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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店老街話家常
農曆三月，果真不一樣！

4月28及29日，傳承214年的萬和宮「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之旅，

再次掀起萬眾夾道恭迎盛況，特別是年輕族群熱情參與，厚植媽祖文化

繼續往下紮根的潛力，值得欣慰。省親遶境圓滿順利，是媽祖庇佑，也

是大家群策群力的成果，敬表謝意。

農曆3月23日欣逢媽祖聖誕，我們遵循古禮舉行三獻禮祭典，南屯國

小校長許正昌率領幼稚園20多名老師及小朋友，以及西屯張廖家廟董監

事等貴賓，全程觀禮，沐浴在莊嚴隆重的氣氛。這次經由FB直播，頗獲

佳評，咸認為保存媽祖文化有力見證。

媽祖契子女回宮祝壽活動，是媽祖聖誕另一盛事，參加人數一年比

一年多；小朋友天真、活潑、可愛、逗趣，營造歡樂、溫馨氛圍。我們

祈求天上聖母保佑契子女平安健康。

已經194年的萬和宮字姓戲，今年由媽祖選定國光歌劇團擔綱，從舞

台佈景及演出等觀察，耳目一新，為這項民俗文化資產的保存，注入新

活力。   
麻芛文化館正在展出的「杏壇風華-南屯國小教師美展」，是南屯國

小教師會慶祝學校創校120週年的獻禮，參展的18位在職及退休師長展

出多書藝創作，相當夠水準，機會難得，愛好藝術的朋友，不妨把握機

會，蒞臨觀賞。

6月18日的「南屯端午木屐

節」，由市政府及南屯區

公所主導，兼顧傳統與

創新，活動內容更為多

元、精彩。我們期待能

夠繼續紮根，喚起更多

的新世代踴躍參與。

「台中第一街」在那個地方? 民俗學者林茂賢撰寫的新書告訴您：

就是犁頭店街。亦即萬和宮所在地的南屯老街。

今年5月31日，台中市長林佳龍與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系副教授林

茂賢在「台中第一街」新書發表會，共同在書本樣板

上簽名，完成簽書儀式。

林市長希望藉由林教授豐富

的歷史研究與珍貴的文獻記

載，讓全國民眾了解南屯

老街極具特色的人文歷史

與節慶文化，再現老街

風華。

林茂賢說，南屯老

街各種老行業林立，更是

全台唯一同時登錄包括木屐

等文化資產的所在地，這些文化

資產，都與促進族群融合有關，且台

灣端午節習俗崇拜龍的圖騰，並利用艾草去除瘟

疫，都相當具有人文意涵，也成為台中市獨特的民俗

盛會，希望大家好好珍惜。他希望「台中第一街」新

書，讓更多民眾認識南屯，也讓南屯鄉親更加珍惜南

屯。

南屯區公所出版的「台中第一街」新書，以淺顯

生動的話語，引領讀者漫步南屯。林教授述說南屯移

墾史及台中第一街—犁頭店街的由來，讓時光倒轉

三百年，仿佛回到從前。南屯曾是平埔族貓霧捒人的

聚落，漢人舊稱「犁頭店」，因位居南北交通要道，

漢人拓墾犁頭店較早，因此犁頭店街也有「台中第一

街」之稱。

根據史料記載，清康熙、雍正年間，連接彰化縣

城（半線街）到葫蘆墩（豐原）的斜貫道路，是台中

盆地最早開通的道路，萬和宮前面的萬和路，為此一

古道必經路線，換言之萬和路是300多年前，先民在台

中市開闢的第一條道路。

現在，走在這條路，等於追尋著先民的腳步、足跡，緬懷先人蓽路

藍縷的辛勞；沿著這條老街，還可以欣賞兩旁的百年老店、巴洛克建築

風味的古厝，古色古香，饒富風趣。到萬和宮參香拜拜之後，漫遊老街

，是融合宗教、懷舊、鄉土文化藝術的知性之旅，令人流連忘返。

「台中第一街」新書也介紹了香火鼎盛的萬和宮，以及南屯

相關民俗活動，即萬和宮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萬和宮字

姓戲、端午節穿木屐躦鯪鯉，乃至於北管景樂軒及南

屯老街老字號的行號。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稱讚林教授這本「台

中第一街」內容豐富，述說南屯重要的古蹟及民

俗活動，老街風華再現可期，相當不簡單。

內頁提要

群策群力

林茂賢「台中第一街」新書   揭櫫南屯老街  古樸活力兼具

▲萬和宮老二禡西屯省親遶境，無論是起駕或回鑾安座，乃至沿途萬人空巷的壯觀場面，讓信眾津津樂

道，期待下次盛會趕快來臨。（遶境活動相關報導請見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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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214年   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   萬眾夾道盛況空前
年輕族群熱情參與   FB直播獲好評    厚植媽祖文化基石 

台中市萬和宮「老二媽」，4月28至29日在數以萬計信眾熱情參
與，熱鬧、溫馨感人氣氛中，圓滿完成傳承214年，三年一次的西屯省
親遶境之旅。

為期兩天的遶境活動，神轎、陣頭及長龍般隨香信眾，陣容浩蕩，
盛況空前；沿途禮炮車發出的各種不同音效響徹雲霄、鑼鼓喧天、人聲
沸騰，好不壯觀。各處停駕地點「倰轎腳」、「鑽轎底」，信眾伏地長
跪，接受媽祖加持的場景，一再重現，場面熱鬧、溫馨感人。

第一天近萬信眾隨行  場面壯觀
參加起駕大典的台中市長林佳龍說，萬和宮老二媽是廖姓閨女附

靈，3年1次的西屯省親遶境已成為最有特色與歷史意義的活動。

台中市政府登錄為「民俗文化資產」的「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
參加人數一次比一次壯觀，今年的年輕族群巨幅成長，董事長蕭清杰很
歡喜，期待以後有更多少年家為媽祖文化厚植新活力。

27日晚間，萬和宮誦經團在正殿誦經，祈求媽祖保佑省親遶境順
利、平安、圓滿；莊嚴悅耳的誦經聲，法喜充滿，揭開這次活動序幕。

28日清晨5時30分，籌辦此一盛會的丹慶季媽祖會及數千信眾以及
西屯區各里準備的陣頭，在西屯清靈宮集合後，抬著老二媽的神轎抵達
萬和宮，迎接老二媽回祖厝；陣頭與人海，擠爆廟埕，鑼鼓喧天，熱鬧
非凡。

6時32分在萬和宮正殿
舉行起駕典禮。鐘鼓齊鳴
聲中，林佳龍市長、立法
委員盧秀燕、張廖萬堅，
市政府副秘書長郭坤明、
文化局長王志誠、
文資處長李智
富、南屯區長
程泰源、西
屯區長何國
裕，西屯及
南屯區的市議
員劉士州、朱暖
英、張耀中、何文
海、陳淑華、黃馨慧，前
議員黃淑芬，以及萬和宮
董事長蕭清杰與全體董監事陪同，向媽祖上香，稟明即將展開兩天一夜
的西屯省親遶境活動，祈求庇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合境平安，場面
莊嚴隆重。隨即由林市長、蕭董事長恭請媽祖金身登上神轎。

平常供奉在萬和宮，省親遶境時移駕西屯區各里或福德祠的28尊媽
祖神像，也由董監事恭請出駕，交給丹慶季媽祖會人員。

7點20分，林市長、蕭董事長及盧秀燕等扶著老二媽與同行的聖二
媽神轎到廟前，由林市長透過搖控器，禮炮車發出三響「起馬炮」聲，
全場掌聲雷動；長河般的信眾，徒步、騎機車或腳踏車，跟著鑾轎沿著
萬和路、南屯路、黎明路徐徐前進，至大業路口時分轎為兩路，前往西
屯。

此次，萬和宮首度透過FB直播起駕大典及至大業路段遶境，以及第
二天從市政北三路與惠中路口接駕至回鑾安座盛況，讓信眾及時分享。
有些年輕族群說，他們
是觀看FB，匆忙趕到，
加入遶境行列。

老二媽及聖二媽神
轎經過之處，無論大馬
路或巷道，都是萬頭攢
動，陣頭與環保禮炮車
的各種音效，此起彼
落，場面熱鬧壯觀。

自動自發參加遶
境的信眾，包括各行各
業、男女老少，不乏熱
情的信眾，大家懷著歡
喜、感恩的心情，見證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壯觀場面，還不斷捕捉珍貴
鏡頭。

很重視這項活動的西屯區上石國小校長、萬和文教基金會董事鄭淑
真，率團到南韓參加2018國際文化與學習交流活動，前一天清晨才返
國，28日即率領近百位老師、學生與家長，在逢甲逢福福德祠，恭迎老
二媽。校方製作的「走！跟著老二媽一起走！」三角旗，相當醒目。
「大家辛苦了，媽祖會保佑大家！」蕭董事長特別趨前嘉勉、打氣與合
照，留下綻放笑容的珍貴鏡頭。 

鄭校長帶領上石家族，伏跪地面，接受媽祖加持，還跟著遶境隊伍
徒步至西屯路二段的上石里福德祠。她形容第一次參加媽祖遶境的心得
說：「法喜充滿！」 

創校21年的上石國小，此次特別規劃老二媽的故事課程，製作生動
活潑、圖文並貌看板，向師生說明由來典故、回顧上石與老二媽的緣
起。

再度參加這項遶境活動的台中市前賴厝國小校長林俊彥說，這次使
用環保禮炮車，製造的音效不錯，也有環保效果；個個笑臉迎人，感覺
很好，是心靈的洗滌與享受。

前三采建設公司董事長廖福澤與夫人，在啟興宮迎接聖二媽，第一
次體驗倰轎腳，還隨著遶境隊伍走到下一站的龍聖宮。他說，活到一大
把年紀，原來倰轎腳那麼殊勝，「心靈清靜！」

從小即參加老二媽
遶境、7 4歲的林劉完
儒，儘管行動不太方
便，依舊由次子林信宏
推著輪椅，完成兩天的
全部行程，虔誠的心及
毅力，令人敬佩！ 

市議員楊正中，
不僅在龍聖宮迎接聖
二媽隊伍，也趕場到
大福里，大鵬里，逢甲

逢福里及上石里福德祠恭
迎，甚至數度幫忙扛神轎，汗

流浹背，卻滿心歡喜。
就讀草屯炎峰國小二年級的魏鈺庭與弟弟魏均丞，大早陪同父母，

第一次參加遶境，還走完全程，他們說：「不累！下次還要參加！」
南屯區文山國小的廖翊安、陳奕捷兄妹，為了參加遶境，前一晚與

媽媽回外婆家過夜，卻高興得睡不著，大早就到萬和宮等候。
大新國小3年級的林艾岑與祖父母林進興、薛水蓮及父親林濬孝，

祖孫三代同行，有說有笑，
覺得跟著媽祖遶境很有趣。

萬和宮童軍團的張鈞
皓、張鈞凱兄弟，跟著父
母，首度體驗，看著長龍
般的遶境隊伍說：「  好壯
觀！」

鑾轎在每一地點停留
10至25分鐘，信眾虔誠參
香祈福，更把握機會「倰
轎腳」、「鑽轎底」，處
處可見長達數百公尺，等候
媽祖加持的伏地長跪場面，倰完
轎腳的信眾，滿懷笑容，氣氛熱絡，為遶境活動掀

▲台中市長林佳龍述說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由來，祝福圓滿順利。

▲萬和宮老二媽由市長林佳龍恭請移駕。

▲台中市長林佳龍扶著老二媽神轎起
駕。

▲林市長搖控禮炮車發出三響「起馬炮」聲，全場掌聲雷動。

▲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起駕盛況。

▲上石國小校長鄭淑真，率領近百位師生，
迎接老二媽，蕭董事長歡喜致意！。

▲上石國小校長鄭淑真（左2）說：
「迎接老二媽，我們準備好了！」

▲萬和宮老二媽西屯省
親遶境起駕大典。

▲萬和宮蕭董事長與立法委員盧秀
燕，扶著同行的聖二媽起駕。

▲參加老二媽西屯省親
遶境的年輕族群，比
比皆是。

▲老二媽遶境，
信眾「倰轎腳」、
「鑽轎底」，伏地
長跪到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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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換神襖人選  眾人爭取  張松華勝出
萬和宮老二媽，每次西屯省親遶境前夕，均會換穿新神襖。究竟誰

才有資格添新裝呢? 成為媽祖省親遶境另一有趣話題。下次、即民國110
年換襖人選，經過擲茭，由張松華勝出。

丹慶季媽祖會理事長廖福龍說，早年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前夕，由
他的父親廖財原負責換襖，20餘年前，旅居巴西經商的婦人林鐘滿美，
請求捐襖酬神，她總共為老二媽先後換襖7次。 

西屯地區信眾深信，為老二媽換襖會帶來好運。民國98年老二媽省
親遶境時，林鐘滿美再度爭取，希望能在101年繼續為媽祖服務，卻有5
人問鼎，最後擲筊由西安里長徐文電的妻子張貴勤取得資格換襖資格，

林鐘滿美改為認捐工作人員衣服。 
下次、即110年遶境，二老媽神襖換襖人選，於107年4月28日晚間受

理報名，吸引更多人躍躍欲試。老二媽部份有33人角逐，經過擲筊，張
松華獲得最多的10聖杯勝出。

張松達，居住西屯區，在台中市菓菜公司上班，此次全程跟隨老二
媽西屯省親，覺得與老二媽的心靈感應及收獲甚多，他很高興取得為老
二媽換神袍資格。。

至於聖二媽部份，40人報名，最後由劉沛霖取脫穎而出。

起高潮。
老二媽神轎抵達「大魚池」烈美堂，這是傳說中的老二媽出生地，

鞭炮聲響徹雲霄，熱情信眾擠滿三合院廟埕，氣氛格外熱絡。
沿途兩旁不少熱情商家、信眾，擺設香案及素果，手持清香及壽

金，虔誠膜拜，祈求媽祖加持、保佑，帶來好運、福氣。
他們還準備豐富飲料、點心，或水果，不斷說：「這裡有涼水」

「請吃點心！」熱誠相迎，香客停下腳步歡喜享用。
下午5點多，老二媽與聖二媽神轎在光明路與福星路附近會轎，進

入文修公園，鑼鼓喧天、鞭炮聲響徹雲霄，萬人空巷，場面令人歎為觀
止。上萬信眾，欣賞陣頭表演、倰轎腳、享受福餐、眾神聚萬人祈福、
三獻大禮及模彩等嘉年華之夜活動，晚間9點半移駕清靈宮駐蹕。

第二天深夜回鑾安座  功德圓滿   
4月29日第二天行程，有別於往年，今年改為老二媽與聖二老神轎

聯袂遶境，早上八點從清靈宮起駕出發，先後在惠來廟、文財廟、新光
三越、廍後、河南公園、三信公園、何德里福德祠、何厝庄福德祠、福
壽宮、何厝里福德祠（何厝六巷）、何明里福德祠、何南里福德祠、何
成廣場、惠來里福德祠停駕。

遶境隊伍所經之處，依舊吸引
信眾熱烈夾道歡迎，信眾排隊伏地
長跪「倰轎腳」、「鑽轎底」，接

受媽祖加持的場面，在每處停
駕地點一再重現，場

面壯觀、氣氛熱
絡。 

萬和宮歡
迎「老二媽」
回鑾，擺出相
當大的陣杖。
午後，參加迎

接的大鼓車、黑
令、太子爺神轎、

土地公陣、土地公神轎、大
鼓車、電子琴車、布袋戲車、蜈蜙
鼓、哨角、龍獅戰鼓車、花鼓車、
執士兵器、千里眼、黃令及涼傘等
陣頭和董監事、信眾陸續聚集萬和

宮廟埕。各陣頭行前不停表演，熱鬧非凡。
下午3點半，蕭董事長率領的陣頭、信眾迎神的長串隊伍啟程，前

往市政北三路與惠中路口等候即將結束西屯省親遶境的「老二媽」；副
市長張光瑤也於5點左右到場共襄盛舉。

然而，原訂4點接駕，由於行程延誤耽擱，至晚間7點10分，雙方陣
頭終於會合，蕭董事長在鐘鼓齊鳴、爆竹聲中接駕，繼續前往最後停轎
點的水安宮。揮別水安宮之後，遶境隊伍沿著文心路一段、向心路、向
心南路、五權西路、黎明路、南屯路及萬和路。

晚間10點半，老二媽、聖二媽鑾轎，由蕭董事長、張副市長及南屯
區長程泰源，扶轎抵達廟

埕，沖天炮聲、號
角、佛號及鑼

鼓聲大作，
震 耳 欲
聾，畫破
黑 夜 長
空 ； 歡
呼聲此起

彼落，信眾
雙手合十，或

手持清香，虔誠祈
福，也有的不停拍照，共同見證三年一次的媽祖回鑾盛況。媽祖鑾轎在
洋溢歡樂、感人氣氛及滿場信眾注目下，依次進入正殿。 

11點多進行的回鑾安座上香典禮，由副市長張光瑤、蕭董事長主
祭，市府副秘書長郭坤明、台中教育大學副教授林茂賢、南屯區長程泰
源、市警局第四分局長林逢泉、市議員劉士州、何文海及萬和宮董監事
陪祭，莊嚴隆重，為今年的省親遶境畫下圓滿句點。

張副市長說，很歡喜代表林佳龍市長參加回鑾安座典禮，由於媽祖
保佑，這次的活動能夠圓滿順利。

蕭清杰說，遶境活動圓滿成功，非常感謝林佳龍市長、張副市長等
長官蒞臨，也要謝謝丹慶季媽祖會、西屯區各里長、福德祠熱烈贊助，
以及數以萬計信眾、鄉親熱情參與；他祈求媽祖保佑風調雨順、國泰民
安，信眾閤家平安。

回鑾安座禮結束，滿場信眾懷著歡喜、感恩的心情，依依不捨話
別，相約三年後再見。

▲老二媽結束西屯省親遶境回鑾盛況。

▲老二媽結束西屯省親遶境，由董
事長蕭清杰扶轎回鑾。

▲結束西屯省親遶境，南屯區長程泰
源扶聖二媽轎回鑾。

▲老二媽結束西屯省親遶境，張副市長
張光瑤扶轎入廟。

▲萬和宮老二媽結束西屯省親遶境，廟埕燈火通明，熱鬧非凡。

▲張副市長祝賀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圓滿成功。

▲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圓滿成功，回鑾安上香典禮。



第四版 南  屯  端  午  木  屐  節

南屯端午木屐節踩街活動    萬和宮廣場、南屯老街熱鬧滾滾
吃肉粽配麻芛掛香芳  趣味遊戲  穿木屐踩街樂陶陶

「穿木屐，躦鯪鯉，呷肉粽，配麻芛，掛香芳，尚歡喜！」6月18
日；端午節下午萬和宮廣場，數以千計鄉親，品嘗麻芛湯、魚丸湯及粽
子，參加親子遊戲，體驗四人木屐等趣味競賽及壓軸的踩街活動，還觀
賞精彩的木屐舞表演賽，度過不一樣的重陽佳節。

台中市「2018南屯端午木屐節」活動，當天中午11點30分請神儀
式，揭開序幕，重頭戲的踩街活動及木屐舞表演賽，則於4點至5點半舉
行。儘管從大早就下著濛濛細雨，卻沒有降低上千鄉親熱情，萬和宮和
南屯老街，整天熱鬧滾滾。

下午四點多，重頭戲的踩街活動登場，台中市長林佳龍率先參加鯪
鯉花博投投樂、端午即景對對鴻以及鏘鏘打鐵作工等闖關遊戲，帶動開
幕式高潮。

林市長說，台中市的端午節特別不一樣，「穿木屐，躦鯪鯉，呷肉
粽，配麻芛，掛香芳，尚歡喜！」民國104年，創下5008人穿木屐聚會
的金氏世界紀錄後，每年的南屯端午木屐節都有一些新點子，希望讓這
項重要民俗活動能夠深耕在地化、國際化。

市長夫人廖婉如剛到台中的時候，發現南屯特有的麻芛湯覺得很特
別，一開始不是很敢吃，後來吃上癮，聽說萬和宮提供上千份的麻芛
湯，奉太太之命，帶一碗回去太太品嘗。

「五月五，掛香芳，煮麻芛 
、綁肉粽、、、、」盛裝打扮的南
屯小附設幼兒園小朋友，揮舞著木
屐，露出俏皮可愛的笑容，朗誦林
沈默老師作詞的「南屯謠」，獲得
熱烈掌聲。

市長與貴賓們在大香包簽名後，高喊「穿木屐，躦鯪鯉，呷肉粽，
配麻芛，掛香芳，尚歡喜！」炒熱現場氣氛。

4點30分，踩街活動正
式展開，頓時雨勢稍減，
有人盛讚說是媽祖靈驗；
一眼望去，踩街隊伍呈現

撐傘、穿雨衣
的 場 景 ，
依舊十分
壯觀。

長龍
般的踩街

隊伍，與去
年一樣，由雄糾

糾、氣昂昂的光華高工儀隊
及旗隊前導，林市長與蕭董
事長、立委張廖萬堅、市府
民政局副局長盧政遠、南屯
區長程泰源與多位議員等率
領，沿著文昌街、黎明路、
南屯路二段、萬和路至再返

回萬和宮廣場；參加表演賽的6個學校、社區舞蹈團體，也穿插在踩街
行列中。

「穿木屐，躦鯪鯉，，呷肉粽，配麻芛，掛香芳，尚歡喜！」穿
木屐踩街的喀喀聲、鼓號、音樂
聲，猶如交響樂曲，熱鬧非凡。

踩街完畢，以木屐主題曲編
排的木屐舞表演賽登場。文山國

小附設幼兒園、鎮
平國小附設幼
兒園、南屯
國小、春安
國小、南屯
里辦公處及

三厝里辦公
處等團隊，都使

出渾身解數功夫表演各具特色的木屐舞，觀眾目不轉睛，掌聲連連，也
都統統有獎，分別獲得最佳創意獎、最佳藝術獎等等。

中午11點半的請神儀式，是此項活動不可或缺的，恭請萬和宮媽
祖、文昌公廟文昌帝君及犁頭店福德廟神像，移駕萬和路與南屯路口的
三角街。濛濛細雨中，副市長張光瑤、南屯區長程泰源及萬和宮董事長
蕭清杰及市議員劉士州、何文海、朱暖英，率領民眾上香，祈求保佑，
今天端午穿木屐躦鯪鯉活動圓滿順利。

12點半，在萬和宮正殿舉行的香包過爐儀式，由張副市長、蕭董事
長等依次獻上香包。這是今年新增的項目，贈送自備木屐參與踩街民
眾。

午後12點半、1點半及3點半，分成三個時段，供應由萬和宮提供的
南屯特產麻芛湯及魚丸湯（魚丸由台中魚市場贊助），以及文昌公廟贊
助的粽子。設在萬和文化大樓前的端午美食品嘗區，大排長龍。

熱騰騰，美味可口，倍受歡
迎，有人一口氣吃了數碗說：「好
過癮!」悅耳動聽的「本屐舞」主

題曲，不斷播出，
洋溢著歡度端
午佳節的氣
氛。

今年萬
和宮增量準

備了2 0 0斤麻
芛，動員誦經團志

工挑檢黃麻嫩葉及嫩芽，當天
煮成熱騰騰美味可口的麻芛湯。 

下午2點至3點半，趣味競賽登場，分別在南屯老街東西南北四門進
行四人木屐競走、雙人夾球、小朋友跑跑跑、滾鐵圈、雙人夾球以及
成人挑扁擔等活動，歡笑與加油聲，不斷響起。其中，四人一組木屐競
走，只見參賽者同心協力，帶頭者高喊「左！右！左！右！」其他三人
腳步配合，火速往前衝，也有默契不佳，步伐不一致，馬上摔成一團，
同樣製造不少「笑」果。

2點半在萬和宮廣場舉行的親子闖關活動，也是洋溢著歡樂氣氛。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說，南屯老街舊名犁頭店，是台中市最早開發

的地區，端午節踩木屐躦鯪鯉，源自於早期農民盼能透過木屐「喀！
喀！喀！」響聲，叫醒傳說中貪睡的鯪鯉（穿山甲），期盼五榖豐收，
傳至今日，成為地方護佑勤奮民眾生意興隆、萬事如意、人才輩出的獨
特端午盛會。

▲林佳龍市長與貴賓們高喊「穿木屐，躦鯪鯉，呷肉粽，配麻芛，掛香芳，尚歡喜！」炒熱現場氣氛。

▲南屯端午木屐節請神儀式，由副市長張光瑤主祭。

▲端午木屐節的香包過爐儀式，別開生面。

▲

▲

萬和宮煮的麻芛湯
美味可口，大受歡迎。

▲舞龍隊精彩表演，很吸睛。

▲南屯國小附設幼稚園小朋友朗誦南
屯謠，活潑可愛。

▲

▲

踩街隊伍要出發了！

▲四人一組木屐競走，熱鬧滾滾。

▲成人挑扁擔，也頗受鄉親喜愛。

▲小朋友跑跑跑，個個奮勇爭先。

▲滾鐵圈競技，喚起老一輩鄉親記憶。

▲春安國小的迎媽祖
木 屐 舞 ， 十 分 叫
座。

▲

觀賞木屐舞表演的人潮。



第五版萬  和  宮  媽  祖  聖  誕  三  獻  禮

台北市府民政局副局長率團參訪  盛讚萬和宮可以做為學習對象

振興宮回鑾謁祖  陣容壯觀  萬和宮盛情接待

萬和宮媽祖聖誕三獻禮莊嚴隆重  觀禮參香人潮川流不息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副局長吳坤宏，參訪萬和宮時盛讚說：「可以做
為台北市宗教寺廟的學習對象！」

6月12日午後，台北市各區公所宗教禮俗承辦人員20餘人，由吳副
局長、宗教禮俗科長林蕙雅率領，抵達萬和宮，蕭董事長親切接待，還
熱心與貴賓分享萬和宮歷史與特色。

蕭董事長說，萬和宮已經334年，是台中市歷史最悠久的寺廟，不
僅是宗教信仰中心，也是地方活動與文化中心；有別於其他寺廟，萬和
特別重視文化與教育藝術，從66學年度始發放信眾子女獎學金，還興建
文化大樓，設置圖書館、文物館及麻芛文化館、創意藝廊，舉辦萬和美
展。

萬和宮字姓戲、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及端午節穿木屐踩街躦鯪鯉，
以及景樂軒，均列為台中市無形文化資產，都是一般廟少見的。

他指出，民國90年5月1日從台中市政府民政局長退休，接長萬和宮
至今17年，發行數十本叢書，包括宮志、犁頭店古早影像、展覽專輯、
老二媽西屯親遶境，330週年慶專輯與活動紀實、中英日文萬和宮簡
介、萬和宮簡訊季刊，以及舉辦多項大型活動；還成立導覽志工隊、萬
和宮童軍團，交通勤務隊，乃至地擴建廟埕及停車場。

萬和宮也率先推動一爐一香及金紙減量，以及興建環保金爐，以實
際行動響應政府環保政策。

吳坤宏說，雖然他們住在台北，但很早知道萬和宮名聲響亮，不僅
是地方信仰中心，而且推動文化教育方面果豐碩。他感謝蕭董事長盛情
接待，也強調「可以做為台北市宗教寺廟的學習對象!」

參訪團一行還由導覽志工隊長張榮富引導，參觀廟內古色古香的雕
梁畫棟，對於隊長生動的解說，讚不絕口。

5月6日中午時分，回鑾謁祖的烏日榮泉振興宮天上聖母與陣頭、隨
香隊伍，將萬和宮廟埕擠得水洩不通，熱鬧滾滾。

振興宮主任委員楊政男率領委員及神轎、舞龍、舞獅、哨角、八家
將等陣頭、近千隨香信眾，抵達萬和宮廟埕，表演舞龍、舞獅等，展現
靈活身段，現場熱鬧的氣氛與炎熱的溫度成正比。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與董監事熱情迎接，在鐘鼓齊鳴聲及信眾歡呼
聲中，神轎依序進入廟內，隨即進行莊嚴隆重回鑾謁祖參香典禮。

萬和宮還準備炒麵等多項食物與飲料接待，雙方親切互動。
回鑾謁祖隊伍，停留至下午2點半，帶著萬和宮的盛情離去。楊政

男感謝祖廟熱情接待，讓他們有回家的感覺，希望今後繼續加強兩宮聯

誼。
振興宮的天上聖母，由萬和宮媽祖分靈，駐蹕烏日區榮泉地區，已

有百餘年歷史，回鑾進香謁祖規模，被認為一年比一年壯觀。
另外，新北市土城區慈安宮主任委員一行，4月29日也到萬和宮參

訪，同樣獲得熱情接待。
5月1日，九天民俗技藝團一行，參訪萬和宮，同樣以禮相待。
6月8日下午，豐原鎮清宮主任委員王涼洲與委員一行20餘人，參訪

萬和宮，蕭董事長與董監事們熱情款待，陪同參香還舉行座談聯誼，場
面熱絡。

5月8日（農曆3月23日）媽祖聖誕，香火鼎盛、已經334年歷史的台
中市萬和宮，依循古禮舉行三獻禮祭典，包括西屯張廖家廟、南屯國小
附設幼稚園20餘名小朋友在內的觀禮參香人潮擠滿廟內廟外，虔誠祝賀
媽祖生日快樂！

欣逢媽祖聖誕，萬和宮比平常
更熱鬧，車水馬龍。清晨六點多即
有信眾到場等候觀禮；參香人潮，
整天川流不息，虔誠祈福，香煙繚
繞。

三獻禮祭典，當天上
午九時在正殿舉行，董
事長蕭清杰擔任主祭
者，台中市政府秘書
長黃景茂、南屯區長
程泰源、南屯區戶政
所主任簡士喆及萬和

宮董監事陪祭。
南屯國小校長許正

昌，帶領附設幼稚園大班的
20餘名老師與小朋友到場；小朋友
們睜大眼睛，全程觀禮說：「好開
心!」他們還看到廟埕的字姓戲舞
台，國光歌劇團正在演出扮仙，相
當好奇，駐足欣賞，笑得好燦爛。 

財團法人台中市西屯張廖家廟
副董事長廖朝安，代表公出的董事
長廖德淘，率領10餘董監事參加盛

典。廖朝安說，萬和宮的「老二媽」，每三年回西屯省親，鄉親與「姑
婆祖」有特別淵源與深厚情感，他們很高興見證莊嚴隆重的三獻禮祭
典，恭賀媽祖生日快樂，內心無比歡欣與崇敬!

萬和宮導覽志工，由隊長張榮富率領出席。他說，雖然已經多次參
加三獻禮，內心依舊充滿喜悅！

台中市議員劉士州、張耀中，台中市府民政局科長何宜真、前賴厝
國小校長林俊彥，以及前台中市審計室科長陳光耀、南屯里長林秋潭、
中和里長蔡德勇及永定里長張美鶯等多位貴賓，也到場祝賀媽祖生日快
樂。

林俊彥說，遵遵古禮的三獻禮祭典，具有傳承及對媽祖的尊崇意
義，值得繼續保存。可惜的是，一般年輕學子可能不太熟悉，甚至不重
視，希望透過萬和宮的舉辦，讓大家更重視這項古禮，不要失傳。

三獻禮祭典遵循古禮，通贊生高唱「祭典開始」、「鳴鐘九響」、
「擂鼓三通」、「響號」、「開炮」、「奏大樂」、「奏小樂」、「執
事者各司其事」、「主祭者就位」、「主祭者行盥洗禮」揭開序幕。最
後，由主祭生至望燎所「望燎」，行送神禮，歷時約一個鐘頭圓滿完
成。

7日晚間萬和宮誦經團，為媽祖暖壽、禮懺誦經，揭開慶祝媽祖聖
誕活動序幕。廟方供應的壽麵，無論甜或鹹，均味美可口，讓信眾、鄉
親添壽、保平安，頗受喜愛。

繼4月28及29日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之後，廟方特別透過FB直播三
獻禮盛況，讓未能到場的信眾分享，共沐神恩。

當天還召開第19屆第3次信徒代表大會。蕭董事長提出重要工作報
告時說，由於媽祖靈驗，及信眾支持，宮務推動相當順利，今年安太歲
及點光明燈的人數，繼續增加。

另外，委託逢甲大學調查研究的萬和宮與文物館典藏文物的成果報
告，將編著成「萬和藏珍」上下兩冊；去年廟方購買234坪土地，將規
劃為停車場。

他指出，去年湄洲媽祖金身遶境中台灣，中秋夜駐蹕萬和宮，相當
難得；今年4月7日萬和宮主辦的萬眾Bike健騎活動，近萬車友參加，熱
鬧滾滾。

4月28、29日的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相當圓滿順利。蕭董事長特
別感謝丹慶季媽祖會理事長廖福龍的辛苦付出。

至於未來一年，蕭董事長說，包括「萬和藏珍」預定今年下半年發
行，將成為國內廟宇的創舉。萬和文化大樓外墻，由於年代久遠，維修
不易，需要整修。

南屯區長程泰源、市議員何文海、劉士州不約而同稱讚，萬和宮香
火鼎盛，長年推動鄉土文化及藝文，有聲有色，令人敬佩！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副局長一行參訪
萬和宮與蕭董事長合影。

▲烏日榮泉振興宮天上聖母，回鑾謁
祖，陣容壯觀，萬和宮熱鬧騰騰。

▲民俗技藝團一行，參訪萬和宮合影留
念。

▲萬和宮恭祝媽祖聖誕三獻禮
祭典，由蕭董事長主祭。

▲參加萬和宮三獻禮的執事人員合影留念。

▲南屯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20餘小朋友，由校長許正昌帶領觀看萬和宮三獻禮。 ▲萬和宮信徒代表大會，出席踴躍。

▲ 台中市政府秘書長黃景茂參加
萬和宮三獻禮祭典。

▲新北市土城區慈安宮主委等蒞臨萬和
宮。

▲豐原鎮清宮主委王涼洲率領委員到萬
和宮訪問聯誼。

▲萬和宮導覽志工隊長張榮富生動解
說，獲來賓讚賞。



媽  祖  契  子  女  回  宮  祝  壽第六版

萬和宮媽祖契子女回宮祝壽  童言童語活潑可愛場面溫馨

字姓戲傳承194年  今年經過擲筊  國光歌劇團擔綱
招標過程傳奇令人驚喜  呂忠明矢志報答媽祖恩寵

5月6日上午的萬和宮與平常不太一樣，包括出生數個月、剛滿週
歲、學齡前幼童的上千名媽祖契子女，成為主角，他們回到萬和宮，祈
求媽祖娘娘保佑他們健康平安長大。長得甜美、活潑的小朋友們跟著父
母、爺爺奶奶雙手合十，或持香拜拜，相當逗趣、可愛。

董事長蕭清杰說，所謂契子女，就是與神明訂定契約，請神明收為
契子女（義子或義女），擔任孩子成年前的守護神，祈求幫忙照顧，庇

佑平安、順利長大成人。
依習俗，每年契父母聖

誕或廟會節慶時，「契子
女」會返廟祭拜並換「絭」
（音同眷，銅錢穿紅紗線）
的紅紗線，直到滿16歲成人
為止。 

萬和宮從民國96年辦理
媽祖契子女登記，並自隔年
起於媽祖聖誕前夕的農曆3
月21日，舉辦回宮祝壽植
福活動，邀請契子女為媽
祖娘娘祝壽，祈求保佑平安

長大，當年有150人，今年媽祖的契子女累計
增為3253人，亦即11年來，人數成長了20倍有
餘。

適逢星期假日，5月6日上午參加祝壽植福活動的媽祖契子女，明顯
增加；上千名未滿週歲及尚在襁褓的稚齡幼童或學齡前孩童，由父母或

爺爺、奶奶陪伴到萬和宮，更
換平安符的紅紗線，品嘗廟方
準備的熱騰騰的八寶粥及湯
圓，一些小朋友迫不及待，
說：「我要吃」。廟方還贈送
壽桃及壽麵，保佑平安、長
壽。 

小朋友個個睜大眼睛，東
張西望，有些還不時把玩紅
紗線，模樣相當可愛。誦經
聲、佛號及童言童語，洋溢
全場，熱鬧又溫馨

南區樹義國小三年級的陳沛辰與幼稚園中班的弟弟彥宇，由爺爺吳
榮祥陪同，坐在廟內板凳安靜等候。沛辰說，很高興見到媽祖娘娘。

幼稚園大班的林建華與三歲的妹妹林書藝，大早由父母林軒緯、林
芳菲到萬和宮。林芳菲說，小兄妹知道要出門好開心。出生時一度住進
加護病房，現在長得健康、活潑、漂亮的妹妹，擺動裙子，露出可愛的
笑容說：「我叫林書藝、我來拜媽祖！」

就讀私立育仁小學一年級的李育睿、李育騰雙胞胎兄弟，跟著爸爸
李茂欣、媽媽謝和桂，起個大早，到萬和宮向媽祖娘娘請安；活潑、俊
秀的小兄弟，有問必答，很討人喜歡。

住南區、8歲的賴咨羲，跟著父親賴瑩徽，雙手合十，虔誠的心
情，流露無遺。

南屯區大新國小六年級的黃聿珩、黃聿珮，由父母黃農展、林姿汎
陪同，不時掛著笑容；他們說，雖然人擠人，但很熱鬧、很高興！

住烏日的念郁宸小弟弟，3歲2個月大，由父親念惠文抱著，東張西
望，知道要照相時，趕緊擺個手勢，很討喜。

國小一、二年級的姊弟蔡潔宇、蔡程宇，跟隨媽媽蔡琴月，目不轉
睛，瞻仰媽祖神像說：「媽祖娘娘好仁慈、端莊哦！」  

祈福團拜，在鳴鐘九響、擂鼓三通、奏樂及禮炮聲中展開，萬和宮
董事長蕭清杰主祭，擠滿正殿的媽祖契子女及家長們，虔誠行禮、參
香，祈求保佑契子女，順利成長、男有分、女有歸、利益雙親、耀祖榮
宗、元辰光彩、運勢亨通、學業進步、功名成就、平安長大。

他指出，在場的媽祖契子女長得活潑可愛、健康、快樂，表示獲得
媽祖保佑；祝福所有的契子女，在媽祖庇佑下，平安健康，智慧大開，
認真念書，爭取好成績。

莊嚴隆重的典禮，由蕭董事長與長得天真可愛的5至周歲的陳啟
綸、李奕辰、曾祖誼、魏翊芸、魏莞萱、王建鈞及王治中等小朋友，獻
上疏文及合照後，圓滿結束。

傳承194年的台中市萬和宮字姓戲，5月間開演，但今年究竟由那家
劇團演出?3月間招標時，出現前所未見的戲劇性變化，最後經過擲筊，
由媽祖挑選知名的國光歌劇團擔綱。傳奇的過程，讓與會字姓宗親代
表，充滿驚喜。

台灣傳統民俗的字姓戲，又稱「家姓戲」或「單姓戲」。從清道光5
年（西元1825年）開始演出的萬和宮字姓戲，列為台中市民俗類文化資
產。每年廟方均以虔誠的心情辦理。 

3月30日下午召開字姓代表座談，研討今年聘請劇團等相關事宜。敲
定底價之後，立即邀請在外等候的頭份金興社歌劇團長徐光亮及台中市
國光歌劇團長呂忠明進場投標。

主持會議的董事長蕭清杰，當眾開標，兩位團長填寫的標單非常巧
合，均為1萬3千元。會場發出讚嘆聲：「怎麼這麼巧？」「怎麼辦？」 
議論紛紛之際，有人提議擲筊，請媽祖決定，獲得附議，徐光亮及呂忠
明也點頭認同。

在宗姓代表們見證之下，蕭董事長說，金興社與國光歌劇團各擲五
次，獲得較多聖杯的勝出。站在董事長兩側的徐光亮與呂忠明，沒有異
議。

緊張時刻來到，現場氣氛頓時凝結，兩位團長表情嚴肅。蕭董事
長稟報媽祖之後，先擲國光歌劇
團，擲筊五次獲得兩個聖杯。接
著進行金興社，出現一聖杯。大
勢底定，呂忠明面露喜色。

蕭董事長說，大概是國光歌劇團先後於105年及今年元宵晚會，在萬
和宮公演「媽祖的眼淚」「媽祖過台灣」兩齣與萬和宮媽祖有關的歌仔
戲，獲得佳評，讓媽祖看中。他希望呂團長務必依照契約規定辦理。至
於金興社歌劇團，多年來演出，也有口碑。

呂忠明說，國光歌劇團已經爭取10幾年，今年終於如願以償，「感
謝媽祖厚愛，我一定盡我的力量做好！」

49年次，從27歲開始接手劇團的他說，這是劇團的榮幸，也是一大
挑戰。全體團員以誠敬的態度，全力以赴。

他指出，舞台的牌樓、布景、燈光、音響、戲服，及每天演出的戲
碼，都經過仔細研究，要讓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覺，而且參加演出的均
為職業演員，確保演出水準。

今年字姓戲開演前，援例從5月4日（農曆3月19日）起，由泉州府、
漳州府、慶祝媽祖誕辰、廣東府及汀州府邀請劇團演出熱身。

5月11日、農曆3月26日正式開演，當天上午九時在萬和宮正殿，由
張姓宗親比照媽祖聖誕祭典，舉行三獻禮，萬和宮總幹事張俊鎮主祭。
廟埕的戲台，隨即扮仙，數位演員出場扮演仙道人物祝壽、獻福，具有
祈神、謝神之意。

每年字姓戲由張姓宗親開演，因萬和宮媽祖係由張國從湄洲恭請來
台；林姓結束，是因媽祖姓林，一頭一尾，代表對張國、媽祖的敬重。

字姓戲每天下午及晚間各演一場歌仔戲。呂忠明說，今年的劇碼，
下午場以歷史典故的古策戲為主，夜間則為類似八點檔的家庭戲。

▲

蕭董事長希望取得字姓戲
演出資格的呂忠明團長，
務必做好。

▲

今年萬和宮字姓戲演出招標，由董事長
蕭清杰擲筊，左右為兩家歌劇團長。

▲今天萬和宮字姓戲的戲
台佈景，異於往年。

▲今年字姓戲台夜間美景。

▲萬和宮媽祖契子女回
宮祝壽植福活動，由
蕭董事長主祭。

▲5歲的廖霆軒，由父母廖見國、
程嘉敏陪同，相當可愛。

▲8歲的蔡程宇與9歲的蔡潔宇，跟著媽媽
蔡琴月到場，覺得有趣。

▲3歲2個月大的念郁宸小弟弟，聽到要照
相，趕快擺個手勢。

▲蕭董事長與小朋友親切
互動，甜蜜溫馨。

▲萬和宮的湯圓，頗受歡迎。

▲李育睿、李育騰雙胞胎兄弟由父
母陪同參加，一點都不怕生。

▲萬和�字姓戲，也吸引南屯國小幼稚園小朋友觀賞。

（一）向媽祖稟明子女資料，說明要認媽祖做乾媽，再擲筊請求媽祖允許，即可在廟
內媽祖契子女名冊中登錄後帶回一個平安符，每年都必須回廟換平安符的紅絲
線，俗稱『換絭』。一直到16歲成年禮。

（二）小孩子作媽祖契子女，必須填寫萬和宮祈願契文書二份，一份稟呈媽祖知道，
一份放在家中等滿16歲時拿回本宮，在媽祖前焚化，結束契約關係。請至萬和
文化大樓一樓辦公室填寫。

（三）作為媽祖契子女，請添油香新台幣壹仟元整（一次為限），做活動費用。
備註：1.小孩不到場沒關係。
            2.有無滿月皆可認媽祖做乾媽，但此小孩要先取好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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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上午，萬和宮廣場洋溢清淨悠揚莊嚴的佛號咒音；參加惠
中寺浴佛活動的信眾，雙手合十，真誠禮佛、浴佛，法喜充滿。

慶讚2018年佛誕節，國際佛光會台中南屯第二分會，在萬和宮廣場
舉辦「佛誕浴佛祈福活動」，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及總幹事張俊鎮、文
昌公廟董事長陳梓賡、立法委員張廖萬堅、市議員劉士州、南屯國小校
長許正昌、南屯區公所主秘黃銘暉等貴賓參加這項盛會。

佛光山中區總住持覺居法師親臨祝福、開示說，佛陀誕生時，游走
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發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三界皆苦，
吾當安之。」宣言，這個「我」指的是人人本自俱足的佛性。眾生平
等，只要努力，每個人都可以修行成佛。

佛陀法身清淨，不需要外在的清洗，重要的是我們手持凈水向佛陀
的太子像沐浴時，內心應當虔誠祈禱，祈願貪慾、瞋恨、愚痴的三毒汙
垢得以洗滌，保持身心清凈。

她也勉勵大家，要記得「信、願、行」三資糧，相信、發願及實
踐，跟著佛陀的腳步努力修行，早日離苦得樂。

蕭清杰說，浴佛可以洗滌內心汙垢，希望大家力行「存好心、說好
話、做好事」的三好運動，讓社會更祥和。   

「慈悲偉大的佛陀，由於您降誕在娑婆世界，49年的說法，何止影
響三大阿僧祇劫!三百餘法會的談經，何止百千萬億眾生蒙福!」「讓我
與您的佛口相應，樂說妙鄯之語；讓我與您的佛身相應，常做不請之
友；讓我與您的佛心相應，多行利生之事……」覺居法師帶領信眾，恭誦
星雲大師的佛誕節祈願文、浴佛謁和回向，法喜滿滿。

法會儀式結束，在覺居法師引領、加持之下，來賓與信眾依序浴
佛，虔誠的心情寫在臉上。

「五、四、三、二、一」來自各縣市的近萬名自行車友，4月7日清
晨七點，在六家媽祖宮廟董事長與貴賓按鳴喇叭聲中，從萬和國中操
場門口，緩緩出發，展開遶行台中市山海屯區，大約 105公里的健騎活
動；長達數公里的自行車隊，宛如長龍，場面壯觀、熱鬧。

主辦的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說，台中市六家媽祖宮廟合辦、邁入第
八屆的萬眾騎BIKE，今年再度輪由萬和宮主辦。

他指出，這項活動已成為國內自行車活動的重要盛事，六家宮廟的
媽祖引導車友拜拜祈福，欣賞沿途山海屯區風光，希望大家在有些涼意
的天候中，慢慢騎、慢慢欣賞，騎出健康、騎出快樂；並且品嘗各宮廟
精心準備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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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清宮主委
王涼洲及萬興宮主委林旭，
都說備妥很多美食，熱烈
歡迎車友，並祝福平安、快
樂！

市府運動局長王慶堂稱
讚，萬眾騎BIKE營造典

型成功的運動與宗教
結合盛事。

捷安特總經理鄭
秋菊說，這項健騎活

動已經成為國內自行
車界的大事，捷安特將年

年共襄盛舉，沿途為車友們提供必要服務「媽祖守護大家平安、捷安特
守護大家安全！」  

貴賓們致詞之後，與擠
滿萬和國中操場的車友，跟
著主持人一起暖身操帶動
跳，「手往前、手往上、手
往左…」四、五項簡單易學
動作，不分男女老少，跟著
擺動，充滿著動感、青春與

活力。
「五、四、三、

二、一」，清晨七
點多，站在鳴槍台上
的六宮廟董事長、主

委，市議員張耀中、劉
士州、朱暖英、市政府運

動局長王慶堂、民政局科長何宜真、南屯區長程泰源，以及萬和國中校
長陳姿伶等，按鳴響亮的喇叭聲，畫破清晨的寧靜；蓄勢待發的車友，

跟著媽祖前導座車，緩緩出
發。

儘管當天大早六點開始
辦理報到，但有些車友五點
多即抵達會場或萬和宮廟埕
等候。他們說：「早點到
達，可以感受歡樂氣氛。」

此次依舊不乏各地的自
行車好手，成群結隊報
名，全副武裝，各車
隊的服裝顏色鮮艷、
亮麗；也有不少是全
家報名，體驗不一樣

的「鐵騎一日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障自行車運動發展協會理事長魏睿騰，率領來
自台中與台北市的24位會員組成的車隊，獲得熱烈歡迎。魏理事長說，
他們每年都報名參加，而且跑完全程。

就讀新竹市東區龍山國小三年級的黃子齊，由父親黃建銘陪同，與
住在苗栗的朋友，大早趕到台中。他們沿途有說有笑，綻放出親子同樂
的歡樂氣氛。

在大雅區就業的林珏
汝，三年前首次被朋友半強
迫參加之後，喜歡上健騎。
她透露，萬和宮的爌肉特別
好吃，「有幸福的感覺！」
這也是參加這項活動的「誘

因」。   
「您已完成105公

里！」豎立在宮廟的
精神標語，適時告
知大家完成多少行程
了。車友們紛紛拍照留

念。
六宮廟提供在地特色小吃芋頭米粉、古早味麵線、點心及礦泉水

等，為車友補充體力，成了健騎活動的特色及最愛。
午後，健騎隊伍陸續返

回萬和宮終點站，廟方準備
味美可口的炒麵、爌肉、魚
丸湯及綠豆湯、礦泉水等款
待完成全程的健兒。

下午2點，台中市警
察局第四分局及南屯派
出所，在萬和宮廣場
設攤位，聯合舉辦交
通安全宣導，南屯里

摩登排舞隊，表演精彩
舞蹈，炒熱現場氣氛。

今年3月27日才成軍的市警局警犬隊女隊長陳玉梅，帶來包括兩隻
分別叫做Pinky及Bobby的拉不拉多犬，及一隻僅四個月大的德國狼犬歐
迪亮相。陳隊長分別介紹警犬名字、品種及警犬隊的偵爆、偵毒及緝兇
任務之後，有獎徵答，台上台下互動熱烈。每道問題，主持人南屯派出
所副所長邱量虔提問完，車友們立即爭相回答，還上台與首度公開亮相
的警犬合照。

女警犬隊亦安排五位民眾上台，其中一人身上帶有違禁品，由Pinky
展現緝毒功夫，逐一聞呀聞的，後來在口袋內有違禁品的身旁停留，達
成任務，全場響起熱烈掌聲。  

下午四點的摸彩節目，掀起活動的另一高潮，主辦單位提供包括櫻
花牌熱水器、捷安特腳踏車等25大項，分別由萬和宮董監事抽出。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感謝天上聖母保庇，讓大家在涼快的天候中，
順利完成105公里的健騎，也希望大家踴躍參加4月28及29日舉行的萬和
宮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

蕭董事長最後在全場引
頸翹望中，抽取最大獎的市
價23000元櫻花牌熱水器，先
後抽了25個號碼，唱號碼三

次均因得獎人不在現場棄
權，千呼萬喚聲中，直
到第26次抽出「120」
號，終於找到得主，
全場響起熱烈掌聲與

歡呼聲。

近萬車友騎BIKE  欣賞山海屯風光享受美食  快樂無窮

慶讚佛誕節  惠中寺浴佛活動  萬和宮廣場法喜充滿

▲國際佛光會南屯第二分會，舉辦浴佛祈
福活動，覺居法師親臨祝福、開示。

▲萬和宮蕭董事長等人，聆聽佛光山中
區總住持覺居法師開示。

▲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手持麥克風），歡迎
各地車友參加健騎活動。

▲

萬和宮董監事歡迎媽祖前導車抵達。

▲萬和宮提供的美食，獲得車誇獎。

▲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感謝門友們踴躍參與，健騎活動得以圓滿成功。 

▲

「萬眾騎BIKE狗然厲害」健騎隊伍，跟著
媽祖前導車，展開全程105公里行程。

▲

健騎隊伍出發前暖身操帶動跳，充滿著動
感、青春與活力。

▲

「萬眾騎BIKE狗然厲害」
健騎隊伍出發前，貴賓們
帶領車友暖身操帶動跳。

▲

完成全程105公里車程，
車友聚集萬和宮廟埕，場
面壯觀。

▲

台中市警察局新成立的警
犬隊警犬，展現緝毒功夫。

▲

獎品豐盛的摸彩活動，
吸引車友目光。

▲

健騎隊伍經過萬和宮，
放慢腳步，極為壯觀。

▲

中華民國身障自行車運
動發展協會參加健騎活
動，不落人後。

B I K E



藝  文  活  動 第八版

萬和宮童軍團雙喜臨門  獲兩項績優團表揚得來不易

台中市萬和宮麻文化館「創意藝廊」，6月2日熱鬧滾滾!數百位貴
賓，不僅欣賞了悅耳的歌聲，聽到妙語如珠的四句聯，也觀賞18位南屯
國小師長的52件書藝作品，紛紛讚嘆說：「很不簡單！」

展期至8月5日，18位在職與退休師長聯展的杏壇風華-南屯國小教師
美展，6月2日上午10點舉行開幕茶會，吸引滿場貴賓，恭喜畫展成功的
聲音，此起彼落。

「有緣、無緣、大家來作
伙、燒酒喝一杯、乎乾啦、乎乾
啦！」取得台中與彰化兩張街頭
藝人證照的南屯國小教師美術會
現任會長施焜棣，由夫人陳麗真
老師伴奏，獻唱拿手的「流浪到
淡水」，渾厚有勁的歌聲，貴賓
跟著打拍，全場為之共鳴、陶醉。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說，比起
10餘年前，南屯國小師長
第一次在萬和宮展覽的作
品，這次更為精彩。他稱
讚前任的陳基安及蘇哲賢

校長，精於書法、國畫及交趾陶，帶動了全校的藝術風氣，很不簡單。
南屯區長程泰源、市議員劉士州，推崇萬和宮長期推動鄉土文化

藝術的貢獻，今年適逢南屯國小創校120週年，師長們在萬和宮舉辦聯
展，尤具意義。

寫得一手好字，先後編著「婚禮四句聯百寶箱」及「好話聯篇」的
陳基安校長，致詞時展現拿手的妙語如珠四季聯，押韻到位；他特別將
蕭董事長的理念，寫出「以文化提昇品質、用藝術創造智慧」對聯，與
大家分享，獲得熱烈掌聲。

溫文儒雅的蘇哲賢校長，同樣發揮臨場對聯的功夫，仿照于右任
「寫字是快樂」的名言說：「書藝最快樂」「書藝陪伴你精彩人生。」
他參展的「南風熏潤美書藝、屯真良師展初心」書法對聯，嵌入「南屯
美展」四字，希望大家都不忘推動藝術、獻身教育的初心。

施焜棣說，藝術有創作與欣賞兩種，好的創
作如果人欣賞就不行，感謝滿場貴賓共襄盛舉。
也期待大家多多接觸美術，讓生活更有變化。

在職與退休老師組成的南屯國小教師美術
會，民國84年教師節成立。23年來在各地展出油
畫、水彩、書法、國畫、陶藝、漆藝、版畫、篆
刻及素材創作等不計其數作品，均廣受好評與肯
定。老師們是藝術的創作者，也是耕耘不怠的藝
術播種者。

南屯國小教師美術會，能夠贏得口碑，應該歸功靈魂人物與推手、
林振德老師的犧牲奉獻，以及陳基安、蘇哲賢、許正昌校長的接棒、傳
承。

觀賞展出52件作品，可以發現師長們擁有多方才華與藝術天分。萬
和宮童軍團總團長陳基安校長，同時展出「吳哥四面佛」國畫，相當醒
目。  

現任校長許正昌，從高中時期就喜歡篆刻，無師自通，此次展出甲
骨文、篆書作品，古意盎然、方圓絕妙。

精於交趾陶及攝影的林振德主任，提供交趾陶作品，及「認識竹
子」攝影系列作品，寓教於樂。

施焜棣的四幅「山澗情懷總是詩」油畫系列作品，揮灑自如、氣勢
非凡。 

施焜棣說，今年欣逢南屯國小創校120週年，此次聯展同時作為校
慶獻禮，歡迎參觀與指教，更期待能在藝術的旅程上彼此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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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隸屬台中市童子軍第99團的萬和宮童軍團，再次獲得全國績優童軍
團的殊榮，而且雙喜臨門，可喜可賀!

總團長陳基安說，今年3月5日在台中市圓滿戶外劇場舉行的慶祝童
子軍節大會，萬和宮童軍團（男），由於組識健全、充滿活力、團集會
計畫週詳且執行徹底、參與社區服務績效卓著，以及積極進修研習等具
體事蹟，名列全國績優童軍團。陳基安代表領取績優團旗。

這也是民國101年4月萬和宮童軍團成立以來，第三次獲得此項榮
譽，即每隔一年即到這項獎勵，相當不容易。

另外，6月2日在光復國小外操場，舉辦的慶祝女童軍成立60週年大
會，萬和宮女童軍團同樣獲得女童軍績優團表揚，嘉許充分發揮服務精
神、積極參與聯團及全國性活動、團集會進程考驗完備，以及活動成果
彙集成冊，保存完整。分別由女童軍團長游慧萍領取獎狀，陳總團長領
取績優團旗。

陳基安說，萬和宮童軍團能夠雙喜臨門，是主任委員蕭清杰董事長
全力支持、每位團務幹部認真負責，以及全體童軍眾志成城的成果，這
些榮譽是屬於大家的。

他指出，獲得
績優團的殊榮，
並不容易。這
項獎勵，也是
鞭策萬和宮童
軍團繼續爭取佳
績的動力。

杏壇風華-南屯國小教師美展開幕  萬和宮熱鬧滾滾
書藝、歌聲及妙語如珠四句聯   交相輝映歎為觀止

 日　　期 內　　　　　　容

7月31日 農曆6月19日觀世音菩薩得道紀念日祈福活動。

8月5日 農曆6月24日關聖帝君聖誕祈福活動。

8月11日至10月21日 北扶畫會聯展，8月12日上午開幕茶會。

8月25日 慶讚中元節普度法會。

9月15日 秋季消災祈福法會。

9月16日至9月30日 受理106學年度萬和宮信眾子女獎學金申請。

 日　　期 內　　　　　　容

4月4日 農曆2月19日觀世音菩薩佛辰祈福活動

4月7日 萬和宮主辦「2018萬眾騎BIKE狗然厲害」樂遊台中自行車祈福活動

4月28、29日 萬和宮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活動

5月6日 農曆3月21日上午舉行媽祖契子女祈福活動

5月6日 烏日振興宮回宮謁祖

5月8日 農曆3月23日舉行恭祝天上聖母聖誕三獻禮及召開信徒代表大會

5月11日 農曆3月26日萬和宮字姓戲開演，張姓率先登場

6月2日至8月4日 南屯國小教師美術會聯展

6月18日 端午節「2018南屯端午木屐節」活動

6月23日 戊戌年夏季消災祈福法會

萬和宮107年4~6月重要活動與紀事 萬和宮107年7~9月重要活動預告

▲

萬和宮童軍團榮獲績優團，總團長
陳基安（中）代表接受績優旗。

▲萬和宮女童軍團也得到績優團
榮譽，團長游慧萍代表受獎。

▲南屯國小老師美展開
幕，萬和宮董事長蕭清
杰與貴賓、參展師長合
影留念。

▲南屯國小教師美術會長
施焜棣，分享心得。

▲南屯國小教師美術會長施焜棣，在開
幕茶會高歌一曲，獲得滿場共鳴。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稱讚陳基安校
長的「吳哥四面佛」國畫很傳神。

▲蕭董事長對於蘇哲賢校長的才
華，讚不絕口。

▲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祝賀
南屯國小老師美展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