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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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五結鄉︱ 錦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錦草在這裡

農曆正月十一日
納采 嫁娶 祭祀 祈福 出行 開市 會親友 動土 
破土 啟鑽

移徙 入宅 出火 安門 安葬

錦草位於蘭陽平原的東邊、五結鄉的東北方，在冬山河、蘭陽溪和宜

蘭河三條河流交會的出海口處，俗稱「三敆水」。東臨太平洋岸、西接

大吉社區、南邊隔著五結大排與孝威、大眾社區相望、北面就是蘭陽溪

流域，中間有台二線道（濱海公路）貫穿而過，僅靠著噶瑪蘭橋與壯圍

鄉銜接。

早期居民以捕魚務農為業，是個典型的漁業農村。由於謀生不易，青

壯年均選擇出外打拼，成為異鄉遊子，在人口銳減下，將行政區域由錦

草與大眾村合併為今日之錦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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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

茅仔寮的故事

農曆正月十二日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安葬 啟鑽

嫁娶 動土 開光 蓋屋 破土

早期蘭陽溪下游，近出海口處的溪床上茅草密生，先民來此開墾時，

因就地取材之故，一上岸即沿著蘭陽溪床成東西向用茅草搭寮而居，作

為遮風擋雨的處所。

耆老黃茂西先生回憶說：大約清明前後會將白茅草砍下晒乾，再綁成

一綑綑收藏，等到端午節後用於覆蓋屋頂，白茅草無硬梗，平鋪屋頂時

整齊平順，其緻密性高又紮實、隔離防水效果非常好，每距離約 40 公

分壓上一根桂竹，最後再用「籐釘」穿過桂竹綁緊即成，因此放眼望見

均是茅草搭的寮，茅仔寮地就是這樣叫出來的。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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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草的由來

農曆正月十三日
納采 會親友 竪柱 上梁 立券 入殮 移柩 安
葬 啟鑽

祭祀 移徙 入宅 動土 破土

茅仔草有人稱其為「白茅」，也有人認為是「五節芒」，都以其容易

取得為主要因素，不過五節芒參差不齊、且梗粗細不同，裁製費時又費

工相當麻煩，隔離防水效果差，滲漏度非常高，因此「茅仔寮厝」都是

用白茅草搭蓋而成。

茅草花盛開時，其花絮及根部潔白似雪、一片銀亮，猶如一匹匹飄揚

在風中的錦緞綢布，高貴優雅，充滿柔美氣息，所以茅草又有「錦草」

之稱，也因此後來茅仔寮就改名為錦草。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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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坐帆船來的帝爺公

【忌】

農曆正月十四日
祭祀 祈福 齋醮 出行 開市 立券 動土 移徙 入宅 
破土 安葬

開光 嫁娶 作灶 掘井 納畜

清朝乾隆年間，有批先民經常乘坐帆船，從唐山跨黑水溝來到台灣東

北沿岸經商，由於黑水溝海象險惡，性命隨時不保，最後決定落腳於茅

仔寮，並永久居住此地。其中有位先民林馬惜，自武當山奉請了帝爺公

的金尊，來到此地做為居家守護神，後因鄰近居民前往祈求庇佑平安、

降福消災無不靈驗，遂為民眾所敬仰。

因此地方先賢林樹生、張阿生等士紳共商研議， 1926（民國 15）年

發動募捐，於現址興建磚造木房為廟，加以奉祀，並供附近信眾敬仰膜

拜，幾經歲月更替、輾轉，方改建成今日之保安宮。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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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宮的帝爺公傳奇

【忌】

農曆正月十五日
會親友 求嗣 理髮 冠笄 結網 捕捉 開光 理
髮

開市 動土 安葬 破土

錦草居民信仰中心—保安宮，祈福消災、非常靈驗，奉祀的主神是玄

天上帝又稱「帝爺公」，庄內信眾對帝爺公顯靈事蹟，傳說甚囂塵上。

當中有一傳說是「神轎過河」，早期沒有濱海公路，要到對岸的新南、

東港一帶，必須沿堤岸往上走，繞過蘭陽橋才能到達。

在一次出巡辦事時，由信眾多人扛著帝爺公神轎，到對岸除魔驅邪，

回程因吹東北風加上信徒又喝了些酒，竟神奇的扛著神轎渡河而過，安

然而回，眾人直呼「帝爺公顯靈了」。古有達摩一葦渡江，今有帝爺公

神轎過河，堪稱一絕。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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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山的茅仔寮人

【忌】

農曆正月十六日
開光 塑繪 求嗣 納采 裁衣 合帳 冠笄 安機械 
作梁 開柱眼 安門 安床 造倉 祭祀 會親友 祈
福 經絡 納財 開市 立券 交易 入學 求嗣 理髮 
架馬

出行 齋醮 安葬 嫁娶

驚蟄

後山有一群善良的居民，那是跟我們一樣來自茅仔寮，有著相同血緣

的親人，約於1929（民國18）年，一群茅仔寮人秉持著開枝散葉的精神，

帶著希望夢想翻山越嶺，到人煙稀少的花蓮新城鄉開墾。

初來乍到，荒山僻壤，加上思鄉情愁，極需宗教信仰的力量支持，有

感家鄉玄天上帝之靈驗，在眾人商討下，推派林耀經先生，返鄉「裝金

身」以「刈香、分靈」方式，恭請玄天上帝進駐「開漳聖王廟」為副嗣神。

近十年來，由第二代接手，每年以進香方式，恭請神尊返鄉會靈作客，

並讓後代子孫飲水思源，明瞭先民來自何處。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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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街大遶境過金火

星期六【忌】

農曆正月十七日
祭祀 嫁娶 納婿 安葬

栽種 蓋屋 作灶 入宅

1970（民國 60）年代期間，最盛行的是吃拜拜，也只有此時親朋好

友才會聚集聯誼，流水席更是辦不完，曾經有資料統計台灣吃拜拜文化，

一年就吃掉一條高速公路的經費，相當驚人。

隨著時代變遷，人們對信仰的理念改觀，政府也大力提倡節約，遂將

一年一次踩街遶境大拜拜，改為四年一次，不但更莊嚴慎重也徹底將吃

拜拜的陋習改掉。

當日會將廟內所有神尊請上神轎，隨著民俗陣頭在庄內巷弄遶境降福

驅魔，沿途民眾會設香案、鮮花素果敬神，最後回到廟前廣場，準備過

火儀式，此時廣場上會點燃金紙、撒上鹽巴，再恭請各神尊過金火，並

入廟內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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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五結鄉︱ 錦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有求必應萬善堂

【忌】

農曆正月十八日
祭祀 會親友 訂盟 裁衣 合帳 安機械 拆卸 上
梁 安門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啓鑽 安葬 立
碑 開光 塑繪 入學 出行 起基 定磉 放水 移
徙 入宅 竪柱 立券 經絡

伐木 作梁

每次颱風過後，總是帶來充沛的水量，位處蘭陽溪最下游的本社區，

於1912年的一次颱風過境後，村民竟於溪床上發現三粒裝有遺骸的「金

斗」，經過討論，連同之前一位先賢孤魂共四位，就地建一小廟奉祀。

1931（民國 20）年日本政府沿著蘭陽溪至出海口修建堤防，發現此

廟正處於堤防內行水區，經地方人士商討將其遷入現址再蓋一廟，後因

年久失修、破損不堪，直至 1981 年，由當時的五結鄉長林澤源、村內

士紳陳林木、張旺火、林聰瑞、李林欽等人為重建委員，發善心勸募重

建。同年七月進座並舉行竣工典禮，一直以來香火鼎盛，可稱是有求必

應的萬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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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水石敢當

【忌】

農曆正月十九日
祭祀 開光 塑繪 祈福 齋醮 裁衣 合帳 冠笄 
嫁娶 拆卸 動土 移徙 入宅 入殮 移柩 安葬 
謝土 求嗣 入學 理髮 伐木 架馬 作梁 出火 
修造 起基 定磉 放水 赴任

入宅 安門

石敢當，又稱「泰山石敢當」，通常都是立於街巷之中，特別是丁字

路口、風水沖犯處或稱為凶位的牆上，主要用於避邪鎮魔，部份路口、

公園或庭園有時也會放置石敢當，但在現代都市中的石敢當都未題任何

字樣，一般大致寫著某公園、某學校等，類似於路標的作用。

本社區內蘭陽溪畔上的石敢當共有三處，主要是鎮水之用，以前蘭陽

溪堤岸全是土堤，每當洪水一氾濫就有潰堤之虞，常危及到居民的生命、

財產，所以本地居民常會準備香燭祭品，祈求風調雨順、災難勿臨。

星期一



︱宜蘭縣五結鄉︱ 錦草社區
3月
歲次乙未年 肖羊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10
中元普渡大會餐

【忌】

農曆正月二十日
祭祀 治病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提到農曆七月就聯想到中元普渡，除了神豬比賽外，家家戶戶更是殺

雞宰鵝，只要能拜拜的無一不上桌，如此盛大普渡才能顯現虔誠的心意。

時值盛夏供品不易保存，短時間內也吃不完，等到腐壞丟掉既浪費又糟

蹋食物，值得省思。

後來保安宮委員會開會討論決定，對每戶居民收取 1000 元（2 人出

席，每增加一人加收 500 元），採自由參加，統一交由爐主採買供品集

中普渡，屆時再請外燴廚師辦桌，晚上參加信眾於保安宮廟埕前聚餐，

除解決供品問題外，又可藉由聯誼更能凝聚大家的向心力。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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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稱烏水港仔的五結大排

【忌】

農曆正月二十一日
嫁娶 祭祀 出行 冠笄 立券 交易 進人口 開
市 移徙 修造 動土 安床 入殮 移柩 破土

開光 作灶 齋醮 安葬

上游源自於中興紙廠附近的五結大排，沿途流經五結、大吉、孝威，

一路來到本社區，從進出門戶錦孝橋下流過，穿出大錦閘直奔冬山河，

綿延幾公里。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隨著紙廠生意愈發興隆，下游港

水顏色也愈發混濁，直可媲美天上的亮麗彩虹，因此當地居民都稱呼它

叫「烏水港仔」。

隨著造紙業沒落、環保意識漸漸抬頭，紙廠不再將污水排入河川，烏

水港仔也不再是污水港，2009（民國 98）年兩岸邊坡整治後，植樹綠美

化，才又還原它清澈模樣。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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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宴喜慶在集貨場

【忌】

農曆正月二十二日
開市 立券 交易 挂匾 祭祀 祈福 開光 入宅 
移徙 安床 拆卸 動土 上梁 進人口

嫁娶 行喪 架馬 作梁 理髮 牧養 安葬 納畜 
伐木

集貨場於 1992（民國 81）年，由農林廳與五結鄉農會出資建造，佔

地約 250 坪，內置三大冷藏櫃，原本是作為農民共同運銷用，後因環境

變遷，溪床地貌不斷改變，耕地變少農作物銳減，集貨場跟著轉型變為

婚宴喜慶重要場地。

產銷班雇有專人管理，居民可以隨時租借，集貨平台是最佳舞台，空

曠場地擺上 70 桌綽綽有餘，週邊道路和左鄰右舍的庭院，就是最好的

停車場，因此租借使用率非常高，淹水時更可提供作為避難停車場，當

然平時就作為農機、鐵牛車停放場所。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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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的洗菜平台

【忌】

農曆正月二十三日
理髮 冠笄 嫁娶 進人口

置產 伐木 納畜 造畜稠 安葬 破土 作梁 作
灶 開生墳

一條無名溪，輕輕流過錦草社區的中心帶，不管清晨或黃昏，總會看

到三三兩兩的農民在此洗滌農作物春蔥、瓜果、冬蒜等，原本只是一條

排水溝渠，因長年不缺水使用率高，水利會體恤農民，就在集貨場右前

方處，溝渠兩旁建造了一個洗菜平台，方便上下及置放農作物，水位降

低時，更不用擔心落差太大無法洗滌。

除了洗菜外，早期還有居民在此洗衣，夏天更是小孩打水仗的好所

在，但由於人口外移嚴重、生育率下降，從前玩水的盛況早已不復見，

只有晚上還可看見附近居民，坐在岸邊吹風、聊天話家常。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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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溪口水鳥棲息地

星期六【忌】

農曆正月二十四日
嫁娶 祭祀 開光 祈福 求嗣 出火 入宅 移徙 
安床 拆卸 動土 破土 謝土

合帳 開市 安葬 入殮

溪口是水鳥棲息的最佳場所，棲地型態大致可分成草澤、沙洲、水域、

菜圃四大類型。棲息地裡大片的防風林、農耕地也是部分鳥類度冬的好

選擇，蘆葦、鹹草、馬鞍藤、濱剌麥、白茅、苦林盤、單花蟛蜞菊等是

溪口沙洲上常見的植物。這些植物可以提供移棲性鳥類躲藏的空間，鳥

類的糞便更可提供這些植物充足養份，等到它死亡後，殘葉敗絮會在水

中分解成豐富的有機質，成為魚、蝦、貝、蟹所需的食物，構成一個簡

單的食物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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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五結鄉︱ 錦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社區聚落的演變

【忌】

農曆正月二十五日
安床 伐木 拆卸 修造 動土 上梁 立券 交易 
栽種 納畜 牧養 入殮 安葬

嫁娶 祭祀 開光 出行 出火 移徙 入宅 安門

聚落的形成以竹圍最具代表，民初時期，一個竹圍象徵一個家族的勢

力，各自圍起籓籬，幾個竹圍相互連結即成一個聚落，有著類似環境，

過著相同習性的生活，茅仔寮的聚落也是在如此情況下形成。

由於當時是沿著溪床蓋房子，因此有上下之分，上游的聚落就稱其

「頂溪埔」，中間聚落就叫「頂頭」，最下游就是「下尾」，聚落間的

銜接即是各自的田地。

因時代變遷，竹圍鏟平，籓籬打開，人與人的距離拉近了，外來人口

變多，形成更多元的生活圈，舊聚落具初始地貌之名，一直延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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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歲次乙未年 肖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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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16
舊地名的俗諺

【忌】

農曆正月二十六日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嫁娶 冠笄 出行 開市 
交易 會親友 教牛馬 除服 成服 啟鑽 安葬 
移柩

祈福 動土 移徙 入宅

「厝住茅仔寮、睏午松仔腳、牛飼九十二、長工四百名、田園一百甲」

此句俗諺乍聽之下，像是在形容大地主的家產財大氣粗，其實它只是一

句在地順口溜，在說明早期錦草社區，週邊地帶聚落的舊地名。

茅仔寮指的是現今錦草社區，松仔腳是現在孝威南路一帶，當時有幾

棵百年老榕樹而得名，後因道路拓寬已不復在，九十二則是目前五結農

會倉庫所在地及其附近之所在，四百名在孝威村內，德義宮的牌樓上還

清楚可見，一百甲最為大家所熟悉，因為指的是冬山河下游北岸邊的大

眾社區，區內還有清水大閘門，遠近馳名。

星期一



︱宜蘭縣五結鄉︱ 錦草社區
3月
歲次乙未年 肖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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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17
自行車綠色隧道

【忌】

農曆正月二十七日
塞穴 整手足甲 解除 捕捉 畋獵 結網 餘事勿
取 諸事不宜

嫁娶 作灶 掘井 安葬

一場美麗的錯誤，造就今日驕傲成果，當初堤岸綠美化，因經費拮据，

只要哪裏有免費苗木即刻收集種植，歷經十幾年的歲月洗禮，目前只留

下烏心石木及部分老榕樹，不但林木成蔭，可擋風亦能抑制揚塵，與長

長自行車道相互輝映，竟成天然綠色隧道。

在陳正益理事長領導下，不但成功綠化了堤岸，後來還成為全省社區

的楷模；林國棟理事長接任後，為了能永續維護邊坡的草皮苗木，多方

奔走爭取經費，甚至發動民眾認養、拔除雜草，長年維持優美景觀。直

到第一河川局將經費統包給廠商維護管理後，當年的美景如今只剩綠色

隧道，在風中搖曳……。

星期二



︱宜蘭縣五結鄉︱ 錦草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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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水鳥生態保護區

【忌】

農曆正月二十八日
納財 開市 立券 交易 開光 安床 上梁 蓋屋 
修造 起基

動土 破土 安葬 行喪 赴任 出行 嫁娶 入宅 
移徙 謝土 詞訟

噶瑪蘭橋以下至河口段面積約 206 公頃，縣府於 1996（民國 85）年

劃為「蘭陽溪口水鳥保護區」，為了保護原居及春、秋兩季遷徙過境的

水鳥族群，減少干擾、破壞等行為，此舉保留了一個完整的溼地生態系，

使所有物種得以生存繁衍。

每年吸引成千上萬候鳥，來此棲息、覓食。春季北返水鳥以種類、數

量眾多的鷸科為主，炎熱夏季則多為各種燕鷗、鶺鴒等，秋季南下過冬

鳥群有鷸科、雁鴨、鷺科，猛禽如澤鵟、紅隼也會來此報到，冬季溪口

並不蕭條，除可看到鷺鷥、鷸科，還能看到魚鷹、鸕鶿、鷗科等鳥類，

說蘭陽溪口是鳥類世界的中「24 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再適合不過。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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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錦草小琵的一生

【忌】

農曆正月二十九日
祭祀 祈福 嫁娶 冠笄 修飾垣墻 置產 平治道
塗

開倉 出貨財 蓋屋 作灶 開市 交易 立券 栽
種

我來自北朝鮮的北邊小島，當北風吹起時，依風來到這裡，原本南風

起時要順風飛回家鄉，可是路程太遙遠而我體力不足，但我的家族已趁

南風吹起時，都成群而回了。

所以我打算長期定居於此，這裡不僅風景美，且食物豐富，我依潮汐

漲落於此覓食，生活無虞，錦草是一個安全棲身之所，一住就是 2 年半

了。  

我可是台灣最知名的保育動物之一，我的好朋友還有鳳頭燕鷗、小燕

鷗、魚鷹、各類鷸科……等，一起生長在蘭陽溪與冬山河口，這個風光

明媚的地方，歡迎大家有空來  迌…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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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20
潮間帶中的生命

【忌】

農曆二月初一
嫁娶 祭祀 開光 祈福 求嗣 出行 出火 進人口 
入宅 移徙 安床 拆卸 修造 安門 挂匾 納財 掃
舍

動土 伐木 安葬 行喪

潮間帶指的是溪口灘地，當中生活著許多招潮蟹，時常看到雄蟹揮舞

一隻大螯，彷彿對著海潮招喚，因此博得招潮蟹的雅號，其實牠們是在

吸引雌蟹的注意，這裡還有更小型的角眼拜佛蟹，牠常高舉雙螯拜佛，

也會放下雙螯做切腹動作，真是可愛！

寄居蟹、燒酒螺在退潮後更是常見，彈塗魚的一雙眼睛長在頭頂上，

以利注意週遭獵食者，一對腹鰭跟胸鰭能幫助牠，在灘地上迅速滑行，

所以有個封號叫「會走路的魚」，另外附近的田溝中，住著許多台灣厚

蟹（青蚶）和摺痕擬相手蟹（海浪仔），牠們可是夏日垂釣螃蟹的最佳

主角呢！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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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宜蘭縣五結鄉︱ 錦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錦草的意象西瓜

星期六【忌】

農曆二月初二
嫁娶 開光 祭祀 祈福 求嗣 出行 出火 入宅 
移徙 解除 栽種 伐木 破土 謝土 安葬

開市 交易 作灶 納財 上梁 安床 蓋屋 造船

春分

東北季風挟帶大量「鹹水霧」的獨特氣候、及潮汐漲退帶來海水的浸

潤，加上颱風豪雨過後，上游沖刷下來營養豐富的沙質土壤，使錦草社

區能孕育出聞名的冬白蒜、夏西瓜。

農曆1月中旬後，瓜農開始忙碌直至5月收成，農民在曳引機協助下，

挖掘需要的種植面積，瓜田上處處看到覆蓋的銀色塑膠布，為防治雜草、

抑制沙塵，利用鐵製鋼管引洞，將一株株瓜苗從盤內托出，種下農民的

希望。

種植過程不但需要專業技術，更需要細心的呵護，每份辛勤流下的血

汗，都是為了能在收成季節，展現豐收的笑容。



【宜】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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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星期日

︱宜蘭縣五結鄉︱ 錦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蒜味人生

【忌】

農曆二月初三
破屋 壞垣 求醫 治病 餘事勿取

開光 嫁娶

冬白蒜、夏西瓜是本地特產，這些農作物均產於蘭陽溪床上，錦草與

蘭陽溪是生命共同體。夏日近尾聲，即是軟骨蒜種植的季節，隨著秋風

起，將一瓣瓣白蒜種籽下種，希望就在一畦畦的蒜苗冒出土時發芽。

冬季到來，凌晨 3、4 點摸黑到園中拔蒜，再捆綁至溪邊清洗，接著

回家整理包裝，直到交到菜販手上，儘管過程單調，但這裡的人們不曾

厭倦過，日日與泥土為伍，終年薰陶在綠色植物裡，個個身體硬朗、長

命百歲，人人心中都有夢，因為那就是他們的蒜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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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23
家家戶戶開心農場

【忌】

農曆二月初四
納采 交易 立券 安床 安機械 安葬 移柩 
動土 破土 立碑

嫁娶 開光 作灶

農村生活裡常見的就是家家戶戶的開心農場，年輕人外出工作居多，

長輩利用空閒時間及空閒的田地，養雞、養鴨、種菜，當成運動養身，

澆水時還可以跟左鄰右舍交換種植心得，說說今年的南瓜長的特別好，

聊聊哪家的苦瓜被蟲咬。

更常見到的是這戶的絲瓜換取那家的茄子，這家的青菜換取那戶的

青蔥，飯桌上的菜，不是左旁鄰居給的，就是右邊婆婆媽媽送的，處處

可見鄰居間寶貴的情誼。這些難得可貴的感情在開心農場上生根發芽滋

長，更顯現出傳統農村生活的質樸及善良的風俗文化。

星期一



︱宜蘭縣五結鄉︱ 錦草社區
3月
歲次乙未年 肖羊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24
巨無霸芋粿巧

【忌】

農曆二月初五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沐浴 開光 理髮 經絡 
解除 治病 治病 立碑 栽種 牧養 掘井 開池

嫁娶 定磉 合壽木 安葬 行喪

每當重陽節到來，居民們都會忙著準備祭祖的供品，供桌上最常出現

的祭品，就是一對對像聖筊般形狀，用赤米混芋頭做成的「芋粿巧」。

聽耆老談起早期取水不易，耕種都偏向耐旱的作物，在夏秋時節庄內到

處種滿芋頭，盛產時價格低廉甚至賣不出去，勤儉持家的農婦們，為了

惜福不隨意糟蹋食物，就想出做成米食的點子，不但易於保存，攜帶更

是方便，下田工作時又可當做點心，確實發揚了克勤克儉的農家精神。

參加社大的社區營造員培訓課程時，於實作計畫中介紹「芋粿巧」，

並在成果展的記者會上，挑戰製作長 108 公分、寬 35 公分、重 33 台斤

的一對「巨無霸芋粿巧」，並將它獻給居民虔誠信仰的帝爺公。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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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帚文化達人

【忌】

農曆二月初六
納財 交易 立券 栽種 捕捉 結網 取漁 進人
口 教牛馬 理髮

入宅 蓋屋 竪柱 安葬

「掃帚草」屬灌木叢，分枝特多，農民在春季種植，夏天砍下晒乾收

藏，等到農閒時再綁成掃帚。掃帚達人郭萬來、郭總明所述：「那個年

代地上都是泥土，稻草綁的掃帚稻米掃不起來，竹子綁的掃把會連泥土

一併掃起，用『掃帚草』綁的掃帚只會掃起米粒，不會掃起泥土，因此

碾米廠一買就是一整年份量，生怕買少了不夠用。」

達人還強調當年一天可綁上百把，全數賣到縣內的碾米廠。如今地上

都鋪上磁磚，掃帚草也絕種了，掃帚更是被塑膠製品取代，記憶中的掃

帚文化，只能期待「掃帚草」復育成功，再次傳承。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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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塭仔底的寶

【忌】

農曆二月初七
嫁娶 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出行 修造 動土 移
徙 入宅 破土 出火 安門 安床 上梁 立碑 移柩

開市 交易 合帳 安葬

天地運行有其律，不會出無用之地，更不會出無價值之生命，本社區

在保安宮前一帶農田，地勢低漥長年浸泡水中，根本無法耕種，只能任

其荒廢，平日更是蚊蠅孳生的所在，但雨季來臨卻是很棒的集水區。

廢棄的爛田是最佳沼澤地，更是生物棲息之所在，除此之外，還有一

項珍貴之寶——蜆，顆顆飽滿豐盈，居民常為了加菜，三不五時下水去

「摸蜆兼洗褲」，這種樂趣只有在此地才能享有。更特別的是，每年黑

面琵鷺都會來此棲息停留，只因為這裡有非常豐厚的美食等待牠。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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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農作之母草垺

【忌】

農曆二月初八
冠笄 立券 交易 修造 動土 安機械 入殮 安
葬 破土
嫁娶 祈福 出火 入宅

大地是人類的母親，那麼農作之母首推是「草垺」。農村生活在稻穀

收割後，即進入農閒期，農民便趁此在溪床上的空地，種滿各種蔬果增

加收入。由於雜草繁生拔除不易，若於菜畦上鋪蓋曬乾的稻草，不但可

防治雜草生長，腐爛後的稻草更是農作養分的最佳來源，所以剛收割後

的稻田裡，常會看到農人將稻草一把一把綁起晒乾，收集後再堆疊成草

垺備用。

田邊河岸上到處可見，等到耕種時再依序抽取使用，隨著時代進步農

機自動化，現在都捲成一綑綑，再堆疊收藏於室內。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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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五結鄉︱ 錦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快樂志工隊

星期六【忌】

農曆二月初九
祭祀 會親友 出行 立券 交易 冠笄 納財

嫁娶 動土 掘井 起基 定磉 破土

春分

「志工」顧名思義，就是志願服務工作者，既是志願服務絕大部分都

是無給職。由於本社區新成立照顧關懷據點，必須招募一群志工，工作

內容包括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及健康促進活動等。

從剛開始有 17 名參加基礎、特殊訓練，到目前已擴大到 25 名，週一

到週五上午8：30~11：30分，每人每週均需排班輪值一天，做問安、訪視、

辦活動。無論是冷風中或大太陽底下，來回奔走，汗水濕透了衣襟，不

曾喊累的她們，最常掛在嘴邊的話卻是：「我們是快樂的志工隊」。

大家只要聽到關懷的長者說句「謝謝」、「辛苦了」，就都心滿意足，

志工們的真心付出和無私的愛，真是令人欽佩 !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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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五結鄉︱ 錦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淹水夢魘

農曆二月初十
祭祀 沐浴 解除 掃舍 塞穴 牧養

嫁娶 安葬 行喪 安門

蘇拉颱風於 2012（民國 101）年 8月 2日過境後，帶來了豪大雨，時
值大潮海水倒灌，原本處於低漥的社區，根本禁不起惡劣的災難，到處
一片汪洋，我們不是次等公民，實在不想在泛汛期，天天做著淹水的噩
夢。

每當颱風警報、豪雨特報一發佈，居民們就得進入備戰狀態，隨時繃
緊神經，煩惱著：剛購置的傢俱怎麼辦？電視、冰箱需架多高？有人乾
脆什麼都不搬，反正已經習慣了，再淹一次也沒差，東西能用就好；但
說來輕鬆，其實很心酸，自問難道只能無語問蒼天？

這樣的噩夢誰來幫我們揮除？我們不出聲並非麻木，我們不抗爭並非
懦弱，只因為這群善良純樸的居民，一直耐心的等待著「抽水站快來蓋
吧！」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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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溪堤岸改變的開始

農曆二月十一日
納財 開市 交易 立券 開光 針灸 會親友 理
髮 安床 造倉 結網

移徙 入宅 栽種

蘭陽溪堤岸在本社區內長約 2公里，早期雜草叢生、竹林密佈，竟成

野狗躲藏的好場所，1991（民國 80）年還曾經發生居民洪阿水先生，因

慘遭野狗攻擊差點致命的事情。

這事件促使第一屆理事長陳正益想整治堤防並做綠美化的動力，遂

召集ㄧ群志同道合的地方人士，以居民信仰的玄天上帝之道諱「玄武大

帝」，為其名稱「玄武會」，其意為終劫、救苦、斬妖、除魔。

會員曾達百人之多，林芳郎為首任會長，號召大家出錢出力、全台募

款，將堤岸分 4段 5年完成，所需經費約 1000 萬元，就這樣展開長達，

於是在無任何公部門經費補助下，展開 5 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完成，這

段過程實讓社區居民最引以為傲。

【忌】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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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髒亂到特優社區

農曆二月十二日
嫁娶 冠笄 會親友 安機械 納財 交易 立券 
置產

開市 蓋屋 治病 作灶

堤岸整治前，隨處可見垃圾、大型傢俱廢棄物、碎瓦片等，不想要的

廢棄物全都丟到堤防外，加上居民養雞鴨、堆柴堆、種竹子，使其雜草

叢生、毒蛇出沒，為提昇居住環境品質，遂發起整治堤岸綠美化。

此舉因牽涉到居民利益，當時引起相當大的反彈與衝突，僱工整理時

還遭到辱罵威嚇，以致沒人敢負責監工，林芳郎只好親上火線督導，整

整協調了一個月，最後受到大家認同肯定。

從髒亂到美景，當時省政府還頒發綠美化「特優社區」成為全省楷模，

遊覽車更是絡繹不絕爭相參訪觀摩，也為日後政府整治上游堤岸時，奠

定了最佳典範。

【忌】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