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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店老街話家常
「新年頭、舊年尾」即將揮別丁酉雞年之際，我們回顧過去的一

年，是屬於媽祖的，也是充滿歡喜與感恩的一年！

去年四月間陸續登場的媽祖契子女回宮祝壽、遵循古禮的三獻禮，

乃至字姓戲，以及七月間的百年媽祖會嘉年華活動的人潮，特別10月份

湄洲媽祖金身巡安遶境中台灣，中秋夜駐蹕萬和宮，萬頭攢動的盛況，

都讓我們感動不已。均足以證明，信眾對天上聖母的尊崇，以及媽祖文

化的種子，已經紮根、開花與結果。

三年一度的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即將在四月28、29日登場，我們

即將召開籌備座談會，著手策劃、準備，力求盡善盡美，也期待屆時有

更多信眾共襄盛舉，再創新猷。

過去一年，參訪的各地友宮或貴賓依舊絡繹不絕。近悅遠來，我們

都以最大的熱情迎接，善盡地主之誼。這是萬和宮媽祖靈驗的感召，今

後仍將秉持廣結善緣，熱誠服務的精神，歡迎參訪的友宮與貴賓，將我

們友誼的手，延伸各地。

去年十月間，本宮董監事前往四川梓潼文昌帝君祖廟謁祖會香，參

訪中深深感受萬和宮文昌帝君殿，有必要擴建，希望我們此一願望，在

媽祖暨文昌帝君庇佑下，不久的將來能夠心想事成。

105學年度信眾子女獎學金，儘管仍

多達1482人領取，受到少子化影

響，申請人數卻有逐年減少趨

勢。我們決定增加清寒子

女助學金，嘉惠比較弱

勢家庭的優秀子弟，讓

媽祖慈光與恩澤更加發

揚。

迎接戊戌狗年  萬和宮開春祈福活動強強滾
元旦起受理點燈安太歲  2月7日謝斗法會  10日名家揮毫贈春聯

「我們回來了！」106年10月11日，臺中市萬和宮董監事前往四川梓

潼文昌帝君祖廟謁祖會香，舊地重遊，倍感親切；董事長蕭清杰祈求文

昌帝君協助，讓萬和宮早日解決完成擴建文昌帝君殿的心願，獲得應允

。
民國102年2月間，萬和宮於右側廂房，增設文

昌帝君殿， 12月12日蕭董事長率領董監事，到

文昌帝君祖廟「七曲山大廟」參香、謁祖，

迎回文昌帝君神尊，103年元月16日，舉

行莊嚴隆重的安座大典。並從103年起，增點文昌燈。

106年10月11日，董事長與董監事依據儀規、習俗，前往文昌帝君

祖廟謁祖會香。

不辭長途舟車奔波辛勞，董事長一行，抵達文昌帝君祖廟，立即在

廟方人員熱情接待下，依序進行三上香、獻祝品（獻花、獻蠋

、獻果及獻財帛）及恭讀謁祖文疏，完成謁祖會香儀式，

氣氛莊嚴肅穆。

董事長拈香叩首之後許願說，由於受限場地，萬

和宮文昌帝君殿場地較小，將設法擴建專殿，請求

媽祖及文昌帝君協助購得所需房地。董事長特別擲

筊請示，第一次笑杯；擲第二次，董事長秉報有意

承購的建物地址，出現蔭杯，在場董監事覺得納悶

，忽然查覺地址說錯了；董事長立即更正，說出正

確地址，馬上獲得聖杯應允，全場響起熱烈掌聲說：

「文昌帝君答應協助完成我們的心願了！」

　文昌帝君本名張亞子，唐朝越雋人氏，又名文昌帝

、濟順王、英顯王、梓潼夫子、梓潼帝君、雷應

帝君，成了文章、學問之神，職責掌管文昌府的

事務。

文昌帝君的陪祀神「天聾」與「地啞」，書僮打扮看來憨厚。據指

出，讀書人的文運與仕途，都掌握在文昌帝君手中，天聾與地啞在側，

表示天機不可洩漏。

七曲山大廟始建於晉朝，歷經唐、宋、元、明、清數代修造和擴建

以後，整個大廟一萬二千多平方米，為文昌宮和關帝廟的總稱，由23座
不同時期的建築群所組成。

迎接戊戌狗年，香火鼎盛的臺中市萬和宮，元旦開始受理植斗、敬

點光明燈、文昌燈及安太歲；2月7日上午丁酉年謝斗法會， 2月10日上

午邀請名家揮毫贈春聯。

另外，3月2日元宵夜，配合市府「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活動」

演出歌仔戲，並贈送賀節小燈籠及摸彩，歡迎信眾、鄉親共襄盛舉。

董事長蕭清杰說，點光明燈、安奉太歲及植斗，為廣大信眾祈福保

平安、趨吉避凶、消災解厄，是萬和宮每年的重要祈安活動。光明燈及

文昌燈位置，均透過電腦依登記先後順序排列，一視同仁。

另外，2月7日上午舉行丁酉雞年謝斗法會，以及3月3日舉辦戊戌狗

年植斗法會，屆時都將供應素食平安粥，讓信眾吃平安。不過，平安粥

不得外帶，另外贈送每人一份壽麵。

2月10日（農曆12月25日）上午，萬和宮邀請書法名家揮毫寫春聯，

贈送鄉親。

2月15日、除夕夜，萬和宮於晚間11時關廟門，11時15分開廟門。

3月2日，慶祝元宵節、上元天官大帝聖誕，萬和宮白天誦經祈福，

晚間八點在廣場配合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規劃的「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

節活動」演出歌仔戲，並贈送賀節小燈籠及摸彩，盛況可期。

內頁提要

▲萬和宮董監事在文昌帝君祖廟完成謁祖會香，法喜圓滿。

▲萬和宮董監事一行在文
昌帝君祖廟虔誠參拜。

近悅遠來

我們
回來了 董監事文昌帝君祖廟謁祖會香  獲應允協助完成擴建專殿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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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洲媽祖首度駐蹕  萬和宮萬頭攢動  中秋夜宛如不夜城 
106年中秋夜，湄洲媽祖首度駐蹕臺中市萬和宮，萬頭攢動，燈火通

明，宛如不夜城！並且在隔天清晨6點移駕，繼續巡安遶境行程。

湄洲媽祖金身巡台遶境於10月4日、中秋夜駐蹕333年歷史的萬和

宮。當天傍晚六點，湄洲媽祖金身及陣頭抵達，頓時煙火、鞭炮、鑼

鼓、佛號聲響徹雲霄，善男信女，擠爆廟裡廟外，熱鬧滾滾。

接駕場面沸騰
中秋節午後，萬和宮廟埕，湧入更多人潮，欣賞準備恭迎湄洲媽祖

的陣頭表演。下午3點半，前導車、大鼓車、鞭炮車、蜈蜙鼓車及北管等

先遣陣頭，由常務董事林清福率領，到烏日聖母宮迎接湄洲媽祖金身。

萬和宮董監事、隨香信眾及太子車、大鼓車、北管、哨角、蜈蜙

車、黃令、涼傘等10餘陣頭聚集後，前往黎明路一段與永春東路口等候

接駕。

5點20分，5尺高的湄洲媽祖金身及千里眼、順風耳神像，由祖廟董

事長林金榜、身著古裝的200人駕前儀杖隊護駕，抵達接駕地點，萬和宮

蕭董事長率領董監事，趨前恭請媽祖金身移駕。

頓時爆竹、煙火、號角及鑼鼓齊鳴，守候多時的民眾，有的引頸翹

望，有些雙手合十膜拜，也有的拿著相機不斷攝取鏡頭，看到媽祖金身

時，好多信眾高興的說：「好端莊！」「好美！」「很秀氣！」場面沸

騰。 

遶境老街high翻天
完成簡單莊嚴的接駕儀式，媽祖金身、陣頭和駕前儀杖隊，遶境南

屯老街，沿著黎明路一段右轉南屯路二段、右轉萬和路一段，徐徐而

行，沿途鞭炮聲、鑼鼓聲不絕於耳；兩旁商店行號設置香案，備妥香花

素果、扶老攜幼，手持清香或雙手合十，以虔誠歡喜的心，恭迎媽祖，

high翻天。

6點15分左右，長龍般的遶境隊伍，抵達早已聚滿人群的萬和宮廟

埕，煙火爆竹、鑼鼓及觀呼聲，震耳欲聾，熱鬧非凡；廟埕四週，雲霧

繚繞，如夢似幻。

駐蹕安座大典莊嚴
萬頭攢動的熱情信眾，將廟裡廟外，擠得水洩不通，媽祖金身及千

里眼、順風耳神像，在熱烈、歡呼聲中移駕廟內。

6點30分，祖廟主導的安座大典，在

敲鐘擂鼓及佛樂聲中準時展開。由萬

和宮董事長蕭清杰、台灣媽祖聯誼榮譽會長顏清標及會長鄭銘坤，以及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長周永鴻等，市議員劉士州、張耀中及何文海，萬和

宮董監事，率領眾信大德及護駕人員，依序進行上香、行三拜禮及三獻

禮。祈求兩岸風調雨順、花開富貴、福星高照、信眾閤家安康、吉祥如

意、四海昇平，莊嚴隆重。

▲湄洲媽祖金身駐蹕萬和宮，董監事合影留念。

▲湄洲媽祖金身，由身著古裝的200人駕前儀杖隊護駕。

▲湄洲媽祖金身駐蹕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率隊恭迎。

▲湄洲媽祖金身駐蹕萬和宮，蕭董事長等滿懷喜悅。

▲湄洲媽祖金身駐蹕萬和宮，祖廟董事長林金榜參加安座大典。

▲湄洲媽祖金身法相莊嚴慈祥。

▲湄洲媽祖金身移駕萬和宮正殿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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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廟董事長林金榜，致贈蕭清杰祖廟的平安釦及媽祖紀念牌，感謝

萬和宮鼎力支持，蕭董事長也回贈萬和宮製作，限量的湄洲媽祖巡安遶

境紀念金幣，並且為媽祖金身獻上金牌；莊嚴的安座大典，在行三鞠躬

之後圓滿結束，歷時20分鐘。滿場信眾迫不及待，一湧而上，參拜或拍

照，熱鬧滾滾。

祈福典禮溫馨感人
晚間7時舉行的「恭請湄洲媽祖金身駐蹕萬和宮祈福典禮」，由董事

長蕭清杰主祭，市府民政局長周永鴻、南屯區長程泰源及萬和宮董監事

陪祭，率領爆滿信眾，獻花、獻果及獻財帛，並恭讀疏文，祈求媽祖庇

佑遶境地方人口平安、民阜物豐，四時無災、八節呈祥，男添百福、女

納千祥，老幼康寧，萬事吉祥、百業興隆、政通人和、共創輝煌、閤家

平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福祉綿長、大降吉祥，莊

嚴、溫馨。 

誦讚天上聖母歌悅耳
萬和宮誦經團敬獻的「誦讚天上聖母歌」，以蘇武牧羊的曲調，分

四段獻唱「大聖天上聖母后、功德可參天，救世千餘年、通靈體登玉

箋、、、」，耳熟能詳的音律，經由誦經團員的合唱，特別悅耳動聽，

充分表達對媽祖的感恩與尊崇。

自由參拜川流不息
從晚間八點至5日清晨5點，萬和宮開放，不關廟門，信眾自由參

拜，廟內及廟埕人山人海的信眾，謹記從右側門進，左側門出的禮數，

自動排隊，從廟內依序進入，人潮一圈又一圈，凌晨兩三點，排隊人

群，依舊未減，有些信眾甚至說：「湄媽祖來這裡，千載難逢，我們要

守夜陪伴！」果真等到天明。

蕭董事長看到絡繹不絕、長龍般的信眾，井然有序，感動的說：

「來萬和宮拜拜的信眾都很守秩序！」中秋夜的萬和宮燈火通明，與高

掛天空的明月，相互暉映，宛如不夜城。董監事及誦經團均輪班守護，

為信眾提供最熱誠服務。

起駕啟程爭相送行
隔天、即（5）日清晨5點半，蕭董事長主祭，率領董監事及信眾，

獻花果及財帛，及恭讀疏文，完成簡單、莊嚴的起駕（啟程）儀式。全

場守候的信眾，紛紛把握最後機會，在媽祖金身座前，拍照留念，顯得

依依不捨，爭相送行。

將近6點，恭請媽祖金身及千里眼、順風耳神像起駕，登上鑾轎車

隊；不絕於耳的鑼鼓鞭炮聲，再度響起，遶境隊伍帶著蕭董事長、董監

事及信眾的盛情與祝福，揮別萬和宮，繼續巡安遶境行程。

▲湄洲媽祖金身駐蹕萬和宮，廟埕人山人海，場面壯觀。

▲等候參拜湄洲媽祖金身信眾，大排
長龍，井然有序。

▲湄洲媽祖金身駐蹕萬和宮，信眾參
拜盛況。

▲萬和宮誦經團敬獻的「誦讚天上聖母歌」，悅耳動聽。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等祝賀董事賴東明當選田心里福德廟主任委員。

▲湄洲媽祖金身駐蹕萬和宮一夜之後，即將移駕，董監事虔誠送行。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敬獻湄洲媽祖
金牌。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與祖廟董事長
林金榜互贈紀念品。

▲湄洲媽祖金身駐蹕萬和宮，祈福大典由蕭董事長主祭。

眾望所歸
萬和宮董事賴東

明，當選田心里福德

廟主任委員，獲得地

方及信眾肯定。萬和

宮董監事與有榮焉，

致贈「眾望所歸」金

盾，並與蕭董事長偕

同董事陳炎山、監事賴

印章及總幹事張俊鎮合影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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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誦經暨祈福大典  萬和宮熱情參與  見證千載難逢媽祖盛會
「好熱，但我們很歡喜！」參加湄洲媽祖金身巡安遶境中臺灣，在

大甲體育場舉辦的「千人誦經」暨「四海和平兩岸媽祖祈福大典」兩大

活動的萬和宮董監事、誦經團及導覽志工們，都覺得能夠參與此一盛

會，法喜充滿。

湄洲媽祖金身，中秋夜駐蹕萬和宮，熱鬧滾滾，盛況空前，信眾津

津樂道；台灣媽祖聯誼會在大甲體育場，搭設了23殿大型醮壇，安座媽

祖金身，特別邀請相關宮廟神尊與會，共沐神恩，萬和宮熱烈響應。

聯誼會副會長、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7月13日邀集南屯區各里里

長及宮廟執事人員座談，鼓勵各宮廟神尊蒞壇，參加這兩項活動；包

括萬和宮、南屯、西屯及烏日地區的19座宮廟，合計100座神尊熱烈響

應。

10月2日，100神尊移駕萬和宮的臨時行宮，場地幽雅莊嚴，隨後於

5日上午由董監事陳勇、陳炎山、簡坤榮、賴印章及總幹事張俊鎮，組

長賴榮裕、賴素滿及誦經團護送至醮壇，過程相當嚴謹。

10月7日上午，萬和宮誦經團前往大甲體育場醮壇，參加千人誦經

活動，艷陽高照、火辣辣，人人戴著斗笠；在佛樂伴奏下，全場持誦

「九宵天上聖母真經」，為天上聖母祝壽，洋溢溫馨、感恩與感人氣

氛。誦經團志工說，能夠為湄洲媽祖誦經祝壽，很榮幸，也很感動。

10月8日上午的「四海平安」祈福大典，萬和宮更出動300餘人，搭

乘8輛遊覽車，浩浩蕩蕩：大家懷著虔誠、歡喜及感恩的心情，見證千

載難逢的盛大場面，覺得不虛此行。 
祈福大會分成兩個階段舉行。十點開始，由台灣媽祖聯誼會榮譽會

長顏清標，會長鄭銘坤及萬和董事長蕭清杰等副會長，以及國民黨主席

吳敦義、前立法院長王金平、臺中市長林佳龍、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立委江啟臣、顏寬恒等擔任主祭，依循古禮進行，莊嚴隆重。

王金平說，湄洲媽祖這次來台遶境巡安，台灣信徒以最高規格接

駕，不僅發揚媽祖文化，也帶動兩岸實際交流，希望兩岸可以盡快恢復

正常來往。吳敦義也期待媽祖保佑台灣風調雨順，中華民國國泰民安，

兩岸永續和平發展。

臺中市長林佳龍說，媽祖精神跨越國界、族群、性別及階級，媽祖

精神在台灣發揚光大，就是因為在媽祖之前人人平等，不論背景、出

身、信仰是什麼，都是媽祖保佑的子民。

第二階段則由祖廟董事長林金榜領導的團隊，重新展現世界文化遺

產規模的媽祖婆大型祭典。身穿古裝的駕前儀杖隊出列，進退有據，乃

至精彩的舞藝表演，以及三獻禮等，井然有序，充分展現媽祖文化博大

精深。

歷時兩個小時的祈福大典，儘管烈日當空，但萬和宮團隊依舊精神

抖擻，滿懷感恩的心，登上歸途。

▲

▲

安奉萬和宮臨時行宮
的 1 0 0神尊，由董監
事及誦經團護送至醮
壇。

▲萬和宮董監事參加「四海平安」祈福大典，留下寶貴鏡頭。

▲

▲

萬和宮董監事在大
甲體育場醮壇前合
影。

▲

萬和宮蕭董事長與湄洲媽祖祖廟
董事長林金榜「英雄會」。

▲大甲體育場醮壇的千人誦經場面。 ▲大甲體育場醮壇的祈福大典，相當莊嚴壯觀。

▲

萬和宮誦經團前往大甲
體育場醮壇參加千人誦
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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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萬眾騎BIKE   6媽祖廟呼籲踴躍參加  騎出健康快樂

萬和宮童軍團露營新體驗  歡樂心情寫在臉上

臺中市6座媽祖宮廟合辦的「2018萬眾騎BIKE狗然厲害」活動，今

年4月7日登場。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及其他宮廟董事長、主任委員呼籲

大家踴躍報名，扶老攜幼「騎出健康、騎出快樂！」參加此一環遊臺中

山海屯區，全程約105公里的盛事；各宮廟將準備更豐富、更有特色的食

材，為車友們打氣。

 此項萬眾騎BIKE活動，明年邁入第八年，輪由萬和宮主辦。承辦

單位於上（12）月7日上午在萬和宮舉辦「2018萬眾騎BIKE狗然厲害」

宣傳記者會。儘管稍早下雨，但記者會舉行時，天空放晴，蕭清杰與鎮

瀾宮董事長顏清標都歸功於媽祖真靈驗。

頗有名氣的靈魂頑童舞蹈團精彩

表演，揭開「2018萬眾騎BIKE狗然

厲害」記者會序幕；10名小朋友

賣力表演，展現熱情、奔放、青

春、活力與朝氣的氣氛，獲得

此起彼落掌聲。 

  蕭清杰說，民國101年萬和宮主辦萬眾騎BIKE活動時，有4000多車

友報名，爾後逐年增加，106年已經超過一萬人，希望今（107）年再創

高峰。

他指出，從民國82年開始，他經常以騎腳踏車代步，比較有精神與

活力。參加六宮廟合辦的萬眾騎BIKE活動，可以欣賞沿途大台中山海屯

區風光，在各宮廟品嘗各具特色的美食；4月7日，全家扶老攜幼參加，

是難得的體驗。

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樂成宮董事長郭松益、朝聖宮主委李煥湘、

鎮清宮董事長王涼洲、萬興宮主委林旭說，騎腳踏車是樂活健康的活

動，歡迎大家踴躍報名，「騎出健康、騎出快樂！」他們還承諾準備更

豐盛、各具特色的食物，迎接車友。

市議員劉士州、張耀中及朱暖英，同樣強調騎腳踏車是非常棒的運

動，熱絡筋骨，也是很好的親子活動。 
市府副秘書長李賢義說，台中是腳踏車王國，希望大家走出戶外，

多騎腳踏車。

記者會上也由模特兒，分別展示報名此項活動的背袋、T-shirt、完

騎獎牌及騎福紅彩帶等贈品。

承辦單位說，有意參加的可以到萬和宮、旱溪樂成宮、台中朝聖

宮、豐原鎮清宮、大甲鎮瀾宮及社口萬興宮，或活動報名網站：https：
//bike.ymart.com.tw/報名

萬和宮童軍團體驗了一場不同於歷次的露營。童軍與幼童軍們不僅

分組烹飪競賽，還自行規劃晚會活動，扮演主角，此起彼落的歡呼聲響

遍營區，歡樂心情寫在臉上！ 
  106年9月23、24日，童軍團前往苗栗縣南庄鄉林泉露營區舉辦露營

及團集會。 
總團長陳基安說，往年均由服務員設計營火晚會，讓童軍們同歡共

樂。隨著小狼小蛙逐漸蛻變成為童軍與女童

軍，為了滿足孩子們的需求，此次改採

更有挑戰性作法。

團露營活動分成兩部分，第一

個是烹飪比賽。打破年紀與性別藩籬，混合編成三組，由團本部提供相

同食材與鍋具，讓各組的童軍與女童軍帶領幼童軍與女幼童軍一同設計

菜單、清洗食材、掌廚、分享準備晚餐的酸甜苦辣，還要完成至少三菜

一湯的菜色。

陳基安指出，有些孩子用心求好，之前即央求父母讓他們練習煮菜

燉湯。不但激發了主動挑戰的精神，也體會到父母料理三餐辛勞，增進

親子情感。

自己煮的菜特別好吃！當天晚餐的菜餚，大家吃在嘴裡，都覺得美

味無比、創意無限，回味無窮。

團露營另一個高潮的晚會活動，從活動規劃與流程編排都是經由小

組討論與分工，由各小隊輪番上陣表演或引領遊戲，展現了童軍伙伴平

日所學。主持人靈機應變的主持功力更是讓人驚豔，具有加分效果。陳

總團長說，晚會在充滿歡笑與歌唱聲中落幕，大家共度一個難忘與歡樂

的夜晚。

他提到，觀察此次團露營活動，可以發現這幾年來孩子們在童軍活

動裡學習到的點點滴滴，儘管平常沒有機會展現，卻已默默吸收，只要

給他們舞台，就能發揮潛力。

▲合辦萬眾BIKE的六宮廟董事長、主委向萬和宮媽祖參香。

▲

▲

臺中市6媽祖宮廟董事長、
主委與貴賓們，呼籲大家
踴躍報名參加2018萬眾騎
BIKE活動。

▲「2018萬眾騎BIKE狗然厲害」記者會，舞蹈團小朋友載歌熱舞，帶動現場氣氛。

▲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說，騎腳踏
車較有精神與活力。

▲萬和宮童軍團歡喜體驗不同於歷次的露營。 ▲此次露營活動，烹飪與晚會由童軍們自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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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內建築好美！典藏文物好多！」苗栗、嘉義在內的中部地區

300餘後備幹部，12月6日下午陸續參觀已經333年歷史的臺中市萬和

宮，對於廟內充滿藝術美學的建築及豐盛的典藏文物，讚不絕口說：

「太好了！我想再來！」

包括來自苗栗、彰化、南投、雲林及嘉義的中部地區後備指揮部暨

發展委員及組訓顧問等幹部，由各縣後備指揮官陪同，從當天下午1點
至3點批抵達，獲得董事長蕭清杰暨董監事們熱烈歡迎，香火鼎盛的萬

和宮，人聲鼎沸。

蕭董事長利用欣賞萬和宮歌影片時，歡迎遠道而來的貴賓。他說，

萬和宮比較重視鄉土文化與藝術教育推動，文風鼎盛，包括宮內及文物

館有15件重要文物裝有QR Code導覽，方便參訪貴賓更深入了解。廟方

還贈送媽祖鎮殿330週年紀念幣。

各地區委顧團，由萬和宮導覽志工，分批接待參觀萬和文化大樓5
樓麻芛文化館、創意藝廊、4樓文物館及廟內建築。

「麻芛長得這樣哦！」部份貴賓看到麻芛的標本，覺得新奇；見到

早期農業社會當作衛生用品的「屎篦」時，更為好奇，有些說 ：「我小

時候用過！」第一次見到的，還特別拍照留念。

創意藝廊正在展出吳嘉羚的「彩繪人生」個展，吳嘉羚特別

到場與貴賓們分享，對於她作品展現的鄉土氣息，覺得很生動自

然、親切。 
典藏豐富文物的文物館，更讓貴賓們大開眼界，已經120餘

年的花轎及香爐轎，乃至紅柑燈、紅眠床，以及古鐘等，都吸引

不少貴賓駐足欣賞。受限時間，有些貴賓似乎意猶未盡說：「太

好了！我想再來！」

轉往廟內參觀時，貴賓們不忘以虔誠的心情，向媽祖及列位

神尊參香，祈求保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媽祖威靈顯赫，貴賓

閤家平安。

「萬和宮廟內雕梁畫棟，好像美術館」導覽志工們介紹廟

內建築時說，幾乎每一磚瓦、雕梁，都是藝術品，譬如正殿梁

柱，當年老祖宗興建時，就考慮到地震的防範；地面磚塊呈現的「人」

「丁」意象，代表「人丁興旺」，貴賓聚精會神聆聽。

「貴賓們知道萬和宮的十八羅漢神像，為什麼有36尊嗎？」導覽的

楊素珠、張秀滿、張華芸，主動為貴賓們解謎，原來是民國70年間18羅
漢被偷，廟方重新雕塑，72年間失竊的神像失而得，新舊並列，形成舊

羅漢住樓下，新羅漢居樓上的有

趣現象。      
一些眼尖的貴賓發現：「萬

和宮的媽祖神像為什麼特別多？

」立即獲得釋疑，這是由於萬和

宮有字姓戲，以及老二媽每三年

回西屯省親遶境，每字姓及各里

恭塑一尊，平時奉祀在廟內。

每一地區貴賓參觀行程，大

約一個小時，來去匆匆，但已經感

受到萬和宮的盛情，以及濃厚的人

文特色，認為不虛此行。

中部地區300餘後備幹部  參訪萬和宮  豐盛寺廟古蹟文物之旅

萬和宮發放獎學金  獲獎同學喜上眉梢
今年將增設助學金  鼓勵南屯區國中小清寒或家庭變故學子

合計多達1482人獲獎，領取630萬7千元的臺中市萬和宮信眾子女105
學年度獎學金，106年11月4日發放。獲獎同學及家長們，喜上眉梢，首

次得獎的同學更歡喜說：「第一次領到獎學金，好爽！」喜形於色。

董事長蕭清杰說，萬和宮信眾子女獎學金，邁入第40年，考量受到

少子化影響，申請人數略降等因素，為維持獎學金發放七、八百萬元的

額度，萬和宮今（107）年將增設鼓勵南屯轄區內各國中暨國小，家境清

寒或遭遇變故、刻苦奮發，敦品力學的學子助學金。

105學年度獲獎的包括國中395人、高中職313人及大專院校774人。

國中每人3000元、高中職4000元、大專院校5000元。

當天領取獎學金的同學或家長，川流不息，蕭董事長先後與多位

得獎同學合影，恭喜他們得獎，還不忘打氣：「繼續加油，爭取好成

績。」同學們回應：「謝謝董事長！」

新民商工二年級的林佳蓉，由媽媽陪同首次領獎。她媽媽說，去年

忘了點光明燈，失去申請機會，好可惜。

就讀台中科大流通管理學系的連倍儀，也是第一次領獎，開懷說：

「得獎的感覺真好！」

惠文高中國中部的吳佳壎，靜靜的站在父親吳昭德身邊，領取獎學

金之後，立即將獎金紅包，放入口袋說：「我這個就好！」獎狀則交給

吳爸爸。不失純真的動作，旁觀同學，忍不住笑出聲。

修平科大的賴芊妤，第二次獲獎。她說：「我哥哥也得獎哦！很

棒！ 
76歲的黃阿幸，替讀台大二年級的孫子廖禾安，領獎時不斷稱讚：

「禾安很乖！」她說，就讀建國中學的禾安弟弟，可惜未達標準。 
萬和宮監事黃炳榮的孫女、修平科大的黃絢淳再次獲獎。人在國外

的她，委託媽媽林美娜代領，特別要求轉達對萬和宮的感謝。

聯合報前台中市特派員唐復年的兩個女兒、幾乎年年獲獎，今年台

大社工系畢業，目前在世界展望會工作的大女兒唐詩說：「要師法萬和

宮服務社會的精神。」高雄餐旅的小女兒唐欣，明年還有一次申請機

會。唐復年稱讚萬和宮長期提供獎學金，是對學子的肯定與鼓勵，令人

激賞。

萬和宮在萬和大樓一樓走廊設置發放處，動員誦經團志工熱誠服

務，她們很快核對資料無誤，贈送獎學金時，都不忘說聲：「恭喜！」

萬和宮信眾子女獎學金，從66學年度設立，當年上下兩學期合計203
人次獲獎，獎學金總數8萬8800元（當時國中每人300元、高中500元、大

專院校800元）。

▲萬和宮發放獎學金，董事長
蕭清杰恭喜同學們獲獎。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歡迎中部地區後備幹部參訪。

▲中部地區後備幹部參訪萬和宮，聆聽導覽志工解說。 ▲各地區後備幹部參訪萬和宮，都不忘留下寶貴鏡頭。

▲中部地區後備幹部，參觀萬和宮典藏文物，神情專注。

▲

萬和宮發放獎學金，誦經團志
工們熱誠服務。



第七版友  宮  貴  賓  參  訪  萬  和  宮

香火鼎盛的臺中市萬和宮，過去三個月依舊維持超高人氣，中部地

區後備幹部之外，尚有絡繹不絕友宮或貴賓相繼來訪，近悅遠來，不亦

樂乎！

106年10月8日中午12點多，豐原南天協興廟關聖帝君聖駕數十餘信

徒，徒步祈福遶境蒞臨宮；10月14日台北南港信天宮執人員到訪。

11月10日畢業一甲子、每年均召開同學會的台中高農第10屆同學，

包括台中市政府前主任秘書蔡政忠等將近20位同學歡聚萬和宮，由同窗

好友、董事長蕭清杰親自接待，陪同學參觀，不斷稱讚說：「清杰領導

有方，很不簡單！」  
11月12日上午，20餘年前由萬和宮分靈的黎明天母宮，回宮謁祖進

香巡禮，舞龍、土地公陣、哨角等陣頭及近千信眾隨行，沿途鞭炮、鑼

鼓聲響徹雲霄，好不熱鬧。

11月12日桃園濟聖宮董事長賴長生等；11月22日下午神岡區長王基

成暨同仁及各里長27人；11月25日南屯豐樂里福德廟；11月25日顯密聞

思修學佛會，也先後蒞臨參訪。

此外，9月23日大早，神岡社口萬興宮主任委員林旭及委員10餘
人，以及9月27日上午南屯區鎮平里的台中龍華靜修院300餘位信眾及陣

頭組成的進香團，由院長太玄與正副爐主、總領隊及總指揮率領，不畏

炎熱，從靜修院徒步抵達，精神可佩。

來自各地的友宮或貴賓，都獲得熱情接待，賓主盡歡。

106年10月22日到萬和宮領取重陽敬老禮金的，臺中市南屯區90餘
歲陳阿俊、劉進森、劉林秀美等耆老，向董事長蕭清杰豎起大姆指讚

說：「萬和宮很敬老！真貼心！」

萬和宮敬老不落人後，重陽節前夕， 除贈送南屯區14925位65歲以

上壽星壽麵。其中， 467位90至99歲長者每人加發3200元禮金，13位屆

滿100歲耆老則為6000元。

90至99歲的敬老禮金，於10月22日在萬和宮發放，多位耆老親自領

取，場面歡喜、溫馨。100歲以上的禮金，則由萬和宮董監事送達。

95高齡、曾擔任南屯區農會理事長及萬和宮常務董事的陳阿俊，手

持拐杖，但他說：「我不是退化，只是前陣子摔跤。」陳阿俊承認，年

輕時脾氣較差，但現在已經變好了，而且從50歲就不喝酒，引起哄堂大

笑；他的次子陳東森說，父親脾氣的確改善許多。

 陳東森說，他老爸的記憶力還很不錯，每天生活作息正常，這是子

女們的福報。

民國16年次、同齡的劉進森、劉林秀英夫婦，攜手到萬和宮，耳聰

目明，看到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老友相見，特別高興，不斷誇讚萬和

宮真貼心、很敬老！

講起話依舊丹田有力的劉進森，早年教過「香功」及武術，練就好

身子，現在仍然看不出老態。他經常騎腳踏車串門子。但最近被擦撞，

才聽勸告，改由子女們接送。  
蕭董事長還與其他耆老，親切話家常，祝福他們：「健康長壽」。

壽星們說：「萬和宮好有人情味！」

萬和宮敬老不落人後  1萬5千位65歲以上長者贈壽麵

萬和宮超人氣  友宮暨貴賓參訪絡繹不絕

▲萬和宮發放90至99歲
耆老敬老禮金，溫馨
熱鬧。

▲畢業一甲子台中高農第10屆同學，歡聚萬和宮。

▲神岡區公所。▲桃園濟聖宮。 ▲黎明天母宮回宮謁祖。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親自為老同學導覽。

▲

社口萬興宮。

▲

台北南港信天宮。

▲

台中朝聖宮送香條。

▲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祝
福耆老們健康長壽。

▲顯密聞思修學佛會。▲豐樂里福德廟。▲豐原南天協興廟。



藝  文  活  動 第八版

第10屆萬和美展  初審通過46件  評審稱讚作品夠水準

106年11月5日湧入萬和宮「創意藝廊」滿場貴賓，分享擁有花藝設
計師及國內外美容師證照的吳嘉羚「彩繪人生」個展作品時讚不絕口
說：「嘉羚的畫，好像她的人生，生活融入藝術創作！」熱鬧溫馨。

董事長蕭清杰，致贈剛出版的「萬和宮展覽專輯5」，由版畫新秀
蔡欣縈代表接受，到場貴賓也各獲贈一冊，稱讚內容精彩、印刷精美，
滿心歡喜。

104年10月31日至105年元月3日，蔡欣縈曾在創意藝廊舉行版畫創
作個展，也榮獲第九屆萬和美展西畫類第二名。

  展期至本（元）月七日的吳嘉羚「彩繪人生」個展，去年11月5日
上午舉行開幕茶會，吳嘉羚的父親、先生、兒女及親朋好友，從屏東、
高雄等地趕到共襄盛舉，好不熱鬧。

蕭董事長指出，山水、水墨畫，經常要遊山玩水取景，讓人生添增
彩色，吳嘉羚的畫齡不長，能夠畫出這麼多意境深遠的作品，很不簡
單，尤其是看到她來自各地的家人親友，齊聚一堂的凝聚力，令人感
動。

他說，萬和宮致力地方教育與藝術推動，舉辦萬和美展、提供展
場，已培養許多南屯區出身的畫家；每三年將創意藝廊各檔期的作品精
華彙集出版展覽專輯；剛出版的專輯5是收集103至105年的展覽，其中
慶祝萬和宮媽祖鎮殿330週年時，舉辦的全省18位免審查藝術家的作品
最是大賣點。

南屯區公所主任秘書黃銘暉稱讚萬和宮舉辦的各項活動很精彩，長
期投入鄉土文化藝術教育，尤其令人敬佩。

吳嘉羚的恩師水墨行者何木火說，吳嘉羚學畫很用心、很努力，掌
握「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將生活融入創作。
譬如霧峰林家花園為背景畫作，無論是構圖或用
色，呈現神秘及忠孝仁義的意境。

他指出吳嘉羚的畫，生動自然，層次多，
散發出濃厚的鄉土間、本土氣息，而且勇於
參加各項美術比賽，吸取經驗，佳作不斷。 

東方畫會前總幹事陳從珍及瓷畫藝術家
孫德馨指出，吳嘉羚展出的每幅畫，都是得
獎作品；她堪稱是傳奇人物，遭遇挫折，都

會勇於面對、克服，進而成為創作的動力。   
吳嘉羚感謝萬和宮提供完善的展場,特別是蕭董事長對文化傳承的重

視與用心，讓藝術家們有賓至如歸的親切感。她說，前一天到萬和宮看
到大排長龍領取獎學金的場面，深深感受萬和宮重視教育與鄉土文化藝
術推動的成果豐碩。

她提到，這次展出的36幅作品，有幫兒子畢展做畫的衣服，還有兩
岸四地美容比賽所畫的作品，彩繪臉譜，以及參加萬和美展入選作品，
都是她走過、訪過及感動過的景象透過筆紙呈現。她還畫了70張梅花書
籤贈送包括前省府參議陳耀宗、世新大學台中市校友會前理事長許德聰
等與會貴賓，頗受喜愛。

開幕儀式接近尾聲時，吳嘉羚的兒女，捧著鮮花走上台上，給媽媽
愛的擁抱，獻上最大的感恩與祝福，全場響起熱烈掌聲；她的員工也不
落人後，獻花祝賀個展成功。 

早年，吳嘉羚先後考取IFD國際花藝教育研究文教基金會的初、中
及高級花藝設計師，以及國內美容乙級與國際美容師證照。民國97年間
拜「水墨行者」何木火大師學習水墨畫。

她回憶學畫過程說，跟著老師與學長姐們探訪名山勝水，足跡踏遍
全省各地，師法自然的心境，以藉景抒情的理念創作，藉筆墨歌詠大地
的玄妙博大，容納百川的胸懷。

吳嘉羚自認畫齡不長，但以「勤耕藝海」自我勉勵，希望在有限的
生命裡創造無限的光彩，因為全心投入「理磚折牆•折牆理磚」，不斷的
探討練習畫如人生才能有聲有色，習畫數年就進步神速，參加萬和美美
展、玉山美展等比賽都有不錯成績。

她強調，「藝術生活、生活藝術」，
藝術之路是孤獨難行，但心靈是喜悅充
實，創作如同孕育子女般生產過程是辛
苦的，卻帶來欣喜、愉悅的果實

麻芛文化館開放時間：周休假
日及農曆初一與十五日，上午八點
半至十二點，下午一點半至五點。

第10屆萬和美展完成初審，參賽65件，通過46件，包括國畫類33
件、書法類13件。評審委員們讚許說：「萬和美展作品有相當水準！」

106年12月16日上午，美展籌備會在萬和文化大樓五樓麻芛文化
館，舉行初審評審會議。

董事長蕭清杰說，一般寺廟很少舉辦美展比賽等活動，長期以來，
萬和宮特別重視文化與教育推動，不僅在麻芛文化館設置「創意藝廊」
展場，更從民國97年承蒙台灣膠彩協會創會理事長簡錦清策劃舉辦萬和
美展，至今第10屆，已帶動地方鄉土文化藝術的發展。他希望大家踴躍
參加美展比賽。

評審會主任委員簡錦清說，萬和美展採取雙年展方式，每屆參賽作
品提升準，有目共睹。

此次初審作業，比照歷屆模式，65件作品照片，僅標示收件編號、

尺寸及標題。各組三位評審委員以嚴謹、專業、客觀及超然的態度，逐
一評鑑，選出入選作品。多位評審委員說：「萬和美展的參賽作品夠水
準！」

初審結果，國畫類受理45件，入選33件；書法類受理20件，入選13
件，合計46件獲得初審通過。美展籌備會隨即寄發初審結果，通知入選
者在元月4日至6日將參賽原作送達，擇期複審。

經過統計分析，國畫類的45位參賽者，個個都是畫家，有的已舉辦
多次個展、聯展，或參加大墩美展、中部美展等多項美展競賽，獲得入
選以上佳績，在藝壇享有一席之地；也有些是教授國畫多年。書法類中
亦有半數，為其中佼佼者。菁英齊聚，以藝會友，分享創作成果，彌足
珍貴，見證了萬和美展的號召力及公信力。

吳嘉羚「彩繪人生」個展開幕茶會  熱鬧溫馨
貴賓獲贈萬和宮展覽專輯5    內容精美讚聲連連

 日　　期 內　　　　　　容
元旦起 戊戌年植斗、安太歲、點光明燈及文昌燈，開始受理

元月13日至3月11日 王惠仁「真形・至性」陶藝個展，元月13日開幕茶會

2月7日 丁酉年謝斗祈福法會活動。

2月10日 寫春聯送春聯活動。

2月16日 戊戌年恭賀新禧迎新春

3月1日 晚間恭祝上元天官大帝聖誕祈福法會

3月2日 晚間元宵節燈謎晚會

3月3日 農曆2月3日文昌帝君聖誕祈福活動

3月24日 戊戌年春季消災法會

重要活動訊息預告：
107年4月28至29日：萬和宮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

 日　　期 內　　　　　　容

10月2日 恭迎湄洲媽祖金身安遶境中台灣，本宮與南屯、
西屯及烏日地區19間宮廟100神尊，駐駕本宮行館

10月4、5日

湄洲媽祖金身安遶境中台灣，4日中秋夜駐蹕本
宮，舉行安座、祈福大典暨誦讚天上聖母歌，
隨即開放供信眾自由參拜，不關廟門，宛如不夜
城；5日清晨5點半舉行啟駕典禮，6點媽祖金身
啟程，繼續遶境行程

10月6日 本宮與各宮廟100神尊移駕大甲體育場神壇

10月7日 湄洲媽祖金身移駕大甲體育場，本宮誦經團參
加千人誦經活動。

10月8日 本宮組團參加在大甲體育場醮壇舉行的四海和
平兩岸媽祖祈福大典 

10月28日 天上聖母飛昇日祈福活動

10月28日 重陽敬老，萬和宮贈送南屯區65歲以上長者壽麵各一份，90歲以上耆老加發敬老禮金

10月28日至107年元月7日 吳嘉羚「彩繪人生」個展，28日開展，11月5日上午開幕茶會

11月4、5日 發放萬和宮信眾子女105學年度獎學金

11月7日 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祈福活動

萬和宮107年1~3月重要活動預告

萬和宮106年10~12月重要活動與紀事

▲第10屆萬和美展初審評審委員合影。

▲吳嘉羚「彩繪人生」個展開幕茶會，蕭董事長與貴賓們合照。 ▲吳嘉羚兒女獻上鮮花，祝賀媽媽個展成功。

▲蕭董事長致贈剛出版
的萬和宮展覽專輯5，
由版畫新秀蔡欣縈代
表接受。

▲吳嘉羚分享創作心得。

▲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祝賀吳嘉羚「彩繪人生」個展成功。

▲評審委員們聚精會神審查作品。

11月12日 黎明天母宮回宮謁祖

11月25日 冬季消災祈福法會

12月2日 水官大帝聖誕平安祈福法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