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歲次乙未年 肖羊

12月

大義村原名為低水仔，

是叭哩沙喃 (三星鄉舊地名 )的一個村落。

老一輩說是因為地勢比較低，

村內有許多的天然湧泉之故。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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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星期二

陳定南紀念館

農曆十月二十日
祭祀 沐浴 出行 餘事勿取

開市 動土 破土 行喪 安葬

紀念館座落於三星鄉大義村義洲路2段 65巷 52號，面積有 2180坪，

是為紀念清廉、公正、無私的陳青天—陳定南而設立。陳定南，1943（民

國 32）年出生於世代務農純樸家庭，10 歲時喪母，由兩位姑媽真情照

顧，堅毅成長。紀念館是以陳定南祖父陳阿炉起造的閩式三合院房子為

主題，經整修後，旁邊再擴建新建物。紀念館內有展示空間，也有圖書

館，每日都有許多遊客，鄉公所和村內的環保志工會，都會互相支援整

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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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忌】

花蓮改良場 - 宜蘭分部

農曆十月二十一日
嫁娶 造車器 出行 會親友 移徙 入宅 修造 動
土 雕刻 開光 安香 出火 理髮 會親友 蓋屋 
合脊 起基 歸岫 安門 拆卸 掃舍 栽種 造畜稠

開市 納采 造廟 安床 開渠 安葬 星期三

改良場原本位在羅東聖母醫院旁，因為周圍建築物高聳，培養植物所

需的日照不足，所以考慮遷址。陳桂白任村長時，村民希望村內能有一

個公家機關，所以很歡迎改良場搬過來，加上陳換廷理事長的父親為了

大義村的繁榮，慷慨捐地，於是改良場便搬至現址。改良場提供工作機

會給村民，提供技術支援農家種植三星蔥、上將梨等，改良場對地方貢

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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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乙未年 肖羊

【忌】

大義社區活動中心

農曆十月二十二日
塑繪 會親友 安機械 塞穴 結網 裁衣 經絡

嫁娶 開市 祈福 齋醮 安葬

舊的活動中心原本位在「大義紫微宮」對面，但太過狹小，為了社區

發展，大家動員籌措募款重建活動中心；目前的社區活動中心，是由大

義村居民捐錢買地，然後向鄉公所、宜蘭縣政府、省政府、縣議員江明

勝、陳文昌，省議員盧裕峰、劉守成申請補助，在 2000（民國 89）年

社區活動中心主體才竣工完畢。

之後，各屆理事長向內政部爭取經費，才陸續買了設備、蓋籃球場，

現在社區辦理的活動，大部分都在這裡舉行，活動中心已成為居民的生

活重心。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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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大帝紫微宮

【忌】

農曆十月二十三日
納采 移徙 納財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入宅 
修造 動土 竪柱 起基 定磉 造廟 安香 出火 
修飾垣墻 平治道塗 會親友 出行 開池 開厠

開倉 蓋屋 造橋 祭祀

本宮始建於日治時代，蘭陽地區風災頻繁，叭哩沙喃（三星鄉舊地名）亦
不例外。庶民飽受洪水侵襲，低水仔（本村舊地名）地帶也難逃災厄，堤防
建設未臻完善，洪水來勢洶湧，生命財產朝夕不保，庶民不約而同跪地吶喊
三官大帝降臨庇佑，果然神威顯靈，洪水至此分流散開。嗣後，每逢慶典臨
時搭建簡陋茅屋乙間，位於義廓路口共同雕塑神灶安香奉祀，並組合頭家爐
主輪值膜拜，數十年風調雨順。

1948 年適逢三官大帝聖誕，舉辦過金火儀式，三官大帝晉座神轎發威，起
駕直奔太平山森林鐵路六號分道邊（現址本宮文化活動中心），降旨奠定建
廟基地，熱心庶民出錢出力，翌年，新廟完工，主祀三官大帝命名紫微宮，
正式誕生。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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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紫微宮廟慶

星期六【忌】

農曆十月二十四日
訂盟 納采 納財 開市 立券 祭祀 祈福 移徙 
入宅 出行 蓋屋 起基 修造 動土 竪柱 上梁 
安門 安香 出火 教牛馬 會親友 破土

嫁娶 安葬 掘井 置產 造船

每年農曆元月十五日是紫微宮廟慶，慶祝天官大帝「堯」的生日。以

前村內很久才會舉辦一次繞境活動，但前些年，村內長者發現參與廟宇

活動的年輕人越來越少，於是大義村紫微宮管理委員會提議並經過信徒

大會通過，組織年輕人成立神將隊，廟慶前一天先在村內舉辦繞境活動，

為地方驅魔避邪。繞境時候，廟內的神明和大神尪（神將）會挨家挨戶

巡邏，家家戶戶準備祭品，隊伍經過的時候，要燒金紙、放鞭炮慶祝神

明到來，有時大神尪還會到各家裡走一圈，為這個地方招財進福。廟慶

當天，會有頌經團念經、過金火、舞台戲，熱鬧滾滾。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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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義湧泉

【忌】

農曆十月二十五日
嫁娶 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塑繪 開光 移徙 
安床 伐木 作梁 捕捉 畋獵 結網 求醫 治病 
解除 安葬 除服 成服 移柩 入殮 立碑 謝土

開市 造廟 動土 破土

大義湧泉座落於三星鄉大義路 92-5 號，面積 0.5 公頃，湧泉水池重

劃前是湧泉河床鴨寮，重劃後該湧泉可灌溉十多公頃水田。目前是陳赤

牛及陳美冬夫婦居所，亦是水上人家，湧泉水池有涼亭一座，池內有豔

麗的荷花、多種魚類如鰻魚、蝦子、鯉魚、鯽魚等，另外還有一群蛋鴨、

一條鴨母船，景致優美。水質清澈，冬暖夏涼，經常有垂釣者前來，是

休閒垂釣的好場所。水池原味、粗獷，湧泉周邊若能栽植一些花草樹木，

將使環境更加優美，盼有關單位能協助規劃，讓大義湧泉美上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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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乙未年 肖羊

安農溪河岸

【忌】

農曆十月二十六日
祭祀 解除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大雪

安農溪原叫電火溪，經由蘭陽發電廠排放，可以灌溉整個三星鄉的

農田。1985（民國 74）年整治，安農溪煥然一新又安全，1988（民國

77）年設置分洪堰成為觀光區，1996（民國 85）年設置景觀橋及北岸綠

美化、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從水源橋至安農溪分洪堰風景區全程 8公里，是田園景觀最

佳窗口。在安農溪騎乘單車沿著溪邊瞭望遠方，涼風吹來舒適又輕鬆，

讓疲憊的身軀得以抒解。清澈的河川，沿路綠意盎然，樹林、河川、田

野、白鷺絲，直到分洪堰公園，公園介於大洲與冬山鄉柯林村處，可說

是最佳生態景點，有稀奇的鳥類、溪蝦、植物，甲魚、螢火蟲等，是最

佳學術研究場所。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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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乙未年 肖羊

三星蔥洗蔥池

星期二【忌】

農曆十月二十七日
破屋 壞垣 祭祀 沐浴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三星蔥品質堪稱世界第一。種蔥經驗老到的陳東山回想起這20幾年，

為了洗蔥才建了這間洗蔥池，每天不管颳風下雨，都要泡在水裡洗蔥，

為的就是給大眾最新鮮、自然的三星蔥。種蔥一定得執行輪耕制度，種

過 3 年水稻的土地，才可以再種一批蔥，所以只能一直跟別人承租土地

種植。三星蔥非常脆弱，過熱、過冷、雨水太多、太少、酸雨都會影響

到蔥的品質。目前陳東山的蔥都交給三星農會拍賣，品質堪稱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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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義紫微宮頌經團

【忌】

農曆十月二十八日
安床 祭祀 祈福 求嗣 冠笄 伐木 架馬 動土 
開池 開厠 結網 入殮 除服 成服

安門 栽種 作灶 治病

1992（民國 81）年，紫微宮主任委員召集村民參加頌經團，起初有

30 多位成員，老師是宜蘭道教會林燕麗，有感成員慢慢減少至 14 位，

以及部分成員年事已高，故 2014（民國 103）年再召 6 位成員加入。廟

內初一、十五、慶典，無論颳風、下雨、颱風，誦經團無一缺席，早上

五點半開始、中午、晚上共三場，無論是友宮邀請讚經，或每年兩次的

道教會聯誼會，還有宜蘭各廟宇誦經團聚會，他們也不會錯過，因為誦

經團，大義紫微宮更加香火鼎盛。

星期三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12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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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義互助隊

【忌】

農曆十月二十九日
解除 掃舍 餘事勿取

諸事不宜

大義互助隊有一項特色工作就是「抬棺」，這得提到當初為什麼要成

立互助隊，因為隊長有一天參加友人喪事，發現別村都有相互合作幫忙

的組織，認為非常好，回來就與理事長商量成立互助隊，主要工作就是

幫忙喜、喪事與救火等等。常說遠親不如近鄰，互助隊就是最好的例子，

前幾年村內發生一場大火，互助隊立刻前往協助救援，若是沒有他們，

房屋可能燒到連電風扇都沒有了。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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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志工

【忌】

農曆十一月初一
祭祀 開光 理髮 整手足甲 安床 作灶 掃舍 
教牛馬

伐木 納畜 破土 安葬 開生墳 嫁娶 開市 動
土 交易 作梁

鄉下地方的年輕人大多離家出外工作，村內的工作沒有年輕人可以幫

忙，所以村民就以互助隊為基礎，招攬還留在村內種田或工作的年輕人。

為了吸引年輕人加入，故成立文化志工，男對外，女對內，平常服務時

就穿制服。文化志工隊平時由各具特色的神轎、陣頭、西樂、三太子、

經生表演等多組練習，平日嚴謹訓練，只要是社區辦理的任何活動，均

全力以赴，認真表演，弘揚傳統文化。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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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志工

星期六【忌】

農曆十一月初二
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拆卸 修造 動土 上梁 
安床 置產 栽種 破土

嫁娶 進人口 安葬 出行 赴任 入宅 移徙 入
殮 開渠

大義村直到 2011 年才成立環保志工，是三星鄉最後才組織起來的第

13 隊。當時覺得維護社區環境，應當讓自己人來做才對，於是一些熱心

村民自動組織志工隊，自己的社區自己打掃。以前陳定南紀念館周圍就

是志工隊的打掃範圍，但現在由鄉公所清潔隊接手，於是志工隊就負責

大義村安農溪沿岸的環境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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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義家政班

【忌】

農曆十一月初三
沐浴 冠笄 補垣 塞穴 裁衣 修造 作梁 開柱
眼 安碓磑 築堤 開厠 斷蟻

移徙 入宅 嫁娶 祈福 開光 掘井

三星鄉農會希望各村都能成立家政班，參與鄉內事物，無論是銀柳

節、蔥蒜節、米香節，都會讓各村家政班擺攤，利用在地的東西分享給

參與活動的觀光客。大義家政班很合作、不計較，每次都動員很多人參

加活動，生意非常好，常常都是第一名。另外社區有活動的時候，家政

班也會幫忙提供餐點，非常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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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義老村長 - 陳桂白柑仔店

【忌】

農曆十一月初四
交易 進人口 祭祀 沐浴 捕捉 入殮 除服 成
服 安葬 謝土 啟鑽 修墳

齋醮 入宅 修造 動土 破土

陳桂白當過大義村兩屆村長，這間柑仔店是他們陳氏家族共同開業

的，之後交給他和他老婆經營，老村長說房子是自己建的，當初還找公

家機關的建築技師，請教怎樣蓋房子比較穩固，所以這間柑仔店，到現

在都沒有屋頂漏水的問題。這間柑仔店什麼都有賣，菸、酒，還有農藥，

以前賣農藥是不用牌照的，但等到需要考證照後就不賣了，之後賣農藥

就轉給兒子去考照和經營。現在他老婆過世了，菸酒牌照也取消了，老

村長也沒辦法再經營下去，這間柑仔店也沒有再營運了。

星期一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12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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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乙未年 肖羊

余玉女醬油

星期二【忌】

農曆十一月初五
嫁娶 納采 訂盟 造車器 祭祀 祈福 造廟 安香 
出火 出行 歸寧 入學 入宅 交易 立券 求醫 治
病 修造 動土 竪柱 上梁 蓋屋 起基 安門

齋醮 伐木 作梁 安葬 行喪

玉女說，為什麼會想釀製古早味醬油，完全是因為先生的一句話：「為什
麼現在醬油沒有豆香？」

食安風暴前，她早就意識到外面醬油幾乎是化學成分，真心想嘗試時，開
始請教婆婆及社區長輩，從如何選豆、曬豆起，邊做邊問，豆子發霉就要重
新再來，有時整晚都不能入眠，得注意灶頭上的火候，不能燒焦。舌尖上的
記憶蘊含純樸的人情，讓人無法忘懷甚而更加想念。農業社會家家戶戶的自
釀醬油，鹹淡看人口味，風格各有不同。科技進步後使用化工原料製作醬油，
讓民眾身體吃了有害，得不償失。儘管純釀醬油製作並不簡單，但手工製作
是莊稼人一份美好又健康的心意，歡迎大家一起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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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16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合義商店 ( 超市 )

【忌】

農曆十一月初六
納采 訂盟 開市 交易 立券 出行 會親友 安
機械 竪柱 上梁 平治道塗 伐木 拆卸 蓋屋 
起基 安床 安門 解除 安葬 啟鑽 除服 成服 
修墳 立碑 移柩 入殮

嫁娶 動土 破土 祈福 出火 入宅

座落於宜蘭縣三星鄉上將路三段 559 號，合義商店柑仔店由陳俊昌所

經營，至於紫微宮旁的雜貨店前後轉手多人，順便一提，由原先坐南朝

北，面向鐵路，以黃仁貴為先開設，後轉手葉梓祿再轉給陳阿炎後來陳

阿炎遷離本地就此停業。

  約於早年前，由郭添丁再以坐西朝東而向舊廟重新開設，後又轉手

給一位外來退伍軍人，再轉手給現會游仁煌先生之岳父，再轉手給陳添

祺，由陳添祺為擴大營業，重新在造起樓，並將原向改圍坐北朝南面向

公路，後來陳添祺有感於地處偏僻，實非雜貨店業生意之理想環境，已

於數年前遷往上將路 3段 559 號現址繼續營業。

星期三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12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17
歲次乙未年 肖羊

李豐作的風境園

【忌】

農曆十一月初七
祭祀 平治道塗 除服 成服 安葬 餘事勿取

嫁娶 入宅 納采 訂盟 掘井

李豐作原居住在台北，因嚮往大自然生活，退休就一直想尋得適合種

植的農地，半年後買到一塊野草叢生、滿地荒蕪的農地，經一年多的整

理，才成為溫馨的家，名為風境園。園區有自行車道、堆沙、戲水池塘、

攀爬繩索、籃球架、鞦韆等設施，另有各種有機蔬菜、水果，如桑椹、

龍眼、枇杷、樹葡萄、柑橘、檸檬、香蕉等。庭園有 20 多棵桂花長長

一排，棵棵落雨松間還有一棵大茄苳樹，樹下放有一組石桌椅，可飲茶

乘涼；還有日本紅楓、加拿大黃楓，中間挖有魚池，池旁有扁柏、楊柳、

巨石等；另處還設有烤肉區，可供村民朋友作為休閒聚會場所。

星期四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12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18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姊麵店

【忌】

農曆十一月初八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開光 安香 出火 出行 
會親友 安機械 修造 動土 竪柱 上梁 蓋屋 
起基 定磉 安床 安門 拆卸 移徙 造橋 造船 
安葬 破土 入殮
開市 造廟 置產 掘井

麵店位於上將路 3段，由大姊黃麗花及丈夫呂添祺兩人所經營，黃麗

花從小跟著爸爸做小吃及賣蚵仔麵線，母親則專做釀酒，拉拔孩子長大。

後來因孩子都長大，各有自己的工作，於是回來定居跟先生研發符合當

地口味的小吃，黃麗花做人豪爽，夫妻好客，生意興隆。

星期五



【宜】

12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19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洲馬場

星期六【忌】

農曆十一月初九
嫁娶 冠笄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進人口 
會親友 伐木 作梁 開柱眼 安床 掘井 捕捉 
畋獵

開生墳 破土 行喪 安葬

馬場位於大義路 22-2 號（陳定南紀念館園區後方兩百公尺），面積

3000 多坪，現住有 17 匹駿馬，跑馬場是供遊客學習駕馭馬匹的空間；

此外，還有一片綠野草地作為馬匹的放牧空間。

在馬場可以體驗餵馬，餵食心愛的馬匹是一大幸福與快樂，可以觀察

心愛的馬兒吃東西的表情與動作，會發現牠們是多麼的可愛與討喜。馬

場最重要的體驗就是騎馬，這裡提供大馬及迷你馬的騎乘，大人與小朋

友都可以體驗，享受駕馭馬匹的快感，體驗在馬背上的感覺，更可拍下

馬上英姿。



【宜】

12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20
星期日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益得食品

【忌】

農曆十一月初十
破屋 壞垣 治病 餘事勿取

移徙 入宅

益得食品現址就是老闆張茂圳從小長大的老家，「益得」名字的由來，
「益」代表是好的產品，「得」則是希望大家都能得到好東西、吃到好東西。
張茂圳踏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麵包店當學徒，1997 年，在一次因緣際
會下自行創業，公司的第一份產品是玉米濃湯上面的那一片螺旋酥皮，早期
酥皮是鹹的、四方的，沒什麼特色，於是他靈機一動，將酥皮做成是有層次
的，最上層是螺旋狀的，視覺和口感上都做了相當大的改變，當時西餐廳和
牛排館推出螺旋酥皮後，颳起了一陣很大的旋風，很多客人都是為了吃那一
塊螺旋酥皮而來。後來他又研發可放冷凍的慕斯蛋糕，退冰後口感一樣很綿
密，解決了業者蛋糕只能放三天就必須丟棄的問題。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12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21
歲次乙未年 肖羊

百孚食品

【忌】

農曆十一月十一日
安床 架馬 祭祀 塑繪 開光 出行 理髮 伐木 
作梁 開柱眼 開厠 畋獵 破土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啟鑽 修墳 立碑

作灶 安門 造橋 開市 安葬

百孚食品源自 1960 年代台北市中華商場仁棟，正宗北方點心糸列，

當年西門町的中華商場，有一千多家販賣各種滿足人類欲望的攤商店

面，也包含了大江南北各省各地佳餚，吸引了許許多多人流連忘返，留

下了許多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的故事與回憶。 

百孚的歷史也曾是台北人的共同回憶。如今百孚重新再出發，以最新

鮮、衛生、最優良的產品，提供給廣大的消費者。目前初期以蔥油餅為

主力產品，未來將致力於發展各式各式精緻、物超所值的美食、伴手禮、

烘焙點心，以滿足每位饕客的嘴。

星期一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12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22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剃頭店朱寶貴

星期二【忌】

農曆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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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梁 動土 安床 破土 栽種 造橋

冬至

朱寶貴是村長太太，國中畢業時，由於當時衣服都需要裁剪訂做，因

此母親鼓勵她至姑姑處學習裁縫。由於親姑姑非常嚴厲，做了一年多便

不想再去，母親勸說、威脅均無所動，只好放棄。當時家裡一直從事男

士理髮事業（以前的人不希望自家孩子學剃頭），母親因此很無奈讓她

學習剃頭。從 18 歲至今，雖然未達成母親最初的願望，卻陰錯陽差回

到自家本行，何況隨年長結婚生子，理髮事業可以讓她在家照顧小孩又

可兼顧事業，一舉數得。時代變遷，目前此行業漸漸凋零，只有老客戶

願意上門，雖然明知傳統產業需要傳承，但對目前現況也莫可奈何，想

想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吧！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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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23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傑出農民陳蒼火

【忌】

農曆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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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插秧要靠人力，鄉下農夫們都會相互換工幫忙播種，一甲地需要

10 個人才能在一天之內做完。陳蒼火為解決這個問題，花費數年時間研

發出「點播式水稻直播機」，一個人一台機器，就可以一天獨自插完 7

分大的土地，大大地改善了農村人力不足的問題。陳蒼火，1923 年出生

於宜蘭大義村，自大洲國小畢業後就一直學習稻作育種技術，出社會後

也從事育種工作，常常自費研究水稻育種，期間研究出蘭陽特選一號和

二號，研發出「點播式水稻直播機」，傑出的成就讓他獲選第二屆十大

傑出農民之一，真是了不起的農家子弟。

星期三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12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24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大義共同農場

【忌】

農曆十一月十四日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求嗣 塑繪 解除 拆卸 
修造 動土 竪柱 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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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鄰的鄰長李棟明說，共同農場的土地是他的父親李溪泉提供的，

以前很多地方都有類似這樣的共同農場，大義村的村民看到隔壁村有這

樣的組織，於是在 1979 年，主要由陳平昌、陳清江、陳蒼火、陳桂白、

林圍爐、李溪泉等人創建了共同農場，主要工作是推動大義農村作業，

統一購買肥料農藥降低成本，內有育種中心，還有作農的機器維修站，

村民需要幫忙時，會員也會收取工資，幫忙村民耕作，之後因為時勢變

遷，村民慢慢的不需要共同農場的幫忙了，所以就解散了。

星期四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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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25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張淑雯的三星蔥

【忌】

農曆十一月十五日
入宅 移徙 出行 進人口 修造 動土 起基 上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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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淑雯 21 歲就生下第一個小孩，到現在已有 3 個孩子，最大的都已

經 17 歲了。當時選擇在烈日下種蔥，實在出乎大家的意料，但她覺得

既然都住在鄉下，應當找農會扶植的明星產業才是最有前景的，丈夫和

婆家的人都很支持她，丈夫目前還在作鐵工，田裡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她

一個人在做，需要做粗活的工作時，丈夫就會幫忙支援，婆婆和小孩也

會幫忙。十多年來也遇過許多風風雨雨，回想損失最慘重的一次，是在

連續下好幾天的雨後，所有農產都爛掉不能賣。她對自己的三星蔥很自

豪，並說三星農對藥殘有嚴格規定，只要驗出有藥殘，就會被撤銷吉園

圃標章，所以就算知道明天會有颱風，但藥殘期還沒過，也得咬緊牙根，

不能提早收割。

星期五



【宜】

12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26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阿妹回鄉的兒子

星期六【忌】

農曆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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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麗紅在村裡大家都叫她阿妹，她有 5 個小孩，3 女 2 男，5 個小孩

從小就跟著父母親在外面農作，他們是跟別人租農地種稻米，由於阿妹

的丈夫身體較不好，所以有時得要自己開著機器工作，許多人都說阿妹

很厲害，會開農耕機。最近阿妹的丈夫過世了，她的大兒子（賴煜智）

接下家庭的重擔，她的大兒子師範畢業，但因為不喜歡當老師，畢業後

去當職業軍人，但接下家業後，他覺得現在做新農民也很好。



【宜】

12 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27
星期日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歲次乙未年 肖羊

中秋晚會

【忌】

農曆十一月十七日
訂盟 納采 造車器 祭祀 祈福 出行 安香 修造 
動土 上梁 開市 交易 立券 移徙 入宅 會親友 
安機械 栽種 納畜 蓋屋 起基 安床 造畜稠

破土 安葬 行喪 開生墳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是全家團圓、社區團圓的好日子。中秋聯歡晚會結

合社區居民一起同歡，利用相聚的時刻，讓大家認識並互相交流，讓居

民融入社區，日後彼此幫助，落實協會宗旨。文化志工會準備餐點、烤

肉器具和卡拉 OK 的設備，讓村民邊烤肉邊聊天，喜歡唱歌的人可以暢

快高歌一曲。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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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28
歲次乙未年 肖羊

黃玟嬙的璞居民宿

【忌】

農曆十一月十八日
訂盟 納采 會親友 安機械 開光 修造 動土 
竪柱 上梁 蓋屋 起基 造橋 栽種 納畜 造
畜稠 移柩 入殮 啟鑽 修墳 立碑 安葬

祈福 出火 嫁娶 入宅 開市 動土 破土

家鄉水資源豐沛，無水庫都不缺水，在超級強颱經常造訪的宜蘭蓋個

穩固的建物是宜蘭人的必需品。1999 年 ( 民國 88) 年規畫建築物的構圖

有感於地球只有一個，必須重視生態環境，節約能源的家必須採光好、

通風佳，圍牆是綠籬笆這樣的理想國度，就在祖先留下的農田角落裡種

下了屬於自己窩的家。當年 921 地震，震動每條敏感神經，二樓建物鋼

筋如免費式的加，用了五樓建物鋼筋，只是想預防那大自然的威力。

2008 年 ( 民國 97) 年政府開放農舍申請民宿，在朋友的鼓催下，成就今

天的璞居來過璞居的客人說璞居豪華不足，樸實有餘，還會好奇問房子

有幾年了。

星期一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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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 年∣ 2015

【宜】

29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吉祥商號碾米廠

星期二【忌】

農曆十一月十九日
祭祀 平治道塗 修墳 除服 成服 餘事勿取

移徙 入宅 嫁娶 掘井 安葬

以前大義村只有 3間碾米廠，現在卻只剩下吉祥商號還在運作。吉祥

商號的前老闆游錦長說，在還沒賣給哥哥游錦維之前，主要是他在經營，

農民稻米收割時，他一天能收購 5 萬斤最好的稻米，碾米後，再批發到

台北或桃園販售，因為米質優良，生意非常好，直到宜蘭慢慢地從兩期

作改成一期作，為保護環境禁止燃燒粗糠，以及農會擴大業務範圍開始

收購稻米等現象發生，造成碾米廠難以經營，所以他只好將經營權轉讓

給哥哥，做代工的工作，一直到現在。



︱宜蘭縣三星鄉︱ 大義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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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30
歲次乙未年 肖羊

快樂釣魚場

【忌】

農曆十一月二十日
嫁娶 冠笄 祭祀 祈福 求嗣 雕刻 開光 安香 
出行 入學 修造 動土 竪柱 上梁 蓋屋 起基 
安門 出火 移徙 入宅 掘井 造畜稠 安葬 破
土 除服 成服
開市 納采 訂盟 作灶 造廟 造船 經絡

釣魚場老闆謝明霖其實是南山人壽的業務員，因為本身喜歡釣魚，加

上年紀漸漸大了，於是開始經營釣魚場。快樂釣魚場就位在大義村安農

溪沿岸，因為大義村有天然的湧泉，水質乾淨，這裡養殖的魚類都沒有

土質味，加上老闆都會從花蓮買進最好的魚，所以北部愛釣魚的人士常

常慕名而來。每個月的第二個和第四個禮拜都有舉辦釣魚比賽，不僅吸

引附近釣客前來，甚至還有遠從新竹而來的隊伍。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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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31
歲次乙未年 肖羊

中元普渡

【忌】

農曆十一月二十一日
嫁娶 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安香 
出火 修造 起基 蓋屋 合脊 安門 安碓磑 動
土 上梁 移徙 入宅

出行 掘井 破土 行喪 安葬

每年農曆 7 月 15 日，大義村主廟紫微宮都會舉辦集體普渡，爐主會

殺豬祭拜好兄弟，為了方便村民準備祭品，宮裡都會請熱心人士幫忙統

計欲參加的人數，參與的村民只要時間到了，直接去現場祭拜好兄弟就

行了。大義誦經團會念經超渡好兄弟，文化志工們準備餐點給現場協助

人員，也會幫忙燒紙錢、放鞭炮。誦經團會在儀式中丟饅頭、餅乾、糖

果、餅乾給好兄弟，現場許多小朋友都會過來搶，結束後，村民拿走自

己訂的祭品，志工幫忙分切豬肉給村民，收拾現場。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