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歲次乙未年 肖羊

7月

撫育我們的寒溪，是媽媽溫暖的懷抱

泰雅祖先吟唱著，引領著我們的步調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先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河流、小米、蓬勃的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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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寒溪部落的早晨

農曆五月十六日
納采 冠笄 求醫 治病 開市 立券 修造 動土 安
機械 破土 安葬

齋醮 祭祀 移徙 入宅 上梁 嫁娶

 我非常享受一大清早來到部落廚房和菜園，沒有下雨時，空氣新鮮、

鳥語花香；藍藍的天空，好美；溫柔的雲彩，暖心。一日之計在於晨，

大自然的力與美，真是無懈可擊，清早的部落廚房，安安靜靜的只聽得

見自然環境所產生的各種聲響，閉上眼睛聽聽自然界的美麗旋律，好是

愜意又放鬆。雨天時的早晨部落廚房，準備展開一天工作之際，正在動

作的雙手配合著屋外滴滴答答的雨聲，內心深處總會有種莫名的幽靜、

安穩，抬頭看看下著雨的天，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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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乙未年 肖羊

【忌】

現代寒溪部落

農曆五月十七日
祭祀 作灶 餘事勿取

開市 安葬 破土 修墳 掘井 星期四

寒溪部落是一群由南湖大山遷居而來的泰雅民族，經歷日治時代、

國民黨時代，部落說的是混和著日語、國語、台語的原民母語，隨著文

化的復興，尋找原本部落面貌的同時，也不斷創新、不斷和時代交融，

多元及多發展性成為部落的代表，有國外回鄉服務走高檔消費的風味餐

廳，有以部落族人為服務對象的投幣式卡拉 OK 小吃店，有以高知識分

子為消費群的咖啡屋，也有以勞力工作為主早安一杯（保力達特調品）

的雜貨店，多元的選擇、多元的消費風格，讓這群生活在崗給部落的居

民有更多的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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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

草根人民論壇發源地—寒溪部落

農曆五月十八日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安香 解除 移徙 入
宅 會親友 求醫 治病 動土 破土 開生墳 
合壽木
合帳 上梁 經絡 安葬 入殮

宜蘭縣大同鄉的「寒溪村」，位於羅東溪上游番社坑溪畔，海拔約

250 公尺，是一處悠然塵外的泰雅部落。番社坑溪上游由於溪谷深豁，

水流急湍，溪水冰冷透骨，所以被稱為「寒溪」，居住在這裡的原住民

屬泰雅族南澳群，含括了寒溪社、四方林社、小南社、大元社、古魯社

等五大部落，由於傳統的狩獵生活方式已退化，目前產業特色以農業為

主，包括文旦柚、柑橘、柳丁、桃子、李子等果樹栽種。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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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魯林道

星期六【忌】

農曆五月十九日
嫁娶 冠笄 修造 動土 作灶 移徙 入宅 補垣 
塞穴 納畜 牧養 架馬 修造 動土 起基 定磉 
開池 造船

祈福 開光 掘井 開市 安葬

古魯林道是由古魯通往翠峰湖，全長約 28 公里，為過去宜蘭大元山

林場的運材林道。早期翠峰湖一帶的林區屬於大元山林場，與太平山林

場互不隸屬，獨立運作，有自己的運材鐵道，並不經由太平山森林鐵路。

開採的林木是經由晴峰線鐵道並結合索道的運輸方式，經由古魯林道， 

將木材運送至寒溪部落，再以卡車運往羅東林場。

1952（民國 63）年林務局裁撤大元山工作站，將林場併入太平山工

作站，古魯林道從此就走入了歷史。荒廢後的林道，因颱風肆虐，某些

路段已中斷，前段至古魯駐在所的路況較佳，適合踏青，是一條可觀察

自然生態的健行步道，也是登山客或自行車族喜愛踏足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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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大同鄉︱ 寒溪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寒溪水源頭

【忌】

農曆五月二十日
祭祀 交易 納財

齋醮 開渠 上梁 動土 破土

水源頭是寒溪村新光巷及寒溪巷兩個部落過去共用的水源頭，水源頭

乾淨清澈，有自然的甜味。以前泰雅族多居於山腰，水源頭為部落集體

擁有，多以人工或自行接管的方式取水，水源頭離村落約 2 公里左右，

家境較富裕的居民就買水管從水源頭接水到部落，沒那麼富裕的則辛苦

的用竹子一段一段接起來。由於水源乾淨，因此在 2004（民國 93）年

代左右，被畫定為水源保護區，將部落居民辛苦接的水管拆除，並用大

函管將水源接走，提供給冬山及三星的自來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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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溪段木香菇

【忌】

農曆五月二十一日
嫁娶 訂盟 納采 冠笄 會親友 安機械 造車
器 祭祀 出行 納財 入宅 安香 出火 入學 
塑繪 開光 拆卸 起基 修造 動土 牧養 栽種 
安門 開厠

行喪 伐木 作梁 作灶

1961（民國 50）年代末期，部落因地形環境氣候適宜而開始種植香

菇，1980（民國 69）年代時，香菇價格好一點一斤可賣到 900 元，換算

成現代物價，一戶一年可靠種香菇而有二百到三百萬的收入，過去寒溪

是石板及木頭搭建成的傳統家屋，因賣香菇獲得的利潤及公所推行的房

屋低利貸款，讓家戶紛紛開始修整或新蓋現代形式的水泥。

直到 1980（民國 69）年，大陸走私香菇，香菇價格下跌，居民才轉

作其他作物，但目前仍有少數農戶繼續種植，部落香菇是採段木種植，

非一般太空包方式，並且採用傳統木頭烘烤，因此段木香菇還帶有濃濃

的木頭烘烤味，非常適合熬煮湯類。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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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沙壩

【忌】

農曆五月二十二日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出火 拆卸 修造 
動土 進人口 開市 交易 立券 挂匾 入宅 移
徙 栽種 納畜 入殮 啟鑽 除服 成服

小暑

位於番社坑溪上游未到達寒溪農場入口處的道路旁有一座攔沙壩，因

上游集水區屬廬山層清水段，屬板岩、硬頁岩偶含變質砂岩，極易風化

破碎，也因此攔沙壩塞滿風化土石。

此攔沙壩高度約 3公尺，由於水流緩慢，水質清澈冰冷，夏天時部落

居民及孩子常到此戲水，有勇氣者更喜歡從壩頂一躍而下，跳進清涼的

溪水中，為解夏日炎熱暑氣，攔沙壩變成居民帶孩子避暑遊玩的好地方。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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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社坑溪

星期三【忌】

農曆五月二十三日
嫁娶 開光 解除 安床 牧養 理髮 開市 入殮 
啟鑽 移柩 安葬 掃舍

作灶 動土 上梁 栽種 入宅 移徙 修造 祈福

寒溪部落位於番社坑溪與打狗溪交界，番社坑溪源自太平山東北方山

稜，太平山位於太平洋海風襲入蘭陽地區的迎風坡，終年氣溫偏低，每

年東北季風往往使太平山區降下瑞雪，山頂的超低溫順著山勢降下，使

山腳的番社坑溪谷因為「谷底逆溫」效應而變得冷冽不堪，因此早在清

朝末年，這條番社坑溪的原名就叫做「寒（凍）死人溪」，這也是寒溪

村名的由來。往番社坑溪上遊行走，當柏油路面消失後，就是寒死人溪

開始展現美麗風情的時刻了，路旁的寒溪農場下方，有一口水深平均一

米多、長達數十公尺的清澈大潭，潭中苦花魚歷歷可數，足可容納數百

人在此和魚群共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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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產物—寒溪神社

【忌】

農曆五月二十四日
祭祀 解除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位於寒溪國小後面山丘上的「寒溪神社」遺跡，建立於1932（昭和7）

年，日本政府控制寒溪後，將泰雅族的祖靈崇拜編入日本神道信仰中，

並每年於此舉行日本傳統的收穫報告祭，神社分三層，步道、宮燈、基

座還算完整，原本還有兩尊大砲，但已經遺失。「寒溪神社」位於寒溪

的制高點，居高臨下，可以俯瞰整個寒溪社區，沿著番社坑溪下游望去，

還可看見遠處的蘭陽平原。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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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溪部落地標—寒溪吊橋

【忌】

農曆五月二十五日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伐木 出火 拆卸 入宅 
安床 修造 動土 上梁 挂匾 納畜

嫁娶 栽種 行喪 理髮 修墳 行喪 作灶

寒溪吊橋橫跨番社坑溪，全長 324 公尺，為寒溪部落與對岸華興村落

的聯絡要道，是宜蘭縣境內最大的鋼索吊橋，同時也是寒溪村的重要地

標。寒溪吊橋有 5 座橋墩，近年才新漆上色彩鮮豔的原住民圖騰，外觀

相當醒目。近年寒溪社區積極推展社區旅遊相關計劃，在以護溪護林為

原則下，搭配周邊生態環境，希望開展社區生態旅遊及社區觀光產業的

榮景。

寒溪吊橋被宜蘭縣政府選為蘭陽十八美景之一，吊橋寬度不大，僅容

二人同行，走在橋上搖搖晃晃、刺激驚險，也別具一番風味。台灣原住

民各族都有其特有的風格及圖騰表徵，泰雅族喜歡大量使用紅色，這是

一種集原始社會制度、風俗及巫術禮儀相合而成的審美經驗表現。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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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星台—番社坑溪堤坊

星期六【忌】

農曆五月二十六日
解除 祭祀 理髮 入殮 安葬 破土

嫁娶 開市 出火 作灶 置產 齋醮 入宅 移徙 
安門

位於寒溪部落平台下方，沿著番社坑溪的河床，以寒溪活動中心為起

點，寒溪吊橋為盡頭，有一大型堤防長約 200 公尺，由於此處為華興部

落在番社坑溪沒有河水時通往外部的主要道路，因此許多村民在下午下

班後經過，遇見朋友都會在這裡稍為歇息閒聊。堤防對面是托兒所，托

兒所下課時，前來接孩子的家長，也會在此話家常。

若山區下雨或長時間下雨後出晴，番社坑溪會增生從上游流下來的小

溪，這裡就是寒溪國小孩童放學後的戲水場所。天氣晴朗的夏季夜晚，

沒有光害的此處，也是部落村民喜愛的觀星場所，大家喜歡躺在堤防上

望天，邊享受涼風吹拂，邊數著有幾顆流星劃過天際，聽說有人曾經一

晚數過 13 顆流星飛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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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溪農場

【忌】

農曆五月二十七日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沿著寒溪主要道路往古魯林道前進，在古魯林道入口處前就會先經過

寒溪農場。寒溪農場是寒溪村民建立經營的，同時也是寒溪部落最早開

設的民宿，除住宿外，由於寒溪農場沿著溪水搭建，因此主人規劃戲水

區、烤肉區，甚至還有可容納 50 人的帳蓬區，讓夏天的寒溪農場變得

更熱鬧。

但在 2010（民國 99）年，梅姬颱風帶來驚人雨量，原本小小的一條

古魯溪支流，卻變成了大溪流，農場遭到土石掩埋，整個園區受到嚴重

破壞。2014（民國 103）年民宿主人與崗給協會合作，重新修整農場民

宿及各區，並在外觀上增添原住民特色，於 2014（民國 103）年開始重

新開張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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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溪傳統建築—石頭屋

【忌】

農曆五月二十八日
訂盟 出行 納財 入學 開倉 出貨財 納畜 牧
養 栽種 破土  啟鑽 安葬 立碑

入宅 移徙 作灶 祭祀 謝土

原住民部落的家屋建築通常是就近取材，因此大部分居住在山腰的泰

雅族部落，家屋形式大部分是以竹、木為主。但寒溪村是在 100 年前被

日人從南澳遷至於此，除木材外，最易取得的便為河床的石頭，因此寒

溪村是少數幾個泰雅族部落用石板做為家屋的建材之一。部落村民對石

板屋都還存有記憶，因為石板主要做為房子的屋頂，並無多餘的固定設

施，因此每到颱風結束後，部落的孩子都要幫家裡尋找被颱風吹走的石

板，拿回去繼續使用。目前部落現存的古老石頭屋僅剩兩棟，一為寒溪

寒碧園餐廳，屋主將傳統石頭屋改建做為觀光經營之用，另一棟則在四

方林打狗溪畔，但年久失修已無人居住。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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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部落的母親節

【忌】

農曆五月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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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市 交易 立
券 挂匾 入宅 移徙 安床 栽種 入殮 破土 謝
土 安葬

掘井 伐木 納畜 合壽木

清晨一早，隨著客運巴士由市區開往崗給部落，沿途一片片青色的稻

田，一根根的電線桿，數也數不清，約30分鐘的車程就到了崗給部落，

穿著紅色背心的青中老三代組員，喊著早安，便開始一天的行程。

這三個人是為了發送母親節禮金來到部落，以中生代為首的淑敏，帶

著青生代怡萍調查好的名單，及老生代桃鄉的智慧，帶著關懷部落的心，

各司其職專注在各自的任務上，在三人合力下，順利完成發送給 23 名

母親禮金的任務，也收集了 23 個甜美的笑容。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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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部落的課後照顧班

星期三【忌】

農曆五月三十日
祭祀 冠笄 作灶 交易 納財 栽種 結網 納畜 牧
養 進人口

開渠 造船 安床 安葬 破土 出行 修墳 掘井 
開市 開生墳

寒溪國小下課鐘聲一響，穿著紅色背心的老師們早已在一到四年級的

教室外面等待學生們下課；走廊上集合完後，伴隨著小朋友嬉鬧的聲音，

一群人慢慢的往活動中心前進，迅速的脫下書包及鞋子，第一件事情就

是將聯絡簿從書包拿出來交給小老師們。課後照顧班是因為寒溪部落的

孩子下課後缺乏照顧而開始的，老師們都是一群有心的年青人，除了輔

導寫課後作業，也會配合多元文化課程，讓孩子有更多元的文化學習與

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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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部落【發送物資】

【忌】

農曆六月初一
嫁娶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納采 裁衣 
冠笄 開光 安床 作梁 修造 動土 作灶 起基 
上梁 蓋屋 納畜 牧養

移徙 栽種 出行 行喪 破土 安葬 詞訟

崗給部落的天氣總是濕冷，一年中總有大半年在雨中渡過，在一片霧

茫茫的部落辦公室內堆疊的棉被及毛毯都是即將發送出門的物資，三個

世代的組員討論著如何將物資發送至需要的家戶裡頭，部落裡頭分為四

個巷，其中三個巷已發送完成，剩下崗給部落，討論結束後，三人穿上

紅色背心，將剩餘棉被塞進車上，一一確定有需求的家戶便坐上銀色小

轎車出發。這天，外頭依舊濕濕冷冷霧茫茫，滴答滴答的下雨聲，雨鞋

上的水漬，頭頂上的汗水，在老生代桃鄉阿媽的嘮叨聲中一一將棉被送

進每個有需求的家戶裡頭。

星期四



︱宜蘭縣大同鄉︱ 寒溪社區
7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17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彩虹角烙食堂

【忌】

農曆六月初二
經絡 祭祀 沐浴 補垣 塞穴 除服 成服 移柩 
入殮 啟鑽 立碑

開光 治病 嫁娶 掘井 破土 安葬

花了兩年多打造完工的部落廚房，一點一滴、一草一木全是經過部落

人民的雙手與心血誕生的。它 - 部落廚房，是屬於大家的，充滿生命與

盼望，秉著「照顧部落、部落照顧」的理念，期待這個部落廚房，是一

個可以照顧人民、照顧部落的廚房。但萬事起頭難，試營運了近三個月，

過程中慢慢積累了許多經驗，不斷發現新的問題，也試著學習解決。我

們感謝主，夥伴們同心在過程裡「做中學，學中做」，互相幫助，一起

成長，共同為部落的多元發展，齊心努力行動。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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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的好夥伴—弟弟

星期六【忌】

農曆六月初三
嫁娶 祭祀 出行 裁衣 冠笄 交易 雕刻 納財 
造畜稠 造車器 雕刻 教牛馬

移徙 入宅 栽種 動土 破土 作灶 安葬 行喪 
伐木 上梁

「弟弟」，是我們在部落廚房菜園裡養的一隻公狗，原本牠的媽媽是

我們家的寵物—妹妹，牠生完了幾隻小狗後，便生病過世，其他的小狗

有的送人，有的病逝，獨留「弟弟」。

從牠出生到現在，我們一家都非常喜愛牠，牠會幫忙顧雞舍 (照顧雞

群，防止外人、狗入侵 )，也會幫忙顧廚房，「弟弟」很忠心，ㄧ有風

吹草動、人車來往，牠就不停的吠，讓我們知道有人經過；廚房工作之

餘，我偶爾會陪牠玩耍，牠讓我不孤單，牠是我的好夥伴，更是廚房的

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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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大同鄉︱ 寒溪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原住民的好食材—樹豆

【忌】

農曆六月初四
修造 動土 安機械 祭祀 沐浴 解除 拆卸 
治病 作灶 蓋屋 起基 開池 掃舍 造畜稠 
開生墳 合壽木 安葬 破土 啓鑽 移柩 入殮 
立碑

開市 入宅 出行 安床 作灶

菜園裡種植了好幾株樹豆，目前已成小樹苗，這是屏東夫家於過年後

送我的，我拿來宜蘭寒溪部落這裡試種，已經過將近三個月，成長得很

好！在屏東，樹豆在每年四至五月的雨季種植，隔年的過年期間陸續採

收，因為宜蘭與屏東的氣候不同，宜蘭濕氣及雨水充足，氣溫偏低，有

些種子並沒有成功長出來，我正在研究在宜蘭地區該如何種植照顧，若

是成功了，又能提早採收，對部落廚房與整個部落，將會帶來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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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生態廁所—簡易廁所

【忌】

農曆六月初五
嫁娶 納采 訂盟 造車器 開光 出行 拆卸 起基 
安床 除服 成服 開市 交易 立券 栽種 牧養 入
殮 移柩 啟鑽

上梁 入宅 修造 動土 破土 祭祀 祈福 齋醮

無論是在室內環境或是公共領域，若是少了廁所，勢必對人們帶來諸

多不便。部落廚房現在最缺乏的就是擁有一間舒適的廁所，目前只是簡

易廁所，是由我與母親利用大帆布，再加上幾根木材臨時搭建而成。每

次客人來店用餐，一問到要使用廁所時，我總是尷尬的說：「目前只是

臨時搭建的廁所，過陣子會興建，正在籌備中。」有些客人只好趕快吃

一吃提前買單，有的客人則是忍著不上，但還是有較多的人願意將就應

急。這是過渡時期，我們一定會想辦法給大家一個舒適又特別的生態廁

所。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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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有機田

【忌】

農曆六月初六
祭祀 嫁娶 畋獵 結網

動土 破土 治病 開渠

在寒溪部落，有一塊面積約375平方公尺的小小田地，曾於2013（民

國 102）年做過土質與水質的檢驗，並通過農地有機認證，這應該是全

台灣通過有機認證面積最小的農地；但農戶說，雖然面積小，仍希望透

過有機或無毒的檢驗，推廣安全無毒的農業種植方式，讓我們的土地可

以永續利用，並完好地傳承給下一代，因為部落是靠土地維生，我們必

須堅持保護土地的責任。

農地上目前種植著不同種的多樣作物，香草作物包含薄荷、檸檬香茅

草、萬壽菊，水果作物包含芭蕉、柳丁等，糧食作物則有地瓜、芋頭、

長豆等。多樣化種植能夠讓土地更安全，並避免嚴重的病蟲害。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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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溪復耕小農

星期三【忌】

農曆六月初七
納采 訂盟 會親友 入學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
光 出行 解除 理髮 動土 起基 開市 交易 立
券 納財 造倉 栽種 納畜 牧養

嫁娶 作灶 出火 置產 嫁娶 入宅 安葬

寒溪部落在日治時期曾經水稻豐收，但自 1981（民國 70）年後，經

歷大陸香菇走私進口，以及柚子、柳丁類經濟作物乏人問津或滯銷，導

致越來越多的部落村民放棄農業耕種到市鎮求職。但目前仍有少數人家

繼續種植多樣化雜糧作物及泰雅族傳統作物，如地瓜、芋頭等，主要用

於家戶自給，而這些仍持續耕種的小農大多為辛苦的老農，但也有一部

分中生代的婦女，受到回鄉潮與部落文化復振的感召，而開始重新經營

自已與土地的關係，由於寒溪部落的土地石礫較多，因此這些重新復耕

的小農，在開墾土地的過程是非常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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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路邊的寶物—不起眼的小草

【忌】

農曆六月初八
祭祀 祈福 解除 整手足甲 安床 沐浴 入殮 移
柩 破土 啟鑽 安葬 謝土

嫁娶 齋醮 開市 出火 入宅 移徙 出行 作灶 
安門 伐木

大暑

近期宜蘭縣部落大學有開授「認識青草」的課程，租借本食堂的場地，

於每週四上午上課。授課老師本身對青草、中醫學有很深的研究與相關

經驗，課程中老師介紹了許多小草植物群，也分享了其用途以及養生功

效等，原來我們平時可以見得到的「雜草」，個個都是寶，甚至是養生

聖品。

上蒼很恩待我們，在這個時候，遇到這位老師，本食堂週邊環境的花

花草草，都成了我們現成的教材，非常幸運。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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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部落－居家照顧

【忌】

農曆六月初九
破屋 壞垣 解除 餘事勿取

嫁娶 安葬

每禮拜三上午 8點，不論天氣好壞，一定看得到一群穿著紅色背心的

居家關懷志工開始拜訪需要關懷的家戶，不論颳風下雨，總能在寒溪村

4 個部落中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協助部落家戶打掃家庭環境、關懷訪

視，認真的聽取他們的需求，有什麼能幫忙的就盡量幫忙。問志工們為

什麼要做這樣的協助，他們說因為小時候都是部落在照顧他們，大家彼

此互相幫忙，現在長大了有能力當然就可以回饋部落，照顧需要照顧的

人。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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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

星期六【忌】

農曆六月初十
嫁娶 開市 立券 移徙 入宅 安機械 會親友 
經絡 安門 安床 挂匾 拆卸 開倉 出貨財 開
池 栽種 納畜 牧養 破土 安葬 啟鑽 移柩 入
殮 立碑

祭祀 祈福 探病 謝土 造橋

地瓜是寒溪部落傳統的作物，不但是部落裡最常見的作物，也是部落

老人家最熟悉的糧食。老人家回憶起過去說：「以前那有像現在這樣每

天都大魚大肉跟白米飯吃，若能吃到地瓜就非常感恩了。」部落裡目前

現耕地中都一定會種植地瓜，地瓜在寒溪很好照顧，不用特別費心力，

它會慢慢出葉結根莖，就像寒溪的祖先一樣，百年前從南澳遷移到此，

勤奮不懈的在地耕耘，像地瓜一樣結出豐厚的果實。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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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大同鄉︱ 寒溪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三代同事

【忌】

農曆六月十一日
嫁娶 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齋醮 開光 會親友 
求醫 治病 蓋屋 起基 竪柱 上梁 安門 安碓磑 
築堤 開池 破土 安葬 除服 成服

入宅 開市 掘井 詞訟 合壽木

老生代桃鄉，中生代淑敏，青生代怡萍，都是出生於崗給部落的女子，

一星期一次的關懷日，即便下雨，即便豔陽，三人總是穿著紅色志工背

心，帶著笑容前往關懷家戶中，有時是發送物資，有時是單純慰問，有

時是陪伴聊些八卦，有時是幫忙消化過剩蔬菜，有時是提供活動訊息，

有時是清潔打掃，有時是拔草種菜，在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情中，全

是結合了三代不同的巧思、作法，以及三人永遠不變熱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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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的部落婦女—媽媽

【忌】

農曆六月十二日
納采 訂盟 嫁娶 移徙 入宅 出行 祭祀 祈福 齋
醮 塑繪 開光 安香 出火 會親友 解除 入學 竪
柱 上梁 拆卸 蓋屋 起基 栽種 牧養 納畜

安葬 破土 開市 開倉 出貨財 啟鑽

這位勤勞又堅強的女性是我的媽媽，菜園裡的所有角落，都有她細心

呵護與照料的痕跡；媽媽熱愛勞動，她認為只要對部落與人民有利的事，

她都願意努力去執行。關於菜園，全是媽媽獨當一面建立起來的，如獨

自拔除雜草、栽種蔬果葉菜、搭網子、搬木材、整土、砍草劈木、施肥(自

製水天然酵素 ) 等等，甚至是男人在做的工作，媽媽總能想辦法完成，

我經常在旁默默觀察，她忙碌的身影總是令我動容與不捨，我時常提醒

媽媽多多在家休息，但她說一直在家休息反而會更不舒服，因為她把工

作當作運動與健身。我知道媽媽樂在其中，所以只要有空，我就會去幫

忙媽媽一起拔雜草、農耕雜務。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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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侵佔爭水權長老—Yawei•Piho

【忌】

農曆六月十三日
納采 訂盟 嫁娶 祭祀 沐浴 塑繪 開光 出
火 治病 習藝 伐木 蓋屋 竪柱 上梁 安床 
作灶 安碓磑 挂匾 掘井 納畜

出行 安葬 造橋

崗給協會成立 7 年了，十分感念當初「反侵佔爭水權」的已故

Yawei•Piho 長老，「崗給協會」的成立、「部落廚房—彩虹角烙」的

落成，都是為了不要忘記已故 Yawei•Piho 長老。啊，您與部落的長輩

們都是看著我們長大，都是捍衛部落土地、環境的先鋒，並且為族人在

守望禱告，盡心盡力，而做為晚輩、後代的我們，不能也不會忘記守護

土地、愛護部落的精神，也希望 Pu’in ‘Sya 水源紀念日的舉辦，讓

我們反省土地的重要性。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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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組織開拓者 -Yaway（李淑敏）

星期三【忌】

農曆六月十四日
祭祀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啟鑽 安
葬 塞穴 斷蟻 結網

開市 入宅 嫁娶 開光 蓋屋

Yaway 是崗給協會行動的發起人，也是重要的精神領袖之一。宜蘭縣

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關注的議題最主要有二項：「還我語言權」的

陳情抗議、「反侵佔爭水權」的抗議行動，Yaway 都積極參與，並且扮

演關鍵性的角色。2006（民國95年）Yaway是當時寒溪國小的家長會長，

在「還我語言權」的陳情抗議中，她積極地與其他家長討論部落孩子的

教育和未來發展問題；此外，當時 Yaway 將「婦女舞蹈班」的婦女組織

起來，共同討論部落自來水和回饋金的問題，每次練完舞蹈後，用聊天

的方式引導大家討論自來水和回饋金的議題，同時也積極收集調查自來

水和回饋金問題的相關資料，和一些訪談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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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照顧班－鄧婕妤

【忌】

農曆六月十五日
祭祀 修造 出行 蓋屋 竪柱 造車器 教牛馬 
造畜稠 割蜜

動土 破土 掘井 安葬

在課後照顧班的時間裡，總會聽到一個聲音尖銳宏亮，並不斷催促著

孩子們寫作業的聲音，這個聲音的主人就是婕妤老師。婕妤老師是課後

照顧班的負責人，是花蓮海星高中幼保科畢業，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對於孩童教育的工作總是不遺餘力，雖然孩子們常頑皮惹得老師生氣，

但每當婕妤老師不在，聽不到她那尖銳的催促聲，孩子們都很想念她，

並且不停地問老師去哪裡了。婕妤老師很盡心盡力維持老師們跟孩子家

長的關係，她認為在孩童的教育中，學校跟家庭都非常重要，因此若要

改善孩子的教育及習慣，應該先跟家長溝通。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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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祖靈祭—鄭豐榮阿公

【忌】

農曆六月十六日
祭祀 沐浴 塑繪 開光 入學 解除 掃舍 治病 
開池 牧養

嫁娶 出行 納采 入宅 作灶

鄭豐榮阿公帶領族人舉辦一年一度的感恩豐收祭 Smyus Gaga，祖靈

祭主要的目的就是將新收成的小米穀物，獻給祖靈，感謝祖靈的護佑，

並保佑族人的平安，未來一年風調雨順。祭典時間在穀物收成後約七、

八月間，多以八月第一或第二個星期為主，由長老討論確定日期後開始

準備。祖靈祭對泰雅族人來說有感恩祈福、祭拜祖先和團結族人的意義。

本會在祖靈祭停止舉辦近 100 年的現今，重新舉辦部落祖靈祭，並透過

協會工作，賦予傳統祖靈祭更新的意義，以此來達到文化傳承並追思祖

先，祈福部落並團結之意義。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