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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洋部落有著世外桃源的稱號，

四面環山，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

是南澳鄉保留最多文化的部落，

金洋段木香菇全國鼎鼎有名，

南澳古道、神祕湖以及露營區，

好山好水好地方，

是非來不可的旅遊勝地！1
/ 歲 / 次 / 庚 / 子 / 年 / 生 / 肖 / 屬 / 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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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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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沿著台九線往宜 57 鄉道來到彷

如世外桃源的金洋部落，以金洋國小

為界，以東的村民（又稱上部落）來

自舊金洋的金洋社人，以西的（又稱

下部落）主要是奎諾斯人。金洋村為

南澳鄉最深山的村莊，冬天盛產段木

香菇，夏天則是最適合露營放鬆的好

地方，空氣清新，好山好水，上部落

人數最多，有兩家商店（金洋商店，

歐嗨唷商店）、兩間早餐麵店、衛生

室、國小及兩間教會，下部落人口

數較為稀少，有一間商店、一家小吃

部、多功能球場、托兒所及原住民喜

愛的投幣式卡拉 OK。

●宜／平治道塗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十二月初七

金洋部落巡禮

【元旦】

WED.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四

2
●宜／求嗣 齋醮 塑繪 訂盟 納采 出火 拆卸 

修造 動土 造橋 安機械 栽種 納畜 牧
養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安葬

●忌／開市 嫁娶

農曆十二月初八

來去山上部落金洋

走上蘇花公路來到南澳，尋宜

57 線道進入，循南澳南溪河畔過金

洋一、二號橋遠望，即是深山部落金

洋；若搭火車而來，別忘了在南澳站

下車，有小巴士大客車載繞經南澳、

碧候、金岳、武塔部落，最後抵達南

澳鄉離蘇花公路最遠的金洋部落。

照片提供 / 南澳泰雅文化館

THU.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五

3
●宜／嫁娶 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修造 動

土 移徙 入宅

●忌／開市 安葬
農曆十二月初九

老金洋

金洋社（Kinyan）的遷移分為
幾個階段，依南澳鄉公所文獻記載，
第一階段在 1926 年（昭和元年），
幾經日人勸導後，始有第一批族人遷
往大元社（或稱新 Regeax，即現在
的大同鄉寒溪村光明巷）和尼公哥
（Ngongo，其後併於南澳村），不
過當時仍有為數不少的金洋社人，聽
從頭目優明．哈泳（Yumin-xayun）
的意見，不願下山。

老金洋社位於和平溪北溪上游，
距離鄉公所約 48 公里處的山區路況
極差交通不便。為解決泰雅學子教育
問題，及社人生活環境、醫療衛生與
交通的困擾，1960 年初，積極勸導
移住，到 1963 年全數移居至今日金
洋村。聽部落耆老說，老部落種滿了
許多日本時代的櫻花樹，如今已成回
憶。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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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六

4
●宜／治病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十二月初十

奎諾斯社

奎諾斯社（Rekinos）1914（大

正 3 年）時為日人佔領，在該地設置

駐在所。1915（大正 4）年經日警勸

導「該地離水源地太遠」後，遷居旃

檀社東方台地。不久遇上瘧疾肆虐，

造成許多社人死亡。1920（大正 9）

年又因感冒傳染，死亡人數增加，於

是 1923（大正 12）年再度遷徙至栴

壇社南方約 1 公里處建立新址，名為

奎諾斯。1927（昭和 2）年，哥各朱

社（Gogotsu）4 戶 16 人遷入。

1960 年奎諾斯為洪水沖毀，族

人再度遷徙，一部分遷到今武塔村，

另一部則與巴玻凱凱社一起遷到原址

東方約 2 公里處，即今金洋現址，另

建社當時為仲岳，與武塔同隸屬南澳

鄉武塔村。

照片提供 / 南澳泰雅文化館

SAT.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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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日

5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齋醮 開光 入學 訂

盟 冠笄 伐木 修造 動土 起基 放水 
交易 開池

●忌／造橋 安門 理髮 造廟 栽種 作灶
農曆十二月十一

上帝眷顧的部落

部落內居民信仰分為兩個教派，
分別是基督長老教會及真耶穌教會。
基督長老教會起初由羅忠孝牧師擔任
第一位信主後，開始在部落宣揚上帝
的福音，那時仍受多數人的反對，但
羅忠孝牧師堅持信仰，開始建造臨時
教堂，1947 年建立木材的會堂，會
友 16 名。後來羅忠孝牧師至新竹聖
經書院進修 3 年，結業後又回到部
落繼續傳福音，到了近 50 位信主的
兄姐，有 30 戶之多，大家就起意要
再次建造比較堅固的石頭會堂。主後
1967 年游大川為本會第一任牧者，
信徒 80 名。主後 1972 年羅忠孝牧
師為第二任牧者，信徒持續增加中，
1981 年 4 月份第 3 次建造新會堂。

會堂真耶穌教會人數為幾戶人
家，人數不多，但也是部落信仰之
一。

SUN.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一

6
●宜／沐浴 開倉 出貨財 開市 交易 立券 

納財 栽種 納畜 牧養 畋獵 入殮 破
土 安葬

●忌／祈福 嫁娶 安床 入宅 造船

【小寒】
農曆十二月十二

在金洋國小看星星

金洋國小學區居民多數為泰雅
原住民，因部落就業機會少，人口嚴
重外移，每年級只有一班，每年級學
生人口平均不到 10 人。國小雖然小，
但回憶卻是濃濃的，金洋國小在足
球、籃球、棒球、樂樂足球、溜冰都
有不錯的成績，足球曾得過主委盃錦
標賽冠軍，籃球曾得過宜蘭縣中小學
運動會乙組第三名，棒球在 2018 宜
蘭圓夢少棒錦標賽軟式榮獲季軍，溜
冰也拿過 7 面獎牌及 21 張獎狀。

國小是充滿回憶的地方，許多
人小時候喜歡玩警察抓小偷，也因為
這樣學校裡的設施常常被用壞，因為
大家很愛爬來爬去的，以前部落路燈
很少，沒有光害的時候，大家總是喜
歡躺在學校裡的草皮看星星，真的很
美，感覺離星星特別的近，非常的漂
亮。

MON.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二

7
●宜／祭祀 沐浴 補垣 塞穴 斷蟻 解除 餘

事勿取

●忌／造廟 入宅 修造 安葬 行喪 嫁娶
農曆十二月十三

金洋健康文化站

在縣政府全力支持下，金洋健

康文化站在 2018 年 2 月 1 日正式開

站服務，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服務對象為

55 歲以上健康、亞健康長者及衰弱

長者，服務項目包含簡易健康照顧服

務、活力健康操、文化心靈課程、餐

飲服務、生活與照顧諮詢服務等，也

會結合縣政府的社會處、衛生局、警

察局，與縣內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

心，共同協助推動各項福利措施，讓

族人瞭解縣政府推動安心社會施政目

標的各項作法。

TUE.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三

8
●宜／嫁娶 納采 訂盟 問名 祭祀 冠笄 裁

衣 會親友 進人口 納財 捕捉 作灶

●忌／開市 安床 安葬 修墳
農曆十二月十四

南澳古道

南澳古道是一條國家級的步道，

又名舊武塔古道，是日治時期警用歷

史古道，全長約 89 公里，目前僅修

築 3 公里，來回行走時間約 3 小時，

以旋檀駐在所遺址為起點，順著南澳

南溪上溯至古道終點，沿途有吊橋遺

址、警備道路基、泰雅舊耕地等歷史

遺跡，生態動植物豐富。

在 200 多年前，這裡曾是山區

原住民交換物資及活動的生活步徑，

不僅串聯各個泰雅部落，更是居民通

往南澳平原取鹽之路。日治時期為進

行殖民統治期間設此道路，如今這綠

意盎然、水流潺潺的歷史舊道，已蛻

變成探索自然生態與歷史文化的優質

古道。

照片提供 /Aynomi 愛南澳 照片提供 /Aynomi 愛南澳照片提供 /Aynomi 愛南澳

照片提供 /Aynomi 愛南澳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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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宜／訂盟 納采 會親友 祭祀 齋醮 沐浴 

塑繪 出火 開光 豎柱 上樑 開市 交
易 立券 作梁 開柱眼 伐木 架馬 安
門 安床 拆卸 牧養 造畜稠 掘井

●忌／造廟 嫁娶 出行 動土 安葬 行喪

農曆十二月十五

深山秘境神秘湖

神秘湖位在宜蘭縣南澳鄉金洋

村，山路遙遠崎嶇難行，至今仍保有

原始的森林風貌及珍貴的生態資源。

神祕湖海拔高度約在 1000 公尺，是

一座高山的封閉湖泊，湖面長度約

200 公尺，寬度則約有 100 公尺，湖

中有田螺、泥鰍及螃蟹等多種水生動

物，還有松鼠、山羌及山鼠等野生動

物出沒，生長有細葉眼子菜、水社柳

及東亞黑三棱等較為稀有的植物，及

60 餘種的鳥類及 200 多種的蝶類，

動植物生態豐富，相當適合推廣生態

教育的知性之旅。

照片提供 / 南澳泰雅文化館 照片提供 / 南澳泰雅文化館

照片提供 /Aynomi 愛南澳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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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交易 立券 納財 安床 裁衣 造畜稠 

安葬 謝土 啟鑽 除服 成服 修墳 立
碑 移柩 入殮

●忌／開光 嫁娶 開市 動土 破土
農曆十二月十六

碧旦溪與峽谷

碧旦溪為南澳南溪支流，小而

精美的深邃峽谷，地形景觀壯麗，美

得讓人驚嘆，因此有小黃金峽谷的稱

號。峽谷入口巨石嶙峋，需攀爬小

瀑、穿越石洞，緊接著碧旦峽谷隨即

現身眼前，親身體驗過便能了解難以

言喻之美。途中可體驗巨石攀登、6

米高的峽谷跳潭、人體漂流等。雖然

碧旦溪谷路程相較其他溯溪行程來的

短，峽谷中的體驗活動與溪谷美景，

依舊會讓人難以忘懷。

照片提供 / 廖英杰

照片提供 / 廖英杰照片提供 / 廖英杰照片提供 / 廖英杰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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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祭祀 解除 教牛馬 會親友 餘事勿取

●忌／破土 動土 安葬
農曆十二月十七

旖旎秀麗的南澳南溪

南澳南溪流經南澳鄉金洋村、

武塔村，匯合北溪注入太平洋。沿岸

青山翠谷、叢林羅列，綠水旖旎，景

色秀麗。南溪水質潔淨，隨處可直視

魚蝦悠游其間，每年 4、5 月盛產青

毛蟹，飼放香魚繁殖，倍增南溪水生

態的功能。除外，溯溪蜿蜒而上，沿

途可造訪武塔、金洋兩大部落，是原

住民泰雅族的村莊。日治時代流行歌

曲「莎韻之歌」，即是述說當時泰雅

族人於南溪所發生的歷史事蹟。

照片提供 / 南澳那山那谷 照片提供 / 宜蘭縣史館館長 照片提供 / 宜蘭縣史館館長

照片提供 / 宜蘭縣史館館長

SAT.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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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己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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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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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納采 訂盟 移徙 納財 開市 交易 立券 

入宅 會親友 解除 求醫 治病 入學 安
床 安門 安香 出火 拆卸 掃舍 入宅 掛
匾 開生墳 合壽木 破土 修墳 啟鑽 入
殮

●忌／探病 祭祀 出行 上樑 蓋屋 謝土 安葬

農曆十二月十八

無名溪

無名溪是一條在金洋附近往北

流入南澳南溪的小溪，順著溪流有一

條產業道路，全區設為永久護魚、賞

魚步道區，其河道兩岸採用生態工法

整坡，及河道中設置天然深水塘，以

利遊客賞魚，莎韻橋下方至上、下游

800 公尺全區規劃為賞魚區。

SUN.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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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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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嫁娶 訂盟 納采 祭祀 祈福 求嗣 會

親友 解除 出行 入學 納財 開市 交
易 立券 習藝 經絡 安床 開倉 出貨
財 納畜 安葬 啟鑽 修墳 入殮

●忌／入宅 開光 開市 動土

農曆十二月十九

泰雅族的祖靈之眼

最具泰雅特色的圖案非菱形莫

屬，它代表著泰雅族的祖靈之眼。泰

雅族服飾的圖騰以紅色為主，象徵泰

雅族的積極、進取之心與生命力，

原因是在泰雅族的 Gaga 裡有一種說

法，因為 rutux（指惡鬼）最怕紅色，

所以泰雅族的衣服採用暗紅色是具有

嚇鬼的作用；衣服前面的圖案主要

都是織成菱形狀花紋，象徵祖靈的眼

睛，具有保護作用，背部的圖案則是

用較複雜的花紋阻赫 rutux。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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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祭祀 冠笄 嫁娶 會親友 進人口 裁衣 

結網 平治道塗

●忌／移徙 入宅 造廟 作灶 治病 安葬
農曆十二月二十

段木香菇

金洋部落有八成居民都在種植
香菇，種植時間為每年 12 月至隔年
3 月，種植期間會看到棚子裡堆滿已
切成的樹種（赤楊、杜櫻、青剛櫟…
等），利用鑿洞機先在木頭上鑽出
洞，這些洞就是植菌孔，每個洞都要
有固定距離，避免生長時受到擠壓。
接下來必須靠人工將菌種種入洞中，
一是要準確地對準洞口，二是力道要
足，再來就是進行封蠟，封蠟後還要
靜置一段時間，等菌種活躍後才會開
始生長香菇。因香菇菌種超過 30 度
較難以生長，所以善用造林優勢，以
樹冠和黑網遮陰，並灑水降溫。10
月後開始收成，利用傳統方式以原木
進行烘烤，香氣四溢，烘烤時間長達
24 小時，所以需要足夠的人力。

照片提供 / 摩諾營地

TUE.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三

15
●宜／祭祀 安碓　 結網 餘事勿取

●忌／嫁娶 安葬
農曆十二月廿一

開業 50 年的金洋商店

金洋商店設立於 1996 年 6 月，

位於宜蘭縣南澳鄉金洋路 53 號。早

期由第一代張能貴先生創始，也是當

地部落開設的第一家雜貨店，起初以

收購山產與漢人批進物資食品，專以

批貨做小生意，以供應當地居民生活

需求。2007 年 9 月由第二代張振龍

（張能貴的小兒子）正式接管，原本

舊商店經過重新整理，也走入現代經

營模式，拓展規模，包括種植段木香

菇、諮詢導覽、神祕湖接送等，藉多

元化經營提升在地生計。

WED.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四

16
●宜／嫁娶 祭祀 沐浴 裁衣 出行 理髮 移

徙 捕捉 畋獵 放水 入宅 除服 成服 
啟鑽 安葬 移柩 入殮

●忌／蓋屋 開市 動土 破土
農曆十二月廿二

水的一方露營區

走宜 57 道路進入部落前，沿著

南澳南溪會路過 3 個休閒露營區，

分別是水岸邊休閒營區、那山那谷、

摩諾營地。水岸邊，離部落算有一段

距離，卻是離天空最近的營區，晚上

躺臥在營區草皮，沒有光害，往天空

看彷彿坐在雲上看星星一樣。「那山

那谷」意思為泰雅族語（我的家的諧

音），被群山溪水環繞著，一年四季

精彩紛呈著。摩諾營地，摩諾源自於

父親的族語名字，承襲了剛毅、內斂

的生命力，如同這塊營地帶給每位營

友的感受。

照片提供 / 那山那谷 照片提供 / 摩諾營地

照片提供 / 那山那谷

THU.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五

17
●宜／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嫁娶 開市 安葬
農曆十二月廿三

 部落祭典─歲末聯歡晚會

歲末聯歡晚會是每年 12 月部落

最大盛事之一，部落婦女、托兒所、

國小及教會都有表演節目，而重頭戲

就是摸彩，大家都是衝著這項目來

的。晚會結束大家都會等到 12 點施

放煙火一起跨年，這時是部落裡最熱

鬧的時候了，有些人會殺豬、擺桌請

客一起慶祝，有些則會一起圍爐，到

了隔天元旦就會看到家家戶戶都聚集

人群。部落裡過年都在元旦，每一戶

都會辦桌一起慶祝，就像是部落節的

豐年祭。

FRI.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六

18
●宜／納采 訂盟 祭祀 求嗣 出火 塑繪 裁

衣 會親友 入學 拆卸 掃舍 造倉 掛
匾 掘井 開池 結網 栽種 納畜 破土 
修墳 立碑 安葬 入殮

●忌／祈福 嫁娶 造廟 安床 謝土 【送神】
農曆十二月廿四

卡浪馬固工作室

卡浪馬固是部落裡的一間工作

室，主要推廣部落旅遊、帶隊導覽觀

光，旅遊行程有戶外體驗（溯溪、攀

岩、漂流、垂降、獨木舟）、輕旅行、

文化體驗、DIY 體驗，還有簡餐、泰

雅風味餐、下午茶，是部落裡最適合

聊天談心的聚點。卡浪馬固的主人是

在外飄泊很久的年輕人葉勝雄，很少

回部落的他，有次回來看到很多不是

自己部落村民帶遊客進來旅遊，心裡

覺得遺憾，於是決定回來。勝雄從最

基本開始學起，一路上跌跌撞撞，但

都沒有被打敗，他的堅持讓許多年輕

人非常敬佩，他的不放棄才打造出今

天有名的工作室─卡浪馬固（泰雅語

為我的部落）。

照片提供 / 南澳泰雅文化館 照片提供 / 南澳泰雅文化館

照片提供 / 南澳泰雅文化館

SAT.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日

19
●宜／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啟鑽 安葬 修

墳 立碑

●忌／開市 伐木 嫁娶 作梁
農曆十二月廿五

藤編達人─黃雙喜

黃雙喜阿公從小就跟著爺爺、

爸爸一起學習藤編，阿公在部落裡算

是最後會藤編的耆老了，阿公會編織

揹籃、頭帽還有包包，有時候還會拿

自己狩獵獵物的角，或是山豬的牙

齒，放在自己編織的帽子上做裝飾。

為了不讓藤編技術失傳，阿公也會到

國小教小朋友藤編，讓藤編技術延續

下去。

SUN.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一

20
●宜／祭祀 作灶 入殮 除服 餘事勿取

●忌／開市 安床

【大寒】
農曆十二月廿六

山中傳奇─何仁興與曹永溫長老

比令長老，大家都是這樣叫何

仁興長老，他是一位非常認真的老人

家，5 歲時就跟著父親與爺爺上山學

習狩獵，是個勇敢的獵人。下山後，

白手起家，從事種植段木香菇及生薑

維持家中生計。比令是個虔誠的基督

徒，禮拜天都會放下手上工作到教會

做禮拜。曹永溫阿公是部落唯一知曉

並傳承古老泰雅儀式的長者，許多遊

客到部落玩或是爬山，都會請阿公幫

他們做祈福儀式，好讓路途中一切平

安。阿公進行祈福儀式時，身上會帶

著米酒及獵槍，祈福時先敬周圍的祖

靈，過程中耆老會吟唱泰雅古訓，一

起為族人向祖靈致敬。

MON.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二

21
●宜／塑繪 開光 沐浴 冠笄 會親友 作灶 

放水 造畜稠

●忌／嫁娶 入殮 安葬 出行
農曆十二月廿七

聖誕晚會

除了過新年的元旦，聖誕節是

部落最重視的教會活動，也是大家小

時候最期待的節日，從報佳音到感恩

禮拜，大家都很期待，晚會有摸獎活

動、交換禮物，還有團契表演，節目

都非常精彩，晚會隔天還有感恩禮拜

及餐會，每戶人家都會各自準備一道

菜，一起享用愛宴。

TUE.



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January

星期三

22
●宜／祭祀 沐浴 祈福 齋醮 訂盟 納采 裁

衣 拆卸 起基 豎柱 上樑 安床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啟鑽 掛匾 求嗣 出
行 合帳 造畜稠

●忌／開倉 嫁娶 移徙 入宅

農曆十二月廿八

青毛蟹和香魚

南澳自古以來即是自然資源豐
富、生態保存完善且富有依山傍海的
天然好環境，最具代表性的有青毛蟹
及香魚。

青毛蟹的最大特徵是兩隻大螯
上有如手套般的軟毛，屬台灣原生
種，主產於台灣東半部河川，尤以宜
蘭南澳所產最有名，又稱南澳毛蟹，
活動期主要在梅雨季到暑假期間。現
今，青毛蟹因人類過度濫捕，破壞大
自然環境，使得青毛蟹數量減少，而
目前南澳南溪因水質清淨，成為青毛
蟹最佳的棲息地。

南澳鄉是宜蘭主要產香魚的鄉
鎮，早期，因有「香魚之父」之稱的
鄭明能在南澳鄉投入香魚的復育工
作，與南澳鄉公所及蘇澳鎮公所在南
溪出海口「潟湖」放流 15 萬尾香魚
苗，讓香魚得以繼續繁衍生長，因而
南澳鄉也有「香魚故鄉」的稱號。

WED.



January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星期四

23
●宜／祭祀 解除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農曆十二月廿九

【春節】

部落新住民─王珍愛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一個從不同族群嫁來的媳婦，

從不會說聽泰雅語，到現在聽說都非

常流利，不輸現在年輕人。珍愛阿嬤

擅長現代編織，混和了太魯閣族及泰

雅族的文化風格，做出不一樣的味

道。

THU.



January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己亥年

生肖屬豬1 月

星期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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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鑽 安葬 掃舍 修墳 伐
木 納財 交易 立券

●忌／作灶 祭祀 上樑 出行
【春節 除夕】
農曆十二月三十

生態旅遊中心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金洋部落是位於宜蘭縣最南端

的原鄉部落，富有豐富的天然資源，

讓部落居民以生態結合旅遊規劃出主

題性的遊程，進而吸引遊客認識南

澳。南澳生態旅遊中心，中心裡有很

多旅遊資訊及南澳鄉有名的名產，生

態中心內有養殖香魚及青毛蟹，讓遊

客認識南澳鄉特有的水生生態，之前

生態館曾歇業一陣子，在 2019 年 5

月開始又正式開館。FRI.



January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1 月

星期六

25
●宜／出行 嫁娶 訂盟 納采 安床 啟鑽 安

葬 祭祀 裁衣 會友 認養

●忌／作灶 掘井 謝土 入宅

【春節】
農曆正月初一

最年長的游金蟬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使用最傳統的工具，保留傳統

泰雅文化的金蟬阿嬤，是部落裡最老

的耆老，阿嬤的先生游新來就是當時

率領部落最後遷移下來的老村長。阿

嬤以前保留很多自己做的衣服及泰雅

織布，現今作品卻跟著時間一起流失

掉了，十分可惜。

照片提供 / 宜蘭縣史館

照片提供 / 宜蘭縣史館

SAT.



January1 月

星期日

26
●宜／修飾垣牆 平治道塗 入殮 移柩 餘事

勿取

●忌／嫁娶 移徙 入宅 開光

【春節】
農曆正月初二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

小米酒我愛你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小米酒是泰雅族不能缺少的東

西，泰雅族的小米酒是用自己種的小

米製作，而不是糯米。昔日泰雅族製

酒均以祭祀為主，舉凡春耕、收割及

守月祭典皆以酒祭奉祖先神靈，先

將小米煮熟，之後瀝乾並加入酒麴以

及少許的水混合，將其裝入甕內靜

置 10 日後，開封再重覆前述動作共

3 次。完成後儲存 1 至 3 個月，即成

為泰雅族人口中的香醇小米酒。其中

酒麴的製作過程為將酒渣用姑婆芋包

住後晾乾，待長霉之後分割成塊，再

加以烘乾碾成粉狀，便是釀造小米酒

時所用的酒麴。

SUN.



January1 月

星期一

27
●宜／會親友 納采 進人口 修造 動土 豎柱 

上樑 祭祀 開光 塑繪 祈福 齋醮 嫁
娶 安床 移徙 入宅 安香 納畜

●忌／出行 治病 安葬 開市

【春節 祭祖】
農曆正月初三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

村校聯合運動大會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每年 3、4 月，部落會跟國小一

起舉辦村校聯合運動大會，比賽項目

有鋸木、推輪胎，當然跑步是不可能

缺少的，還有國小生及托兒所表演。

這幾年來部落還新增了喝酒大賽，因

為愛喝酒的關係，大家都搶著排隊比

賽，喜歡大家一起歡樂的感覺啊！比

賽項目還有部落最厲害的拔河，每年

都是非常有看頭的項目唷！

照片提供 / 金洋村辦公室 照片提供 / 金洋村辦公室 照片提供 / 金洋村辦公室

照片提供 / 金洋國小

MON.



January1 月

星期二

28
●宜／祭祀 會親友 出行 訂盟 納采 沐浴 

修造 動土 祈福 齋醮 嫁娶 拆卸 安
床 入殮 移柩 安葬 謝土 赴任 裁衣 
豎柱 上樑 伐木 捕捉 栽種 破土 安
門

●忌／蓋屋 開市 作灶 入宅 【春節 迎神】
農曆正月初四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

尋根之旅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尋根之旅是部落國小畢業班重

要的成年禮，每年安排的地方都不一

樣，如老金洋、神祕湖、南溪，每年

舉辦的成年禮也都不一樣，為了讓後

輩子孫不會忘了泰雅文化，在成年禮

晚上他們都會帶男生上山打獵，這是

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也成了每年重

要的文化，成年禮的尋根之旅活動，

已成了部落許多人的共同記憶。

照片提供 / 金洋國小

照片提供 / 金洋國小照片提供 / 金洋國小照片提供 / 金洋國小

TUE.



January1 月

星期三

29
●宜／解除 破屋 壞垣 餘事勿取

●忌／事不宜

【春節 開市】
農曆正月初五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

守護部落的飯包山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飯包山位於宜蘭縣南澳鄉金洋

村莊後，海拔 1,857 公尺，台灣百名

山排名第 76。登山口位於南澳古道

的 1.1 公里三叉路口處，步道雖不明

顯，但沿路很多條路，容易走錯路。

因非登山步道，屬於原始獵徑且岔路

很多，必須要由有經驗的人帶隊前往

較為安全。飯包山落差超過 1,600 公

尺，上山約 5-7 小時，下山約 3-5 小

時。

「心領體會神祕地境，昂首闊

步飯包絕頂」是賦予飯包山的名言，

因飯包山是護著部落雄偉的山，部落

居民也稱金洋部落為飯包山腳下的部

落。

WED.



January1 月

星期四

30
●宜／塑繪 開光 出行 訂盟 納采 除服 成

服 嫁娶 納婿 入殮 移柩 啟鑽 安葬 
立碑

●忌／入宅 安床
農曆正月初六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

兒時回憶─望著部落的小山丘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金洋國小的籃球場對面有座小

山，小時候老師常常讓我們帶著畫板

坐在小山丘畫部落，從此那裏就變成

我們常常聚集的地方，上去的階梯非

常危險，之前因為地震關係，讓階梯

斷裂的很嚴重，導致現在已無法再走

到山頂看部落美景，但就算不能再上

去，每天看著那座小山丘，都會想起

小時候的回憶。

THU.



January1 月

星期五

31
●宜／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啟鑽 安葬 立

碑 餘事勿取

●忌／破土 伐木
農曆正月初七

西元 2020 年

民國 109 年 

歲次庚子年

生肖屬鼠

部落年輕人的據點－卡拉ＯＫ南澳鄉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協會─

卡拉 OK 是部落不可或缺的娛樂

場所，部落裡有 3 間卡拉 OK，分別

是美蘭卡拉 OK、拉娃卡拉 OK 及梅

花烙卡拉 OK，每到節慶活動時，部

落青年都會聚集在卡拉 OK 唱歌，在

酒意微醺之中搭配舞蹈慶祝。每個人

來到這裡練習唱歌，各個擁有宏亮又

好聽的歌喉，有如歌手般。大家都稱

讚原住民唱歌好聽且具有感染力，不

是沒有原因啊 !F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