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玉澤深溝港尾瑪僯三部落

光耀民風金穀農業為根基

社民肩負和睦安定鄉親情

區域雖小勤勞團結幸福城

昔日賢文：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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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宜蘭縣礁溪鄉︱ 玉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我們的玉光村 地名由來

農曆三月十三日
祭祀 捕捉 解除 餘事勿取

嫁娶 安葬

玉光村日治時代本屬第十八保，1946（民國 35 年）台灣光復後，庄

役場改為鄉公所，此時原名瑪僯社則改為玉光村，【據礁溪鄉誌瑪僯應

屬平埔族語曰：墓地】。

本村土地面積：約 1,645,300 平方公尺，耕地面積：約 1,210,000 平

方公尺。道路、房舍及共公共設施用地：約 435,300 平方公尺。耕地皆

屬稻田產米，或蕃茄、瓜果類。因稻穗成熟如黃金發亮，故稱之為「玉

光村」。原有瑪僯社平埔族已不見足跡，傳說中墓地也零星幾處。

昔時賢文：有心打石，石成磚；有心開山，山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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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 玉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宜】

【忌】

玉光村 座落

星期六
農曆三月十四日
納采 嫁娶 出行 開市 立券 納畜 牧養 出火 
移徙 入宅

祈福 動土 破土 安葬 入殮

玉光村礁溪鄉東南方，西北邊由（黃德記）排水為界線，與白鵝村、

三民村為鄰，北側二龍村。東臨玉田村，南邊則與光武村為界。 

玉光村交通沒有省道，縣道短絀，乃早期重劃區道路狹窄，後經農田

主人同意拓寬。農地稻穀為主。

昔時賢文：鄉梓俊美胡不歸，地方子弟喚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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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 玉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宜】

【忌】

噶瑪蘭廳瑪僯貢生學者

農曆三月十五日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冠笄 作灶 納財 交易

開光 嫁娶 掘井 安葬 安門 探病

黃學海 1837（道光 17）年中式拔貢生，為開蘭第一貢生也。渠曾幾

次晉京應試，皆告兄遺。道光 24 年，甲辰科禮部會試，獲詮選江蘇省

直隸州州判，第因上京應考長途跋涉，罹患凍瘡之症，因此赴任未幾，

即告假返藉，終為厥疾弗瘳，於 1846（道光 26）年遽赴修文，得年

四十又一，安葬於頭圍堡金面山麓，卜葬蓮花型靈穴。

學海生前曾認仰山書院教授，噶瑪蘭廳志彙校，受聘淡水廳明志書院

訓導青年，著作甚豐，彙集成冊，承知縣丁承禧題耑並作序。按學海黃

氏一族共有二大房，擁有五貢七秀才之美譽，可謂貢樹分香喬梓齊榮也。

昔時賢文：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舊人換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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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瑪僯社（玉光村）

【忌】

農曆三月十六日
祭祀 解除 教牛馬 出行 餘事勿取

動土 破土 行喪 開光 作梁 安葬 探病

設治礁溪鄉第一屆村長於西元 1946（民國 35）年 3月間。民國 37 年

4 月間舉行第二屆，任期 2 年（此兩屆均由村民大會舉手贊成）。自第

三屆起，改為公民直接選舉。第三屆任期三年。第四屆以後任期四年。

第一屆起至第六屆，都由黃貢生學海裔孫，黃新爐擔任，直到老伊，功

德圓滿。

第七屆由吳阿連先生擔任。第八屆至第十三屆都由吳阿明先生擔任

（期間第九屆江阿欽先生當選，只做 80 幾天，因車禍連同村幹事一起

殉職）。第十四屆由林月玲擔任有四屆之久，頭一次當選時林月玲小姐

才 27 歲，年輕有為，第 18 屆由石贊元擔任。

證嚴著：時間可以造就人格，時間可以成就事業，也可以儲積功德。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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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玉之光 質樸圓潤 . 村之民 簡樸知足

【忌】

農曆三月十七日
沐浴 齋醮 解除 求醫 治病 會親友 造畜稠 
栽種 理髮 掃舍

開市 嫁娶 移徙 入宅 掘井 安葬

玉光，位於宜蘭和礁溪之間，卻沒有城市的紛擾，小河處處，稻田片

片，稻穗也展現了四季更迭，一簇簇的農舍，住著純樸善良又熱情的村

民，日日串門子，講古話當年！

漫步在鄉間小路，清晨可以享受寧靜，傍晚是騎車的好時光。勤勞村

民在農舍旁種滿蔬果，不但自食，還能分贈左鄰右舍，天天都吃新鮮的

好蔬果

世世代代在這裡生長茁壯，對這份土地有著濃厚的感情，一起讓我們

將繼續努力維持親切善良的環境，並把這一片青山綠水也留給我們的子

孫！

俗語：知足常樂，平安一家。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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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光村部落（瑪僯社）

【忌】

農曆三月十八日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開光 出行 拆卸 進人口 
入宅 移柩 動土 安門 上梁 栽種 破土 修墳 安
葬

嫁娶 安床 探病 作灶

立夏

「瑪僯」在平埔族語，是墓地、鬼靈意思。瑪僯社於本村，計有 3、

4、7、8、9、10、11、12、13 鄰計 9 個鄰。當年漢人入墾，清朝時期黃

貢生和其裔孫即定居在此。現今更有吳家，宜蘭縣副縣長、鐵路局運務

段段長、中華郵局宜蘭區經理等，文風鼎盛。

瑪僯社此段地勢較高，有工廠設立，民宿進駐、住戶也比較集中，適

合種植稻穀以外作物，如番茄、瓜果等。

昔時賢文：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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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溝仔  不老松
深溝：本村1鄰2鄰地勢低窪，座落此地有游家、吳家、鄭家、盧家、

胡家五大家族，務農為主，年輕一輩大部份出外經商。此地游家有個親

情聚落，每逢「母親節」五代同堂，舉辦向「序大人」奉茶活動。

游家勘稱；積善之家有餘慶，仁德之士後代昌。游黃紅柿女士嵩壽

101 高齡，單游老孺人膝下百餘子孫，個個事業有成，從游老孺人 80 歲

開始，每年初海外子孫統回「深溝」席開 30 桌宴請族親至今不減，游

家「明倫教孝」人人稱羡。

俗語：吃果實拜樹頭，百善孝為先。

【忌】

農曆三月十九日
進人口 會親友

塞穴 上梁 動土 伐木 安葬 詞訟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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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溝仔 大水沿
黃德記排水流域，在黃德記排水閘門未改善前，幾乎遇雨則淹，稱（深

溝仔）黃德記排水也是玉光村與吳沙村、白鵝村、三民村的分界線，每

逢大雨黃德記的水量都會向東方玉光村溢堤，2013（民國 102）年水利

會改善黃德記制水門（日治建設第二公共埤圳），真希望下游排水也有

能改善的一天。

昔時賢文：富人思來年  貧人思眼前

【忌】

農曆三月二十日
沐浴 平治道塗 掃舍 入殮 破土 安葬 除服 成服

嫁娶 移徙 伐木 作梁 安床 祭祀 祈福 蓋屋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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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 玉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休憩、垂釣的好所在——港仔尾
港仔尾：本村 5鄰 6鄰此地乃武暖大排盡尾，水質清澈，可供休憩、

垂釣，下游是二龍河，港仔尾於光復後正名為「武暖大排」，1989（民

國 78）年整治，旁邊是玉田村踏踏，此地也是低窪地區，「武暖大排」

供給延岸幾百公頃農田用水。座落此地有林家、吳家、莊家、游家四大

家族，孕育出知名的振興社港仔尾瑞獅團，「玉田弄獅」名聞全國，我

們正努力承襲此文化。

昔時賢文：同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人不通古今，馬牛如裾襟。

星期六【忌】

農曆三月二十一日
嫁娶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火 出行 拆卸 動土 
解除 進人口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入宅 移
徙 安床 安門 上梁 安葬 破土 謝土

祭祀、祈福、求嗣、齋醮、詞訟、修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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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 玉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瑪僯社（福德廟）
傳說（瑪僯社屬平埔族語曰：墓地有鬼靈），光復後吳家昆仲吳騰洲、

吳朝三、吳金波三名乃地方上望族，帶頭到關渡宮，恭請「天上聖母」

蒞庄謝平安，祈求地方安寧。民國 65 年前後，兒孫須要出外謀生，而

當時村長吳阿明先生發起興建「福德廟」，吳阿明先生運用行政力量，

透過鄰長戶戶題緣，與丁口、田甲方式收起緣金，興建於玉光村中心點，

活動中心旁，民國 66 年農曆 8 月 12 日神尊晉座。由玉光村 1 鄰～ 11

鄰奉祀，每年農曆八月十二日為神尊安座紀念日。

昔時賢文：少年不努力，老來徒傷悲。人有善願，天必從之。

【忌】

農曆三月二十二日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解除 合帳 冠笄 伐木 
架馬 作梁 修造 進人口 嫁娶 裁衣 合帳 安
床 動土 上梁 竪柱 放水 會親友

安香、動土、起基、開市、入宅、修造、納
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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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埔（福德廟）
公埔福德廟；也可稱「深溝福德廟」原址在；玉光村瑪僯路2鄰19號，

胡萬年家前，保甲路旁由【觀音山】取得石材約一台坪大，（現在留石

香爐一座，奉厝公埔福德廟）保甲路旁有排水溝，此地乃低窪遇雨水淹

福德廟，每年有三次以上大水入廟，這一帶村民祭拜不方便，光復後成

立會員制，請出「福德正神」輪流供奉。

公埔福德會；會員60多位，於是會員提起興建「福德廟」，乃擇現址；

玉光村瑪僯路 26 之 1 號，「福德廟」建地約 16 台坪，於民國 65 年農

曆 6月 30 日完成結構，神尊晉座。恭奉 20 尊五路財神，香火鼎盛。

昔時賢文：百世修來同船渡，千世修來共枕眠。

【忌】

農曆三月二十三日
破屋 壞垣 沐浴 解除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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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堂大眾公由來
日治時代大正年間，當時港的兩邊農田及養鴨人家，須要仰賴此港灌

溉取水，而便在此處建木造閘門，閘門木材每枝都有約一人抱之粗，每

年皆不堪大水衝擊，農民請求用水泥修建。

西元1911（明治43）年，宜蘭廳派員來此治理，整地基時見一顆頭顱，

顏色紅潤，居民就稱呼「大眾公」，為使工程順利，便建一間茅草屋，

將「大眾公」暫奉於岸邊。卻引起當時日本派駐三城派出所三大大人的

注意，認為有惑眾之嫌，因此前來取締毀了草屋，頭顱丟到水閘門下，

但說也奇怪，次日就被漁民撒網撿回來，於是又蓋草屋供奉，事經數次，

三大 大人就此手軟，准許百姓膜拜。

昔時賢文：水源木本 飲水思源。

【忌】

農曆三月二十四日
納采 訂盟 嫁娶 造車器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
光 出火 拆卸 修造 動土 進人口 挂匾 入宅 
移徙 安床 栽種 入殮 破土 安葬 除服 成服

開市 立券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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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保安堂之興建
大眾公顯赫「港仔尾」兩邊居民津津樂道，經茅草屋到一坪多瓦片屋，

無數次修建，直到西元 1984（民國 73）年配合舊名（港仔尾擋門）武

暖排水閘門整建，加上二龍村民吳金塗先生捐地，當時縣議會議長陳進

富先生協助，耗資新臺幣 120 多萬元，完成正名『保安堂大眾公』。廟

完成後捐獻還不段湧入，而後在武暖制水門兩旁增建兩座涼亭。兩座涼

亭，都有對聯屬於玉田村對聯是：「玉柳蔭中憑欄垂釣 田禾花香倚檻

招涼」。玉光村部份：「玉蘭花香長伴流水 光輝大地每季如春」。每

年「五日節」傳統二龍河龍舟；例行來此游港（獻紙）祭拜。

昔時賢文：人若無一擺憨 路邊那有「有應公」

【忌】

農曆三月二十五日
開市 交易 立券 祭祀 祈福 開光 動土 安床 
出行 栽種 納畜 牧養 竪柱 上梁 解除 破土

嫁娶 掘井 入宅 移徙 安葬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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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同心，創造奇蹟
西元 1973（民國 62）年，玉光水質多處含砷不能飲用，飲水不易，

當時由鄭火燿 . 鄭阿牛兩叔姪共同發起，經由深溝仔部落居民共同設立

簡易自來水塔，受惠居民大約 100 多戶，落成當天張燈結綵，就像鄉下

人辦喜事。

全村樂融融，呈現庄腳人天真地完成了一件社區的大事，並採使用者

付費，推派由李江溪先生為水源管理人，計算每月每戶度數並收取微薄

費用，做為玉光簡易自來水經營之用。

一轉眼也過了數十年，國營自來水設置，讓這座老水塔功成身退，如

今已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俗語：村民同心，水變黃金。

【忌】

農曆三月二十六日
解除 出行 納采 冠笄 竪柱 上梁 移徙 作灶 
進人口 入宅 納畜 牧養

祭祀 伐木 架馬 安床 修造 動土 安葬 修墳 
破土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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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麗「武暖制水閘門」
這條肩負「民生段、實踐段、淇武蘭段」農田給水。早期稱呼（港仔

尾港）。其流域從宜蘭市梅洲里湧泉，經礁溪鄉龍潭村與宜蘭市筊白里，

取水「四結佃圳、金慶安」灌溉「開蘭段、詩結段、玉光段、武暖段」

農田用水，餘水洩入武暖大排，到礁溪鄉光武村再造「林源春制水門」

取水灌溉「抵美段」農田。

武暖大排到宜六線，全長約6,000公尺，每逢豪雨武暖大排玉光村段，

兩岸溢堤嚴重，直到西元 1989（民國 78）年經水利局完成水泥護岸。

方有改善。

昔時賢文：大牛借力……. 千斤挑萬斤拄

【忌】

農曆三月二十七日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行 開市 交易 立券 
栽種 安床 納畜 移徙 起基 動土 定磉 造倉 
置產 破土 啟鑽 修墳

入宅 移徙 修造 安門 伐木 入殮 安葬 蓋屋 星期五



【宜】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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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 玉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莿竹欉內萬善公
西元 1978（民國 67）年位於玉光村瑪僯路 80 之 1 號旁，離保甲路約

30 公尺稻田裡有一模莿竹欉，村民經過時感不平淨。玉田國小工友蔡阿

民轉述，夜晚踏三輪車到此段，沒有載客可是拉不動，蔡阿民嚇著跑回

家，第二天才來牽三輪車。

瑪僯路 80 號的吳金波先生，侄媳等，發動清理莿竹堆，發現兩甕白

骨，村民廖阿惜女士拜託當時村長吳阿明先生，將它家奉祀鄭清火香火，

一併合入萬善堂，合爐乃「萬善同歸」因此西元 1973（民國 69）農曆 7

月 20日，萬善入祀，通稱「瑪僯社萬善公」。民國 100 年由吾人題聯：

「玉光承古人興祠鐘靈傑  瑪僯存賢達供奉萬善公」。

昔時賢文：師父快做、尾圈歹落

星期六【忌】

農曆三月二十八日
嫁娶 交易 立券 開厠 補垣 塞穴 畋獵 取漁 
開生墳

安床 開渠 上梁 修造 開市 開光 入宅 移徙 
安床



【宜】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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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礁溪鄉︱ 玉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日據時代（義人）鄭清火
清火在年幼時，慈父見背、與母鄭吳阿芽、及弟永在相依為命。八歲

時在瑪僯社（今玉光村）廖家受雇牧牛長工。

清火雖年少，胸懷大志，西元 1929 民國 18 年（日本昭和 4）年 6 月

恭聞國民黨政府，在南京舉行孫總理安奉祭典、踰年，仰慕孫總理欲前

往恭謁陵寢，乃前往基隆郡役所警察課，申請內陸護照，日警口出穢言

大罵「馬鹿野郎」「清國奴」等等。清火利用礦山炸药藏於繡其胞弟包

袱巾，儰似便當攜往警役場引爆炸葯。日警發動全面圍捕，清火到舊雇

主家處，主人款以酒食，方酒甜之際，發現日警包圍住戶四周，逃至瑪

僯社集會所前稻田中，乃取出尖刀自我了斷，英年早逝。享年 21 歲。

俗語說：日頭赤揚揚 隨儂顧性命

【忌】

農曆三月二十九日
塞穴 斷蟻 結網 畋獵 餘事勿取

嫁娶 安葬 入宅 出行 動土 詞訟



︱宜蘭縣礁溪鄉︱ 玉光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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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仔尾振興社瑞獅團由來
武術乃為我國古代民間百姓為鍛鍊強健身體，抵禦外來侵略一項很重

要運動。本村開始傳習武藝，西元 1810 年漢人習武之士，由明化暗，

深入民間授徒，成立民團。

首位名師係由大陸福建省漳洲來台，居住西螺，後舉家遷居於當時地

名葛瑪蘭廳瑪僯社，今（玉光村五鄰六鄰七鄰八鄰九鄰，玉田村 18 鄰

19 鄰 20 鄰）港仔尾，莊瑪喜先生府上。彼時莊民缺少團結精神，最主

要係無人主導團體活動，名師有鑑於此，鼓勵莊民習武強身，授于少林

金鷹拳（硬技拳法），中少年均可學習，收授徒弟，組成本「振興社港

仔尾瑞獅團」。

昔時賢文：食對藥青草一葉  不對藥人蔘一石

【忌】

農曆四月初一
納采 訂盟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解除 
出行 出火 入宅 移徙 栽種 納畜 牧養 動土 
破土 入殮 安葬

作灶 安床 開倉 蓋屋 動土 安葬 星期一



︱宜蘭縣礁溪鄉︱ 玉光社區
5月
歲次乙未年 肖羊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19
不能斷層的國術傳承
振興社港仔尾瑞獅團團長陳木水 80 歲，自認老邁，將團長之重任交

付得意門生林清朗先生，繼任第六任團長。西元 1993（民國 82）年林

清朗先生率團參加首屆主席盃舞獅賽中封王，榮獲「獅王獎」為全縣民

爭光，本團為「台灣獅、國術」之文化永續發展，於「玉田國小」傳授

武藝，學生勤於練習，西元 1994（民國 83）年代表宜蘭縣再次參加主

席盃舞獅賽，衛冕「獅王獎」寶座。西元 1995（民國 84）84 年本團參

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宜蘭縣礁溪鄉玉田社區舉辦「玉田弄獅」

轟動全國。

昔時賢文：拿筆當老師 贏過拳頭學功夫

【忌】

農曆四月初二
開光 納采 裁衣 冠笄 安床 作灶 進人口 造
倉 塞穴

嫁娶 栽種 修造 動土 出行 伐木 作梁 安葬 
謝土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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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得延續，瑞獅團得振興
80、90 年代工業興起，家家戶戶生活已具小康，以致團裡找不到傳

成的師父與學員。國術文化不能失傳。林清朗為了港仔尾振興社瑞獅團，

逐一說服孩子父母，親自接送孩子們至陳木水老師父家大埕習武，日以

繼夜，讓此文化得延續。

林清朗師父出生玉田村，自幼家務農，因患有鼻疾，體格瘦弱，在學

習農機維修技能時，仍至羅東勤習堂學習白鶴拳。之後五結鄉農會上班，

閒暇時不忘對國術熱愛，曾在五結鄉孝威授徒，他勉勵港仔尾振興社瑞

獅團徒弟，只要學有三套拳，就要開始了解經脈及自己的體力，發揮精、

氣、神才能固身。

昔時賢文：萬貫家財  不如一藝在身

【忌】

農曆四月初三
納采 嫁娶 裁衣 理髮 出行 修造 動土 進人口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移徙 上梁 栽種 納畜

伐木 安葬 安床 祭祀 祈福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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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耀玉光文創翻新
社區理事會為「武耀玉光」工作小組，特別邀請港仔尾振興社瑞獅團 

團長鄭新耀、玉光國術舘長老師父吳炎章、文化大學林益弘老師擔任武

藝指導，與社區節慶活動，為「薪火相傳」特別加入礁溪國中、吳沙國

中、四結國小、玉田國小學生，以黃金人口國術傳承為主軸，活到老學

到老，做為社區行銷推廣。

我們將社區產業與高齡間作連結，串聯武術傳承與村落文化，鼓動長

者終身學習參與社區活動，在敬老慶生的閒聊中，所獲得珍貴的口述歷

史，除了檔案留存外，也用軟性舞獅來記錄，發揚「活動健康 健康活動」

之精神，「武耀玉光」文化藝術創作，期待玉光村的寶藏再次綻放光芒。

昔時賢文：文能安邦 武能定國

【忌】

農曆四月初四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祭祀 祈福 齋醮 出行 
蓋屋 起基 修造 動土 定磉 安床 安機械 安
葬 破土 啟鑽 除服 成服 立碑

作灶 嫁娶 移徙 入宅 理髮

小滿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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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種田儂兮心
古時氣象。靠「季節」糊在「竹摒牛糞壁」上面春牛圖，上面記載節

氣：立春、雨水、驚蟄、春分：冥日對半分。

季節除外要看天，跟「阿公、阿嬤」骨頭疼，腰節骨酸。天上暗公飛

上山、笠仔棕簑拿來披。暗公飛落海、笠仔棕簑著來採。六月看山頭、

慢冬看海口。龜山載西帽、大雨粘邊落。龜山出半帆、今年歹收冬。一

些沒依據就賴給神明去，什麼正月十三若下雨，講帝君祖磨大刀。三月

風雨冷颼颼，大道公鬥法媽祖婆。五月龍舟水、賴女媧娘娘天補沒密（落

氣）。九月做大水，馬舍公目睭圓朵朵 - 愛看大水。沒準就講：老天無

照甲子，老人無聽言語。拜 - 拜土地公，罵 -罵天公。

昔時賢文：不孝怪爸母 欠錢怨債主

【忌】

農曆四月初五
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火 出
行 拆卸 動土 修造 進人口 入宅 移徙 安床 解
除 挂匾 栽種 破土 謝土 入殮 移柩 安葬

開市 立券 造船 合壽木 星期五



【宜】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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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 玉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快樂農家心連心
礁溪農場代耕中心董事長，林明勳；民國 73 年當選全國十大農村青

年楷模。其父輩及兄弟自幼就熱愛農村生活，沒受過高等教育，農務閒

暇時自我學習，寫了一手美麗毛筆字。沒有顯赫的家族產業，秉持對農

田的情感，以「敢做牛-不怕沒犁可拖」的精神，服務周到，品質第一。

快樂農家的成功，絕不是偶然。林明勳與夫人吳招治結婚育有二男一

女，女兒已經出嫁，兒子娶媳，林明勳先生展現田庄人的軔性，將農業

經營企業化，由他本人主導與夫人、兒子、媳婦各斯其職，從農田翻耕、

整地、配秧土、播秧苗、捲秧苗、插秧、稻子、成穗、管理、刈稻機、

稻穀烘乾等。全都會扮演好各自角色。真是父子連心、泥土變黃金。

昔時賢文：妻賢夫禍少 子孝父心寬

星期六【忌】

農曆四月初六
祭祀 沐浴 解除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開光 安葬



【宜】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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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礁溪鄉︱ 玉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蔬果輪種全年無休
吳森地先生自幼生長在農村，二位兄長年少時出外打拚。唯留森地

與父務農，在父輩的督導下，從牛的耕作開始做起，農業機械化的演進

實為快速，買小型鐵牛沒幾年光陰。隨即全面進入機械化耕作，小農戶

沒人手、沒經費，吳森地只好改變對農田經營方式做起。繼承父母留下

0.42 公頃農地，積極學習改良品種，輪番種植番茄、哈密瓜、香瓜等全

年無休。

一年四季吳森地先生用公務員上班，夫妻知足經營，並熱心公益事

業，社區義工、廟裡義工等更是不落人後。

昔時賢文：有心打石  石晟磚、有心開山  山變園

【忌】

農曆四月初七
訂盟 納采 嫁娶 解除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行 解除 出火 拆卸 入宅 移徙 安床 栽種 
納畜 動土 破土 謝土 安葬 修墳

作灶 開市 經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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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拋棄兮農業遺物
種田人受風吹、日曬、雨淋、撥水、排水耕作的農地物器：戽斗、水

車。而你知道一張犁名稱有多少嗎？牛擔、綁腳車、後跟擔 訂銀定、

勾象鼻、透犁園、犁站正、犁壁、犁頭、犁底、犁尾、犁尾卒仔。拉牛

繩叫牛走。兄弟八位做前行，九位壓後無儂驚（刈耙）。手耙：13 本訂

心冊；七位柴羅漢翻天覆地，打林鬦。（磱碡）。爰此，現在很多老輩

田莊人還不吃牛肉，不是不敢吃，是對牛的感恩。 

昔時賢文：好田也愛好種子  下田也愛看時機

【忌】

農曆四月初八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訂盟 納采 解除 動土 
起基 進人口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造倉 開
池 栽種 納畜 破土 安葬

安床 上梁 裁衣 入宅 嫁娶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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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做鬧熱
玉光村地窄人稀，國小三間（四結、玉田、三民），國中二間（吳沙、

礁溪），學子讀高中，同學不知自己同出「玉光村」。

眼見外出就學後，容易疏離，社區扮演了凝聚大家的角色，民國 98

年莊春土當選社區理事長，除承襲前理事會優良傳統，更積極規劃社區

活動，擬出遊子返鄉慶佳節，如元宵節猜燈迷、送贈品、吃湯圓、放天

燈。端午節則是大家學綁粽、溫馨送低收入戶粽。中秋節則是遊子返鄉

慶中秋、本村社團成果展、米食分享、摸彩、敬老蛋糕。

昔時賢文：前嶺未是崎  後嶺卡崎壁

【忌】

農曆四月初九
祭祀 結網 捕捉 餘事勿取

探病 嫁娶 開市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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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老來寶

【忌】

農曆四月初十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納采 訂盟 嫁娶 出行 
動土 破土 會親友 開市 交易 立券 習藝 拆
卸 起基 安碓磑 放水 開池 造倉 開渠 栽種 
謝土 啟鑽 修墳 立碑

入宅 安門 安葬

社區於鄉下，就會機會少，因此年輕人大都外出離鄉工作，社區裡多

為老人家。為了讓社區婆婆媽媽走出來，當時在耆老的努力促成下，社

區開辦土風舞、元極舞，如今也有數十年了。

目前領軍的隊長俞阿屘女士，也全心全力營造社區運動風氣，使這些

婆婆媽媽能越來越活潑，並且健康又開朗，成員年齡都在 60 歲到 80 歲

之間，並代表玉光社區參加不少比賽活動，且都勝利歸來，可說是玉光

之活寶啊。

昔時賢文：莫笑他人老 終須還到老 但能依本分 終身無煩惱。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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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麗玉光 活力社區

【忌】

農曆四月十一日
嫁娶 冠笄 祭祀 出行 移徙 入宅 作灶 造車器 
補垣 塞穴 開厠 破土 啟鑽 除服 成服 入殮

入宅 蓋屋 造橋 安門 安葬 上梁

玉光有氧舞蹈班成立迄今巳屆 10 年，我們的成員都是玉光社區刻苦

耐勞勤奮的好媳婦，由教學經驗豐富的陳宛瑜老師帶領，教導大家學習

多元化的課程，如有氧舞蹈、拉丁舞、肚皮舞、捷舞、現代舞……等。

使大家適度運動，健美的體格，洋溢青春活力籍由互動增進情感，凝聚

向心力。

昔時賢文：秋至滿山多秀色 春來無處不花香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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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光頭一家  千旺公司

農曆四月十二日
祭祀 解除 斷蟻 會親友 餘事勿取

嫁娶 安葬

座落於玉光村的千旺公司由董事長石榮宗先生與兄弟姊妹共同經營的

水產加工廠。創立於2012年3月間，工廠面積2500平方公尺，廠房寬敞，

主要加工產品為宜蘭縣「龜山島」週邊生產蝦、貝類、石花等，季節性

魚貨從頭城大溪港直運公司，如櫻花蝦急速清理乾燥包裝，保證做到最

新鮮。石董事長的妹婿游先生表示，櫻花蝦不是台東枋寮的專利，我們

龜山島附近也有魚場。

公司員工以村裡的家庭主婦為主，大夥跟老板一起工作和樂融融。

俗語：兄弟同心 石頭變黃金 尪勤某爬 很快就好客

【忌】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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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 玉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田野農村的秀麗（家）

星期六
農曆四月十三日
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治病 造車器 修
造 動土 移徙 入宅

開市 出行 安床 作灶 安葬

古云：「日頭曬尻川」住家的後院是東邊，夏天清晨 5時太陽即將東

昇，如魚肚白的海平面，微風輕拂比床上的冷氣機更幽雅。洗好臉燒柱

香，默禱；今日平安，仰頭一望見園裡的花朵展笑顏，看它隨風搖曳有

如祝福天順心。

稻穗低頭謙虛著說早安，晴朗的天空輕吻對面的林美山，遶家的農路

一圈，早起的農民老兄說我太閒，我則回應手腳運動腦清醒，等一下還

要動腦筋寫作文。

30分鐘養雞、養鴨做勞動，30分鐘菜園做養生農。道路坑洞要通報，

路燈維護要做好，大聲叫 -小聲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昔時賢文：七爺教八爺 - 你無嫌我長 - 我無嫌你短。

【忌】



【宜】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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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礁溪鄉︱ 玉光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老儂福利

農曆四月十四日
嫁娶 納采 訂盟 會親友 安機械 結網 冠笄 
祭祀 求嗣 進人口 經絡

開市 作灶 動土 行喪 安葬

常言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自莊春土當選社區理事長，便致力於

老人福利，每年三大節慶皆有熱鬧活動。元宵節猜燈謎、放天燈、吃元

宵，社區副屬團體土風舞、元極舞、有氧舞蹈、國術隊受邀成果展現。

中秋節舉辦祖孫三代情活動，烤肉溫馨情；重陽節時，社區義工拜訪 

70 歲以上長輩，家家戶戶送蛋糕，用心盡量做到溫馨、愛心。 

社區並成立義工社區關懷據點，讓長輩平日也能感受到關懷。人只要

有運動，70 歲的不算老，個個老當益壯，百齡人瑞如南山不老松。

昔時賢文：不聽老人言 吃虧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