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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桂竹林 -- 林家

二百五十年前，遷台第一代祖先林添郎公，擇此定居，

發掘蘭陽最佳湧泉，清澈甘甜，豐沛富足，永不枯竭 ; 

他立下庭訓：晴耕‧雨讀

勗勉歷代子孫，勤儉持家，明辨是非，正直為人，熱心公益 ....

   作者／林煥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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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 六結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六結社區地靈人傑

農曆四月十五日
祭祀 沐浴 移徙 破土 安葬 掃舍 平治道塗

祈福 嫁娶 入宅 安床 作灶

六結的舊地名是桂竹林，本村土地面積14882平方公里，男1553人、

女 1609 人，合計人口 3162 人。由鐵路區分為上六結及下六結，上六結

村為政治經濟中心：計有鄉公所、戶政事務所、衛生所、鄉民代表會、

鄉農會、郵局、電信局、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協天廟、博愛分院等人

文薈萃之區。下六結村是以桂竹林宗親為主體，村內大都世代務農，但

隨時代變化，村內宗親開設有竹林安養院、竹林洗衣場、竹林養雞場、

土虱養殖場等行業，另有更多宗親擔任政府各機關要職，如宜蘭文化局

長、宜蘭社會處處長、校長、老師、郵差、火車司機等，六結社區可說

是地靈人傑的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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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先人「附鳳社後巷公」

農曆四月十六日
祭祀 祈福 齋醮 求嗣 安機械 納畜 移徙 入
宅 安機械 塑繪 開光 起基 竪柱 上梁 作灶 
安門 安香 出火 蓋屋 啟鑽 安葬

動土 破土 嫁娶 嫁娶

 拓墾蘭邑 1804（嘉慶 9 年），福建漳州和平縣附鳳社後巷第十二代

林楓後代林添郎、應獅、古芮、玊梓等宗族，率眾並請銅山（今褔建漳

州市東山縣）東城關聖帝君神像渡台，越草嶺入蛤仔難；遙望礁溪背依

五峰旗山岳鐘靈勝地，乃卜居桂竹林（六結村）及淇武蘭兩聚落；並集

資蓋廟奉祀守護神一關聖帝君，其廟名公擬「協天廟」，另設置宗祠，

朝拜後巷公。當時就地開墾，部分遷移林尾開山種茶植林，另一派居住

淇武蘭墾耕，一片綠油油連綿數十甲；林楓公等後代子孫表現優異，如

前礁溪鄕長林俊英、現任鄉長林錫忠、前立法委員林聰明，前建設局長

林旺根，均為其後代子孫，現林添郎公奉祀於桂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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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ㄟ土地公廟

農曆四月十七日
嫁娶 納采 訂盟 齋醮 開光 祭祀 祈福 求醫 
治病 會親友 動土 解除 捕捉 納畜 牧養 入
殮 破土 安葬

移徙 入宅 蓋屋 架馬

清朝時，礁溪在東南西北門口各設一個保，稱四圍保。每一個保都設

有保正，據耆老們的口述，今社區土地公廟就是早期的東門口，西門口

為今國姓公廟，南門口為今萬善堂 ( 礁溪國中旁 )，北門口則是今福特

機車行地址。社區土地公廟位於鐵路平交道下方，已有兩百多年歷史，

60 年代重建至今，廟對面的金亭土地係由賴先生 (人稱五娘清 )捐贈。

每日都有社區民眾前去朝拜上香，農曆初一、十五時信徒較多且澎派，

每年土地公生日還會搭戲台唱戲，庇佑家家戶戶平安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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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黑水褲

【忌】

農曆四月十八日
祭祀 沐浴 解除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行喪 安葬

礁溪鄉桂竹林老一輩的農友都習慣穿著寬鬆、易洗、及膝的黑水褲，

在蘭陽平原上辛勤工作。隨農業轉型，老農友凋零，黑水褲已在農田間

消失，但它所代表勤勞、堅忍、節儉的創業風格，仍深深烙印在新一代

農友的心中。1988( 民國 77) 年 5 月，目前已停刊的人間雜誌，曾專題

報導桂竹林的林厝；一個農家 186 年來的傳統、變遷和蛻變，【失落的

黑水褲】一文即是系列報導開章之作，拍攝的照片正是阿子伯穿著黑水

褲，在種植冬白菜的田間留影。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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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老照片的蒐集

【忌】

農曆四月十九日
沐浴 掃舍 餘事勿取

齋醮 開市 嫁娶 作灶

2009( 民國 98) 年期間，礁溪鄉桂竹林辦理國際藝術創作營—村落美

學活動，其中一項工作為蒐集村民以前結婚的老照片，再加以整理與展

示。一張張民國 40、50 年代的結婚照，串聯起村民共同的回憶，照片

中新人們盛裝在公廳及老家前的留影，從此攜手打拼牽手一輩子，準備

開始寫下兩人的人生故事。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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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竹林「古井」

星期六【忌】

農曆四月二十日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開池 開厠 結網 祭祀 修
造 動土 安床 放水 經絡 破土

嫁娶 造橋 詞訟 移徙 安門 作灶 栽種

芒種

桂竹林又被稱為「姓林底」，祖先林添郎公歲次 1804( 甲子 )年孟春

之月遷移噶瑪蘭廳淇武蘭庄開墾居住 ( 今桂竹林 )，目前子孫香火相傳

已經第十代了，早期挖水井很不容易，桂竹林邸目前保有 13 口古井。

井水清涼又特別乾淨，依井而居，圍繞著水井居住生活，正是桂竹林底

的傳統特色。

村內每一院都有一口水井，院與院之間每到生火準備三餐時，妯娌們

就得爭先提水洗米、洗菜，各家院子都會特別熱鬧。（註：因井水深，

提完必須等些時間，才有新泉水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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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農具的保存 - 土礱 

【忌】

農曆四月二十一日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栽種 安床 拆卸 修造 
動土 上梁 入殮 安葬 破土 除服 成服

嫁娶 出火 伐木 祭祀 入宅 移徙 納畜 探病

去掉稻殼的農具稱為「礱」，依材質分為土礱、木礱、石礱三種。照

片中的土礱為本社區居民所珍藏，土礱為紅黏土加鹽噴水搗成的，硬度

如石，外圍以竹茂密密編織圍住，外觀像兩個籮筐相疊，其上下座接合

部位，密植齒狀硃木，以任其磨除稻殼皮，上座有四方大孔，可進稻殼，

旁有木製耳，中有小孔，可套土礱彎鈎，藉以轉動土礱上座，以汰除稻

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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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社區的磚造瓦厝

【忌】

農曆四月二十二日
祭祀 作灶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在亞熱帶的台灣，紅磚瓦厝配上綠油油的稻田（或竹欉），是畫家或

攝影愛好者喜愛的題材，常被視為「台灣鄉村印象」的典型代表。早期

台灣鄉村的房屋，有用竹筒、土埆等建材，較富有的農家就以磚造牆、

以瓦覆頂，建造紅磚瓦厝。這種建材的房子，住起來冬暖夏涼，可依不

同地形而建。紅磚瓦最常見的建築格局，為一字型排列，隔成 5 個的房

間；中間為正廳，左右兩側為臥房，最旁邊的兩側分別為廚房跟倉庫。

人口增加時，就向正身前方左右各加蓋廂房，俗稱「護龍」，此種建築

格局即是所謂的三合院。但民國 50 年代以後，農村受西化影響，加上

經濟改善，傳統農村大家庭在分家後，紛紛都蓋起以鋼筋水泥土建成的

樓仔厝。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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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十八式氣功

【忌】

農曆四月二十三日
解除 壞垣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太極氣功十八式簡單易學，其中又包含太極拳均勻、柔和、舒展、優

美、意氣相隨的特點，人人均可練習。會長林漢宗 2013（民國 102）年

4 月 14 日於社區成立太極氣功十八式礁溪國中支會，本會結合各社區

（大忠大義等…）居民，於每日上午5:00至6:30，在礁溪國中操場練習，

以活動身體各關節為主，其中主要包括太極氣功十八式和少林氣功的熱

身功法，有增強體質、減肥健美的功效。

本會成立至今，社區內夫妻、妯娌、兄妹等搭檔參與者眾多，也因此

每年都會有自發性的交流活動，如郊遊、聚餐、健行等，讓會員們的家

庭、社區居民彼此交流認識，凝聚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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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太郎蕃茄

【忌】

農曆四月二十四日
修造 動土 起基 安門 安床 栽種 築堤 補垣 
造畜稠

嫁娶 掘井 入宅 移徙 出火 出行 行喪 安葬 
開光 理髮 進人口

六結社區在 50 多年前，由村民阿仁公的兒子們引進桃太郎系列番茄

種植，翌年村民阿壽伯、阿煌伯、清濟兄等，約30戶陸續加入種植行列，

經多年努力培植，榮獲全國冠軍。

    如今礁溪桃太郎番茄享譽全國。要說礁溪是桃太郎的故鄉，實不

為過。曾經林錫忠鄉長談起國內其他縣市，各有其代表性農特產品或創

意產業，例如平溪的 天燈，苗栗的油桐花、彰化的肉圓、台南擔仔麵等；

溫泉固然也是礁溪特色，但其他地區如北投、烏來、北埔，都有溫泉，

而六結社區所產的桃太郎番茄生吃口感絕佳，且有別於南部的「黑柿」

番茄，來礁溪泡湯的遊客必定指名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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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最夯的包子店

【忌】

農曆四月二十五日
祭祀 教牛馬 斷蟻 餘事勿取

齋醮 移徙 入宅 動土

礁溪包子店，遠近馳名，常常是美食節目報導的對象，不但限購數量，

而且要排隊呢！這可是第一代包子達人林添土含辛茹苦創辦的，原開的

雜貨店被倒會，他只好將欠債所抵債的器皿收歸，但因器皿太多，只好

拿來做包子，就這樣陰錯陽差，於民國 88 年轉型專賣包子。

雪隧開通後，生意更是蒸蒸日上，現由第二代鋒城掌店，明年將再交

由第三代孟賢承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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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ㄟ老鐘錶行 - 義盛

【忌】

農曆四月二十六日
納采 訂盟 嫁娶 祭祀 祈福 開市 納財 立券 移
徙 出行 修造 動土 起基 定磉 竪柱 拆卸 掃舍 
放水 安香 安床 造船 開池 掘井 造畜稠 栽種

行喪 安葬 破土 作灶 伐木 齋醮

義盛鐘錶行約於 1926（日治時期昭和元，民國 15）年由林進添創立

「林進添商行」開始，在礁溪開業至今已有 80 餘年。第二代繼承人林

錦榮 13 歲時即隨父親修習鐘錶維修功夫，在父親嚴格的教導下，加上

認真學習，建立了深厚的鐘錶維修基礎，未滿20歲即接掌鐘錶店業務。

1960（民國 49）年宜蘭縣鐘錶眼鏡同業公會成立，林錦榮為創始會

員並擔任首屆理事，1981（民國 70）年獲頒東方石英錶技術證書，1986

（民國 75）年獲頒台灣省鐘錶眼鏡職業公會聯合會模範勞工，林錦榮精

湛的鐘錶維修技能及童叟無欺的態度，是在地人及客居他鄉的礁溪人購

買、維修鐘錶的首選。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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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社區 - 公用稻埕

星期六【忌】

農曆四月二十七日
嫁娶 開光 祭祀 祈福 出行 解除 移徙 入宅 開市 
納財 起基 修造 竪柱 上梁 蓋屋 作灶 出火 安香 
補垣 塞穴 拆卸 放水 掃舍 造倉 造船 栽種 安葬

納采 訂盟 安床 謝土 破土 動土

稻埕即曬穀場。本社區是典型的農村，所以稻埕隨處可見，社區內有

兩個頗具規模的「公埕」。早期用人工曬稻，「公埕」都要排隊預約使用，

甚至數戶人家一起同時使用，相當熱鬧。稻埕除了曬稻，平常更是居民

婚喪喜慶、庄內慶典活動的使用場地。現在曬稻的人少了，稻埕大都成

為停車場或是社區公共空間，如籃球場等。「稻埕」隨著時代的變遷，

也賦予了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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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歌仔戲班

【忌】

農曆四月二十八日
嫁娶 祭祀 理髮 作灶 修飾垣墻 平治道塗 整
手足甲 沐浴 冠笄

破土 出行 栽種

宜蘭縣是歌仔戲的發源地，珍貴無形文化資產，也是高齡人口的共同

生活記憶。

社區的歌仔戲班每週六、日兩天在社區活動中心教學，由羅麗珠老師

做身段及唱腔教學，以輕鬆欣賞方式學習歌仔戲，常在社區節慶活動中

安排該團歌仔戲表演，提供優質的歌仔戲活動，陪伴老人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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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嬸 ( 童養媳 ) 的故事 

【忌】

農曆四月二十九日
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火 出
行 拆卸 修造 動土 進人口 入宅 移徙 安床 交
易 立券 挂匾 納財 入殮 安葬 啟鑽 除服 成服

動土 掘井 破土

二嬸本名林游幼毛，今年 93 歲，出生礁溪鄉番割田，11 歲國小沒畢

業就被送到桂竹林當童養媳，從此踏入林家大門學做人家媳婦。在那物

資缺乏的年代，樣樣都要靠自己的雙手，如做衫、炊粿、戳番薯籤、餵

豬、割草養牛、割稻曬穀，她都任勞任怨，到了 17歲就和二伯送作堆。

當年二伯為家計飼養鴨陣，趕鴨陣出外覓食一次都要幾十天，二嬸擔心

二伯的安全，常常到帝君廟求神明保佑。

現在二嬸年紀雖高，但身體依然健朗，每天清晨四點起來，就到帝君

廟服務，並參加誦經團。村內辦囍事牽新娘入厝都找二嬸，每次路頭路

尾看到子孫回來，她總是笑嘻嘻的說：「你回來了，真好！」從不跟人

惡言相向，說二嬸為模範母親，實至名歸。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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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早期的插秧團隊

【忌】

農曆五月初一
畋獵 捕捉 結網 取漁 祭祀 沐浴 餘事勿取

嫁娶 開市 安葬 啟鑽 行喪

「手把青秧插滿田 /低頭便見水中天 /腰痠背痛左右擺 /汗水濕透滿

胸懷 / 點心吃完繼續來 / 年年盼望收成好 / 家家收割慶豐年 / 辛苦疲勞

拋九霄」 以上打油詩訴盡農民四、五十年代的辛勞。資深老農在秧田

中用手推秧刀，切出一片片比手掌大的秧苗，捲好再分給插秧團隊，每

個人一只秧盆放上秧苗，一人負責五行。在直線輪引導下，大人、小孩

一個接著一個，左右搖擺下，低頭後退插上秧苗。箇中辛勞非局外人能

明瞭，台灣諺語：「一粒米，百粒汗。」每一粒香噴噴的米飯，都包含

農夫的汗水；我們品嚐美食時，應體會一粥一飯當思的來不易，更應懂

得感恩與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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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社區參與協天廟作醮活動

【忌】

農曆五月初二
祭祀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移徙 入宅 開倉 出貨財

1985（民國 74）年，礁溪協天廟舉辦作醮活動，全鄉鄉民（八大村）

一起吃素齋一星期，向神明表達敬意，同時祈求國泰民。當年總醮壇設

於礁溪國小操場，用竹子木材搭建而成，高十餘丈分三層或五層，每層

都裝飾著精彩的花鳥人物及民間傳統的故事，加上電動花燈，美不勝收。

礁溪街上不管新舊路，家家戶戶都準備祭品牲禮送至醮場前擺設，而牲

禮架上有殺豬公的 ( 金牌掛於豬頭上，掛越多人氣越旺 ) 也有宰羊。從

鄉公所延伸至礁溪國小前滿滿的人潮，一直到午夜子時才結束散去。

2008（民國 97）年，協天廟曾再辦理一次圓醮活動，雖然規模不如

1985 年那次來的熱鬧，但在社區居民熱烈參與下，依舊畫下完美的句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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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內的竹林安養院

【忌】

農曆五月初三
祭祀 齋醮 塑繪 開光 出行 修造 動土 造畜
稠 安床 放水 掘井 開池 開厠 結網 破土

出火 入宅

本院草創於 1991( 民國 80) 年，當時係以農村三合院的建式為生活照

護空間，由於本院為宜蘭縣內第一所私立且具非營利組織性質的老人安

養機構，又因處礁溪桂竹林，所以命名為「竹林安養院」。

機構使命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有所養，老有所終，視長如已，

視貧如親。」機構宗旨為「家，是我們夢想的實踐；家，是我們營造共

同生活的地方；竹林——不僅僅是社會福利機構 ，也是我們的家在這

裡，我們不分彼此。」

星期四



【宜】

6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19
︱宜蘭縣礁溪鄉︱ 六結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洗衣達人 - 林浴沂先生

【忌】

農曆五月初四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開光 解除 拆卸 動土 
安床 修造 上梁 置產 栽種 破土 安葬

作灶 出火 祭祀 嫁娶 入宅

林浴沂年輕時從傳統農耕工作轉為養雞，並為運銷中盤商，經營尚稱平穩。

及至中年，有感養雞事業風險高，加上身受佛法感召，乃毅然決定改行投入

洗衣行業。

創業之初，蒙受許多貴人相助，加上雪隧開通，礁溪休閒觀光產業蓬勃發

展，飯店、民宿業者清洗床單、被單、毛巾等需求遽增，事業逐漸步入坦途。

面臨同業的低價競爭，他朝品質與服務的提昇而努力，購置德製洗滌劑，

可延長洗滌布料的壽命並兼顧環保，同時引進國外先進的大型洗衣機、烘乾

機、整燙設備等，提高工作效率與清洗的品質。17 年來的努力與付出，終於

成為宜蘭洗衣界的達人，所經營的事業，也提供許多就業機會，造福鄉里內

的年輕人。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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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 六結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農產品加工達人 - 林再壽、陳武琴夫婦

【忌】

農曆五月初五
祭祀 結網 餘事勿取

入宅 出行 掘井 安葬

端午

陳武琴婚前在娘家就幫忙農事，婚後為了貼補家計，在姑姑家協助做

鴨賞及家庭清潔的工作，是一位任勞任怨勤儉持家的婦女。製作鴨賞的

經驗讓她學習到農產品加工的基礎跟知識，加上先生林再壽任職於公賣

局時也有豐富的加工經驗，於是在每年夏天，夫妻倆配合越瓜、黑豆等

農作物的採集，兩人合力製作蔭瓜、醬油、豆腐乳等系列產品出售。

鼎盛時期，豆腐乳曾賣出上千罐還供不應求。農曆過年前，就開始製

作醃肉、燻雞腿、灌香腸等應景加工肉畜產品，供應市場所需。他們夫

妻倆的產品品質獲得大家的肯定，村內人談起他們，莫不公認他們夫妻

絕對是農產品加工的達人。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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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礁溪鄉︱ 六結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加拿大阿姑（阿鑾）

【忌】

農曆五月初六
嫁娶 納采 訂盟 冠笄 造車器 祭祀 開光 祈
福 求嗣 出行 解除 伐木 出火 入宅 拆卸 修
造 動土 上梁 安床 栽種 破土

行喪 置產 入宅 安葬

林玉，小名阿鑾，今年 92 歲，是阿本長女；12 歲當張家童養媳，16

歲圓房，育有四女二男。夫婿張火木，精作西服；老實忠厚，因與友人

合夥開設西服店，遭朋友所騙，為還債務，日以繼夜工作，41歲便過世，

阿鸞姑一肩挑起重擔，四處洗衣幫傭、侍奉婆婆，養育子女。所幸子女

個個爭氣；長女、二女移民溫哥華，三女從小送人，仍保持親情聯繫，

在關島擁有觀光飯店；四女遠嫁日本。長子原任中日合資富吉碳素廠長，

後自行創立祐春炭素公司；小兒子也移居加拿大。

    阿鸞姑 58 歲依親至溫哥華，取得加拿大公民後，每年端午節後

出國，經日本、關島、溫哥華到蒙特婁，年前返台過年。過去2、30年間，

遊歷歐美十餘國家 ,人稱國際媽媽。



︱宜蘭縣礁溪鄉︱ 六結社區
6月
歲次乙未年 肖羊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22
苦學詩人「做中學」 ─詩人林煥彰

【忌】

農曆五月初七
嫁娶 合帳 裁衣 冠笄 伐木 上梁 出火 拆卸 移
徙 修造 動土 安門 納財 築堤 栽種 塞穴

安床 祈福 出行 安葬 行喪 開光

夏至

林煥彰，寫詩畫畫，並從事兒童文學創作、講學和閱讀推廣。1939

年 8 月 16 日，出生於臺灣宜蘭礁溪鄉桂竹林（六結社區）。礁溪國小

畢業後，當過兩年牧童，和二堂哥讚顯學種田，在基隆某肉類食品加工

店當學徒；隔年，由他父親介紹進入台肥公司南港廠工作，一生從「做

中學」中成長。因自身喜愛文學詩詞，1961年在軍中服役擔任教育班長，

參加馮放民創辦「中華文藝函授學校軍中文藝班」詩歌組進修，開始學

習新詩創作。一生著作無數，曾獲中山文藝獎，洪建全、陳伯吹、冰心、

宋慶齡兒童文學獎，中華兒童叢書金書獎、澳洲建國二百週年紀念現代

詩獎章等十餘種獎項。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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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土虱養殖達人ー金樹伯

【忌】

農曆五月初八
出行 教牛馬 割蜜 餘事勿取

齋醮 蓋屋 動土 破土

金樹伯今年 94 歲，養殖土虱數十年，後又有其子建義繼承父業，父

子倆所養殖的土虱既肥又大，大家都尊稱他為「土虱達人」。台灣本地

的土虱體色暗灰偏白，無鱗有黏液，頭大扁平，口部左右各有長鬚用於

辨別味道，是其主要象徵。土虱加中藥材當歸、枸杞燉煮是補身養生聖

品，也是日常民家桌上佳餚。金樹伯94高齡，氣色神清氣爽，滿面紅光，

健步如飛，乃常食土虱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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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礁溪林宅ㄧ「零號」宜蘭厝

【忌】

農曆五月初九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行 解除 出火 
拆卸 修造 進人口 入宅 移徙 動土 安床 納
畜 栽種 納財 交易 立券 挂匾 造畜稠

安葬 開生墳 行喪

二十年前宜蘭縣政府為尋找及推動具地域風格的民居建築，特舉辦

「宜蘭厝」活動。屋主因業務主辦而未參加該項活動，但卻以宜蘭厝的

設計準則和特色設計興建自宅，該宅基地擁有桂竹林特有的地 下湧泉，

對防颱、西曬與防潮的處理、通風採光與節能的考量、基地保水與綠化、

當地材料與工法的引用以及對與週遭環境的協調和融合，皆做了充分的

考量。該建築曾獲得建築師雜誌獎和遠東建築獎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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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叔割稻了

【忌】

農曆五月初十
安機械 祭祀 祈福 求嗣 沐浴 解除 納采 開
市 修造 竪柱 上梁 開柱眼 安碓磑 歸岫 補
垣 塞穴 拆卸 放水 出火 掃舍 開生墳 合壽
木 安葬 謝土 啟鑽 除服 成服

嫁娶 安床 作灶 動土 破土 造船

開始割稻了！透早妙叔和伊小弟進天叔就拜田頭來保庇，明年稻頭大

欉，稻尾拖土。妙叔惜土，寸土寸金的情懷表露無疑。

妙叔的大兒子阿義開著割稻機，黃頭鷺總是跟隨在側，等著享用田間

美味。我問妙叔今年大概可以收成多少？他說「慢出」，還教我用虎口

握住一把稻穗，如果握不緊就表示稻子長的好，收成量多「慢出」。

有種田的人，割稻仔是吃皇帝飯，播田時吃老爺飯，挲草時吃乞食飯，

分上中下等級的菜色，豐收的喜悅、希望、無奈形容的入木三分。手捧

割稻飯，想起故鄉的田園，阿母親手炊燒飯，阿爸為阮拚三頓，期待兒

子成功回家園。一粒米一粒汗，粒粒攏是父母的愛心飯。

註：「慢出」就是「萬出」，是指一甲地有超過一萬斤的收成。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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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店的故事 - 吾林養鴨場 

【忌】

農曆五月十一日
祭祀 沐浴 理髮 整手足甲 修飾垣墻 平治道
塗 餘事勿取

開市 入宅 出行 修造 詞訟

吾林養鴨場傳至現今林成達已是第三代，林家養鴨場約有百年的歷

史，在鴨界佔有一席之地。

從小與鴨群相處的林家五兄弟，養鴨本領自不在話下，而老五林世民

更懂得鴨言鴨語，據他表示鴨屬水禽類，具群居性且一夫多妻，並有強

烈的地盤觀念，從鴨的各種叫聲約可分辨出他的意思，例如：鴨飢餓時

會發出「嘎…嘎…」的叫聲，受到驚嚇時，叫聲變得短且急促，母鴨要

找窩下蛋時，叫聲拉長，且鴨嘴會去銜咬草枝，求偶時最有趣，公鴨會

發出「殺…殺…殺…」的叫聲，而母鴨會撒嬌的回應「給…給…給…」。

記得有家養鴨場，在自家門前大石頭刻著「我養鴨，鴨養我」頗有意涵。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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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 六結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桂竹林模範母親—阿波嫂

星期六【忌】

農曆五月十二日
嫁娶 納采 祭祀 祈福 出行 立券 移徙 入宅 
動土 破土 安葬

開光 作灶 蓋屋 架馬 開倉

桂竹林大家族，早期經濟拮据環境艱苦，身為農家媳婦幫忙農耕工作

是必然的。林游美玉咱叫阿波嫂，與林清波結婚 40 年，阿波兄在台北

工作，波嫂婚後則進入遠東公司任作業員，因幼時家貧只讀到國中，故

十分重視子女教育，更要求待人處事的禮節，子女受其教誨品學兼優，

皆有正當職業為社會服務。

阿波嫂的公公罹患癌症，婆婆行動不便，在照顧兩老的同時仍需撫育

3 名子女，直到公公 90 高齡、婆婆 80 高齡逝世，侍奉親長至孝，善盡

為人媳婦角色，無微不至無怨無悔，值得為人典範。103 年膺選本縣模

範勞工，熱心公益擔任環保志工，參與地方戲曲傳承傳統文化盡心盡力，

並至協天廟等廟宇擔任志工，捐獻救濟金，堪為鄰里所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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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礁溪鄉︱ 六結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姑姑的「象形文字」

【忌】

農曆五月十三日
納采 訂盟 冠笄 祭祀 祈福 齋醮 出行 修造 動
土 移徙 入宅 安香 出火 拆卸 蓋屋 起基 竪柱 
上梁 定磉 安門 開池

嫁娶 開市 合壽木 安葬

二姑本名叫吳施美雲是正港桂竹林女兒，庄內的人攏叫阿粉，出生二

個月被林尾山下施家收養，從小生活清苦，每日牽牛割草還要採茶。記

得阿公曾說，有次去施家探視女兒，見米缸攏無米，不忍留下吃飯。二

姑從小沒上私塾，但聰慧賢淑，除會自編採茶、相褒歌，還自創象形文

字。

象形文字是模仿物體形狀所創的文字，是老祖先們描繪事物並紀錄的

一種方式，但因圖畫性質減弱，象徵性質增強，有些實體事物和抽象事

物很難畫出來，但二姑均能克服，還受邀第四台專訪及在傳藝中心傳授，

是真正國寶級的人物。二姑現年82歲高齡，身體硬朗，子女事業有成，

全家生活和樂融融。



︱宜蘭縣礁溪鄉︱ 六結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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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乙未年 肖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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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庄腳囝仔ㄟ故事

農曆五月十四日
祭祀 沐浴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入宅 嫁娶 移徙

阿清高中畢業、服完兵役後，就上台北到堂兄的貿易公司當學徒，一

年後，因父親務農無幫手，身為獨子的他，毅然決定返鄉。當時因為台

鐵上一天班可以休一天班，恰恰正好可以幫忙務農，於是他參加鐵路考

試，也獲得錄取，從此與台鐵結緣 35 載。古人說「一步一腳印」，加

上他阿爸的諄諄教誨，阿清沒有因生活清苦而畏縮，從考取基層特考士

級開始，之後佐、員、高員級一路順遂。

就像阿清阿爸說的，庄腳囝仔只要肯努力，也會出頭天。

【忌】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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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農曆五月十五日
嫁娶 安機械 交易 出行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
醮 塑繪 開光 合帳 裁衣 放水 開池 掘井

作灶 理髮 造橋 行喪 安葬

" 小雞養三個月就可吃！ "

五十多年前，當林阿仁公次子從台北回來告訴村民這句話時，大家都

認為是吹牛、瘋子，一致認為不可能！當時一隻雞要養到能食用，需耗

一年多時間。

於是在阿鳳嬤全力支持下，由就讀宜蘭農校畢業的四子 ( 創型 )，從

十幾隻開始飼養，糙米、豆渣、玉米、美援奶粉、剩飯，什麼無奇不有

都放入，在房間床前攪拌，雞隻數量逐漸增加 , 由三子阿玔負責飼養管

理，次子榮富負責行銷，老么朝蒼負責雞隻孵化 ,四兄弟共同創業 , 迄

今由第三代長孫枝漫擔任董事長掌理公司技術及營運。

【忌】

竹林雞場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