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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店老街話家常
時序進入秋高氣爽、金色的九月，是收穫的季節，也是感恩的季

節。

335年前，先人精神依託的媽祖在萬和宮鎮殿，守護鄉土黎民，宛如

溪流之始，歷經五個多甲子，匯聚成波瀾壯闊的海洋，滿載著豐碩的教

化眾生成果，奔向希望無窮的明天。

我們何其幸，能夠見證萬和宮媽祖的威靈顯赫，沐浴春風。我們以

歡欣鼓舞的心情，舉辦為期三天的慶祝活動，迎接佳節的來臨! 
10月10及11日兩天的南屯區遶境祈福活動，已做了充分準備，期待

鄉親們踴躍共襄盛舉，讓此一屬於萬和宮媽祖的宗教文化之旅，有聲有

色，也讓媽祖濟世救人的恩澤，繼續發揚；我們更祈求媽祖保佑風調雨

順、國泰民安，地方瑞氣祥雲，閣家平安!
10月12日上午遵循古禮的三獻禮祭典，莊嚴隆重，表達我們緬懷媽

祖大慈大悲的德操。

12日下午的「萬和藏珍」新書發表，則顯現我們重視館藏文化保存

與發揚的用心，別具意義。 
10月5日起，在芛麻文化館創意藝廊展出的「萬和美展歷屆評審委

員聯展」，是特別規劃的強檔，為335週年慶祝活動暖身。歷屆評審委

員，堪稱是藝術界泰斗，聯手展出得力作品，是千載難逢的「強棒出

擊」！感謝大師們鼎力支持，也歡迎各界踴躍參觀。

去年10月間，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安排五個優質傳統劇團在萬和宮

廣場精彩演出，座無虛席。今年，配合335週年活動，依舊排定優質劇

團，在萬和宮連續獻藝五天。傳藝中心的盛情，敬表謝意，也期待場場

滿座。

邁入第12屆的萬和美展，今

年為國畫類及書法類，歡迎

愛好藝術創作的朋友踴躍

參賽，挑戰自我，讓已

經打響知名度的萬和美

展更加茁壯。

欣逢媽祖鎮殿335週年，萬和宮將舉辦為期三天慶祝活動，其中10月
10及11日兩天南屯區遶境祈福活動，行程合計25公里，歡迎鄉親踴躍參

與；沿途信眾可以擺設香案及清香素果恭迎，祈求庇佑。

萬和宮規劃了豐富的335週年慶祝活動。「萬和美展歷屆評審委員聯

展」，10月5日率先登場暖身。

另外，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精心籌劃、安排五個優質傳統劇團，10月8
至12日晚間在萬和宮廣場獻藝。 

這次南屯區遶境祈福，是繼民國73年及97年之後，萬和宮媽祖再度

舉辦的宗教文化之旅活動，盛況可期。隨香信眾徒步隨行，兩天行程總

計25公里。 

媽祖鑾轎停駕的19座宮廟，除兩處午餐地點外，其餘均各停留25分
鐘，方便信眾參拜及倰轎腳。兩天的遶境路線分別是：

10月10日第1天，上午7點舉行起駕大典，7點30分從萬和宮起駕，

依序前往三厝福德廟、三旺福德廟、台中福德宮、台中黎明天母宮、水

安宮（午餐）、文心福德廟、北田心福德祠、大興宮及田心福德

廟停駕。

10月11日第2天，從萬和宮出發，前往永定里福德祠、寶山福德廟

、台中市保安宮、春社里復興宮、新生里保福宮（午餐）、南屯聖帥宮

、台中市成興宮、楓樹里福德廟及豐樂里福德廟。預訂下午5點45分回

到萬和宮入廟安座。

遶境隊伍的陣頭，亦安排妥當，包括前導車、北管、黑令

、太子爺神轎、土地公陣、鞭炮車、大鼓車、電子琴車、布袋

戲車、蜈蚣鼓陣、醒獅戰鼓團、大花鼓車、龍陣、藝閣車、媽

祖公仔車、龍鳳旗及執事牌威武令、兵器執士、哨角、千里眼

及順風耳、黃令、涼傘。神轎及媽祖鑾駕經過宮廟，也會出動

陣頭等迎接，熱鬧可期。

董事長蕭清杰說，萬和宮媽祖除每三年一次老二媽西屯省

親遶境之外，很難得外出，希望鄉親把握機會，踴躍參與。參

加遶境進香信眾，添油香即贈送進香旗、帽子、毛巾及紀念品

，數量有限，有意參加的於10月1日至5日到一樓辦公室辦理。  
廟方將透過FB同步直播遶境，讓未能到場的信眾分享，

共沐神恩。

10月12日上午，萬和宮依循古禮舉行莊嚴隆重三獻禮，由

蕭董事長主祭，歡迎觀禮。下午舉辦「萬和藏珍」新書發表會

。

（其他相關報導請見2至5版）

內頁提要

請信眾備清香素果恭迎 12日舉辦三獻禮、「萬和藏珍」新書發表

▲萬和宮慶祝媽祖鎮殿335週年，舉辦南屯區遶境祈福的DM展現在廟埕，相當醒目。

歡欣鼓舞

欣逢鎮殿335週年  萬和宮媽祖 10月10、11日南屯區遶境祈福



第二版 萬  和  宮  典  藏  文  物  萬  和  藏  珍

萬和宮典藏文物保存創舉  登錄與研究還出版「萬和藏珍」巨著

歷屆萬和美展評審委員  萬和宮聯展  名家齊集千載難逢

「作伙廟口看好戲」  5優質劇團  10月8至12日在萬和宮獻藝

台中市萬和宮寺廟文物暨文物館典藏文物將近1600件，廟方委託逢
甲大學進行登錄與研究之後，還出版「萬和藏珍」，將於10月12日舉行
新書發表會，作為慶祝媽祖鎮殿335週年獻禮。

前台灣省文獻會主委簡榮聰稱讚說，這是宗教文資保存史上的重要
工程與新典範。

董事長蕭清杰說，萬和宮廟內暨萬和文化大樓四樓文物館，典藏豐
富的文物，過去並沒有建立完整的文物登錄與典藏資料，特別委託逢甲
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長李建緯領導的團隊，利用兩年（103年5月至
104年4月）時間，將1563件文物（廟內83件、文物館1480件 ），逐一登
錄與研究。

研究團隊，將廟內文物與文物館典藏文物分兩大階段進行，分別從
建立文物編號、古物影像記錄、資料登錄與建檔、文物科學檢測與保存
建議，並將重要文物繪圖，以及文物分級確認與建議等，依序進行，最
後提出重要結論與建議。

萬和宮還聘請省文獻會前主任委員簡榮聰、逢甲大學教授王志宇及
前中興大學教授孟祥瀚，召開評審委員會，為李教授團隊提出的調查報
告草案把關。三位委員提出多項寶貴建議，也盛讚內容豐富，兼具廣
度、深度及比較研究，認為不僅是宗教文資保存史上的重要工程，更為
台灣文化資產保存樹立良好典範！

蕭董事長指出，萬和宮將這項研究調查成果報告，出版「萬和藏
珍」上下兩冊，合計800餘頁，40萬餘字，成為萬和宮重要叢書，方便
日後保存與管理，也讓後代子孫深入了解萬和宮，進而融入南屯與萬和
宮的信仰脈絡內。他也樂見更多宗教寺廟，共同為保存、發揚台灣文化
資產志業努力。

主持研究調查的李建緯所長指出，萬和宮對教育文化向來抱持積極

而正面態度，也不遺餘力推廣在地
文化。此項由廟方自力調查文物，
可以說是為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樹立
良好典範。他強調，蕭董事長對研
究調查過程非常支持，是本書完成
的最大支柱與功臣。

他說，出版「萬和藏珍」，除
了確認萬和宮文物的價值，梳理年
代，其內容佐以科學方式，為寺廟
與館藏文物進行完整的登錄、研究
與保護，透過影像與文字的記錄，
為文物普查及保存工作建立基礎資
料，詮釋文物的歷史價值，印證文
化資產保存的重要性。

蕭董事長說，10月12日下午2
點在萬和文化大樓2樓毓德館，舉
行「萬和藏珍」新書發表會，並由
李建緯所長專題演講 

值得一提的是，萬和宮還依據
調查研究成果，向市府申請，民國
105年9月獲得核定，將張國祿位、
昭和年款銅鐘、道光年款鉎鐵大
鐘、鉎鐵金爐及「德媲媧皇」匾等5
件，公告為臺中市的一般古物。

其他具有價值的文物，廟方將繼續提供資料登錄為一般古物。

慶祝媽祖鎮殿335週年，萬和宮精心策劃「萬和美展歷屆評審委員
聯展」，展出藝術家大師們的得力作品，名家齊集，千載難逢，值得期
待！   

這是繼民國103年、媽祖鎮殿330週年，舉辦全省美展18位「永久免
審．首獎」特展之後，萬和宮推出的又一藝術盛宴，108年10月5日至
109年元月在萬和文化大樓麻文化館「創意藝廊」隆重展出，並於5日上
午10時舉行開幕茶會，為335週年慶活動暖身。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說，民國97年創立的萬和美展，作品水準一屆
比一屆提升，已經建立知名度，首應歸功於歷屆評審委員們秉持公正、
超然、客觀把關。

此次，特別邀請歷屆評審委員聯展，展出大師們的西畫、書法、國
畫、膠彩及攝影得力作品。大師們應允共襄盛舉，誠屬千載難逢的藝術

饗宴，增添335週年慶光彩！
參加聯展的藝術家包括（依姓氏筆畫排序）：

西畫：吳文寬、柯適中、柯榮豐、倪朝龍、莊明中、黃秋月、楊嚴囊、
廖本生、廖吉雄、蔡正一、蔡維祥。

國畫：李轂摩、吳府廉、林清鏡、曾士全。
書法：王振邦、任容清、吳啟林、林榮森、施永華、張自強、陳炫明、

陳基安、黃義和、詹坤艋、蕭世瓊。
膠彩：林必強、陳騰堂、曹鶯、簡錦清。
攝影：古亭河、林明正、黃嘉勝、廖本義、蔡來旺、劉鎰琨 

協助策劃的台灣膠彩畫協會創會理事長簡錦清說，萬和宮慶祝媽祖
鎮殿335週年，舉辦此項聯展，名家共襄盛舉，頗具創意與特色，頗受
注目，很不簡單。

配合媽祖鎮殿335週年，10月8日至12日晚間，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安
排「作伙廟口看好戲」5個優質劇團，在台中市萬和宮廣場，盛大演出
布袋戲與歌仔戲，精彩可期，歡迎逗陣來看戲！

這五場分別是：
10月8日：明華園戲劇團（青年軍），演出「鐵膽・柔情」歌仔戲。
        9日：陳錫煌掌中戲，戲碼為「紅霓關」。
      10日：李靜芳歌劇團，演出「宿世情緣」歌仔戲。
      11日：明華園戲劇（日字）的歌仔戲，劇目為「博虎」。

      12日：春美歌劇團的歌仔戲，劇目為「古鏡奇緣」。
董事長蕭清杰指出，去年10月2至6日，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精心籌

劃、安排五個優質傳統劇團在萬和宮廣場精彩演出，獲得熱烈回響。
今年，傳藝中心配合335週年活動，特別安排10月8至12日晚間，由

五個優質劇團在萬和宮獻藝。
換言之，傳統藝術中心規劃的10月8、9日兩場先行登台，炒熱氣

氛，接著最後三場與335週年慶活動結合、串聯。屆時，連續五天，萬
和宮將熱鬧滾滾，增添慶祝活動的張力。

廟方自力調查文物   簡榮聰誇讚宗教文資保存史上新典範

為媽祖鎮殿335週年慶暖身   10月5日開幕茶會

台中市萬和宮恭祝媽祖鎮殿335週年慶活動日程表

▲萬和宮出版的「萬和藏珍」新書，
內容豐富，印刷精美。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主辦單位

10月5日 上午10時 萬和美展歷屆評審委員聯
展開幕茶會

麻芛文化館 萬和宮

10月8日 晚間7時 明華園戲劇團（青年軍）
「鐵膽‧柔情」歌仔戲

萬和宮廣場
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

10月9日 晚間7時 陳錫煌掌中戲，戲碼為
「紅霓關」

萬和宮廣場
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

10月10日

上午7時 萬和宮媽祖南屯區遶境祈
福起駕典禮

萬和宮正殿 萬和宮

白天
萬和宮媽祖南屯區遶境祈
福活動第1天 南屯區 萬和宮

晚間7時 李靜芳歌劇團「宿世情
緣」歌仔戲

萬和宮廣場
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主辦單位

10月11日
白天

萬和宮媽祖南屯區遶境祈
福活動第2天 南屯區 萬和宮

晚間7時 明華園戲劇（日字）「博
虎」歌仔戲

萬和宮廣場
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

10月12日

上午9時 萬和宮慶祝媽祖鎮殿335
週年三獻禮祭典

萬和宮正殿 萬和宮

上午10時至
12時 誦經祈福 萬和宮正殿 萬和宮

上午10時至
11：30分 北管演奏 萬和宮廣場 景樂軒劇團

下午2時至
4：30分

萬和宮《萬和藏珍》新書
發表會

2樓毓德堂 萬和宮

晚間7時 春美歌劇團演「古鏡奇
緣」歌仔戲

萬和宮廣場
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



第三版行  動  圖  書  車  再  到  萬  和  宮

台中市立圖書館的行動圖書車，6月29日及9月21日上午再次進入
335年歷史的萬和宮廟埕，展開社區服務，受到鄉親歡迎，他們借書、
辦證、欣賞志工精彩的故事劇表演，還品嘗萬和宮準備的熱騰騰麻芛，
豐富的活動內容，頗受好評，場面熱烈。  

市立圖書館長張曉玲，特別到場和鄉親們親切打招呼，還致贈感謝
狀給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她說，萬和宮長期以來本諸「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的理念，熱心公益慈善，不餘遺力，還拋磚引玉捐款，支
持充實圖書館館藏，嘉惠愛書人，令人敬佩。

今年4月13日，行動圖書車首度到萬和宮為鄉親服務，吸引不少家
長及孩童。蕭董事長稱讚這種服務很貼心、很到位，值得推廣。

6月29日的活動比上次更精彩。除了提供借書、辦證服務，還安排
永春國小退休主任、故事志工王陳雪霞，述說「貪睡的穿山甲」「萬和
宮老二媽」「甘甘苦苦的麻芛」三項與南屯在地文化有關故事劇。王陳
雪霞精彩的口白及有趣的肢體動作，小朋友目不轉睛聆聽，相當叫座。

行動圖書車，從上午十點開放，張館長及閱覽典藏課長陳綉麗，與
萬和宮蕭董事長以及總幹事張俊鎮到場致意，看到幾位家長帶著小孩在
借書，及在車上翻閱，和他們合照，也歡迎以後繼續利用。

萬和宮準備的熱騰騰麻芛，更吸引一波又一波的鄉親品嘗。他們稱
讚說，萬和宮煮的麻芛，特別好喝！ 

張曉玲說，蕭董事長的肯定與鄉親們的支持，是市立圖書館最大鼓
勵。她指出，市立圖書館本著「整座城市都是我的大書房！」理念，推
動行動圖書車社區服務，主動進入多元據點，跨界合作推廣閱讀。

9月21日行動圖書車，再次駛進萬和宮，同樣受到鄉親們歡迎。
中市共有7輛行動圖書車，投入各區近百所偏遠國小駐點服務，範

圍遍及大臺中29行政區，最遠達梨山，為各地區市民提供書香閱讀服
務，今(108)年更深入社區，包括光復新村、市場、宮廟、科博館、公
園、戒治所、醫院、統一超商門市等處。每月行程均在中市圖臉書、官
網公布。

行動圖書車再度到萬和宮  借書、聽故事及呷麻芛受歡迎

▲台中市立圖書館長張曉玲，致贈萬
和宮董事長蕭清杰感謝狀，謝廟方
協助推動社區閱讀。

▲配合行動圖書車社區服務，故事媽
媽精彩的故事劇很叫座。 

▲

行動圖書車到萬和宮，提供社區服務，蕭董事長與市立圖書館長張曉玲，到場致意。

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媽祖鎮殿335週年南屯區遶境祈福活動路線（108.10.10）

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媽祖鎮殿335週年南屯區遶境祈福活動路線（108.10.11）

序號 寺廟名稱 經 過 路 線 到達
時間

停留
時間

出發
時間

接駕地點
接駕
時間

陣頭抬轎 備 註

1 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
萬和路ㄧ段→左轉南屯路二段→右轉黎明路ㄧ
段→右轉三和街→左轉黎明東街→三厝福德廟

07：30
1.1km

2 三厝福德廟 黎明東街→三旺福德廟 08：05 25 08：30 黎明路與三和街口 07：50 √ 0.5km
3 三旺福德廟

黎明東街→右轉公益路迴轉河南路→公益路→
右轉永春東七路→左轉干城街→台中福德宮

08：45 25 09：10 黎明東街與大墩11街口 08：30 √ 1.6 km
4 臺中福德宮 干城街→左轉懷德街→黎明天母宮 10：00 25 10：25 永春東七路與干城街口 09：45 √ √ 0.4 km

5 臺中黎明天母宮
懷德街→左轉干城街→右轉黎明路二段→左轉
大業路→右轉文心路→水安宮

10：35 25 11：00 干城街與干城街198巷口 10：20 √ 1.9 km

6 財團法人
臺中市水安宮（午餐）

文心路→左轉大墩七街→文心福德廟 11：55 50 12：45 大業路與惠中路口 11：35 √ 1.2km

7 文心福德廟 大墩七街→右轉東興路→北田心福德祠 13：20 25 13：45 文心路與大墩七街口 13：05 √ 0.9km
8 北田心福德祠 東興路→左轉南屯路→大興宮 14：15 25 14：40 大墩七街與東興路口 14：00 √ 0.4 km

9 大興宮
南屯路→右轉精誠路→右轉永春東路→右轉東
興路二段→左轉南屯路二段→田心福德廟

14：50 25 15：15 東興路與大墩一街口 14：35 √ √ 1.4km

10 田心福德廟 南屯路二段→左轉媽祖巷 →萬和宮 16：00 25 16：30 南屯路與文心路口 15：45 √ 0.3km
11 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 16：45

序號 寺廟名稱 經 過 路 線 到達
時間

停留
時間

出發
時間

接駕地點
接駕
時間

陣頭抬轎 備 註

1 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
文昌街→左轉益文ㄧ街 →右轉益昌ㄧ街→永定
里福德祠

07：10
0.6km

2 屯區永定里福德祠
益昌ㄧ街→右轉永春東七路→左轉五權西路→
右轉忠勇路→寶山福德廟（寶山里籃球場管理中心）

07：30 25 07：55 文昌兒童公園邊 07：15 √ 3.4km

3 寶山福德廟 忠勇路→保安宮 09：15 25 09：40 五權西路右轉忠勇路公車停靠處 09：00 √ 0.5km
4 臺中市保安宮 忠勇路→復興宮 10：00 25 10：25 文山國民小學前 09：45 √ √ 0.8km
5 春社里復興宮 忠勇路→左轉永春路→右轉新德街→保福宮 10：40 25 11：05 忠勇路與七星南街口 10：25 √ 1.5km

6 新生里保福宮（午餐）
環中路4段→右轉新民巷→右轉鎮平巷→水碓
巷→聖帥宮

11：50 50 12：40 永春路與新德街口 11：30 √ 1.7km

7 南屯聖帥宮
水碓巷→右轉環中路4段→右轉黎明路→右轉
楓和路→左轉中和北二巷→成興宮（南光路92巷2號前）

13：25 25 13：50 環中路中油鎮安加油站 13：00 √ 1.5km

8 臺中市成興宮
南光路→左轉黎明路→右轉楓和路→左轉永春
東二路→楓樹里褔德廟

14：35 25 15：00 黎明路與楓和路口 14：10 √ 0.8km

9 楓樹里褔德廟 永春東二路→右轉文心南五路→ 豐樂里福德廟 15：25 25 15：50 黎明路與楓和路口 15：10 √ √ 2.2km

10 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福
德廟

文心南五路→右轉永春東ㄧ路→左轉永春東路
→右轉萬和路→萬和宮

16：50 25 17：15 永春東二路與文心南五
路口

16：35 √ 1.0km

11 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 17：45



第四版 萬  和  宮  媽  祖  遶  境  路  線  圖

萬和宮天上聖母南屯區遶境路線圖



第五版萬  和  宮  媽  祖  遶  境  路  線  圖

萬和宮天上聖母南屯區遶境路線圖



 萬  和  宮  中  元  普  度  法  會第六版

萬和宮中元普度法會 信眾虔誠莊嚴 令孤副市長祝大家平安
8月15日、中元節傍晚，台中市萬和宮舉辦慶讚中元普度法會，熱情

的信眾，虔誠參香祈福，場面莊嚴、壯觀、熱鬧。參加開香儀式的副市

長令孤榮達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樂！

當天儘管大早豪陣雨不斷，但傍晚六點舉行開香儀式時，天空放

晴。有些信眾笑著說：「媽祖保佑，天公伯保庇！」

慶讚中元普度，是萬和宮年度重要法會之一。8月14日（農曆7月14
日）深夜11時（子時），董事長蕭清杰與全體董監事、總幹事張俊鎮，

由普銓法師（彰化朝天堂坐座師）引導，祭拜三界公、地官大帝，安地

基主、孤魂，揭開普度法會活動序幕。

  中元節早上7點誦經團開始誦經祈福，接著9時，普銓法師率領常

務董事林清福及部份董監事，到萬和宮鄰近的犁頭店福德廟、田心福德

廟，永定百姓公、文昌公廟及南屯善修堂「獻外敬」，邀請各廟眾神、

法界眾生，到萬和宮參加普度法會。

今年廟方援例接受信眾委託代辦普桌的1393桌，加上提供其他信眾

自備的699份，多達2092份供品，擺滿佔地七、八百坪的廟埕及停車場，

相當壯觀。代辦普桌中，912桌不領回的供品，將轉送慈善機構。

中元節下午兩點開始受理現場供普登記，手中提著大小包的各類供

品的信眾，大排長龍，但秩序井然。

每張供桌插著「一心誠敬」普度旗，隨風飄揚；萬和宮代辦的供品

豐富，不少信眾說「物超所值」。

普度祈安法會於晚間六時，台中市副市長令孤榮達與萬和宮董事長

蕭清杰、全體董監事，偕同立法委員張廖萬堅、南屯區長簡士喆，以及

市議員黃馨慧、劉士州、張耀中、朱暖英，以及信眾在正殿舉行開香儀

式，並稟報媽祖、佛祖、觀世音菩薩等列位神尊，即將在廟埕廣場舉辦

普度法會。

令孤副市長說，中元普度是民間重要的節日。他稱讚萬和宮是台中

市歷史最悠久的古廟，媽祖威靈顯赫，保境安寧，也祝福大家平安、健

康、快樂。 
接著，由令孤副市長、蕭董事長。張廖立委，市議員劉士州、張耀

中、黃馨慧、朱暖英及董監事與信眾，依次到座台前香位、大士香位、

甘霖大帝、地基主香位及孤魂香位參拜，每香位一炷香。

大排長龍的信眾，手持清香，在廟方工作人員引導下，耐心排隊參

香拜拜，虔誠心情寫在臉上；廟前長龍般的人潮，在燈光襯托下的夜

色，格外美麗、溫馨、感人。

稍後，普銓法師坐座，香煙繚繞、煙霏霧集，不少信眾跟著虔誠頌

經消災祈福。

晚間9點功德圓滿，法師將加持過的念珠，灑向會場，信眾爭相撿

拾，掀起另一波高潮，也為一年一度的普度法會畫下圓滿句點。

多年來，萬和宮中元節普度的供品，頗獲信眾口碑。每年均採取公

開招標決定，今年也不例外。

7月23日開標，參加的四家廠商提供實物，由萬和宮常務董監事、誦

經團的組長、導覽志工正副隊長、勤務隊正副隊長及幹部，合計18人，

無記名投票，結果台灣楓康超市南屯店獲得10票勝出。供品有排骨雞碗

麵、燕窩露、大燕麥片、沙拉油、飲料、餅乾等21項。

蕭董事長指出，依照往例，普度法會結束，信眾表明不領回的代辦

普桌供品，轉贈有關機關及慈善機構。

根據統計，今年有912代辦普桌，表明不領回供品，8月20日起由廟

方轉贈南屯區公所、南屯里辦公處、紅十字會台中市支會、中華世界行

善會及宏恩、全成與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弗傳慈心、人安、台灣陽

光女協會、中華民國關懷弱勢愛心促進會等社會福利基金會及朝興啟能

中心、南投私立傑瑞老人安養中心。

▲萬和宮中元普度法會，
台中市政府副市長令孤
榮達、萬和宮董事長蕭
清杰與貴賓、信眾進行
開香儀式。

▲台中市副市長令孤榮達參加萬和宮中元普
度法會，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樂。

▲萬和宮慶讚中元普度，大排長龍的信眾，耐心排隊參香拜拜盛況。

▲萬和宮中元普度代辦供桌的供品廠
商，投票產生，相當公正、透明。 

▲萬和宮中元普度代辦普桌供品未取回者，轉贈慈善機構。

▲

萬和宮中元普度代辦普桌供品招商，投
完票之後，董事長蕭清杰當場開標。

▲萬和宮慶讚中元普度，14日深夜11時（子時），董事長蕭清杰率領全體董監
事，祭拜三界公等，揭開普度法會活動序幕。

▲萬和宮中元普度法會場的桌壯觀場景。



第七版韓  國  瑜  參  訪  萬  和  宮

韓國瑜蒞臨萬和宮  鄉親及各地韓粉情緒高吭HIGH到高點

萬和宮敬老禮數夠  南屯區17147位65歲以上長者壽麵1份

萬和宮信眾子女獎學金持續42年  首日申請踴躍

「韓國瑜當選！ 韓國瑜當選！」「總統好！」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
國瑜，9月14日早上8點半抵達台中市萬和宮時，熱情的鄉親及來自各地
的韓粉，掀起響徹雲霄的呼喊聲，情緒高吭HIGH到高點！

韓國瑜呼籲：「拜託總統選韓國瑜、立委選國民黨候選人，台灣未
來會更好！」 

平常即車水馬龍
的萬和宮，當天大早
格外熱鬧，手持青天
白日滿地紅大、小國
旗、穿著國旗衣的上
千熱情鄉親及韓粉，
陸續聚集廟埕。

住在台中市忠明
南路、34年次的沈昭
元夫婦，清晨5點半就
抵達萬和宮。他承認是「死忠韓粉」，從參選高雄市長，他們就一路跟
著韓國瑜全省走透透；這麼做是「為了下一代的未來！為台灣！為中華
民國！」 

韓市長未抵達之前，聚集的人潮即不斷演練、高喊：「韓國瑜！當
選！ 韓國瑜！當選！」「國瑜！國瑜！國瑜！」「總統選國瑜！」「當
選！當選！韓國瑜！」「加油！」高吭的聲音畫破寧靜的清晨。

將近8點半，韓國瑜搭乘的車隊抵達萬和宮，在場上千鄉親欣喜若
狂，揮舞著國旗，聲嘶力竭高喊：「總統好！」不少站在後面的鄉親，
雖然伸長脖子，雖然沒有看到韓國瑜本人，「看到禿頭了！」仍覺得高
興。

在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及董監事，以及前台北縣長周錫瑋、立法委
員沈智慧、顏寬恆、國民黨立委參選人黃馨慧、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
副董事長鄭銘坤，以及市議員黃仁、朱暖英、劉士州等陪同下，進入正
殿參香。短短的幾公尺，擠滿熱情的人潮，只能緩緩而行。「韓國瑜當
選！韓國瑜當選！」「總統好！」的呼喊聲，此起彼落，沒有中斷。

鐘鼓齊鳴聲中，韓國瑜率領大眾虔誠上香祈福，祈求萬和宮媽祖及

列位神尊保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萬和宮也預祝韓國瑜高票當選總
統，為人民造福。

莊嚴隆重的參香祈福禮結束，廟內響起「總統好！國瑜！當選！」
的祝福聲。在熱情韓粉簇擁下，韓國瑜一行慢慢移往廟前。「國瑜！國
瑜！ 國瑜！」「總統選國瑜！」「當選！當選！韓國瑜！」「加油！」
再次掀起高昂的氣氛。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說，現場這麼多鄉親及各地韓粉的熱情支持，
祝福韓市長當選總統之後，能夠改變台灣，創造美好的未來。

韓國瑜在「總統好！」的熱情歡呼聲中致詞說，這是他今天行程的
第一站來到萬和宮，了解到萬和宮的宮名意義是：「萬眾一心、和睦相
處。」已經有335年歷史的萬和宮長期照顧弱勢團體等，令人敬佩。他希
望大家發揮媽祖精神，讓台灣社會愈來愈好；也拜託在場的鄉親支持立
委參選人黃馨慧；「拜託總統選韓國瑜、立委選國民黨候選人，台灣未
來會更好！」

99歲的李心白和幾位耆老，9月14日到台中市萬和宮，歡喜領取重
陽敬老禮金時，向董事長蕭清杰說：「萬和宮揪感心！」「很有人情
味！」

重陽佳節即將臨來臨，萬和宮敬老不落人後！贈送南屯區17147位65
歲以上長者壽麵乙份，558位90歲以上每人加發3200元禮金，7位年滿100
歲以上耆老每人6000元。

根據區公所統計，南屯區有「長壽之鄉」的美譽，名不虛傳。隨著
國人平均年齡增為85歲的趨勢，今年南屯區65歲人口17147，比去年的
16008人，增加1139人；90至99歲高齡558人也較去年增加33人。不過，
100歲以上耆老則從去年的13位減為7人。 

90至99歲耆老敬老禮金，9月14及15日兩天發放。至於7位百歲耆老
將由董監事前往致贈。

14日上午九點多，萬和宮一樓事務所就出現領取敬老禮金人潮。壽
星們多半由晚輩陪同抵達，董事長蕭清杰和他們親切話家常。99高齡的
李心白，由夫人陪伴領取，蕭董事長看到行動自如的他，趨前握手歡迎
說：「恭喜！很不簡單！」李心白回應「謝謝」「萬和宮揪感心！」

住在大業里、92歲，有些重聽的林清槐，由女婿江森榮夫婦陪同到
萬和宮。蕭董事長一眼就認出，中區郵局副局長退休的林老先生，稱讚

他現在每餐還可以吃一碗飯，胃口不錯。
還有幾位耳聰目明的耆老，與蕭董是舊識，多年未見，特別開懷，

不斷誇讚萬和宮真貼心、很敬老！
根據統計，南屯區65歲以上者17147人（包括65至89歲16582人、90

至99歲558人、100歲以上7人），分佈全區25里。其中，豐樂里1456人，
黎明里1065人，南屯里1022人，都相當可觀。

至於，7位年滿100歲的人瑞，設籍豐樂里、楓樹里、中和里、黎明
里、同心里、向心里、大誠里各1人。

萬和宮信眾子女107學年度獎學金，9月16日開始受理，一樓辦公室
格外熱鬧，不少家長趕在第一天替子女完成申請手續，面露微笑說：
「萬和宮的獎學金很有意義！」

萬和宮的獎助學金合計兩項，一為持續42年的信眾子女獎學金，二
為設籍並居住南屯區，就讀大學、碩士及博士班班家境清寒學子獎助學
金。

率先登場的信眾子女獎學金，9月16日起至30日受理申請。第一天即
有不少家長，拿著子女的成績單及獎學金申請書表，到一樓事務所完成
申請手續，爭取好采頭。

申請獎學金的信眾，整天絡繹於不絕，辦公室也格外熱鬧。萬和宮
常務董事陳阿水，代表公出的董事長蕭清杰，到場關心作業流程，預祝
大家順利領到獎學金。他說，能夠獲得萬和宮獎學金的青年學子，都很
優秀。

完成申請手續的一些家長說，萬和宮的獎學金很有激勵作用，他們
的孩子很認真念書，就是想領取獎學金 

至於去年新增的萬和宮獎助學金，則從10月1日至10月15日受理申
請。

萬和宮兩項獎助學金的差別是，信眾子女獎學金適用對象為各地的
國中、高中及大專院校學子，獎助學金則限制設籍並居住南屯區，就讀
教育部認可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在學優秀清寒
學生，一戶以一名為限。

至於信眾子女的資格認定為：就讀國中以上學校，符合下列資格之
一者，得申請信眾子女獎學金：凡萬和宮信眾及其子女，於民國107年
及108年（國曆3月10日以前），連續兩年在萬和宮均有安奉福斗（全
家），以及點光明燈（學生及其父母）或點文昌燈（學生）者。

申請信眾子女獎學金，學年成績國中85分以上、高中職83分以上、
大專院校84分以上。獎助學金則僅為學業成績平均70分以上（含）即
可。值得一提的是，國中學業成績，本學年度降低一分、即為85分以
上，希望能拉抬得獎人數。

獎助學金，大學部每名
1萬元、碩士班1萬5千元、
博士班2萬元，與信眾子女
獎學金的國中每名3千元、
高中4千元、大專院校5千元
有別。

萬和宮信眾子女獎學
金，從66學年度創立，當年
有203人次獲獎，總計88，
800元，隨著信眾日增及激
勵，得獎人數逐年增加。去
年，即106學年度合計1438人
領取625萬5千元獎學金。

▲韓國瑜臨台中市萬和宮的人潮盛況。

▲總統參選人韓國瑜致詞感謝鄉親和韓粉熱情支持。

90至99歲敬老禮金發放  耆老開懷領取稱讚揪感心

清寒獎助學金限南屯區大學、碩士及博士班  10月1日起受理 

▲萬和宮敬老不落人後，發放90至99歲耆老敬老禮金盛況。 

▲萬和宮信眾子女獎學金，開始
受理，申請信眾絡繹不絕。

▲

萬和宮蕭董事長致贈敬老禮金，耆老歡喜心情寫
在臉上。 

▲

萬和宮107學年度信眾子女獎
學金申請首日，常務董事陳阿
水到場關心（中間站立者）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歡迎韓國瑜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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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遠誠書法個展開幕  萬和宮高朋滿座熱鬧非凡

第12屆萬和美展  11月12日至16日徵件

台中市萬和宮麻芛文化館「創意藝廊」，8月10日高朋滿座、熱鬧
非凡!數百位來賓，參觀「玩墨趣—遊走犁頭店」石遠誠書法個展，紛紛
讚嘆說：「全方位的作品，很不簡單！」

展期至9月29日「玩墨趣—遊走犁頭店」石遠誠書法個展，8月10日
上午舉行開幕茶會，吸引爆滿貴賓，恭喜個展成功的聲音，此起彼落，
熱鬧非凡。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稱讚石遠誠做什麼像什麼，書法造詣很高，
兼俱草、行、隸、篆書等字體，且頗多創意。他說，高朋滿座，足以證
明石主任人脈廣闊及為人成功。

他指出，今年適逢媽祖鎮廟335週年，10月10日至12日將舉為為期
三天慶祝活動，10月5日起推出「萬和美展歷屆評審委員聯展」的強
檔，希望能夠吸引更多人潮參觀。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專門委員鍾正光、南屯區長簡士喆，台中市議員
吳瓊華、林碧秀、劉士州、朱暖英，都不約而同稱讚萬和宮長期推動文
化、教育與藝術成果豐碩，發揮傳承效果。他們也讚賞石遠誠書法功力
雄厚。

大里永隆國小退休校長蔡淑娟，推崇石遠誠是創校元老，人氣很
旺，義務指導師生學習書法，讓校園充滿著藝術文化氣息。

當天到場的還包括東海大學教授李惠正，台中市書法學會前後任理
事長陳基安、詹坤艋、蘇哲賢，台中市書法協會前理事長洪傳旺，中華
甲骨文學會理事長林茂樹，大里區永隆國小歷任校長及家長會長，以及
石遠誠來自各地的親朋好友。

石遠誠很懂得尊師與孝道。致詞之前先向恩師李惠正教授，以及首
度參加他個展的母親蔡密仔鞠躬，還充滿感性的說：「沒有他們，就沒
有今天的我！」

「愛鄉、愛土、愛大家！」「人美、場地漂亮，各位都有福氣」，
他言簡意賅的感謝滿場數百位親朋好友與來賓，全場響起熱烈掌聲。 

熱鬧隆重的開幕儀式結束，緊接著進行茶會。來賓享受茶點美食之
餘，還欣賞有胡同饗二胡樂團，演奏南都夜曲、天公落水、追夢人、梅
花三弄、海海
人生、小城故
事等數首家喻
戶曉的歌謠，
動人心弦的旋
律，引起不少
共鳴。

二胡樂團於
民國100年9月20
日成立，104年考取街頭藝人資格，每週固定在永定里團練。 此次由音
樂總監、台中市政府主任消保官康馨壬小姐，帶領6位團員許淑鳳、黃
淑真、彭錦霖、林瑞成、楊慈聰、簡晉祥演出，叫好又叫座。

107年從永隆國小主任退休的石遠誠，浸淫書法40餘載，早已寫出
自己的風格，透過活潑創意的線條在紙上舞動，而且融古出新的詩詞創
作，呈現玩墨趣的風味。 

這次個展的主軸，是以「玩墨趣」，用活潑創意的線條於紙上舞
動，兼顧遊走南屯犁頭店的思古情懷，展現新風情。展出近幾年來的作
品，有草、行、隸、篆書等字體，內容有古今詩詞、自創的詩句、經文
佳句，融古出新的詩詞創作展現，與大家共賞。

石遠誠指出，學書法如同人生際遇，有苦有甘，有酸有辣，風景與
體驗。有人把它當作修行，但石遠誠把它當作體驗。提按之間與呼吸之
調息，也是養生的好方法，冀望大眾一起體驗美好的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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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萬和宮、萬和文化基金會主辦的第12屆萬和美展，11月12日
起至16日受理初審徵件。本屆比賽類別為國畫（墨彩、膠彩）及書法兩
大類。主題為台灣各地人文事物，各類組第一名獎金參萬元。

本屆參賽資格仍比照往例，即凡設籍或出生、就業及就讀學校於台
中市者均可參加，希望喜愛藝術創作的朋友，踴躍參加。

至於主題，則為：1、以台灣各地之文化，人文關懷為思考主軸。
2、以台灣各地之相關人、事、地、物為創作方向。

各類組第一名獎金參萬元、第二名兩萬元、第三名壹萬元及優選陸
千元。入選頒發入選證書及紀念品乙份。另外，「收藏獎」獎金為伍萬
元。
作品規格
1、國畫類：

墨彩：長、寬以100公分或150公分為限。（以卷軸或裝框，尺寸為
尚未裱裝計算，裝框者請勿裝配玻璃）

膠彩：最小不得小於二十號，最大不得大於五十號為原則。（畫框
加壓克力、木板）

2、書法類：尺寸同墨彩規格。

有意參賽者於11月12日至16日，以8×10吋作品照片，寄至「萬和美
展籌備會」，住址為台中市萬和路一段56號。

策畫此項美展的台灣膠彩協會前理事長簡錦清說，參賽資格只能擇
一參加。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獲獎資格，追回獎金獎狀，三年內不
得再參加：（1）抄襲他人作品經查屬實。（2）曾於國內外展覽或比賽
獲獎之作品。（3）違反本實施辦法任何規定者。

「第12屆萬和美展」徵件簡章及報名表，可以向萬和宮索取，或
到萬和宮網站http://www.wanhegong.org.tw或FB WWW.facebook.com/
wanhegong.org 下載專區查詢

 日　　期 內　　　　　　容

10月1日至15日 萬和宮獎助學金受理申請

10月5日至109年元月4日 萬和美展歷屆評審委員聯展

10月8日至12日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在萬和宮廣場，舉辦「作伙廟口看好戲」活動 
10月7日 天上聖母飛昇日祈福活動

10月10日至11日 慶祝萬和宮媽祖鎮殿335週年，南屯區遶境祈福

10月12日 慶祝萬和宮媽祖鎮殿335週年，三獻禮暨「萬和藏珍」新書發表會 
10月17日 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祈福活動

10月20日 黎明天母宮回宮謁祖

11月2日 冬季消災祈福法會

11月11日 水官大帝聖誕平安祈福法會

11月16日至17日 發放萬和宮信眾子女107學年度獎學金

 日　　期 內　　　　　　容

7月21日 農曆6月19日觀世音菩薩得道紀念日祈福活動

7月26日 農曆6月24日關聖帝君聖誕祈福活動

8月10日至9月29日 「玩墨趣—遊走犁頭店」石遠誠書法個展。8月10日上午開幕茶會

8月15日 慶讚中元普度法會

9月8日 秋季消災祈福法會

9月16日至9月30日 受理107學年度萬和宮信眾子女獎學金申請

萬和宮108年10~12月重要活動預告

萬和宮108年7~9月重要活動與紀事

▲大臺中數位有線記者
蔡蕎如，分享石遠誠
的為人處事風格。

▲

蕭董事長稱讚石遠誠的書法造詣很高，兩人在作品前合照留念。

▲石遠誠76 歲的母親蔡密仔（左6） ，第一次參
加兒子的個展，很開心與親友合影。

▲創立8年的有胡同饗二胡樂團，在開幕茶會演奏多首歌謠，叫好又叫座。

▲玩墨趣—遊走犁頭店」石遠誠書
法個展開幕，高朋滿座的場景。

▲萬和宮蕭董事長稱讚石
遠誠的書法很有創意。

▲「玩墨趣—遊走犁頭店」石遠誠書法個展開幕，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與貴賓等合影。

▲石遠誠感謝貴賓與親朋
好友蒞臨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