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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歲次癸巳年 肖蛇

星期三
農曆十二月初一

月眉社區就是月眉村，位於三星鄉行政區中央位置，土地面

積 250 公頃，是全鄉最小的社區；共有 8 個鄰，3 百餘戶，人口

數 1060 人。

聚落位於月眉街、番婆洲、九股間。主要道路有台7丙線 (三

星路)、中山路、上將路、月眉街。重要河川有安農溪(電火溪)、

月眉圳。居民主要農作為稻米、三星蔥、蒜、上將梨、銀柳、火

龍果。村內廟宇有帝君廟、叭哩沙福德廟、月眉福德廟、蕃婆洲

福德廟。社區內學校為三星國中。主要運動休閒場所是三星綜合

運動公園。

社區地圖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行 
解除 入宅 移徙 納畜 入殮 破土 
修墳 立碑

伐木 作樑 動土 安床 破土 栽種 
造橋

元旦
【宜】

【忌】



2
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四
農曆十二月初二

本地最早稱之為叭哩沙，據社區耆老相傳，早年本地盛產竹
子，居住此地的噶瑪蘭平埔族稱竹子為「叭哩沙」，故以叭哩沙
稱呼本地。1825( 道光 5) 年噶瑪蘭廳設置「官隘」並稱之「叭
哩沙喃隘」。因此地聚落形似月眉，依噶瑪蘭廳所載，當時稱之
為「月眉圍」。

1895 年日本佔領台灣，本地改稱為「叭哩沙庄」。1920( 大
正 9) 年將「叭哩沙庄」改為「三星大字」，並稱本村為「月眉
小字」。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月眉小字」劃分為「第一保」、「第
十五保」。1950 年地方行政組織調整，第一保改稱「月眉村」，
之後沿用到現在。

月眉的由來與發展

祭祀 沐浴 理髮 納財 進人口 栽
種 掃舍 捕捉 畋獵 結網

會親友 安葬 入宅 移徙 安床 開
市 行喪 出火 作灶 安門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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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五
農曆十二月初三

1825( 道光 5) 年噶瑪蘭廳通判烏竹芳選定蘭陽八景，其中沙

喃秋水指的就是本地的迤邐風光。沙喃，即叭哩沙喃，也就是現

在的月眉社區附近。

當時，蘭陽溪河道上可行駛帆船，秋天夕陽西照，自船上遠

眺叭哩沙喃，其地背倚層巒疊嶂，前臨沙溪湫磧，豁然開朗，風

光雄渾，其景美不勝收，故被選為蘭陽八景之一。

沙喃秋水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塑繪 
解除 拆卸 修造 動土 竪柱 上樑
安門 置產 開池 掘井 納畜 安床 
栽種 造畜稠 破土 移柩 立碑
嫁娶 開市 出火 進人口 入殮 赴
任 入宅 移徙 出行 安葬

【宜】

【忌】

沙喃秋水
一灣三十里平沙，笑指雕題近水家。
雁起蘆邊秋漲闊，花疎蓼外夕陽斜。
溪光潤帶禾千頃，洞口流交樹八叉。
盼到月眉圍盡處，恍疑晚市聚魚蝦。
(引自陳淑均 ,1852, 噶瑪蘭廳志 ,41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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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歲次癸巳年 肖蛇

星期六
農曆十二月初四

台灣約在 1992( 民國 81) 年開始有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

1994( 民國 83) 年 8 月月眉村與集慶村合併成立三星社區發展協

會，2009( 民國 98) 年底由現任理事長林秀琦及村長陳燦隆籌組

委員會，申請成立「月眉社區發展協會」，2010( 民國 99) 年 2

月 17 日宜蘭縣政府核定通過立案並頒發證書。

協會目前每年固定辦理的活動包含中秋聯歡、重陽敬老、社

區觀摩、歲末聯歡等活動，主要社福工作則有長青食堂、十年長

期照顧、媽媽才藝教室、樂齡學習等，另外也主辦全縣的客家歌

唱大賽及蘭陽好客布耍花樣等活動。

月眉社區發展協會發展簡介

入宅 移徙 出行 進人口 修造 動
土 起基 上樑 安門 造倉 補垣 
塞穴 造畜稠

嫁娶 開市 安床 栽種 安葬 祈福 
開光 掘井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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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歲次癸巳年 肖蛇

星期日
農曆十二月初五

鎮安宮，位於本社區三星街上，本地民眾又稱為帝君廟、關帝廟，具有
一百三十幾年的歷史，分別由五大庄 (月眉、集慶、義德、仁和、雙賢村 )
共同奉祀，清末叭哩沙撫墾局、隘勇營曾設立於舊廟（約今郵局及中華電
信所在位置）。1898( 光緒 24) 年舊廟遭火融，後由本地客家富豪張慶飛捐
出目前廟址土地，並由本地民眾鳩資重建。

自 1850( 道光 30) 年開始，就有「請媽祖」的活動，並一直延續迄今；
早年是由地方仕紳搭火車前往北港將媽祖請回來，後改以乘遊覽車的方式，
由於信徒踴躍，每每都出動近 10 輛遊覽車。

「請媽祖」通常在農曆年前，請回後便供奉在鎮安宮，直到正月十三的
早上才會出巡，廟方會安排各種陣頭，遶境五庄，家家戶戶則準備好祭祀
牲禮、鞭炮，當繞境自家門口時焚香膜拜，祈求媽祖保佑平安順利。中午，
這五庄的家家戶戶都要準備豐盛午餐宴請其他庄的親朋好友，這就是咱社
區的大拜拜，一直延續到現在。

正月十三帝君廟請媽祖

造畜稠 教牛馬

入宅 移徙 分居 作灶 出火 安香 
動土 嫁娶 掘井 掃舍 造橋

小寒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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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一
農曆十二月初六

宜蘭地區廟宇數量冠於全國，其中又以供奉福德正神的土地

公廟最多，宜蘭因為漳州人較多，因此名稱上也與其他縣市不

同，例如在桃、竹、苗、六堆、花東縱谷、台中石岡、東勢等

客庄土地公廟多稱為「福德祠」，其他縣市則以「福德宮」居多，

在宜蘭則多稱為「福德廟」。

光是月眉社區就有「叭哩沙福德廟」、「月眉福德廟」、「番

婆洲福德廟」三間，無論是以人口數或是土地面積、密度都算

是高的，可見居民對土地公信仰虔誠，真如以前人所說「田頭、

田尾土地公」。

土地公來保庇

解除 掃舍 祭祀 教牛馬 餘事勿
取

餘事勿取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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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二
農曆十二月初七

本社區因無工業進駐，長期缺乏工作機會，青年人口不斷流

失，留在社區的年齡結構層逐漸老化，漸漸形成老年人獨居或隔

代教養現象；白天長輩獨自在家，為圖方便及節省，經常中午吃

著冰冷隔夜飯或隨便解決，品質不佳影響身體健康甚鉅。

協會鑒於此，希望先解決長輩們的午餐問題，並為爾後關懷

據點服務奠立基礎；所以，自 2011( 民國 100) 年起辦理「長青

食堂」，一年來志工們熱心付出，獲得社區長輩好評，2013( 民

國 102) 年擴大服務範圍，除繼續辦理長青食堂，更協助集慶、

義德、雙賢等三個村共 8位長輩，辦理十年長期照顧營養午餐送

餐服務。

長青食堂送餐服務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開光 解除 
伐木 作樑 出火 入宅 移徙 安床 
拆卸 動土 上樑 栽種 納畜 安葬

嫁娶 祭祀 出行 置產

【宜】

【忌】



8
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三
農曆十二月初八

每年重陽節月眉社區都會辦理「重陽敬老」活動，以表達我

們對長輩的崇敬與關心，同時會邀請衛生所醫生護士及志工們，

為長輩做健康檢查及注射流感疫苗，另外也實施老人健康促進活

動及防跌宣導。

月眉社區現有人口數約 1,000 人，其中超過 70 歲的長輩即有

147 人 ( 佔全村 15%)，是一個年齡老化非常嚴重的社區，因此老

人福利工作是本社區營造的重點，其中包含了已開辦的「長青食

堂」、「長青健檢」以及每年辦理的「重陽敬老」活動，另外社

區也計畫辦理「關懷據點」、設立「長壽俱樂部」等，讓社區長

輩們更加健康快樂。

重陽敬老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開池 補垣 
嫁娶 納采 納畜 取漁 安床

修造 上樑 入宅 祈福 探病 掘井 
動土 安門 安葬 作灶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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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四
農曆十二月初九

許多人乍聽「番婆洲」，常誤以為應當有很多原住民，但事實

上並沒有。據社區耆老相傳，三星開發之初，漢人開墾區由羅東

向西推進，為了方便與原住民交易，便於現在的「番婆洲」與原

住民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易，而與漢人進行交易的原住民多為女

性，因此，才會把交易的地方稱之為「番婆洲」。爾後，因為漢

人開拓腳步逐漸西移，漢人與原住民交易的處所也跟著遷移，

「番婆洲」便再也沒有原住民女性；但由於稱呼慣了，百餘年來

一直沒有更名過。

番婆洲沒有番婆

祭祀 解除 修飾垣墻 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餘事勿取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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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五
農曆十二月初十

「看那邊綠樹青山，風景美如畫。小橋流水，幾枝野花，圍著竹

籬笆。籬笆裡，矮茅屋，就是我的家」。這首 1970 年代以前描述蘭

陽平原農村景觀的兒歌，仍時時縈繞在五、六十歲中年人的耳際，這

個美麗景象，深深烙印在大家的腦海中。

早期農村房舍，無論是三合院、竹篙厝，後方及側面都會種滿竹

子，竹子除了用來防風、防阻襲擾，另可用作建材或編織傢俱，竹筍

可以食用，竹葉還可以用來包食物。目前社區內仍有不少竹圍厝，多

數位在田埂間，清風拂過，枝幹微彎，竹葉就會發出沙沙的摩擦聲，

老厝稻埕邊，阿公坐在躺椅上，輕搖蒲扇，口中啜著茶米茶，耳旁彷

彿再次傳來歡笑的歌聲「籬笆裡，矮茅屋，就是我的家」。

竹圍厝的記憶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動土 會親
友 起基 造倉 納畜 牧養 開厠 
進人口

掘井 安葬 栽種 出行 作灶 開市 
入宅 安門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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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歲次癸巳年 肖蛇

星期六
農曆十二月十一日

日治時代三星為主要甘蔗產地，提供二結糖廠所需原料，因此日

本政府在 1919( 大正 8) 年 8 月著手興建運蔗輕便鐵道，自二結糖廠

向西延伸，主幹線自二結、歪仔歪、越溪經過尾塹、大洲、大義、二

萬五、叭哩沙而到天送埤。之後為了運輸太平山森林木材，繼續向西

延伸，終於 1924( 大正 13) 年 1 月 27 日森林鐵路全線通車。

鐵道寬距僅正常鐵道一半，因此又稱為五分車仔，當時鐵道由東

向西穿越本社區 ( 即今上將路 )，火車經過因速度較慢，常常引來小

孩尾隨追逐，也有阿嬤背著籃子撿炭屎 ( 未完全燃燒的煤炭 )；當時

的孩子都很期盼能坐上火車到羅東，那是多麼值得炫耀的事，然而火

車停駛後，這些就只能成為大家腦海中的回憶。

五分車仔的回憶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入宅 
移徙 安床 修造 動土 進人口

掘井 安葬 栽種 出行 作灶 開市 
入宅 安門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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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歲次癸巳年 肖蛇

星期日
農曆十二月十二日

羅東到叭哩沙喃的輕便鐵道完成於 1909( 宣統 1) 年 6 月，運

輸車輛主要依靠人力推動，所以也稱人車軌道、手押軌道、手押

輕便線。軌道車輛則稱為台車、輕便車、手押台車。「輕便車仔」

是一輛長約六尺、寬約四尺的木製平台，平台上擺放長板凳，並

用四根相思樹樹枝做成抓扶用的支柱，車下裝設四個鐵輪和腳煞

車，必須由人從後方推動，方能在鐵軌上移動，可以載人也可以

載貨。

當時是以載運樟腦、蔗糖為主，也有載客服務。1919(民國 8)

年糖鐵的興建，逐漸取代了輕便鐵道，後來便將鐵道拆除改為道

路 (現在的三星路 )，由自動車客運經營載客服務。

人力推動的輕便車仔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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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一
農曆十二月十三日

宜蘭地區有許多客家族群，其中以三星地區人數最多，但長

久以來受週邊閩南文化影響，客家文化、語言逐漸式微，亟待客

家鄉親自我覺醒，提升客家文化保存意識。

然而唱自己的客家母語歌曲，正是最容易表達的一種方式；

月眉社區自 2012( 民國 101) 年起，在每年農曆 1月 20 日「天穿

日」時，結合宜蘭縣政府全國客家日活動，舉辦「蘭陽客家歌唱

比賽」，希望所有客家鄉親，大聲唱出自己的客家情，並藉以恢

復客家傳統文化習俗。

蘭陽客家歌曲傳唱

嫁娶 開市 交易 立券 開光 出行 
出火 拆卸 修造 入宅 移徙 動土 
破土 移柩 安葬 啟鑽 除服 成服

安床 伐木 祈福 納畜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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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二
農曆十二月十四日

位於三星街上的德豐碾米廠，是三星地區主要的民營碾米廠，
已略見白髮的老闆李昱偉說：這間碾米廠是他阿公李阿圳年輕時籌
資開設的，迄今已近百年，交到他手上已經是第三代了。

碾米廠除了代工碾米，也會向農民收購稻穀，加工後批發給人
販售，留下部份則自己來賣；碾米後汰除的粗糠可做肥料，細糠可
做飼料，因此也能出售獲利；除此之外也接受政府委託倉庫內存放
公糧，並依據農委會指示時間碾米交貨。

但碾米終究是一件苦差事，待在悶熱空間裡，穀灰沾黏一身，
奇癢無比，再加上榖灰吸入肺部，影響健康甚鉅，因此不僅年輕人
不願接手續做，就連找個工人都不容易，或許再過幾年德豐碾米廠
將走入歷史。

推動社區農作的巨輪 - 德豐碾米廠

祭祀 入殮 破土 除服 成服 啟鑽 
安葬 修墳 立碑 餘事勿取

餘事勿取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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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三
農曆十二月十五日

陳台昱今年 29 歲，是咱番婆洲的囝仔，頂著大學工業工程系的學
歷，卻回家鄉務農種植上將梨，很多人笑他憨仔，有這麼好的學歷，
為什麼不利用去謀個頭路，不然也應該去都會發展，卻把青春浪費在
鄉下。

豔陽下，他抹去額頭上的汗水，傻傻地笑著說：「靠人吃，沒出脫，
腳踏這片土地比較實在，咱少年仔無做，不就都丟給老伙啊來做，安
呢甘對，以後這塊土地要靠誰？」說完繼續拿著剪刀把上將梨一個個
剪下來，並逐一端詳，看著碩大的果粒，他滿足地露出燦爛笑容。

陳台昱栽植的上將梨參加三星鄉 2013( 民國 102) 年的比賽得了頭
獎，他認真打拼，總算獲得了回報，這就是咱社區ㄟ少年囝仔，認真、
打拼，種水果同款有出脫。

返鄉深耕 - 咱ㄟ少年囝仔

祭祀 解除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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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四
農曆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五的晚上總是讓人特別期盼，尤其是月眉社區，不僅僅

是接下來連續兩天的休假日，更因為在社區綜合運動休閒公園旁

的停車場，會有一週一次的夜市仔。

每個星期五晚上只要是好天氣，停車場總會聚集個 5、60 個

攤商來擺攤，從零嘴、燒烤、小吃、飲料、服飾、遊戲到日常生

活百貨，琳瑯滿目，應有盡有，由於位在街區、停車方便，每每

吸引許多附近居民來逛夜市。

通明的燈火、攤商的叫賣、小孩的嬉鬧，在寂靜的庄下，串

成熱鬧的場景，逛夜市仔，已經成為社區老老少少的一種休閒。

夜市人生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納畜 造畜
稠 入宅 移徙 安床 開光 祈福 
求嗣 動土

嫁娶 栽種 安葬 理髮 造廟 作灶 
入殮 行喪 造橋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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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五
農曆十二月十七日

安農溪是日治時期，日本人為了設立水力發電廠，在蘭陽

溪上游截流溪水，流經人工開挖的山洞引到九芎湖，經沉沙過

程後再提供天送埤發電廠發電，之後的尾水道即為現在的安農

溪，也因為是由發電廠流出，因此本地人均稱之為電火溪，直至

1978( 民國 67) 年改稱安農溪。

安農溪長約 20 公里，溪水湍急年平均出水量每秒約 20 立方

公尺，近年安農溪發展「泛舟之旅」，路線由天山村下湖橋至張

公圍親水公園，約 10 公里、2 小時，河道窄而寬，溪流湍急、

刺激驚險，緩流礫灘、阡陌綠野，山花密道、鄉間人家……，各

因季節而呈現多樣化，每年夏天總吸引大量遊客前來尋求刺激。

孕育社區之母 - 安農溪

安床 裁衣 交易 立券 入殮 移柩 
安葬 除服 成服

置產 嫁娶 出行 開光 栽種 動土 
破土 入宅 治病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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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歲次癸巳年 肖蛇

星期六
農曆十二月十八日

諺語「噶瑪蘭厚雨水、叭哩沙好山水」，講的是宜蘭地區多

雨水，三星地區好山水。月眉社區位於叭哩沙中心點，主要灌溉

用水為月眉圳，是從雙賢村引安農溪溪水經義德村，流入本社

區，提供農作灌溉。

安農溪溪水引自蘭陽溪，蘭陽溪早期被稱為「濁水溪」，溪

水呈灰色混濁狀，內含豐富礦物質養分，社區農作物汲取其水

源，豐富的礦物質滋潤了農地，處處阡陌是良田，造就優質農產

品，蔥、蒜、米、銀柳、上將梨、火龍果全是社區驕傲的六寶。

社區的動脈血管 - 月眉圳

祭祀 解除 造畜稠 教牛馬 針灸 
餘事勿取

嫁娶 動土 開池 安葬

【宜】

【忌】



19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歲次癸巳年 肖蛇

星期日
農曆十二月十九日

或許有人不知道三星在哪裡，但是一定都聽過「三星蔥」，所
謂「頂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三星蔥的品種為四季蔥，四季蔥
又稱日蔥、日本蔥、大廣蔥、九條蔥和粉蔥，因耐熱性差，較適合
冷涼氣候，而三星提供了四季蔥最好的生長環境，因此培育出甜嫩
的三星蔥。

社區目前栽植三星蔥的面積僅次於稻作，因此處處可見蔥仔寮，
蔥仔寮是引自安農溪溪水用以提供洗蔥的地方，每天清早 4、5 點
及下午3點左右，農夫先到田裡ㄎㄠ蔥仔，之後再帶回蔥仔寮洗蔥，
常常到晚間 11、12 點都還燈火通明。三星蔥一年四季都有，但以
春季、冬季風味較佳，蔥白細嫩、口感鮮甜，想品嘗美味的三星蔥，
千萬別錯過時節。

蔥滿勝蒜

沐浴 塑繪 開光 納采 訂盟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起基 動土 定磉 
放水 安葬 破土 啟鑽 修墳 立碑 
移柩

入宅 安門 祭祀 謝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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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一
農曆十二月二十日

「上將梨」乃三星五寶之一，因地名與軍階中的「三星上將」
相同而得名，具有汁多、甜度高、果核細、口感清脆等特色。「上
將梨」是以生存力特強的鳥梨為砧木，經過繁複寄接高山梨品種而
成。

三星天候濕冷適合高接梨生長，但也因為多雨，常常花苞花蕊
還沒結成果實，就被雨水打落，社區農民們發揮巧思，幫花苞花
蕊製作雨傘，每年 1、2 月梨花結苞前，農民便忙著幫花苞打傘，
避免被風雨打落花苞，形成很特殊的梨樹打傘景觀；到了 4 月果實
成形，便將一顆顆上將梨套入牛皮紙袋中，避免鳥啄及蟲害；7、8
月就是上將梨採收的季節，由於果粒碩大，果肉雪白，在市場上獨
具賣相，風評絕佳。

清脆多汁的上將梨

嫁娶 出行 理髮 安床 啟鑽 安葬 
修墳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開池 
牧養

掘井 祈福 謝土 動土 入宅 上樑
修造 作灶

【宜】

【忌】

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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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二
農曆十二月二十一日

蘭陽溪舊名濁水溪，乃因溪水含砂量高呈混濁狀而得名，清

代以前溪邊尚無堤防，經年累月的沖刷，讓三星鄉有著肥沃的土

壤。

三星鄉位於蘭陽溪沖積扇頂點，以安農溪導引蘭陽溪源頭活

水，水質純淨天然，溪水中蘊藏來自於雪山山脈豐富的礦物質，

加上氣候日夜溫差較大，形成了生產優質稻米的有利條件；當然，

更因為三星農民對稻米細心照顧與呵護，採用最自然的方法進行

栽培，令三星米品質優、口感香 Q，一直是消費者送禮、自用的

不二選擇，尤其在 2011( 民國 100) 年三星米獲得全國十大經典

好米，更是打響了名號。

三星好米

解除 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移徙 入宅 掘井 造廟 栽種 針灸 
治病 開池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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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三
農曆十二月二十二日

三星因為具有土地肥沃、氣候多雨、溫差較大等獨特環境，非

常適合作物生長，近年除種植稻米、蔥、蒜、銀柳、上將梨 ( 三星

五寶)，也開始發展其他高經濟作物，其中以火龍果頗受社區青睞。

火龍果原產於墨西哥、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等地的熱帶森林

中，又稱紅龍果、龍珠果，屬仙人掌科，果實呈橢圓形，直徑

10~12cm，外觀為紅色或黃色，有綠色圓角三角形的葉狀體，白色、

紫紅色或黃色果肉，具有黑色種子的水果。

目前有林君毅、邱正義、張建林等三位居民於自家農田栽植火

龍果，每年 7 至 11 月是盛產期，由於環境氣候有別於中南部，所

栽植的火龍果也別有一番風味，相信很快將會變成三星第六寶。

未來之寶 - 火龍果

嫁娶 祭祀 開光 伐木 出火 拆卸 
入宅 移徙 修造 動土 上樑 安床 
納畜

開市 行喪 栽種 出行 出貨財 安
葬 置產 詞訟 治病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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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四
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日

民國 60 至 90 年間，三星鄉陸續開設了許多成衣加工廠，光是
月眉社區就有 3 家，這些成衣製造業不僅帶動台灣經濟奇蹟，也
提供了地方婦女許多工作機會。80 年代中期，台灣經濟轉型，成
衣廠逐漸外移關廠，雖然這些婦女擁有很好的車縫技術，卻失去
了工作舞台，連帶也影響到家庭經濟。

協會成立初期，為增加社區婦女就業機會，因此運用社區婦女
車縫技術，研發製作花布包，不但發展出社區特色產業，盈餘也
能用來辦理社區福利工作。目前共有 12 位社區媽媽在此共同打
拼，由於製作精美，不僅銷路穩定，並連續獲得文化部、客委會、
勞委會、縣政府等頒獎肯定，花布包已成為月眉手工藝的代表。

月眉特色手工藝 - 花布包

嫁娶 納采 訂盟 入宅 移徙 安床 
祭祀 祈福 開光 出行 解除 出火 
拆卸 動土 納畜 謝土 安葬 破土

伐木 開市 交易 上樑 作灶 安門 
蓋屋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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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五
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

月眉社區雖然靠近三星街區，但農地仍佔了三分之二以上，

我們有稻米、蔥、蒜、銀柳、上將梨、火龍果等優質農產品，

可是農民的付出與收入始終無法畫上等號，願意投入的年輕人

更是寥寥可數。

為改善農民收入及農村景觀，社區自 2011( 民國 100) 年起

向農委會申請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循序漸進從關懷班、進階班、

核心班一直到再生班，期待從教育著手，讓社區民眾共同發掘

社區人、文、產、地、景等各項資源，一齊同心協力，共同打

造一個富麗的農村社區。

積蓄農村的再生力量

祭祀 破屋 壞垣 解除 餘事勿取

開市 動土 破土

送神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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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歲次癸巳年 肖蛇

星期六
農曆十二月二十五日

三星國中位於本社區鎮安宮後方的月眉街，1948( 民國 37)

年，先設置「山地農業補習學校」，輔導原住民學習農耕。

1956( 民國 45) 年成立「羅東中學三星分校」。1958( 民國 47)

年獨立為「三星初級中學」。1968( 民國 57) 年政府實施九年國

民義務教育，本校改制為三星國民中學。

三星國中歷史悠久，60 歲以下在三星長大的，幾乎都是從這

所學校畢業，校園內栽植數株木棉花，每年畢業季節，棉絮在空

中飛舞，彷彿是即將畢業學子雀躍的心，但雖然離開校園、離開

家鄉，也請記得我們都是三星國中畢業生，有空回來看看學校，

看看家鄉的親人。

我們都是三星國中畢業生

嫁娶 納采 訂盟 開光 安香 出火 
納財 開市 交易 立券 裁衣 蓋屋 
起基 修造 動土 安門 移徙 入宅 
栽種 牧養 畋獵 掘井 開池 安葬 
破土 入殮 除服 成服 立碑

祈福 造廟 祭祀 安床 謝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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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歲次癸巳年 肖蛇

星期日
農曆十二月二十六日

月眉社區土地面積約 200 公頃，在三星鄉算是面積較小的社

區，但因為靠近三星街上，加上離國中、國小都很近，運動休閒

公園又在社區內，可以說是環境舒適、生活便利。

因此，近年來大興土木，一個個建案陸續推出，這些建案單

價都不便宜，可是一推出幾乎就銷售一空，因為賣得好，建商便

不斷推出新建案，地點幾乎都是聚集在月眉街第 3 鄰，光是第 3

鄰的戶數及人口數，幾乎佔了全村三分之二，很多人誤以為購買

房地的都是台北人、外地人，其實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不斷有新

住民湧入，「融合」成了社區新的課題。

咱的新厝邊

祭祀 齋醮 入殮 破土 啟鑽 安葬 
修墳 立碑 除服 成服

嫁娶 入宅 作灶 納采 訂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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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一
農曆十二月二十七日

每年中秋節是月眉社區居民最引頸期盼的一天，不僅是這天

闔家團圓的日子，更是社區每年必定舉辦的「中秋聯歡活動」，

豐盛的摸彩獎品讓人人有獎，不會空手而歸，月餅 DIY 製作更讓

大家躍躍欲試，幾個阿公阿嬤都說：「吃歸世人月餅，不曾吃過

自己做的。」

大家攜幼扶老聚集在一起做月餅，當香噴噴的月餅出爐，嘴

上嚼的不僅僅是月餅，更是一種滿足的成就；人人手上抱著摸彩

禮物，管他是電視機、腳踏車、電風扇還是醬油、沙拉油、洗衣

粉，個個笑呵呵，社區的幸福快樂其實很簡單。

熱鬧的中秋聯歡

祭祀 齋醮 納財 捕捉 畋獵

嫁娶 開市 入宅 安床 破土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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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二
農曆十二月二十八日

每年 12 月底一直到元宵過後，鄉公所與農會都會在社區加油

站對面的農地，佈置成米香銀柳花海。以銀柳做成長長隧道，懸

掛祈福卡，另用稻草紮編成各種造型更是藝術傑作；會場周圍則

遍植七彩繽紛波斯菊，形成美麗的花海；當然最壯觀的還是以稻

草編織的生肖造型，每年會依據生肖及主題，展現不同面貌，如

今年是馬年，就會編織成壯碩英挺的駿馬；周邊會有許多攤商，

販賣本地的農特產品，現在來正對時，歡迎到月眉社區「七逃」。

銀柳花海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沐浴 進人口 會親友 入學 治病 
安碓磑 掘井 開池 納畜 牧養 造
畜稠

嫁娶 合帳 入宅 行喪 安葬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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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癸巳年 肖蛇

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星期三
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

1861( 咸豐 11) 年陳輝煌率眾於溪南羅東近山開墾，並聘請簡
文登、曾大軒至番婆洲教導北管戲曲，並成立三星福蘭社。當時
因平日農忙，閒暇時缺乏娛樂，學習戲曲的人非常踴躍。當時觀
念較保守，認為女性不宜在外拋頭露面，且酬神演出若有女性是
對神明不敬，因此演出者均為男生，故稱子弟戲。

日治時代子弟戲沉潛一段時間，終戰後再度興起，當時由陳阿
冬擔任社長，不僅在宜蘭縣內，甚至遠赴外地廟宇演出，後隨宜
蘭地方戲曲演變成歌仔戲班，社區長輩如姚財壽、林文生、賴朝
枝等都曾參與這段風光歲月。一直到 1990( 民國 79) 年代，休閒
娛樂被電視取代，傳統戲曲沒落，戲班解散，現在只在廟會、喪
葬時，能夠見到他們的身影。

三星福蘭社

祭祀 祈福 求嗣 沐浴 問名 交易 
納財 入殮 移柩 安葬 修墳 立碑 
謝土 造畜稠 教牛馬

入宅 置產 嫁娶 動土 栽種 開市 
開光 動土 破土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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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歲次癸巳年 肖蛇

星期四
農曆十二月三十日

2013( 民國 102) 年 6 月 23 日三星鄉樂齡學習中心正式於三星

國中揭牌，有感於社區人口老化日益嚴重，「活到老、學到老」

是讓長輩們保持身體健康的訣竅。因此，月眉社區主動與三星國

中合作，共同發展樂齡學習，鼓勵所有老年人走出家庭，大家聚

在一起相互學習、關懷彼此，讓老年生活更健康、快樂、充實。

樂齡學習中心以 55 歲以上的長輩為對象，學習課程包括「特

色課程」、「政策宣導」、「基礎生活」、「興趣休閒」、「貢

獻服務」五大領域，期待所有長輩都能「學而不倦、樂以忘憂」，

讓學習變成永遠的進行式。

樂齡學習，樂以忘憂

祭祀 教牛馬 造畜稠 祭祀 會親
友 解除 餘事勿取

嫁娶 入宅 出行 動土 破土 安葬 
行喪

除夕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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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宜蘭縣三星鄉 月眉社區
歲次甲午年 肖馬

星期五
農曆正月初一

時下年輕人總是熱衷於電腦網路或是戀愛遊戲，個個成了宅男
宅女。為了鼓勵社區青年接觸自己的鄉土人文並與社區長輩互動，
因此在 2013( 民國 102) 年 6 月成立社區青年志工隊，由資深導覽
員帶領這些年輕人在社區走動；從田野間的農作物到廟宇裡的傳統
文化，認識社區的點點滴滴，並且讓他們與長輩面對面訪談，聽長
輩訴說地方典故，好讓經驗與知識繼續傳承下去。

同時，也鼓勵這些年輕人參與社區活動，像社區日曆、社區影
像紀錄、農村再生青年座談、社區長青食堂、長期照顧，甚至聯歡
活動等。希望青年返鄉服務，留住青年人口，不能單靠嘴巴說說，
必須建立青年對社區的熱愛與向心力，也許未來社區年輕化不再只
是夢想。

社區青年志工

嫁娶 開光 解除 出火 拆卸 修造 
進人口 入宅 移徙 安床 栽種 入
殮 修墳 動土 除服 成服

作灶 安葬 祭祀 開市 納采 訂盟 
納畜 謝土 出行 探病

春節
【宜】

【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