經濟發展
的變革。光復之初東西交通不便，政
府藉助榮民之力，在動力機械尚未
普及的時代，篳路藍縷地開闢東西橫
貫公路及山林資源，因此成立「森林
開發處」。1966 年成立「木材加工
廠」，製造木製產品及學校課桌椅業
務。由於民間環保意識逐年高漲，政
府宣布於 1999 年 6 月棲蘭山枯立倒
木整理作業全面停止，致業務急遽緊
縮，木材加工廠均受影響，2001 年
12 月起停止木材加工廠生產作業。
森林開發處為因應林業經營趨勢及配
合政府林業政策，調整經營型態，
改採「森林生態系經營」理念，於
1998 年 3 月 1 日正式更名為「榮民
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積極推動森
林永續經營與生態保育、森林遊樂事
業之經營。

宜蘭林業歷史─森林開發處

WED.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四

10
●宜／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安香 出火 修造 

動土 上樑 安門 起基 豎柱 上樑 定
磉 開池 移徙 入宅 立券 破土

●忌／嫁娶 造廟 造橋 造船 作灶 安葬
農曆七月廿三

位於宜蘭市慈安路的慈安寺香

火鼎盛，為附近居民精神依託，200

多年前，清朝乾隆年間，即有漢人前

來蘭陽開墾並建立零星的土地公廟，

有天某一土地公廟突然「發爐」，大

家認為是大吉預兆，數天之後，從海

上漂來一塊大木頭，居民們合力將

其撈起，才發現是一尊觀音菩薩的聖

像。為了安奉佛祖神像，乃發起籌建

一座小廟供奉。1829（道光9）年間，

信士們為了改善觀音佛祖神殿，乃決

定在下渡頭籌建新寺廟，並命名為慈

安寺，不料於 1881（光緒 7）年不

幸遭洪水沖失，於是乃決定遷建新寺

於慈安里現址，1992 年斥資建造正

門牌樓一座，堪稱美侖美奐，巍峨壯

觀。

居民的信仰中心─慈安寺

THU.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五

11
●宜／開光 求嗣 雕刻 嫁娶 訂盟 納采 出

火 拆卸 修造 動土 起基 上樑 放水 
移徙 入宅 造倉 造船 開市 開池 納
畜 牧養 掛匾

●忌／行喪 安葬 合壽木

農曆七月廿四

您知道嗎？慈安寺的觀音神像，

臉是黑的耶！根據當地的耆老們說，

在 1895（光緒 21）年日軍侵台，宜

蘭地區鄉親英勇抗日，日人覺得寺廟

就是抗日的聚集場所，所以就放火焚

燒寺廟，木料建造的寺廟瞬間陷於烈

焰，所幸火勢燒到中樑時，天空突然

下起傾盆大雨，保住了正殿裡的觀音

菩薩神像，只有菩薩的臉部遭濃煙燻

黑，並無受損，於是居民更加相信觀

音佛祖靈感。供奉正殿被火勢濃煙燻

黑的觀音佛祖聖像，其面部不易恢復

本來膚色，於是「黑面觀音佛祖」聖

像，便成為慈安寺供奉神像的特色。

守護鄉民的黑臉觀音

FRI.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六

12
●宜／祭祀 嫁娶 捕捉

●忌／開光 動土 破土 開市 修造 入宅 安
門

農曆七月廿五

慈安寺的老主委林鳳順從 2001

年起擔任慈安寺主委，至今約有十多

年，慈安寺的拜亭、活動中心都是從

他手中建設起來的，說起寺廟建設過

程，可是遭遇許多困難，如十多年前

想購買寺廟隔壁的一塊空地，希望做

為活動中心，卻苦苦找不到地主，四

處打聽之下，才知道地主早已移民美

國，鮮少回來臺灣，林鳳順便向觀音

菩薩祈求，不久後，地主竟然回國，

也順利與廟方聯繫，完成購地建造活

動中心的心願，回想起來，讓人嘖嘖

稱奇。

慈安寺的老主委

SAT.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日

13
●宜／祭祀 普渡 解除 會親友 捕捉 畋獵 

啟鑽 除服 成服 移柩

●忌／嫁娶 開市 動土 掘井 開池 安葬
農曆七月廿六

宜市慈安里堤防外挖出多具骨

骸及一雙玉手鐲，後來地方人士為普

渡無名孤魂，在原處興建萬善堂奉

祀，展現出人間有情之可貴情操。

2014 年 5 月 21 日下午 5 點多，一

場無名大火燒毀了萬善堂，廟內設備

皆成灰燼，當時火場溫度高達一千多

度，但是廟內供奉的主神城隍爺，神

衣及神冠都已化為灰燼，而城隍爺的

鬍鬚卻完好如初，信徒都認為是城隍

爺神威顯赫，展現神蹟。火災之後，

地方人士再次重建萬善堂，正式命名

為「慈安城隍廟」，希望城隍爺能繼

續保佑地方鄉親。

人間有情─慈安萬善堂的由來

SUN.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一

14
●宜／出行 解除 冠笄 嫁娶 伐木 架馬 開

柱眼 修造 動土 移徙 入宅 開生墳 
合壽木 入殮 移柩 破土 安葬 修墳

●忌／祭祀 祈福 開光 開市 安床
農曆七月廿七

秘境位於宜蘭市中興路上的游

家農場，很難想像在宜蘭市區裡面，

竟然隱藏著一片美麗的落羽松林和佈

滿睡蓮的池塘。落羽松的葉子在春夏

時是翠綠的，秋冬時葉子轉為橙紅，

當落羽松和藍天白雲倒映在水面上，

真的是美不勝收，讓人恍如置身國外

美景，吸引了許多遊客前往拍照留

影，也變成中興路上最美的打卡景點

喔！

游家農場位於宜蘭縣宜蘭市中

興路 3 號，目前免費開放參觀，但因

屬於私人土地，參觀時請發揮公德心

喔！

中興路上的落羽松秘境

MON.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二

15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出行 沐浴 交易 掃

舍 教牛馬

●忌／動土 作灶 行喪 安葬 修墳
農曆七月廿八

在東港陸橋下，有一家合法「地

下銀行」喔！其實所謂「地下銀行」，

就是四興金紙行啦。這家金紙行的老

闆是中興里的里長伯─蕭順天。金紙

行已經有 7、80 年的歷史了，傳到

里長伯已經是第四代，見證了金銀紙

行業從人工到機械生產的歷史演變。

里長伯提到珍藏的古董壓箱寶「金紙

印」，他解釋說以前人們生活困苦，

沒錢看醫生，遇到家裡有人病危時，

或需要解運、補運時，就會到金紙店

買「買命錢」，這是一種印有小人圖

形或錢幣的紙錢，主要的作用是替自

己買命或補運之用，這類的金紙還有

「陰陽錢」、「煞神錢」等等，透過

里長伯的介紹，對於台灣的金銀紙文

化有更深刻的認識。

里長伯的金紙店

TUE.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三

16
●宜／出行 解除 納采 冠笄 雕刻 修造 動

土 起基 上樑 合脊 安床 移徙 入宅 
開市 栽種 開廁

●忌／造廟 安門 行喪 安葬
農曆七月廿九

東港陸橋下有一家老米店─林

義合碾米行，老闆吳瑞榮說起這家碾

米行，有著濃濃的感情，因為這家米

行已經有 70 多年的歷史了。吳老闆

驕傲的說：「這家碾米行雖然小，但

我們這裡都是宜蘭最好的米！」提起

當年的風光，他說以前載來這裡碾米

的車子，每天都至少 10 幾台，說完

後，他手指著後面倉庫，好似有著什

麼玄機，沒想到，米行的後面竟然藏

有一台濃濃古早味的碾米機─木製礱

穀機，吳老闆拍著這台碾米機說：「這

台至少也有 5、60 年的歷史了，可

惜現在已經故障無法運作了。」走進

這間老米行，聞著淡淡的米香，彷彿

走入復古時光。

七十年老米店─林義合碾米行

WED.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四

17
●宜／開光 塑繪 出行 解除 冠笄 裁衣 掛

匾 作灶 開市 開池 開廁 補垣 塞穴

●忌／行喪 移徙 上樑 祭祀 祈福 納畜 牧
養 破土 安葬

農曆八月初一

東港路平交道旁的豬肉攤是慈

安里、中興里的里民們買豬肉的第一

選擇，因為這裡是特選的台灣黑豬

肉，這家豬肉攤的老闆，也是慈安里

的老里長─周阿通。周老里長在慈安

里擔任里長約有 16 年，對於慈安里

及中興里的事情，可說是如數家珍。

讓他最驕傲的就是為慈安里爭取路口

監視器，以及成立社區守望相助隊，

有效降低當地的竊盜犯罪的發生，讓

民眾能住得安心。

老里長的豬肉攤

THU.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五

18
●宜／祭祀 祈福 修飾垣牆 平治道塗 入殮 

移柩

●忌／嫁娶 入宅 上樑 安門
農曆八月初二

您知道全臺灣「最危險」的平

交道其中之一在哪裡嗎？就在宜蘭市

東港陸橋下的鐵路平交道！跨越鐵路

的宜蘭市東港路陸橋於 1989 年 3 月

通車，鐵路局為安全考量，所以要將

東港陸橋下原有鐵路平交道封閉，改

從陸橋通行。但是封道之後，對於附

近民眾的影響很大，一旦封閉交通會

大打結，於是引起附近居民的抗議及

反對。但是這裡也常發生鐵路交通事

故，所以到底是安全重要？還是方便

重要？應該是早日把鐵路高架化才是

解決之道。

全臺灣最危險的平交道之一

FRI.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六

19
●宜／祭祀 會親友 納采 嫁娶 開光 塑繪 

齋醮 安香 開市 立券 除服 成服 入
殮 移柩 安葬 赴任 進人口 出行 裁
衣 修造 動土 上樑 經絡 交易

●忌／入宅 伐木

農曆八月初三

距離中興里最近的國小就是黎

明國小，早在 1921 年就獨立設校，

當時稱為壯二公學校。後來 1944 年

遷入現址，1950 年宜蘭設縣，改名

為宜蘭縣黎明國民學校。1970 年實

施 9 年國民義務教育，才改名為所熟

悉的宜蘭市黎明國民小學。歷經前人

的耕耘與滋養，延續了優良的傳統，

於 1996 年起進行校舍改建、校地徵

收、組織再造，又鄰近宜蘭高商、中

華國中，再加上交通便捷，黎明國小

已經成為宜蘭市最具發展潛力之重點

學校。

百年歷史的重點小學─黎明國小

SAT.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日

20
●宜／祭祀 冠笄 會親友 拆卸 起基 除服 

成服 移柩 啟鑽 安葬 沐浴 捕捉 開
光 塑繪

●忌／作灶 祭祀 入宅 嫁娶
農曆八月初四

陳韻如老師出生於宜蘭，後來

因父親經常在台北做生意，就舉家遷

往萬華居住。或許是跟宜蘭有著剪不

斷的緣分，婚後又隨著丈夫回到宜蘭

定居，接著在宜蘭市中興路上創辦了

第一家中餐烹飪教室。陳老師除了有

豐富的教學經驗，憑著餐飲專業與教

育熱忱，已輔導無數餐飲從業人員、

學子，順利考取餐飲業相關技術士證

照，教學品質，有口皆碑，而且陳老

師經常奔走規劃各種大型的餐飲文化

活動，將宜蘭的美食彰顯發光，也為

宜蘭餐飲業豎立了里程碑。

宜蘭美食百寶箱─陳韻如老師

SUN.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一

21
●宜／祭祀 沐浴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移徙 入宅 出行 栽種
農曆八月初五

在中興里的巷弄裡，有一位書

法大師隱居在此揮毫弄墨。林金竹老

師，筆名硯農，學習書法已有數十

載，師承黃朝松老師，多次參加宜蘭

美展，屢獲佳績。林老師說書法的最

基本開始於鬆和靜，以鬆入靜，以靜

而入定，以鬆練靜，心筆合一，而有

所獲，林老師說人生亦是如此，數十

年來由書法體悟出一套自己的人生哲

理。

揮毫落紙如雲煙的書法大師─林金竹老師

MON.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二

22
●宜／祭祀 塑繪 開光 出行 解除 訂盟 嫁

娶 拆卸 起基 安床 入宅 開市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謝土 掛匾 開
柱眼 交易

●忌／造橋 冠笄 蓋屋 掘井
【秋分】
農曆八月初六

下渡頭橋下的堤防邊，是中興

里的鄉親們最愛去散步運動的地方，

站在堤防高處可以眺望宜蘭河的周圍

美景，還會看到一處非常漂亮的菜園

喔！菜園的主人就是我們的種菜達人

─楊天祥大哥。他原本是在台東做板

模工程的建築工人，10 多年前退休

之後，才回到宜蘭開始學習種菜。從

整地、撒種、施肥、除蟲、刈草等等，

都是自己摸索學習，楊大哥最自豪的

就是菜園裡都是有機蔬菜，沒有噴灑

農藥，靠的就是從早到晚辛勞的揮灑

著汗水，也是他對於有機蔬菜理念的

堅持。

種菜達人─楊天祥大哥

TUE.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三

23
●宜／祭祀 會親友 進人口 動土 上樑 開光 

塑繪 冠笄 拆卸 起基 安床 開市 立
券 赴任 經絡

●忌／定磉 安葬
農曆八月初七

每天下午 4 點，東港陸橋下總

會飄來讓人垂涎三尺的銷魂香味，附

近的老饕食客就會說「練家天橋下鹹

酥雞開始營業了！」已經開業 10 幾

年，鹹酥雞都是新鮮現炸，金黃酥脆

又不油膩，已經被饕客們列為必點

的品項。練老闆說自己從小在這裡長

大，非常清楚中興里的歷史，練老闆

手指著攤位旁的巷口說：「我們攤位

的這個巷口，以前就是中興新村的大

門，以前還有一個拱門，大部分都是

空軍的榮民榮眷住在這裡，後來才改

建成現在的中興國宅。」拿把椅子，

找了三五好友，在東港陸橋下，看著

車水馬龍，吃著美食，聽著中興里的

歷史，人生一大樂事。

東港陸橋下的好滋味─練家天橋下鹹酥雞

WED.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四

24
●宜／祭祀 裁衣 冠笄 嫁娶 納婿 會親友 

除服 成服 移柩 捕捉 進人口 入殮

●忌／移徙 入宅 作灶
農曆八月初八

宜蘭市慈安路上的「慈安路大

腸麵線、臭豆腐」，已經賣了 20 多

年，在當地可說是老字號。每到吃飯

或消夜時間，就會看到大排長龍的人

潮，也是當地人從小吃到大的美食。

店內主打炸到金黃香酥的臭豆腐，口

感外酥內軟嫩，再淋上老闆特調的醬

汁，可說是絕配的好滋味。雖然只有

一個小攤位，外觀不太起眼，可是大

腸麵線跟臭豆腐可是讓許多老饕推薦

必點的美食喔。

中興里的平民美食─慈安臭豆腐

THU.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五

25
●宜／諸事不宜

●忌／入殮 安葬 開市 交易
農曆八月初九

在中興里的慈安路看到裊裊白

煙升起，接著聞到陣陣香味，內行老

饕就知道好吃的蘿蔔糕要出爐了。這

家店沒有店名，只有一個大大的壓克

力板寫著「菜頭粿、芋粿、九層炊、

米苔目」，至今營業有 40 多年。第

三代年輕老闆說，阿公做的粿料好實

在，而且販賣的產品會隨著節日變

換，比如過年就賣湯圓、年糕、芋頭

糕，重陽節就賣草仔粿、紅龜粿，端

午節就賣肉粽跟鹼粽，七夕則主打油

飯，多樣化的產品線，也是生意絡繹

不絕的主因。目前主要以批發及早市

的訂單為主，但是為了服務鄉親，也

有提供零售，不過數量有限，往往早

上就被搶購一空，要嚐鮮的饕客，記

得要早起搶購喔！

中興里的做粿達人─復元行

FRI.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六

26
●宜／祭祀 裁衣 冠笄 嫁娶 安機械 拆卸 

動土 起基 移徙 入宅 入殮 啟鑽 安
葬 造倉 經絡

●忌／安床 開光 開市 交易
農曆八月初十

如果喜歡騎乘著自行車四處兜

風，那麼一定要推薦中興里附近的環

北溪線自行車道。從下渡頭橋下的堤

防邊（慈安城隍廟）為起點，到員山

公園（員山忠烈祠）為終點，總長有

12 公里，是由 1997 年 4 月完成整治

的河濱運動公園特別規劃出來的藍色

悠遊自行車道。宜蘭河濱公園在經過

整治規劃後，已經成為宜蘭市民熱門

的休閒運動場所，乾淨整齊的河堤景

觀，社區休閒型態的自行車道環繞，

讓宜蘭河線自行車道成為宜蘭最美的

自行車道，沿著宜蘭河畔騎乘自行

車，可欣賞蘭陽十八勝之一的「西堤

晚眺」以及員山神社遺址。

宜蘭最美的自行車道─環北溪線自行車道

SAT.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日

27
●宜／祭祀 出行 成服 除服 沐浴 入殮

●忌／動土 冠笄 移徙 入宅 開市 豎柱 上
樑

農曆八月十一

火車從頭上經過的奇妙體驗─鐵路涵道

當地耆老們回想幾十年前慈安

路靠近宜蘭河堤的鐵道路段，附近有

些民眾貪圖方便，就隨意穿越鐵道，

險象環生，也發生許多交通意外。當

時宜蘭市公所為了方便附近居民出入

安全，特別開闢涵洞便道，能夠直接

通往市區，不必繞行東港路平交道，

疏緩東港陸橋下平交道交通阻塞的情

況。但因為涵洞便道的地勢較低，

只要颱風或豪雨往往導致淹水，除了

解決當地排水及交通的設計不良，並

於 2014 年宜蘭市公所特別加蓋排水

溝，且增加併行道路的寬度，來往人

車通行更為便利；因為這條鐵路涵道

的寬度不足，目前也加設路障，僅提

供機車、自行車通行，這也形成了火

車從頭上經過的有趣景象。

SUN.



宜蘭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9 月
September

星期一

28
●宜／祭祀 沐浴 赴任 出行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八月十二

位於慈安路 49 巷鐵路涵道旁有

一間小廟，裡面供奉的主神是四面

佛，進入廟裡，還會看到供奉其他神

像，比如有土地公、觀音菩薩、臨水

夫人、關聖帝君等等，原來這些都是

落難的神明，賭博賭輸的，或者不，

都會把神明請來這裡供奉。

耆老說以前常有居民穿越鐵路，

發生交通意外，因此常聽說有靈異事

件發生。1960 年，為了安定民心及

地方安寧，居民集資建造這座廟，希

望佛祖保佑當地平安。在四面佛的庇

祐之下，交通事故減少了，靈異傳說

也不再有所耳聞，鄉親感念四面佛的

神威顯赫，庇佑鄉民，1982 年再次

募款將寺廟整修擴建，於是才有了今

日的規模。

平交道旁的守護神─鎮安寺

【教師節】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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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宜／諸事不宜

●忌／諸事不宜
農曆八月十三

在人車喧囂的慈安路上，有一
家充滿文青風格的舒室咖啡，踏入店
裡，享受安靜舒適的氛圍，好好的品
嚐一杯咖啡。老闆是年輕陽光的女生
舒舒，開店的緣由是因為一段戀情的
結束，接觸了身心靈課程，對於自己
想做的事情有了答案，就是想擁有一
間如同「家」的咖啡館。

2018 年 5 月 20 日， 成 立 了 舒
室咖啡，她說 :「我喜歡咖啡，喜歡
沖煮的過程，喜歡與人分享每一杯咖
啡裡的美麗靈魂。」店內還有擺設女
生喜愛的服飾，這是舒舒跟嫂嫂共
同經營的服飾品牌「舒室 x 穿の舒
服」，希望大家穿得美麗又舒服。下
次，如果路過宜蘭市慈安路，只要聞
著咖啡香，就能找到舒室咖啡，也找
到屬於自己的那份「舒適」。

舒室咖啡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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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沐浴 入殮 移柩 除服 成服 破土 平

治道塗

●忌／嫁娶 移徙 入宅 開市
農曆八月十四

宜蘭市宜興路東港陸橋下有一

家小小木材行，店內擺飾著充滿古早

味的板凳、砧板、木桶等復古商品，

走進店裡會聞到濃郁芳香的檜木香

味。老闆謝政宏說吉林木行從 1957

年起開始營業，算起來也是 50 多年

的老店了。剛開始是以建築樑木為

主，當時生意興隆，就連現今伯斯飯

店的位置，也是他們家的木工廠及儲

木場。後來木材業逐漸沒落，才退居

旁邊的小店面，轉型製作木製的生活

用品及小傢俱為主。6 年前，第二代

老闆謝政宏接手經營，因為不想讓這

間老字號木材行就此歇業，開始研發

製作文創木製品，也能回味台灣古早

的記憶。

吉林木材行

W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