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淵在哪裡 ?】

一個不靠山不近市的小鄉村。

村長伯說：冬山河將武淵切成二半，高速公路再把它切成四半，

變成了四分五裂，對，這就是武淵。

位在冬山河的中游，每每颱風一靠近，富農橋上必定排滿 SNG直播車，

等著拍咱們武淵村的淹水奇景，也只有這時候武淵村才會是炙手可熱的。

「不山不市」的武淵村民，靠的是水田農作物養家糊口，

但因為宜蘭國際童玩節的開辦，造就另番經濟奇蹟，農田裡紛紛種起了一幢一幢的民宿，

又因地理位置適宜，幾年前多了個名為水資中心污水廠的居民，

但仍不減她的美麗，更增添許多迷人風情。

Mar 20163月 武淵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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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

March

冬山河未開闢河道時，武淵村及三堵村皆為不到250戶的小村落，
規模未達列為村的標準，冬山鄉公所於 1977 年間將武淵村、三堵村
及群英村的四個鄰合併為現在的武淵村，並於次年住址重新整編。
武淵一詞源自於噶瑪蘭族譯音，為高地之意，因當時武淵及三堵

地區多為地勢低窪的水域或沼澤區，噶瑪蘭族於當地部落定居處為地
勢較高處，臺海使槎錄之番俗六考（1722 年）稱為「貓勞府偃」，
續修臺灣府志（1763年）稱為「毛老甫淵」，噶瑪蘭廳志（1852年）
稱「瑪荖武煙」，即為武淵之由來。

【武淵村的由來】

農曆一月廿三

宜

忌

祈福、求嗣、齋醮、納采、嫁娶、伐木、
修造、動土、移徙、入宅、安機、開市、
除服、成服、安葬、破土、謝土

置產、蓋屋、合脊、開光、探病、安門、
作灶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2
星期三

March

武淵村經冬山河及國 5高速公路之穿越，將地區分割成四分五裂，但由
於冬山河與高速公路跨河拱橋之相映成趣，形成獨一無二之景觀現象。
其一景觀橋：由冬山河左岸於富農橋下游之砂港一號橋，遠眺高速公路

跨河拱橋、紅色之利澤簡橋及嘉冬橋，呈現一種獨特景象–水上「橋中有
橋」、「橋下有橋」，冬山河上之高速公路跨河拱橋中有紅色利澤簡橋，
而利澤簡橋下有嘉冬橋，眼見構成三橋一體相映於冬山河之上。冬山河靜
靜的流，微風輕吹，河水倒映橋的影像，構成一幅綺麗的美景。
其二景觀橋：武淵村境內之高速公路跨河拱橋 ( 含貓里武淵橋 )，為宜

蘭縣境內最大跨距的拱橋，全長 375 公尺，主跨 187 公尺，採三孔拱形
橋身設計，橫越冬山河碧綠河面，具有懷古
風格，外觀用造型模板及曲面營造出線
條和陰影，以美化墩柱與拱體，每
當夜晚橋體在五彩燈光烘托下，
呈現宛如彩虹般美景，增添冬
山河風景區秀麗的景緻，為宜
蘭境內、武淵地區重要之景觀
橋與新地標。

【景觀橋】

農曆一月廿四

宜

忌

入學、習藝、出行、納采、訂盟、嫁娶、
會友、認養、牧養、捕捉、安葬、啟鑽

開光、開市、入宅、動土、蓋屋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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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March

「⋯⋯最熱鬧時，曾經同時有 3家柑仔店、2家理髮店、2家碾米
廠還有西藥房、撞球間、自行車店、火練號打榖機、瓦斯行，最特別
的是還有一間公共澡堂⋯⋯」耆老們如數家珍般的說著。一個人口最
多時期 1500 人不到的小村莊，竟能有這麼條熱鬧的街道出現，也算
是一奇。
長久以來，這條街一直是村民們重要的生活空間。從北端的武淵

國小到南端的土地公廟，中間就是一家接著一家的老店，一條不到
200 公尺長卻什麼都有、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的「武淵街仔」。

【武淵街仔】

農曆一月廿五

宜 祭祀、沐浴、求醫、掃舍、破屋、壞垣、
解除

★日值【月破大耗】最為不吉之凶神，除：破屋壞垣、
求醫治病外，宜事少取！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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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March

武淵地區具有獨特之地質結構，地層底下蘊藏豐富天然氣體，這
種氣體化合物無色、無味、無毒、無煙且無刺激性，並可點火燃燒，
因此武淵社區居民為使用這種天然氣體必須先鑽鑿，再製槽儲存天然
氣，並配管導引後，始能點燃利用。目前社區居民已鑽鑿十多口天然
氣井，使用於廚房、烘乾衣服及沐浴熱水爐槽等用途。經鑽鑿後之湧
出之地下水則可用來洗衣、洗澡、洗菜，水質清澈滑潤，如為泡浴，
頗有滑嫩肌膚美容作用。
武淵之水火同源具有天然氣體及水共生特色，於地底下同時湧出，

經點燃就形成「水上有火、火下有水」
水火同源、水火相容之天然景
觀。

【水火同源】

農曆一月廿六

宜

忌

祭祀、冠笄、嫁娶、拆卸、修造、動土、
起基、上樑、蓋屋、入宅、開市、開池、
塞穴、除服、成服、安葬、破土

安床、栽種、作灶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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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March

武淵的天然氣名聞遐邇，用它來當燃料不易燒黑鍋子，而且碳排
量非常少，是個很環保的能源。但是它儲存不易，不斷湧出的天然氣
很快就填滿集氣筒，若無使用，就會不受限制的自然溢出，相當可惜。
因此，村民們閒暇時偶爾會相揪三五好友，圍著特製的爐具，引

導取之不竭的天然氣烤起了桶子雞，由於火源穩定又乾淨，烤出來的
雞都有職業般水準，只有香味沒有焦味，忠實呈現雞肉最自然的味
道。這時，再搭配幾杯清涼的啤酒、聊聊時事、閒話家常或是幾則笑
話，就能愉快悠閒的渡過午後時光。

【桶子雞】

農曆一月廿七 驚蟄

宜

忌

嫁娶、祭祀、出行、冠笄、立券、交易、
認養、開市、移徙、修造、動土、安床、
破土

開光、作灶、齋醮、安葬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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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March

大清早，天還未亮，環保志工們就已集結，準備開始今天的掃街活動。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夥兒穿上反光背心，手執掃除用具，盡心盡力地
為維護社區環境清潔打拚。從清掃落葉、到種植花草、美化環境，武淵社
區街道旁，時時可見他們熱心服務的身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們無
願無悔的付出，不求回報，不求讚揚，只是默默的為社區環境，奉獻出他
們的一份心力。武淵社區的環保志工隊，是由社區發展協會號召熱愛鄉里
的志工們所組成的，希望能將這份愛護鄉里的心力，一直一直傳承下去。
環保志工隊成立之後，積極地參與環保志工教育訓練，希望能夠學到更

多的專業智能，為社區提供更好的服務。所以，除了固定的掃街活動之外，
大家也集思廣益，腦力激盪出許多美化社區的好主意，像是：申請與募集
經費、在路旁擺設盆栽、種植仙丹花，希
望讓這樣的美麗風景，成為社區的特
色之一。此外，他們也整理社區的
空地，先拔除雜草、去除髒亂，
再重新規劃、設計、佈置與安
排。藉著認真照顧社區的每一
個角落，讓社區處處皆風景，
時時好風光。

【愛護社區的環保志工隊】

農曆一月廿八

宜

忌

開市、立券、交易、掛匾、祭祀、祈福、
開光、入宅、移徙、安床、拆卸、動土、
上樑、認養

嫁娶、架馬、作樑、理髮、牧養、安葬、
納畜、伐木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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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推廣教育班由社區婦女組成，經常團聚學習各種才藝與技能，
包括手工藝品、插花、米食DIY、舞蹈及編織等學習，讓社區婦女藉
此達到終身學習、增進新知與提昇技能，以適應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除此之外，家政推廣教育班也經常配合社區發展協會推動各項事宜，
積極參與綠美化工作及協助活動辦理，活化社區婦女人力運用，使人
人都能為社區貢獻一己之力。

【充滿活力的武淵家政班】

農曆一月廿九

宜

忌

理髮、冠笄、嫁娶、認養

置產、伐木、納畜、畜稠、安葬、破土、
作樑、作灶、生墳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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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March

「武淵」位處冬山河中游的一個小村落，村民世代務農居多，早
期因地勢低窪深受水患之苦，一遇大雨村民進出要坐「鴨母船」，因
此練就一副划船好身手，1975年冬山河重新整治後村民始遠離水患，
村民男、女分別組隊參加龍舟比賽，選手傳承目前至第三代，武淵龍
舟隊屢屢在冬山鄉取得好成績，受村民鼓勵參加宜蘭縣龍舟比賽已取
得多次冠軍，今年更是榮獲三連霸殊榮，在地青年充分展現農村居民
堅強的毅力與企圖心，為社區父老爭光。

【武淵龍舟隊】

農曆一月三十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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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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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March

武淵福蘭社：成立於日治時期，屬於北管
武淵金蘭團：成立於 1950 年代，屬於唱歌仔戲曲調
武淵振興團：成立於 1970 年代，屬於唱歌仔戲曲調
這三個由傳統樂器所組成的社團，皆是村民農閒時為休閒娛樂所

組成的社團。大年初一，各社團均於村民信仰中心振興廟演奏募款，
讓來廟裡參拜的村民自由樂捐，作為社團經費來源。當年在社團週年
慶時，便利用辦桌方式感謝參與贊助之村民。除了前述的社團外，在
1980 年代開始，村裡也陸續成立武淵西樂隊
以及武淵大鑼鼓隊，更添社區光彩。

【庄頭的傳統社團】

農曆二月初一

宜

忌

安床、伐木、拆卸、修造、動土、上樑、
立券、交易、栽種、納畜、牧養、安葬

嫁娶、祭祀、開光、出行、出火、移徙、
入宅、安門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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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March

本廟建立於清代年間，當時僅以石板砌成約 1坪半的小廟，供奉
石雕刻的土地公神尊，以護黎民。1880 年間為敦親睦鄰凝聚力量，
結合地方人士，擴建為木構造建築，武淵國小第一屆開學典禮便是在
廟內舉行。1934 年居民募款再次擴建並命名為福德祠，成為武淵、
埤頭、武罕、月眉等四庄頭之唯一信仰支柱。
1955 年秋冬時分，在某天降暴雨之日、水流湍急之際，有村民發

現不知從何漂流來一尊木製哪吒太子神尊卡在廟前水圳橋墩邊，於是
將撈起供奉在本廟安座迄今。因遭受波蜜拉颱風吹襲造成嚴重損壞後
改建翹脊屋頂，其後逢宜蘭縣寺廟總
檢查，經地方士紳命名並登記為
振興廟。

【振興廟】

農曆二月初二

宜

忌

祭祀、求嗣、齋醮、嫁娶、冠笄、出行、
開市、交易、會友、馴畜、除服、成服、
啟鑽、安葬

祈福、動土、移徙、入宅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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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March

清朝年間，部份先民落居三堵，開渠引水逐荒為田，荒漠之地瘴
氣漫延時常有災疫，為求安居以木板雕為福德正神、三官大帝膜拜，
祈求庇佑，神威顯靈護鄉佑民瘴氣漸除。爾後再石雕土地公、婆各一
尊，三官大帝以香爐尊奉。頭堵、二堵、尾堵，簡稱三堵，就以福德
正神、三官大帝為共同信仰保護神。冬山河舊河道下游地勢低窪，收
成短缺，居民生活困苦，是冬山鄉唯一無廟之村落，每年以擲筊選定
爐主迎回奉拜，並於秋後冬至前擇日舉辦修陳三獻禮祭，以謝神恩，
祈求合境平安。1975 年間開闢冬山河新河道，三堵地區受益良多，
排水順暢，糧食種植年年豐收，生活
改善。2007年應地方耆老提議，
新建廟宇奉祀祭拜信仰主神，
是目前福德廟。

【福德廟】

農曆二月初三

宜 塞穴、解除、捕捉、畋獵、結網

★日值【受死】凶神，吉少凶多，除：畋獵、捕捉、
及喪葬事宜外，吉事勿取！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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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March

村裡的民眾信仰多元，除了現有廟宇供奉眾神外，還有由部分村
民組成的神明會，供奉的神明由會員輪流請回家裡供奉。神明是由一
個會員家裡移駕到另一個會員家裡，大多都是一年換一次，而且沒有
排定順序，下個年度由哪個會員請回家是由神明決定的，所以也就有
了擲筊的儀式，擲最多聖筊的會員就是爐主，獲得請神明回家供奉一
整年的權利，對爐主來說除了可以每日為神明上香、獲得神明的庇佑
之外，也是件非常光榮的事，所以接神回家供奉當天，也要設宴邀請
會員分享喜悅，會員們也藉由這個定期的聚會增進情誼。這種以神為
中心的神明會，在武淵目前有太子爺
會、古公三王會、三山國王會、
土地公會。

【神明會】

農曆二月初四

宜

忌

納財、開市、立券、交易、開光、安床、
上樑、蓋屋、修造、起基

動土、破土、安葬、赴任、出行、嫁娶、
入宅、移徙、謝土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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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March

「振興廟」是武淵人一代傳一代的精神寄託所在地，由於工業及
資訊發達造成傳統廟會祭祀較不受人重視，有鑑於此，在 2003 年成
立「武淵神將會」，目前本會有三尊太子「大神尪」、二頂武轎，每
年在農曆二月二日土地公生日舉行全村繞境祈福，神像、神轎在寬廣
的廟埕表演，已變成家家戶戶每年必定的觀賞行程，大家一起祈求土
地公及眾神明保佑全家平安。

【神將會】

農曆二月初五

宜

忌

祭祀、祈福、嫁娶、冠笄、置產

開倉、出貨、蓋屋、作灶、開市、交易、
立券、栽種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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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廟供奉主神為福德正神，續增供奉三山國王、古公三王、三
太子爺神尊，是武淵社區居民唯一宗教信仰中心，每年有二大慶典活
動，其一是：農曆二月二日辦理迎媽祖儀式遶街祈福，並有臨近社區
宗教社團參與共襄盛會，村民各自準備祭品前往廟前祈求平安，廟前
請歌仔戲團展演，除了以謝神恩之外也娛樂村民；其二是：農曆七月
十五日中元節，爐主於廟前擺設大豬公、拜桌上排列各種牲畜祭品，
敬奉好兄弟以祈求國泰民安，家家戶戶也在家擺設祭品祈福。

【慶典活動】

農曆二月初六

宜

忌

嫁娶、祭祀、開光、祈福、求嗣、出行、
出火、認養、入宅、移徙、安床、拆卸、
修造、安門、掛匾、納財、掃舍

動土、伐木、安葬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星期一



15
星期二

March

蘭陽一隅的花園小學ㄧ武淵國小，右曲冬山河，左倚振興老廟，
傍著水靈，孕育菁英，一所美在學生、家長、校園、活動與師長的小
學。美在學生，一種認真又踏實的質樸感覺；美在家長，志工守候校
門，風雨無阻，不損熱情；美在校園，孟春時節，長廊羽燕，樹下駐
足獨角仙，洋溢生命力；美在活動，有氧、古箏、太鼓和光榮傳統的
跳繩，無不深化內涵；美在師長，福慧兼具，菁師獎、杏壇流芳師鐸
獎，再三嘉勉，即是明證。武淵國小是大多數村民的母校，寧靜的校
園偶爾出現孩子們嘻笑聲，是孩子們的遊樂場，也是大人們兒時共同
回憶的地方。

【武淵國小】

農曆二月初七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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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樑、安床、
蓋屋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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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March

從 1918 年羅東保區長陳純精等人上請設立宜蘭廳羅東公學校武
淵分校，假振興廟一隅菁莪子衿起始，武淵國小至今將近百年歷史。
校門雖幾度翻修、整建，不變的是師長們園丁般教導武淵學子，方造
就今日士農工商，武淵人咸領風潮。從過往的建設巨擘，積極回饋鄉
梓，到跨足大專院校之經營；從房產營造，到領導縣級體育會，推展
體育不遺餘力；從為民喉舌的專業政治社團人員，歷練至縣府一級長
官，仍是一心為民。社區腹地雖不廣，孕育人才卻無數：從經典特色
的食品業、仁心仁術的醫界、享譽文壇的英雌健將、至近年學測滿級
分的武淵後進，同為認真又有心的武
淵人樹立了最佳的註腳。

【武淵百年老校 歷久彌新】

農曆二月初八

宜 破屋、壞垣、求醫

★日值【月破大耗】最為不吉之凶神，除：破屋壞垣、
求醫治病外，宜事少取！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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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March

每年武淵國小校慶活動，都是結合社區舉辦聯合運動會，一樣的
季節，一樣的活動，所有人用同樣的心情籌辦這個慶典。學生家長、
社區民眾舉家扶老攜幼齊聚校園，和學生、教職員工們一起歡度學校
的生日。從全校性的大會操（舞），到班級性的拔河、個人的短跑，
還有社區民眾的趣味競賽，緊湊的活動內容，讓全體與會的親師生與
外賓度過一個健康、快樂又有意義的日子。

【武淵社區村校聯合運動會】

農曆二月初九

宜

忌

納采、交易、立券、安床、安機、安葬、
動土、破土、立碑

嫁娶、開光、作灶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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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March

自 1965 年 9 月武淵國小開辦學生營養午餐，時至今日，學校的
廚房在每一個上課的日子，仍舊開伙，從清洗、烹煮、配膳、再派送
到每個班級，讓武淵師生得以在正午 12時，享用熱騰騰、營養又美
味的一頓午餐。在 21世紀的現在，學生們均衡飲食教育實踐和維護
食品安全的責任成為主要的努力目標。

【學校午餐篇】

農曆二月初十

宜

忌

祭祀、祈福、求嗣、齋醮、沐浴、開光、
理髮、經絡、解除、立碑、栽種、牧養、
掘井、開池

嫁娶、定磉、合木、安葬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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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March

為發揚國粹，推展箏樂，武淵國小於 1994 年創立古箏社運作至
今，持續提供學生優質樂音養成教育。社區發展協會於 2004 年贊助
購置太鼓，讓學生得以接觸另一種結合音樂、節奏與舞蹈的鼓舞運
動。兩種活動在武淵發展致效，參與競賽相繼得獎，接獲對外展演的
邀約不斷，藝穗節、風箏節、鴨香節、龍舟賽事與童玩節等，都是對
武淵師生努力的肯定。

【孩子們的社團發展】

農曆二月十一

宜 納財、交易、立券、栽種、捕捉、結網、
取漁、認養、馴畜、理髮

★日值【四絕四離】為陰陽五行分判之日，除：破
屋壞垣、平治道塗外，宜事少取！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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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March

社區發展協會為落實環保教育向下扎根，特舉辦「吾愛吾村」文
化實查暨環保體驗活動，結合武淵國小師生、教育志工們及武淵社區
環保志工隊，於活動當日以廢棄光碟片、電池兌換贈品，鼓勵社區孩
子們從回收做起，以減少對環境有害物質來愛護我們的家園，其後再
由實地的社區巡禮導覽與解說，到最後的環保體驗活動，讓全體參與
的大人和小孩，更親近認識在地的歷史與人文，對所居住的武淵有更
深刻的情感。

【環保與下一代】

農曆二月十二 春分

宜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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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樑、立碑

開市、交易、合帳、安葬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21
March

長青會的成立是為提供村內老人休閒娛樂活動，並加強老人們情
感交流，相互勉勵及互助互惠，使生活更加溫馨，藉老人們彼此互動，
建立祥和及優質的生活品質，讓社區老人們個個動起來。
自 1994 年創立武淵社區長青會，迄今已達 21 年，目前會員有

260 位。本會每年均舉辦縣外 1天旅遊及 3至 5天旅遊各一趟，每
年節慶舉辦粽葉飄香慶端午、柚香賞月慶中秋、重陽慶祝活動及歲末
聯歡等各項活動。
本會於每單月 15日下午召開例行座談會，便是長青者在一起最快

樂的時候，看看老朋友、老鄰居談笑
風生。

【武淵社區長青會】

農曆二月十三

宜

忌

冠笄、立券、交易、修造、動土、安機、
安葬、破土

嫁娶、祈福、出火、入宅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星期一



22
星期二

March

生命三元素「陽光」「空氣」「水」缺一不可，而其中的水是最
不穩定，因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隨著天氣而變化，不是乾
旱就是豪雨成災，我們武淵地區就是豪雨成災的受害地區，尤其是在
冬山河尚未整治完成以前，淹水更是家常便飯，婚喪喜慶也常常遇到
水災。但是淹水卻是小孩子最快樂的事，因為只要淹水，學校為了學
生的安全，住在淹水地區的學生就必須停課，趕快回家，以免發生危
險，既不用上課又可以玩水，哪個小孩子會不開心。

【水鄉－武淵】

農曆二月十四

宜

忌

祭祀、會友、出行、立券、交易、冠笄、
納財

嫁娶、動土、掘井、起基、定磉、破土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23
星期三

March

冬山河未整治前，本村逢雨必淹，聞水色變。尤在 1967 年解拉
颱風及 1974 年間范迪、貝絲兩個颱風過境，本村低窪地區大水淹過
屋頂，幸有村民陳廷燦先生率其長子，甘冒狂風暴雨奮不顧身划着照
片中這艘船，挨家挨戶將人接到船上送往高處避難，因此得到縣長、
鄉長及村長分別頒發獎狀表揚。而這艘船平常也是他的謀生器具，更
特別的是早期利澤簡（舊冬山河）、梅花湖、羅東南門路（俗稱南門
港）端午節划龍舟也都是用這艘船，所以我們稱呼它為「龍船」。

【善行可範 義舉可風】

農曆二月十五

宜 祭祀、沐浴、解除、掃舍、塞穴、牧養

★日值【受死】凶神，吉少凶多，除：畋獵、捕捉、
及喪葬事宜外，吉事勿取！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24
星期四

March

武淵村ㄧ「番社」的地理位置在武淵國小東南側、高速公路以西
武淵路間的聚落，目前居住有 12 戶，人口數約有 50 人，是早期噶
瑪蘭人的聚落。平埔族人善於水性常在河裡往來捕魚，為適應冬山河
遇雨氾濫成災，他們會選擇較高地區居住，因此「番社」這個區域地
勢就是比較高的位置。小時候讀武淵國小時，學校舉行防空演習也曾
經到「番社」這裡的壕溝做為演習躲藏的地方。

【番社與聚落的故事 】

農曆二月十六

宜

忌

納財、開市、交易、立券、開光、針灸、
會友、理髮、安床、造倉、結網

移徙、入宅、栽種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25
星期五

March

原通往羅東南門之南門港舊河道，在武淵地區有座日治昭和時期
建成的閘門，本活動中心就是建於閘門下游在地人稱為「擋門窟」之
處。1998 年間，地方賢達之士有鑑於村民長期以來沒有適當休閒與
集會場所，遂集結眾人之力，積極協調農田水利會同意其所屬之水利
用地以公告地價讓售，供本村興建活動中心，幾經波折後終獲政府核
准，並於 2000 年 5月開工興建，近千萬之興建費用亦由四處籌措而
來，次年 6月全部完工，啟用至今。其後陸續購置摺疊式桌椅、投影
機、音響設備、健身器材等設備，目前為村民辦理各項活動的重要集
會場所，也是閒暇時聚會聯誼、休閒
健身的好地方。

【社區活動中心】

農曆二月十七

宜

忌

嫁娶、冠笄、會友、安機、納財、交易、
立券、置產

開市、蓋屋、作灶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26
星期六

March

武淵是個鄉間村落，但地靈人傑，先後出了林丙丁及劉石純兩位
議員，關心地方事務，一步一腳印，對地方貢獻卓著。此外，村裡也
不乏專業達人，像是非常會做捏麵人的陳金楨先生，每到中元普渡
時，他的作品經常會出現在很多供桌上，吸引眾人目光；知名作家簡
媜女士，她被喻為「犀利與婉約的當代散文大家」；經常過年時在廟
口幫人免費拍照送家族的張明棟先生，本月份社區日曆美麗的照片大
多來自於他；土生土長回到武淵國小任教回饋母校的陳明志老師等。

【地方名人】

農曆二月十八

宜

忌

嫁娶、納采、訂盟、祭祀、祈福、安機、
移徙、入宅、開市、立券、破土、安葬

納畜、理髮、合木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27
星期日

March

武淵社區景色秀麗，保存許多農村原野風貌以及豐富自然資源。
社區以種植水稻為主要，蔬菜為輔，因此社區中稻田、沼澤區、冬山
河邊經常可見到鳥的蹤影。
在我們童年的回憶裡，黃頭鷺總是棲息在稻田中的牛背上，或亦

步亦趨地追隨在牛隻旁啄食昆蟲。它們在牛背上迎著晨曦、吹拂涼風
的安逸景象，或是在田中東張西望、此起彼落啄食的鮮活畫面，正是
我們社區農村早年常見的田園風光。而今天的黃頭鷺，轉而追隨在現
代農耕機械後，田園農耕景象也成為社區一幅新的農村風貌。

【武淵農村產業風貌－黃頭鷺】

農曆二月十九

宜

忌

祈福、齋醮、出行、移徙、入宅、修造、
動土、破土、安葬

納采、開光、安床、嫁娶、開市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28
March

與其他縣市相比，較不受工業污染的宜蘭鄉間，成了厭倦擁擠都
會生活、期待體驗陶淵明般返璞歸真的人，打造夢想家園的理想地
方，尤其是武淵，緊鄰冬山河畔，不須耗費太多資源，便能營造幸福、
浪漫、悠閒的生活環境，因此在農發條例解禁農地買賣後的 10多年
來，農舍一間接著一間在田裡蓋起來。目前武淵地區約有 50家經營
民宿，不論密度或數量皆甚可觀，各家未必是豪華大宅，但也都是充
滿設計感的現代建築與庭院佈置，看得出民宿主人的用心，閒暇散步
穿梭其間慢慢欣賞也是另一種樂趣。

【新興產業－民宿】

農曆二月廿十

宜 破屋、壞垣

★日值【月破大耗】最為不吉之凶神，除：破屋壞垣、
求醫治病外，宜事少取！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星期一



29
星期二

March

縣府為改善生活污水造成環境污染問題，選定武淵地區北端的打
那岸圳南岸近冬山河畔處，委由民間公司以 BOT方式建設並經營污
水處理廠，處理羅東地區（羅東、學進、五結、順安等）及冬山地區
（冬山、利澤等）民生污水，於 2009 年 6月 26 日正式營運迄今。

【名為羅東水資中心的新居民－污水處理廠】

農曆二月廿一

宜

忌

嫁娶、冠笄、祭祀、出行、會友、修造、
動土、破土

塑繪、開光、除服、成服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30
星期三

March

每年時序進入夏季，只要是有幸在日落後走在三堵路上的人，都
會感受到一場不一樣的自然饗宴。散步在寧靜鄉間小路上，雖然路燈
昏暗，但兩旁的穗花棋盤腳都會為你盛開，蟲鳴相伴、花香撲鼻，來
回走一趟後保證忘掉煩惱、心情舒暢。村裡的長者都稱穗花棋盤腳叫
做「叮噹花」，在三堵路兩旁種了三百多棵，花期 6ㄧ 10 月，晚間
盛開到了早晨太陽出來後花就開始掉落，見到滿地落英的你會想做什
麼呢？

【叮噹花】

農曆二月廿二

宜

忌

開光、求嗣、出行、納采、冠笄、出火、
拆卸、起基、修造、動土、上樑、移徙、
開市、交易、立券、納財

祈福、嫁娶、安葬、破土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31
星期四

March

冬山河自行車道沿著冬山河兩岸設置，起點於冬山火車站右側旁，
至出海口附近的五結大閘門之間，車道總長約 12公里，騎乘自行車
的安全性高，相當適合親子同遊。車道兩旁種植多樣性樹木綠意盎
然、風景優美，沿途有木棉及黃槿夾道、田園景觀、水鳥為伴、西式
輕艇、釣魚人群等。
自行車步道是民眾享受慢活減碳的最佳旅遊方式，不管是騎自行

車或健行漫步，一路上可以享受「親近水、擁有綠」的舒暢，觀賞著
水面上的水鳥飛越，加上步道平坦景色宜人，享有那恬靜農田風光，
呈現一幅寧靜而祥和自然的畫面，是
一條老少咸宜之休閒步道。

【自行車道】

農曆二月廿三

宜

忌

理髮、冠笄、嫁娶、認養、栽種、捕捉、
針灸

納財、開市、安葬、破土

3月
【生 】

武淵社區宜蘭縣冬山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