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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團結奉獻鄉里
義結金蘭情如兄弟
社區賢達人才倍出
區區大義礁溪第一

大義社區



農曆十二月十六日

大義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 1999 年 5 月 22 日，以重建倫理道
德、發揚仁道之精神、啟發人群要及時行善、倡導人生百善孝為先、
服務社會為宗旨。第一、二屆理事長為陳錫松，第三屆理事長為曹
啟宏、第四屆理事長為林祥傳，第五屆理事長為游明信 ( 現任 )。

本社區位於礁溪鄉中山路之東側，與大忠社區、三民社區、六
結社區相鄰，因腹地狹小，人口較少，現共有 272 戶 758 人，社
區型態由原本單純的農業生活與商業百貨混合而成，是一個宜居宜
家的好地方。

大義社區發展協會─沿革

●宜／祭祀 沐浴 祈福 齋醮 訂盟 納采 裁衣 
拆卸 起基 竪柱 上梁 安床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啓鑽 挂匾 求嗣 出行 合帳 
造畜稠

●忌／開倉 嫁娶 移徙 入宅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和平紀念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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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聖關公銅像恭立緣起，礁溪路與中山路的交叉路口，過去經
常發生車禍造成路人死傷悲劇。礁溪鄉民大都信奉關聖帝君，因此
希望藉其護佑往來商旅，固有在此地設立關公騎馬銅像的構想。礁
溪協天廟供奉關聖帝君，神威顯赫信眾廣布，更成為本鄉居民之共
同精神象徵，為彰顯武聖關公精神崇高武德，1996 年籌建關聖帝
君銅像，藉以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並營造該處成為公共藝術
空間亦是礁溪新地標。1997 年夏天竣工，本銅像基地兼具瞻仰勝
威、社區休憩等多功能廣場，銅像豎立後車禍已很少聽聞。

礁溪新地標─關公騎神駒赤兔馬

農曆十二月十七日
●宜／祭祀 解除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和平紀念日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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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十二月十八日

社區農業用地上，原有大片的桂竹林、青苧麻園、白甘蔗園等，
為了生活，居民漸漸改以種植地瓜蔬菜飼養豬隻及自用。如今老農
退場，這一塊土地，已變成退休人員與周休二日者的休閒天堂，依
季節種植不同的蔬果，會比較、也會切磋，互以無毒農業為期許，
可健身還可以有收成，更可以送親朋好友當公關，大家無不勞動得
眉開眼笑，樂滋滋的。由於桂竹林的消失，已有地主在六結路旁種
植桂竹樹籬，供住家與路人撫今追昔，用意深遠。

休閒農業

●宜／沐浴 解除 訂盟 納采 裁衣 冠笄 拆卸 
修造 動土 移徙 入宅 除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啓鑽 安葬 掃舍 修墳 伐木 納財 
交易 立券

●忌／作灶 祭祀 上梁 出行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和平紀念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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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十二月十九日 立春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嫁娶 出行 解除 

伐木 拆卸 進人口 安床 動土 起基 上梁 
栽種 納畜 破土 謝土 啓鑽 安葬

●忌／移徙 入宅 出火 作灶 掘井和平紀念日

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星期日
4

宜蘭縣礁溪鄉

老戲院位於礁溪公有零售市場的後方，建於 1951 年，四周牆
壁為石頭磚造砌成，佔地約 200 餘坪，主要供歌仔戲演出，原上層
覆蓋鐵皮，下層材質為竹管加茅草，偶而會放映黑白默片電影，全
票 1元，半票 5角，為當時礁溪鄉民主要娛樂休閒場所。

1953 年曾有雲林縣麥寮鄉拱樂社歌仔戲團，租屋於協天廟口
旁民宅，長駐演出為時一年多。不過，自 1955 年大義村民林炳華
先生於大忠路興建新式礁溪戲院落成，老戲院因設備簡陋且交通動
線不良，逐漸沒落而結束營業，雖然好景不常，但老戲院仍是老一
輩礁溪人兒時快樂的回憶。

竹管茅草老戲院



農曆十二月二十日

社區鐵路東側下方有兩處洗衣溝，原為先民清洗農具的小水
池，因湧泉豐沛，清澈見底，漸漸成為早期婦女晨曦黃昏清洗衣物、
閒話家常的據點。1993 年起，時任村長的陳錫松先生興建雨棚及
設置護堤、村民藍振榮先生提供電源供夜間使用、更有農民提供土
地，配合農地重劃興建水圳道路等等，可謂是洗衣溝的黃金時期。
至 2011 年後，因台鐵列車全面電氣化，為維護安全架設圍籬，將
通路隔絕，但洗衣溝依然是溪水潺潺、魚兒悠遊、石板斜擺，仍有
許多愛好的阿嬤們會繞道前來洗滌。

難忘的洗衣溝

●宜／冠笄 安床 會親友 安機械 祭祀 祈福 求
嗣 經絡

●忌／嫁娶 開市 動土 作灶 安葬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和平紀念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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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十二月廿一日

位於中山路與大義路口的「黃成美商行」，創店於 1916 年，
歷經四代傳承；現任老闆黃德儀先生於 1970 年接手，為人認真務
實、誠摯待客，老闆娘更會主動教導各種食材的料理方法，夫妻合
作，顧客讚佩不已、絡繹不絕。於 1981 年起與外燴合作，提供食
料至現場烹煮，更於 2011 年起，提供各大飯店餐廳所需食材，將
雜貨店業務推向另一片天。黃老闆說：經營商行沒有什麼秘訣，待
人客氣，物品確實，價錢公道，盡量滿足顧客的需求，愛打拼就對
了。這也是他的人生寫照。

百年老店─黃成美商行

●宜／作灶 解除 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忌／祭祀 祈福 安葬 安門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和平紀念日
星期二
6



農曆十二月廿二日

大義路為本社區唯一的東西向道路，原長度約 400 公尺，為
事權統一，鐵路平交道以東路段，於 1995 年起整編併入六結路。
現有大義路，早期僅 3.5 公尺路寬，兩旁有冷凍庫、碾米廠、資源
回收場、製豆腐店、養豬戶、古厝、農藥行等等，亦是傳統市場人
車的出入巷口，更是二龍、六結、大義、大忠各村之間往來的交通
動脈，熱鬧景象可見一般；只因當時路徑狹窄，常成為交通瓶頸，
於 2006 年完成拓寬至 8公尺，大幅改善了交通擁塞現象。

大義路古與今

●宜／嫁娶 祭祀 冠笄 修飾垣墻 置産

●忌／經絡 探病 蓋屋 作灶 動土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和平紀念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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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立榮先生提供楊立榮先生提供



農曆十二月廿三日

慶の魚丸創立於 1953 年，創始人陳木慶先生秉持吃苦耐勞的
精神以小吃攤起家，辛苦地撐起這個大家庭。

陳木慶先生堅持純手工製作，魚丸粒粒飽滿，鮮嫩又多汁，且
物料天然調配製作。另一項值得推薦的手工餛飩，也特別使用當地
現宰溫體黑豬肉搭配而成，品質講究且層層把關，就是為了保有傳
承的好味道。

傳香千里─木慶魚丸

●宜／納采 嫁娶 祭祀 祈福 出行 修造 動土 
移徙 入宅 安葬 破土

●忌／開市 入宅 齋醮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和平紀念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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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十二月廿四日 

賴英照先生 1946 年出生於狀元巷底，宜蘭農校畢業後，因家
境關係半工半讀完成中興大學夜間部法律系，後繼續攻讀台大法研
所碩士，通過高考並考取公費留學考試，赴美哈佛大學攻讀法律學
碩士及法學博士，是狀元巷的第一位博士。返國後任教於中興大學，
成為台灣著名的財經法律學者。後以傑出的財經法律表現被延攬擔
任省財政廳長、副省長、行政院副院長等要職，於 2007 年獲提名
為司法院長並任大法官。雖出身清寒家庭，但樸實勵學、奮發向上，
為國盡力貢獻所長，誠為礁溪人之典範、大義村之光。

狀元巷苦讀成功的傑出人物─賴英照先生

●宜／祭祀 沐浴 解除 理髮 掃舍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嫁娶 安葬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和平紀念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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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十二月廿五日
●宜／納采 訂盟 祭祀 祈福 安香 出火 修造 

出行 開市 移徙 入宅 動土 安葬 破土

●忌／安床 作灶 造船 會親友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和平紀念日
星期六
10

現位於礁溪鄉大義村 9鄰大義路 39 號的藍家古厝，是由當時
戶長藍阿火先生於 1917 年興建完成，早期房屋主要建材是土角，
而牆中間以竹子編成面狀，前後再以土塊夾擊竹編堆砌而成，屋頂
則為竹編加茅草；直至二戰後，才改建為磚造及瓦片屋頂的樣貌。

藍家古厝興建至今已逾百年，當時居住於其中有戶長藍阿火及
二弟藍德炎兩大房子孫，同戶人口最多時高達 28 人，職業遍布士
農工商。近年來，因子孫開枝散葉，人口逐漸遷出，空留失修古厝
而無人居住，令人不勝唏噓。

礁溪下堡─百年竹編厝



農曆十二月廿六日

礁溪市場創設於 1911 年 8月，位於礁溪舊市區中心，緊鄰日
治時期的庄役場，對面是礁溪協天廟，是當時礁溪鄉民交易活動的
中心。

礁溪市場曾走過繁華，當時市場內有賣菜、賣豬肉、賣魚、賣
豆腐、賣雞鴨肉、賣麵龜等攤位，生意活絡、貨品琳瑯滿目且人潮
擁擠，礁溪市街遂由此向外擴展。1986 年 11 月 14 日礁溪市場再
度改建後正式啟用，但隨著社會轉型、環境變化，使得本地已漸漸
被淡忘。

展望未來，期待礁溪市場再次改建後，能肩負著市區的繁榮，
開創地方新盛世。

礁溪公有零售市場

●宜／塞穴 結網 取漁 畋獵

●忌／嫁娶 安門 移徙 入宅 安葬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和平紀念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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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十二月廿七日

日治時期礁溪庄的庄役場，位於協天廟對面的市場旁，興建完
成於 1933 年 11 月，隸屬於礁溪下堡（現大義村），為礁溪的行
政及管理中心，與廟口、市場形成熱鬧市集。當時車水馬龍、人聲
鼎沸。光復後，鄉公所遷移至六結村現址，原庄役場變更為派出所，
擔負起維持地方治安的重責大任。直到現礁溪分局大樓竣工，派出
所搬出，原址便成為消防隊駐所，後消防隊又遷出，接著礁溪鄉戶
政事務所入駐，行政單位來來去去，直到戶政事務所搬遷後，就一
直閒置至今。此庄役場舊址，曾經是礁溪最重要的行政機關所在地，
如今，重門深鎖，掩不住的滄桑，令人唏噓！

礁溪庄役場

●宜／納采 祭祀 祈福 出行 會親友 修造 動土 
移徙 入宅

●忌／嫁娶 開市 安葬 破土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和平紀念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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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十二月廿八日

礁溪鄉中山路一段 142 巷，是條連汽車都無法進入的小巷，
有時連該巷居民出入都會不經意錯過，如此不起眼的地方，實際上
卻是地靈人傑的寶地。

早期巷道口有座福德正神廟，後因道路拓寬拆除而遷至國姓廟
供奉。這小小巷道內充滿書香氣息，培養出許多人才，如：司法院
長、林管處處長、衛生局局長、國小校長、主任、鐵路局站長、代
表會主席、大學教授及三位博士等，甚至有一門還出了二位博士。
因此每每有人來訪時，在地居民常稱此巷為「狀元巷」。

地靈人傑─狀元巷

●宜／納采 嫁娶 祭祀 祈福 出行 開市 會親友 
動土 破土 啓鑽

●忌／移徙 入宅 出火 安門 安葬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和平紀念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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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十二月廿九日

以前社區的農民生活困苦，勤儉樸實、秋收冬藏是他們的本
性，好天氣時，利用當季蔬果製作醬菜，祭拜過的肉品，醃製臘肉，
以備來日的存糧，未嘗不是「好天要積雨來糧」的生活寫照，舉凡
蘿蔔乾、各種菜乾、豆豉、醬油、豆腐乳、香腸等，樣樣都是他們
的拿手絕活。如今生活改善了，為了家人口感需求，婦女也會互相
研究不同口味的產品，有日晒的，有壓製的，最終還是以傳統的製
作方法最受歡迎；更有甚者，以獨特的口味接受訂單，賺取外快。

難忘傳統味─醬菜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安葬 啓鑽

●忌／嫁娶 動土 開光 蓋屋 破土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和平紀念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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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十二月三十日 除夕
●宜／納采 會親友 竪柱 上梁 立券 入殮 移柩 

安葬 啓鑽

●忌／祭祀 移徙 入宅 動土 破土
和平紀念日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丁酉年【生肖屬雞】

February

星期四
15

協天廟重建功德石碑，係紀念 1887 年重建廟宇時，全蘭陽仕
紳極力參與其事，為感念各界捐資建廟，特地將捐資仕紳芳名與捐
資金額特建二座石碑以資永久留念，如今石碑保存相當完整，並成
為珍貴的鎮廟寶物永續傳承。

而門口一對百年石獅，建於 1914 年，象徵代表護廟鎮煞。也
是更多小朋友童年的回憶，協天廟是民眾信仰中心，每天聚集許多
鄉民在此聊天敘舊，談古說今，小朋友在廟埕前嬉戲，騎在石獅上
玩耍是最喜歡的遊戲。

協天廟百年古文物─石獅與石碑



農曆正月初一日 

社區守望相助隊於 1999 年由時任村長陳錫松先生創立，歷屆
隊長有藍文博、林吉章先生，現任隊長張清連先生於2003年接任，
帶領隊員協助維護社區治安，遇地方慶典、婚喪喜慶時，擔任交通
疏導任務並予以庶務工作的協助。由於成效卓越，屢獲上級單位頒
發績優（金）獎牌及表揚模範隊員，難能可貴。因社區腹地狹小巷
道林立，巡邏時，不用機車也沒有汽車，都以徒步方式巡守；夜深
人靜，裝備齊全的巡守隊員們，穿街走巷維護社區安全的景象，未
嘗不是另一種風情。

徒步巡邏的守望相助隊

●宜／祭祀 祈福 齋醮 出行 開市 立券 動土 
移徙 入宅 破土 安葬

●忌／開光 嫁娶 作灶 掘井 納畜

【春節】

和平紀念日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February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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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初二日

協天廟主祀關聖帝君，200 多年來，由林姓家族信仰，逐漸發
展為北台灣的信仰重鎮，信眾遍及全國各地；建築也由茅草小屋進
為歇山飛檐、雕樑畫棟的宏偉建築。協天廟為百年古廟，保存珍貴
歷史甚多，如清廷敕封聖旨、蠶絲帝君、重建紀念石碑、鎮廟石獅、
百年古井、百年木造戲台等；在吳朝煌主任委員努力經營下，積極
建設，對一些典章制度的保存尤其用心。2017 年，更於國父紀念
館辦理關聖帝君文物特展，協天廟能成為全台灣信仰中心，古今賢
達經之營之，其功績不可沒。

百年古廟─協天廟

●宜／會親友 求嗣 理髮 冠笄 結網 捕捉 開光 
理髮

●忌／開市 動土 安葬 破土

【春節】

和平紀念日

17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February

星期六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戊戌年【生肖屬狗】



●宜／祭祀 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忌／嫁娶 祈福 掘井 安葬

農曆正月初三 【春節】

和平紀念日

18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February

星期日

2018 民國 107 年 
歲次戊戌年【生肖屬狗】

協天廟前 16 柱大木結構體戲台，建於 1925 年，完全是利用
榫栓工法施作，屋頂為筒瓦，歇山飛簷、雕樑畫棟與協天廟宏偉建
築相輝映。1995 年因廟方欲改建廟前牌樓，準備拆除該戲台，經
原祭祀林姓後裔反對，因此得以保存。廟方將屋瓦卸下後，整座戲
台，從日出到日落，用拖車移至 200 公尺外一處空地暫置，並興
建鐵皮屋加以保護，遷移當日因工程浩大，場面壯觀造成大轟動。
戲台未拆前，每逢迎神賽會活動演出外台戲時，傍晚鑼鼓喧天，當
地居民扶老攜幼扛著板凳蜂擁而至，戲台前人山人海，攤販叫賣聲
與台上賣力演出聲相互較勁，這是當時每位小朋友最美好的童年回
憶。

百年古戲台─木戲台



●宜／祈福 求嗣 齋醮 納采 嫁娶 伐木 修造 
動土 移徙 入宅 造廟 安機械 開市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安葬 破土 謝土

●忌／置產 蓋屋 合脊 開光 探病 安門 作灶

農曆正月初四 雨水 【春節】

和平紀念日

19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February

星期一

2018 民國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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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天廟廣場古井確切起造時間已不可考，據社區耆老口述是
「有廟就有井」，可見歷史悠久。當時，先民屯墾至本地發現地勢
平坦適宜開發居住，卻因地勢較高不易取水，因此有挖掘水井之議。
但是水井工程所費不貲，因此由廟方集資開挖，以提供附近居民飲
用水，此井雖歷經百餘年，經歷無數次乾旱，但是終年不曾枯竭，
水質清澈甘甜。如今該井雖不再提供飲用，井壁保存完好，並且由
抽水幫浦提供為隔壁「龍池」之水源。

飲水思源─協天廟古井



●宜／入學 習藝 出行 納采 訂盟 嫁娶 會親友 
進人口 牧養 捕捉 入殮 移柩 安葬 啓鑽

●忌／開光 開市 入宅 動土 蓋屋

農曆正月初五 【春節】

和平紀念日

20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February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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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粿欸！」攤位創立至今己 60 餘年，歷經二代，堅持以材燒
蒸煮方法，保留原有風味。每天以手推車「粿欸！粿欸！」沿街定
點叫賣，有米漿加料，定時定量連續九個層次蒸煮的「九層炊」；
在不同年節也推出菜頭粿、芋粿等不同的產品，口味人人稱許，是
「古早味」的代表。2011 年起，由媳婦張秀菊女士掌理，在礁溪
市集中心及自家門口（礁溪鄉中山路一段 22 巷口）擺攤販售。老
闆娘特別透露小秘訣，如果「粿」蒸煮不會熟時，依古傳方法，馬
上抓把「米鹽」甩向鍋蓋，並手沾粿料畫在門斗（楣）上，即可成
功的把粿煮熟。真是非常神奇啊！

古早味─粿欸



農曆正月初六日

台灣道士，俗稱司公（或稱師公）。而司公又有紅頭、烏頭之
分，「紅頭司公」從事度生法術，就是祈福求平安。本村紅頭司公
現僅存林姓「盛興壇」與張姓「威真壇」兩家開業濟世。

威真壇創壇始祖為張阿頭先生，之後壇主依序為張塗宗先生、
張玉標先生、張文松先生，目前衣缽已傳至第五代壇主為張宏銘先
生，不論是祈安建醮、祈安三獻、祈福延壽、收驚起土、酬神補運、
或是消災祭改等服務，解決居民信仰上的需求，已成為人們最重要
的心靈補給站。

礁溪道教威真壇

●宜／祭祀 沐浴 求醫 治病 掃舍 破屋 壞垣 
解除 餘事勿取

●忌／入宅 開市 安葬
和平紀念日

21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February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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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初七日

礁溪「盪中秋」活動，原先是由民間所發起，目的是作為中秋
節返鄉遊子團聚時的休閒活動。鞦韆架是以杉木、竹子及藤條等材
料組裝而成，架設過程沒用到任何一支釘子，完全遵從傳統工法施
工。根據地方耆老表示，「盪中秋」活動早在清代就有了，至今已
有 120 多年歷史。但舉辦地點則多次變更，先後曾在「協天廟」前
面的廟埕、礁溪市場後方空地、「協天廟」後方的楓樹林下⋯等地
舉辦，一直到 1991 年後改在礁溪國小操場舉行迄今。期間曾因時
代動盪、經濟及安全等因素，時辦時停，直到這幾年才全由礁溪鄉
公所接手主辦。

礁溪「盪中秋」

●宜／祭祀 冠笄 嫁娶 拆卸 修造 動土 起基 
上梁 蓋屋 入宅 開市 開池 塞穴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安葬 破土

●忌／安床 栽種 治病 作灶和平紀念日

22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February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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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初八日

普恩宮創立於 1990 年 12 月，宮址位於礁溪鄉中山路一段 22
巷 19 之 1號。奉祀主神為天上聖母，並供奉關聖帝君及濟公禪師
等神尊，以宣揚天上聖母「感化度眾生」之慈悲及關聖帝君「忠孝
節義」之氣節；並以渡化眾生、濟世救人為宗旨。目前因現址基地
狹窄，每逢祭祀誕辰或節慶，信眾擁擠影響附近居民安寧，因此於
1996 年奉天上聖母指示，選擇環境清幽、風水絕佳的員山鄉粗坑
段 0927 地號，另闢新宮廟。以籌設育幼院及免費義診等慈善事業
為未來願景，永續傳承。

礁溪普恩宮

●宜／祭祀 結網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安葬 
破土

●忌／餘事勿取
和平紀念日

23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February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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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初九日

位於礁溪老街協天廟廟口旁的義眾魚羹，創立於 1947 年初，
由現今老闆林永祥先生的祖父林彩雲先生所創立，最初白天以扁擔
沿街叫賣，夜間則租於礁溪市場內豬肉攤繼續販賣，至今傳承已走
過至少一甲子的歲月。

義眾以鯊魚肉做成的羹湯少見，且有別於其他攤家；過去製作
時，往往在奶粉罐底鑽洞，讓鯊魚羹從洞底流下鍋中，煮成美味鯊
魚羹湯。這裡除了必點的鯊魚羹外，更不能錯過Q彈口感的黃金蛋
及滑嫩的油豆腐，此三種名菜號稱為「義眾三絕」，也是社區居民
及遊客的最愛。

走過一甲子的老店─義眾の魚羹之家

●宜／塑繪 開光 祈福 求嗣 訂盟 納采 裁衣 
冠笄 拆卸 修造 動土 起基 安門 安床 
移徙 造倉 結網 納畜

●忌／伐木 作灶 安葬 取漁 入宅和平紀念日

24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February

星期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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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初十日

傀儡戲源自唐山，創始人先祖曾赴唐山拜師學藝 18 年，返台
後在宜蘭定居，常受邀主持鎮煞除煞儀式或是野台傀儡戲演出，是
一種懸絲戲偶操作手法。期間幾度解散，戲偶也被賣到國外。1975
年才由林阿茂頂購協福軒戲團牌照後另組新團，並在宜蘭重新訂製
戲偶，目前由次子林秋明主持。林秋明從小與父親學習道士法事以
及傀儡技藝，並略通鑼鼓，現今以道士為主業，偶而也出棚操演傀
儡除煞。

傳統的民俗藝術逐漸沒落，所幸有志之士力邀林氏在宜蘭傳統
藝術中心開班授徒，希望傳統的民俗藝術能獲得傳承。

祈福避煞協福軒

●宜／祭祀 沐浴 開光 塑繪 祈福 求嗣 訂盟 
納采 冠笄 裁衣 嫁娶 動土 除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啓鑽 出行 安碓磑 放水 開市 
立券 交易

●忌／安葬 上梁 入宅 作灶和平紀念日

25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February

星期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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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十一日

在台灣，傀儡戲是一種由人操絃弄偶表演戲劇的藝術，又叫
「加禮戲」或「線戲」，以懸絲傀儡為主，本村的協福軒是目前台
灣傀儡戲碩果僅存的團體。

傀儡戲一般用在入廟、除路煞、壓火災等，因此蒙上消災除厄
的神祕色彩。傀儡戲的演出是以 10 餘根絲線操縱人偶關節，做出
仿真人動作，表演難度高。再者傀儡戲限於表現器材，文戲較多，
發揮空間較少，因而可能較引不起孩童興趣，所以傳承的人大抵都
另有工作，「搬戲」只是副業，造成傳統技藝的推動上有其困難。

傳統技藝─加禮戲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酬神 裁衣 安床 立券 
交易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謝土 啓鑽

●忌／出行 嫁娶 入宅 動土
和平紀念日

26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February

26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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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十二日

東門口土地公廟位於本鄉大義村六結路 4號對面，原為大榕樹
下磚塊砌成的微型建築，於 1982 年道路拓寬時，獲地主同意及各
地信眾的樂捐由本地周栢鏗先生改建成現在可容納數人的莊嚴美麗
建築，往後更於道路對面空地加建金亭與廟埕。每年的土地公生日
及中秋節，廟方皆有辦理法師助念、頌經團念經，祈求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等活動，並提供平安粥、油飯、小菜等供香客使用。據說
該廟很靈，歡迎各地信眾前往參訪。

東門口土地公廟

●宜／裁衣 合帳 入殮 除服 成服 會親友 納財

●忌／祭祀 祈福 移徙 嫁娶 入宅
和平紀念日

27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February

星期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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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十三日

關聖帝君信仰在台灣民間崇祀廣大，信士眾多。礁溪協天廟作
為信仰中心之一，對於祭典更是講究，由八大村民（大忠、大義、
六結、德陽、三民、林美、白鵝、二龍等村）輪流祭祀，其中春秋
二祭，更以肅穆莊嚴的四佾舞等科儀，感謝關聖帝君庇佑。在正月
13 日春祭大典期間，特奉糯米大壽龜 2隻，拜神後供信徒求食以
保平安。後各行各業感念關聖帝君的庇佑，也於春祭大典時供奉金
棗龜、紅片龜、米糕龜、年柑龜、米粉龜、肉餅龜等，米糕龜規模
最大，據稱已經上萬斤。由於關聖帝君之護佑使得風調雨順、物豐
民富，也讓信眾供奉的壽龜一年比一年壯大。

礁溪協天廟─春祭大典

●宜／祭祀 齋醮 裁衣 合帳 冠笄 訂盟 納采 
嫁娶 入宅 安香 謝土 入殮 移柩 破土 
立碑 安香 會親友 出行 祈福 求嗣 立碑 
上梁 放水

●忌／掘井和平紀念日

28
宜蘭縣礁溪鄉大義社區

2月 February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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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紀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