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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店老街話家常
辛丑牛年春節的歡樂氣氛，宛如昨天，剛過不久，我們以滿懷期待

與歡欣的心情，迎接即將來臨的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等盛事!
春節期間，乃至於庚子鼠年謝斗與辛丑牛年植斗法會，儘管因應新

冠肺炎疫情，採取多項防疫措施，萬和宮依舊強強滾，熱鬧非凡。這是
媽祖靈驗，以及善信大德的熱情與向心力凝聚的，是鞭策我們努力追求
進步、提供更優質服務的動力及使命。

屬於媽祖的農曆三月，是值得期待的!三年一度的「老二媽」西屯省
親遶境，4月24、25日隆重登場，這是萬和宮媽祖的特別日子。之前，我
們邀請丹慶季媽祖會、西屯區的里長及相關的宮廟執事人員座談，務期
將整個活動辦得盡善盡美，獲得熱烈響應。

遶境活動已經籌備就緒，盼望這次能夠吸引更多不同年齡層參與，
進而再次掀起信仰媽祖的風潮，讓此一媽祖民俗文化活動繼續深入紮根
。我們也虔誠祈求媽祖保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五穀豐收。

稍後，媽祖契子女謁祖祈福、字姓戲，以及遵循古禮的媽祖聖誕三

獻禮，也將陸續登場，我們期待新冠肺炎疫情能夠在舉世集氣祈福及積
極防疫之下，能夠早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第13屆萬和美展入選以上作
品，正在萬和文化大樓創意廊展
覽，歡迎大家參觀。經過多
年努力耕耘，萬和美展已
建立相當知名度。這塊
美展園地，是屬於大家
的，期待有志藝術創作
的繼續踴躍參與，得以
更加茁壯。

已經傳承217年，登錄為台中市民俗文化資產、三年一次的臺中市萬
和宮「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4月24及25日（農曆3月13及14日）兩天
隆重登場，24日清晨6點45分舉行起駕典禮，7點30分出發，展開兩天一
夜的省親遶境之旅，預計隔天下午18時45分回鑾安座。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說，第一天晚上，媽祖神像及神轎在老二媽出
生地的祖厝--烈美堂駐駕過夜，以及200多年來，首度規劃遶經筏子溪以
西地區，是此項媽祖文化宗教之旅活動盛事的創舉。

3月4日上午，萬和宮邀集西屯、南屯區里長座談，討論老二媽西屯
省親遶境相關事宜，敲定為期兩天遶境路線及停駐地點與時間的共識。 

蕭董事長建議，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沿途信眾可以在門前擺設香
案、鮮花、水果等供迎，祈求保佑，閤家平安，但配合政府環保政策，
請沿途商家、住戶及停駕地點的宮廟，儘量以環保禮炮取代鞭炮。

依據丹慶季媽祖會排定的行程，4月24日（農曆3月13日）清晨6點，
丹慶季媽祖會、信眾及陣頭在烈美堂集合，抬著老二媽神轎到萬和宮。

清晨6點45分舉行莊嚴隆重的起駕典禮，7點30分出發。第一天遶
境，老二媽、聖二媽神轎，萬和宮出發，即分成兩路，前往西屯。

第一天遶境，老二媽神轎依序在惠來福德詞、大河福德祠、大鵬福
德祠、大福福德祠、逢甲逢福福德祠、上石上安上德福德祠、武兌宮、
西墩土地公腳等處停駕，之後在逢甲公園等待與聖二媽會合，前往清靈
宮，最後到達老二媽出生地的祖厝--烈美堂駐駕過夜。每一停駐點停留
15至30分鐘，供信眾參拜及倰轎腳。

聖二媽神轎，則依序在龍潭福德宮、潮洋福德祠、玉玄宮、永安
宮、永興宮、易利達木業、廣興宮、庄頭福德詞、墩仔頂、清靈宮，最
後抵達烈美堂。每站停留10至30分鐘不等。

至於第二天的行程，比照107年模式，老二媽與聖二老神轎聯袂遶
境。早上八點從烈美堂出發，先後在玉皇宮、惠來廟與文財廟（各停一
轎）、廍後母舅、高堂中醫（中山國中）、何源里、何德福德詞、福壽
宮、何明東門福德祠、河南福德五路財神廟、何成廣場。萬和宮於市政
北三路與文心路二段路口接駕後，前往財團法人水安宮停駐45分鐘後，
預訂18點45回鑾萬和宮，19點安座，結束這次西屯省親遶境之旅。

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所經各里，都已安排各種陣頭，歡喜迎接西屯
地區信眾尊稱的「姑婆祖」回鄉省親，盛況可期。

（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及回鑾路線圖請見第2版）

內頁提要

 盛 事

恭迎！萬和宮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
4月24日清晨6：45起駕典禮7：30出發  25日18：45回鑾

遶經溪西地區  在烈美堂駐駕過夜皆屬創舉

◎不要穿新鞋、拖鞋或涼鞋，穿舒適的布鞋。

◎不要攜帶貴重物品。

◎騎機車隨香信眾，務必戴安全帽。

◎請儘量靠右邊，並且遵守交通號誌及志工指

揮，快速通過路口。

◎「洋蔥式」穿法，就是穿搭多層衣服，再依

照室內外溫度調整。最內層以排汗透氣為

主，中間寬鬆舒適，外層防水防風。

◎攜帶全民健康保險卡。

◎有心臟病、高血壓及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

記得備妥用藥量並按時服用。若身體不適，

可隨時聯繫隨行醫護人員

◎外出戴口罩，預防空汙也防流感等傳染病。

◎多喝水，最好也用洋傘或戴遮陽帽防中暑。

◎做好防曬、防雨：定時補擦防曬油或防曬乳

液；遇下雨要放慢腳步，避免道路濕滑受

傷。

◎注意飲食安全：遶境沿途飲食應避免過度油

膩並注意衛生。

參加遶境活動貼心小叮嚀

▲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期許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活動圓滿成功。

▲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活動座談會，出席踴躍。

每三年一次的「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是萬和宮衍傳至今217年的重要
民俗活動，更是值得傳承的民俗文化資產。

嘉慶8年（西元1803年）11月，萬和宮增塑「老二媽」神像。相傳舉行開
光點眼儀式，當天一名賣什細小販，由犁頭店回西屯途中，遇到家住西屯大魚
池名叫廖品娘的閨女。

小販看到廖女梳理整齊，問她要去那裡?她回答說到萬和宮參香看熱鬧，
還請「什細古 」轉告家人不要為她傷心，且門前桂花樹下埋有龍銀二元，可
取出使用。「什細古」抵達廖家，說明所見所聞，發現廖女已仙逝，並取出龍
銀。

廖母思女心切，專程至萬和宮探尋，見「老二媽」神像眼中墜下一顆淚
珠，遺留於臉頰，知道她愛女已羽化而去。由於時間巧合附會，大魚池庄人咸
信，「老二媽」為廖女所附靈。

此一膾炙人口的傳聞，被列為犁頭店媽祖神蹟之一，西屯廖家後代更尊稱

萬和宮「老二媽」為「老姑婆」，犁頭店也與西屯大魚池結下不解之緣，約定讓「老二
媽」，每年農曆三月回家省親，一解鄉愁。

民國五、六十年間，老二媽仍然每年回西屯省親，駐駕兩夜，第三天再返回萬和
宮。但據傳，老二媽返回時，總是下雨，似乎在傷心落淚，思念親人；神轎也不肯進
宮，再三拜請始能抬進廟內，讓犁頭店信眾頗為傷神，因而改為三年回西屯一次，停留
時間亦縮為一夜。後來，由於遶境路線擴及西屯區全區，增請萬和宮聖二媽共襄盛舉，
因而分成兩條路線。

大魚池人深信，老二媽回西屯省親，必為五穀豐收的好年冬，神轎所到之處皆設供
桌，虔誠敬拜，甚至擺設流水席宴客，熱鬧非凡。 

民國101年6月15日台中市政府公告，將「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登錄為「民俗文化
資產」，為萬和宮的表徵文化有力佐證，更具歷史性與在地性價值。

最近18年，分別於民國92年4月15、16日，95年4月8、9日，98年4月11、12日，101
年3月24、25日，104年5月2、3日，以及107年4月28、29日舉行六次。

小
典
故

情牽犁頭店與大魚池  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解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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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
座談會先暖身 出席踴躍發言熱烈

迎接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活動盛會，萬和宮先行召開座談會暖身，
場面相當熱鬧。

3月4日上午，萬和宮邀集負責策劃省親遶境的丹慶季媽祖會、西屯
區里長、老二媽經過、停駕的福德祠、宮廟座談，研商遶境路線及停駕
地點與時間，出席極為踴躍，發言熱烈，紛紛表達對老二媽西屯省親遶
境的高度期待。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說，民國90年5月他到任至今，已經參加過六
次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每次均走完全程，都有不同體驗，而且體驗隨
行信眾一次比一次多、沿途萬人空巷的盛況，感受大家對媽祖信仰，以
及宗教文化越來越重視。

為了即將來臨的盛會，萬和宮召開這項座談會，希望凝聚共識，妥
為規劃、準備，讓這項宗教文化之旅活動盛會熱鬧且圓滿。

為期兩天的省親遶境路線及神轎停駕時間、地點，丹慶季媽祖會理
事長廖福龍及總幹事廖清廉說，經過研商、溝通後才完成規劃，由於茲
事體大，無法面面俱到，做到皆大歡喜，希望大家多多體諒。

座談會時，相關宮廟及里長建議修正，充分討論，蕭董事長當機立
斷，適度調整，達成共識。

廖福龍說，200多年來，省親遶境沒有經過筏子溪以西地區，當地
所屬13個里的鄉親，及西屯區民意代表一再反映，今年特別安排聖二媽
遶經溪西地區，屬於創舉。

另外，傳說附靈老二媽的閨女廖品娘出生地--烈美堂，以往受限地
理環境，只能短暫停駕後到清靈宮等地駐駕過夜。如今，烈美堂前面的
西平大漁池文化公園已經改善完工啟用，決定第一天的晚間，老二媽及
聖二媽神轎及神像在烈美堂駐駕過夜，讓老二媽省親遶境活動更具意
義，也是一項賣點。

西屯區長陳寶雲、南屯區長林秋萬也出席座談會，對於老二媽西屯
省親遶境盛事，充滿期待，也都表示將盡全力配合。

老二媽、聖二媽

遶境及回鑾路線圖

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
座談會先暖身 出席踴躍發言熱烈

 老  二  媽  西  屯  省  親  遶  境  及  回  鑾  路  線  圖



第三版春  節  期  間  萬  和  宮  萬  頭  攢  動

萬和宮送春聯  沒有現場揮毫  分送書法家墨寶仍獲歡迎
迎接辛丑牛年來臨，台中市萬和宮2月6日舉辦送春聯活動。因應新

冠肺炎疫情升溫影響，分送18位書法名家先行寫好的春聯，不在現場揮
毫，依舊吸引鄉親。

以往，每年歲末年初，萬和宮均在地下室餐廳，舉辦「迎春納福寫
春聯送春聯活動」，邀請書法名家揮毫，贈送鄉親春聯，頗受歡迎。

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影響，今年萬和宮改變模式，請18位書法名家，
先行寫好將近千對春聯。也就是說，不像往年一樣，現場揮毫。依舊吸
引鄉親，在大早就到萬和文化大樓一樓走廊等候。

董事長蕭清杰向鄉親們拜早年，
祝福大家辛丑牛年行大運，幸福美
滿，財源廣進。他也感謝書法名家情
義相挺。

書法家們寫的春聯，依據萬和宮
規劃，五分之四為居家用，五分之一
為經商。

活動現場，將居家、生意（經
商），以及「春」「滿」「大家恭
喜」「福」「招財進寶」「壽」等區
隔，讓鄉親們很容易辨識，可以很快

挑選喜歡的春聯。
蕭董事長的初中同學、萬和宮古典詩學與書法班老師張茂樹，每

年都很熱心支持這項活動，事先提供不少春聯，還關心說：「這樣夠
嗎?」他可以寫更多。

萬和宮提供的對聯詞句，都充滿平安、吉祥、喜氣，譬如說，「天
賜平安福祿壽，地生金玉富貴春，人壽年豐福長存」「瑞日芝蘭光世
澤，春風棠棣振家聲，家敦一樂有和風」「吉年增福添富貴，新歲迎祥
賜平安，積善人家慶」均適合居家。

辛丑牛年春節年假期間，萬頭攢動、川流不息的善男信女，湧入香
火鼎盛，已經337年歷史的萬和宮，虔誠參香祈福；透過人流管制，秩
序井然，熱鬧非凡！

歡送庚子鼠年，喜迎辛丑牛年，2月11日除夕夜，萬和宮循例於10
時45分關廟門，董事長蕭清杰贈送守候廟前的信眾錢母，祝福牛年行大
運。

子時11點15分，廟門打開，蕭董事長率領董監事、信眾依序進入正
殿團拜，祈求媽祖保佑信眾在新的一年平安、健康又順利，揭開歡樂春
節序幕。

春節期間，萬和宮勤務隊全員投入，協助維持交通秩序。除夕夜，
蕭董事長與隊員合影、打氣，慰勉他們犧牲年假的辛苦。

蕭董事長說，配合防疫措施，
萬和宮要求信眾戴口罩、量體
溫，而且入廟無論是從正門或廂
房，實施人流管制，由龍門進，
虎門出。

春節假期，萬頭攢動的人潮
陸續湧進萬和宮廟裡廟外及周邊
道路，透過人流管制，信眾大排
長龍，魚貫進入，導覽及誦經團
志工忙著，疏散參香人潮，秩序
井然，熱鬧非凡。「恭喜、  恭
喜」「歡喜過新年」  「財源滾滾
來、、、」廟方播放的賀歲歌曲，
增添濃厚的年節歡樂氣氛。

年假期間，交通部長林佳龍、立法院副院
長蔡其昌及馬前總統，先後到萬和
宮，均獲得蕭董事長及董監事熱烈
接待。

大年初一上午，林部長到萬和
宮拜年。他代表蔡總統感謝過去一
年，國人共同防疫成功，未來半年
我們還要做世界的防疫模範生。他
贈送總統的紅包福袋，以及他自己
的「迎春樂行」小紅包。

初二清晨八點，蔡副院長援例
到萬和宮。他指出，過去一年，全
世界面臨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挑
戰，所幸蔡總統及行政團隊領導有
方，我們沒有封城，經濟成長率依
舊亮麗，台灣的確是寶島；希望未
來一年，國人仍須多戴口罩，常洗
手，「大家一起努力，加上媽祖婆
保佑，相信今年會過關!」

15日、大年初四，馬前總統第
五度到萬和宮參香、拜年，發送喜
氣洋洋口罩時，大排長龍的鄉親，
爭相合照，場面熱烈、溫馨!

馬前總統在蕭董事長辦公室話
家常時，提到2006年國人因酒駕
事故往生727人，一次事故，等於
造成兩戶家人一輩子的痛苦，所以
擔任總統之後，雷厲風行，要求各
地警察單位加強取締酒駕，至2015
年酒駕往生人數減為142人。他表
示，現在反酒駕已經有相當成果，
而且逐漸建立喝酒不開車的共識。
但仍有改善空間。

馬英九贈送大紅口罩時。俏皮
的祝大家「大賺錢（台語）!」響
起熱烈掌聲；馬前總統搖搖手說：
「還沒完」接著又說要祝大家「賺
大錢」；又是一陣歡呼時，他又馬
上搖搖手說還沒完，接著又說要祝大家「錢大賺」，掀起熱鬧氣氛。

包括台中市政府前技監廖德淘、市府地政局長曾國鈞，市議會前秘
書長洪鴻壤與夫人，也在初一到萬和宮參香拜年，與蕭董事長互道恭
喜。他們說，這是每年春節的重要行程。萬和宮媽祖很靈驗，香火鼎
盛；很熱鬧、溫馨，很有過年的味道!

大業藝能館總監黃譓丞和多位信眾也說：「萬和宮好熱鬧!有過年的
感覺！」「這裡才能真正感受到過年的氣氛！」「人那麼多!」「到處都
是人擠人!」但歡喜過年的心情寫在他們臉上。

大甲出生，目前居住桃園的中油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長
鄭文龍與夫人張淑鳳，大年初五上午首度到萬和宮拜拜，對於莊嚴又古
色古香，香火鼎盛的萬和宮讚不絕口。他們也到附近南屯老街溜達，品
嘗廟旁小吃，讚美說：「很讚!好吃!」

廟方在左側設立「清香金紙服務處」提供清香、金紙及平安符，同
樣擠滿人潮，熱鬧滾滾。

川流不息的善男信女參香
之後，移往萬和文化大樓二樓
禮堂，點光明燈、植斗及安太
歲；12部電腦前，一排又一排
的人群，人多而不亂。有些信眾不
僅為家人，還為寵物，甚至車子安
太歲。萬和宮還在萬和文化大樓一
樓，提早贈送小提燈給需要的信
眾。 

萬和宮贈送的「萬和宮天上聖
母」平安符，頗受喜愛，信眾們
順時針方向，過香爐三圈後(與順
順利利諧音)，用短紅線串起綁在
機車或汽車上，或用長紅線綁成項
鍊，保佑平安。

萬和宮春節萬頭攢動強強滾  因應疫情升溫  人流管制秩序井然
林佳龍、蔡其昌、馬英九   先後蒞臨  參香賀年

▲萬和宮蕭董事長向領取春聯的鄉親拜早年。 ▲萬和宮贈送春聯，吸引大排長龍的鄉親。 ▲萬和宮贈送春聯盛況。

▲萬和宮除夕夜不少信眾到萬和宮參香。 ▲萬和宮蕭董事長與勤 務隊合影。

▲

交通部長林佳龍大年初一到萬和宮參拜祈福。

▲除夕夜子時，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率領董監事團拜。

▲交通部長林佳龍與萬和宮董監事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

春節期間，萬和宮人潮不斷，一些信眾在廟門前雙手合十致敬。

▲萬和宮蕭董事長除夕夜分送錢母。

▲春節期間，萬和宮萬頭攢動最有年味。

▲辛丑牛年正月初二，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到萬和宮參香。

▲

立法院蔡副院長祝
大家新年快樂。

▲馬前總統到萬和宮參拜祈福。

▲馬英九在萬和宮分送大紅口罩，與鄉親互動熱絡。

▲

萬和宮廟內春
節期間盛況。

▲萬和宮大年初一受理安燈的熱場景。



第四版  萬  和  宮  謝  斗  植  斗  祈  安  法  會

謝斗植斗祈安法會  取消平安粥依舊莊嚴殊勝 
儘管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取消平安粥，萬和宮庚子鼠年謝斗法會及

辛丑牛年植斗法會，人潮不減，信眾向天上聖母虔誠參香叩謝及祈福，
莊嚴殊勝!

董事長蕭清杰說，植斗，亦稱拜斗、安
斗，是道教獨有的為人消災解厄、祈福延
壽的科儀，誦經禮懺，祈求平安。至於
謝斗，又稱圓斗、滿斗或還斗，舉辦圓
滿禮斗法會，感謝神明保佑一年圓滿，
萬和宮均以莊嚴誠敬的心情舉辦。

庚子鼠年謝斗法會及辛丑牛年植斗法會，均在鳴鐘36響，擂鼓72通
聲中，董事長蕭清杰率領董監事到場。謝斗法會時，「叩謝天上聖母懿
慈保佑去（109）年在萬和宮植福禮斗，奉安太歲，敬點光明燈及文昌
燈眾信大士，歲庚清吉，人口平安，事事如意，合境太平，並祈安善信
人等，男添百福，女納千祥，元辰光彩，命運亨通，所求如意，大降吉
祥，闔家平安。」

接著，由彰化朝天堂普銓法師開懺，及誦經團誦經祈福，相當莊嚴
殊勝。

植斗法會，則祈求天上聖母「保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信眾事事
如意、閤家平安、福壽綿延、事業興盛、財源廣進。」

植斗法會時，亦由普銓法師開懺，並偕同蕭董事長及董事、前總幹
事張俊鎮到斗燈、太歲殿、光明燈、文昌燈殿逐一灑淨及點燈；誦經團
持續誦經祈福，相當莊嚴肅穆。

多年來，萬和宮的謝斗及植斗法會，均供應素食平安粥，讓信眾分
享、吃平安，頗受歡迎。但從去年2月9日的庚子鼠年植斗法會，顧慮到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採取防疫措施，亦即取消平安粥，改為贈送每人一

份平壽麵。
元月26日庚子年謝斗法會，儘管沒有供應平安粥，但沒有減低信眾

的熱誠，在遵行防疫措施下，依序向天上聖母虔誠感恩，叩謝媽祖保
佑閤家平安，香火繚繞；正殿的供桌，擺滿信眾供奉的素果、素麵等供
品，增添謝斗法會的熱鬧氣氛。

在萬和文化大樓一樓走廊，從10點開始發放平安壽麵，大排長龍的
信眾，人人都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確保防疫安全，秩序井然。「祝
福大家平安!」「謝謝!」「萬和宮的平安壽麵，很好吃!」董監事們給信
眾們獻上最大的祝福，也獲得熱烈回應，互動熱絡，相當溫馨。

整天川流不息的善男信女，虔
誠感謝媽祖保佑閤家平安，香火繚
繞；正殿的供桌，擺滿信眾供奉的
素果、素麵等供品，增添謝斗法會
的熱鬧氣氛。

2月21日上午的辛丑牛年植斗
法會，適逢星期天，更多善男信女
到萬和宮，祈求媽祖保佑閤家平
安，香火繚繞；正殿的供桌，擺滿
信眾供奉的素果、素麵等供品。

雖然取消平安粥，但往年法會
另外煮的「平安福圓」的甜湯圓，
仍然在廟旁的空地照常供應。2月
20日下午，萬和宮動員導覽及誦經
團40餘志工，一起搓了60斗湯圓，
裝滿一籮筐又一籮筐。

當天上午九點左右，等候品嘗
福圓的信眾，就出現排隊人潮，不
少信眾稱讚香Q好吃，有些還接連
吃了兩、三碗。

蕭董事長說，供應湯圓，具有
祈求媽祖保佑善信大德，在新的一
年平安、順利、圓滿的意義。

廟方也在萬和文化大樓一樓走廊贈送每人一份平壽麵，帶回去與家
人分享平安、吉祥、健康。

▲萬和宮庚子鼠年謝斗法會，蕭董事長率領董監事，叩謝天上聖母懿慈保佑眾信大德。

▲萬和宮辛丑牛年植斗法會盛況。

▲萬和宮辛丑牛年植斗法會，蕭董事長率領董監事祈求天上聖母保佑。

▲萬和宮正殿供桌，擺滿信眾的供品。

▲萬和宮植
斗 法 會 的
平安福圓，
吸引人潮。

▲萬和宮植斗法會停辦平安粥，贈送的平安壽麵，頗獲信眾喜歡。▲萬和宮謝斗法會，取消平安粥，改發平安壽麵，依舊頗受歡迎。

▲萬和宮謝斗法會，虔誠信眾遵行防疫措施，保持安全距離。

▲萬和宮植斗法會，法師偕同董事長蕭清
杰、前總幹事張俊鎮在光明殿灑淨。

▲萬和宮植斗法會，法師偕同董事長蕭
清杰、前總幹事張俊鎮點斗燈。

▲

萬和宮謝斗法會，董事長蕭清杰虔誠參拜。

▲ 植 斗 法 會 前 一天，萬和宮志工搓湯圓的熱鬧場面。



第五版萬  和  宮  牛  年  點  燈  安  太  歲  

迎接辛丑牛年   萬和宮元旦開始受理點燈安太歲 人潮絡繹不絕
有安有保庇    安太歲不只信眾   也包括寵物愛車

迎接辛丑年牛年，香火鼎盛的臺中市萬和宮，元旦開始受理植福
斗、敬點光明燈及文昌燈，以及安奉太歲，第一天辦理人潮絡繹不絕。
「有安有保庇！」信眾不僅為全家大小求平安，也有替貓、狗寵物及愛
車安太歲。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說，敬點光明燈、文昌燈、安奉太歲及植福
斗，為廣大信眾祈福、保平安、趨吉避凶、消災解厄，是每年萬和宮重
要祈安活動。

「燈」象徵光明與希望，也含育智慧與福報；光明燈如同在黑暗中
光芒，猶如六祖壇經中說的「一燈能除千年暗。」照亮未來的人生。

萬和宮萬和文化大樓二樓禮堂，安裝12部電腦。第一天、元旦假
期，先啟用六部，八點開始受理，一大早數十名信眾即湧入，排隊等
候，志工及工讀生熱心服務、解說。

蕭董事長、常務事陳阿水、常務監事簡萬水及幾位董監事，到場關

心作業流程，要求同學們以客為尊，注意禮節，並且仔細核對資料，減
少錯誤。

蕭清杰說，萬和宮的光明燈及文昌燈，均透過電腦隨機排列，一視
同仁，不必搶先排隊卡位。

他指出，多年來，萬和宮點燈及安太歲費用均未調漲，其中安太歲
維持每人100元。據統計，每年受理幾十萬人次植福斗、敬點光明燈及文
昌燈以及安奉太歲，年年增長。

信眾除為家人植斗、點燈及安奉太歲，也有一併為愛車、寵物安太
歲、點光明燈，祈求媽祖保佑。

留美的廖姓信眾，幾年前學成歸國時，將在美國認養的貓咪帶回
來。幾年前有一天從4樓天井墜落一樓，送到動物醫院急診，花了6000多
元醫藥費，趕快請她老爸到萬和宮幫愛貓安太歲，後來貓咪平安無事；
如今，每年也都替牠安太歲、植斗，也點光明燈。

有位林先生，幾年前開車行經路口時，被酒駕闖紅燈的車輛撞傷骨
折，復健近半年，有一陣子不敢開車上路，直到家人幫車子安太歲，他
覺得有神明庇祐，才消除壓力。從此，每年都幫愛車安太歲。至於名
字，就依據家人對車子的稱呼，如「小銀」、「小灰」或車牌號碼，出
生日期則按出廠年份填寫。

元月31日下午，蕭董事長還與志工及工讀生座談，提醒大家是代表
媽祖做事，為信眾服務，必須學習媽祖的慈悲，親切、熱誠接待，服裝
穿著也要整潔，輸入各資料務必核對。

針對例年來發現問題，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希望能減少錯誤。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台中市萬和宮辛丑牛年農曆春節期

間，採取多項防疫措施，希望大家過得平安、自在、健康、歡喜、快樂

的佳節。

董事長蕭清杰說，萬和宮配合防疫措施，春節期間，信眾仍須戴口

罩、量體溫，而且入廟拜拜，無論是從正門或廂房，實施人流管制，均

由龍門進，虎門出。導覽及誦經團志工將派員，疏散參香人潮。

往年，元宵節晚間，配合市府文化局規劃的「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

化節百年宮廟風華」活動，在萬和宮廣場演出歌仔戲，今年市府決定取

消。

因應這項異動，萬和宮的元宵賀歲小提燈，提前從大年初一，配合

信眾安太歲、植福斗、安燈或添油香發給需要的鄉親。

蕭董事長說，將近20年來，元宵節萬和宮均製作當年生肖的賀歲小

提燈，贈送需要的鄉親，廣受歡迎，有些還年年收集、

珍藏。

他指出，今年製作總計製作1萬盞小提燈，

除比照往年，提供南屯區各里辦公處轉送，

其餘從大年初一，贈送到萬和宮安太歲、植

福斗、安燈或添油香的信眾，送完為止。

辛丑牛年的小提燈，有3種款式，金光

閃閃，造型相當可愛，且洋溢年味，頗為

討喜；象徵吉祥、平安、如意，也祝福家家

戶戶招財進寶、犇向幸福、牛轉乾坤、吉祥如

意。

元宵晚會活動停辦  小提燈提前大年初一配合安太歲點燈贈送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升溫  新春期間多項防疫措施均獲配合

▲萬和宮今天提前贈送小提燈，董事長蕭清杰向鄉親祝賀元宵節快樂。

▲萬和宮元旦開始受理信眾安太歲、植福斗、點光明燈，董事長蕭清杰（右1）， 關心作業流程。 ▲萬和宮召集志工及工讀生座談，蕭董事長提醒要熱誠、親切。

▲萬和宮小提燈造型相當討喜，蕭董事長說：「我很喜歡!」



第  13  屆  萬  和  美  展第六版

第13屆萬和美展頒獎喜氣洋洋   紀淵博、張子楨感謝萬和宮用心
台中市萬和宮麻芛文化館「創意藝廊」，3月13日洋溢歡樂氣氛，

獲得第13屆萬和美展入選以上的得獎人笑容滿面，在開幕茶會暨頒獎典
禮，接受來賓們道賀。分獲西畫及攝影類第一名的紀淵博、張子楨都感
謝，萬和美展讓藝術創作者有發揮空間，激發潛力。

董事長蕭清杰指出，已經337年歷史的萬和宮，特別重視鄉土文化藝
術教育，舉辦萬和美展，就是為了提升、帶動地方藝文風氣及培養藝術
人才。他說，本屆參賽的藝術家來自各行各業，符合萬和宮追求藝術普
遍化宗旨；前三名、優選及入選都很不簡單，值得恭喜。 

他感謝歷屆評審委員公正、客觀評審及大家踴躍參賽，件數及作品
水準，得以一屆比一屆提升。  

催生萬和美展的台灣膠彩畫創會理事長簡錦清大師，感謝大家踴躍
參賽，也謝謝蕭董事長及全體董監事支持，讓萬和美展一步一腳印，創
造出今天的成果。他說，每一屆都看到新舊面孔的參賽者，相當欣慰。
簡錦清指出，以前他很認真參加各項競賽，作為創作的動力與經驗。

他強調，萬和美展的徵件辦法及評審作業，均比照全國或大型美展
模式，評審陣容尤其堅強，都擔任過各大美展的評審。以今年西畫的三
位委員來說，近幾年來走向抽象，評審出的第一名作品很寫實，證明委
員們依專業眼光與公正態度。

市府民政局長吳世瑋，稱讚萬和宮蕭董事長投入鄉土文化藝術教育
的成果豐碩，萬和美展水準一屆比一屆提升，尤其值得肯定。

市府文化局專門委員程泰源說，見到萬和美展的成長，特別敬佩，
祝福萬和美展一屆比一屆成功。

南屯區長林秋萬，稱許萬和美展有幾項特色，一為可以媲美大墩美
展水準，另一為宗教團體自行舉辦如此規模的美展，而且公平公正的評
審，非常少見。他透露，女兒參觀萬和宮的展覽後，畫出的作品，獲得
老師稱讚說很有天份。

張耀中議員及南屯國小校長蔡承憲，也讚賞萬和美展的成果，值得
大家踴躍參與。

西畫類第一名的紀淵博，感謝萬和宮提供萬和
美展這一個平台給台中藝術創作者一個發表作品
機會。前年他參加第11屆萬和美展得到入選，
這次能獲得第一名，讓他喜出望外。非常感謝
評審委員的肯定與賞識。

紀淵博特別強調，當初以為用樂成宮的主
題名稱參加，得不了獎，沒想到卻第一，證明
萬和宮蕭董事長及美展評審委員的超然公正與尊
重專業，沒有門戶之見，很有大器度，他很感
動。 

他也感謝在網路上遇到的兩位貴人，王文詵
與林裕清老師，給素昧平生的他一些建議及鼓
勵，由衷感謝他們。

紀淵博說，他的作品是以媽祖廟為題材.媽祖在台灣一直是民間的信
仰；中台灣的遶境活動也形成一種文化。在台中就有萬和宮，萬春宮，

樂成宮及鎮瀾宮4間有名的媽祖廟，都各有特色及歷史價值。
「早安!樂成宮」，是取自在樂成宮看到的景色。早上光影與廟頂的

裝飾相互輝映， 亮暗面交錯的畫面及其構圖一直吸引著他.決定把它呈
現美麗的畫面.

這幅畫歷經三次改版才完成.其中，也要感謝他內人的一些建議， 
讓作品更加完美。 

攝類第一名的張子楨說，很高興在這裡跟大家
分享她的喜悅，攝影人總喜歡東奔西跑，甚至搭
飛機拍攝許多的熱門景點 對於生活中顯而易見
的題材常常是視而不見 這一年因為COVID-19 
疫情的影響，讓她有機會停下腳步，從各種角
度探索平凡。

她是幼稚園老師，孩子們的天真無邪就是最
好的拍攝題材。感謝萬和宮給了她這樣的機會展
示作品 也謝謝評審們的肯定，更要謝謝指導過
她的老師，以及我親愛的小朋友們，讓她可以
為他們留下美好的童年回憶。

頒獎的重頭戲，在熱烈掌聲中登場。到場
的獲獎者，分別由蕭董事長、簡理事長及吳局長等多位貴賓頒發。得獎
人含笑接受祝賀，掌聲不絕於耳，場面溫馨。

此項美展，除獎狀外，各類組第一名獎金參萬元、第二名兩萬元，
第三名壹萬元，優選陸千元，入選者各獲贈小米小愛音箱紀念品一份。

多位得獎人由父母、親朋好友陪同出席，紛紛在作品前拍照，增添
歡樂氣氛；第二屆起參賽的台中監獄，本屆有4件入選，陳建富老師代
表領獎，也獲得熱烈掌聲。

當天與會的貴賓還有市議員士州、朱暖英，台灣中部美術協會理事
長廖本生、評審委員蔡來旺、台中市攝影學會理事長賴明興、萬和國中
校長陳姿伶等多位。

43件獲得入選以上作品至5月23日在萬和文化大樓五樓麻芛文化館
展覽。麻芛文化館開放參觀時間為每星期六、日及農曆初一及十五日。

▲蕭董事長說，獲得萬和美
展入選以上都值得恭喜。

▲催生萬和美展的簡錦清大
師，分享他成功經驗。

▲屏第13屆萬和美展頒獎，蕭董事長與貴賓及得獎人合照。

▲蕭董事長等與西畫類前三名得獎人合影。

▲攝影類前三名都先後得到第一名。

▲第十三屆萬和美展優選合影。

▲第13屆萬和美展入選。

▲市府民政局長吳世瑋，稱讚蕭董事長
投入鄉土文化藝術教育的成果豐碩。

▲市府文化局專門委員程泰源，推
崇萬和美展一屆比一屆成功。

▲南屯區長林秋萬盛讚
萬和美展很有特色。

▲南屯國小校長蔡承憲肯定萬和宮
投入土文化藝術的成果盛碩。

▲西畫類第一名的紀淵
博分享得獎心得。

▲攝影類第一名的張子
楨分享得獎心得。



第七版友  宮  參  訪  萬  和  宮  

內埔鄉慈聖宮今年首批來訪  樂成宮鎮瀾宮萬和宮聯誼溫馨無比

第13屆萬和美展評審成績
攝影類

名　次 姓　名  作　品　標　題 獎　　　項

第一名 張子楨 憶童年 獎金參萬元（含稅）、獎狀

第二名 賴富美 山裡的孩子 獎金貳萬元（含稅）、獎狀

第三名 紀明村 溫馨照護 獎金壹萬元（含稅）、獎狀

優　選 蔡瑛真 拼搏 獎金陸千元（含稅）、獎狀

優　選 趙裕琳 黑面人 獎金陸千元（含稅）、獎狀

優　選 楊逸琴 轉 獎金陸千元（含稅）、獎狀

優　選 林忠富 好痛喔! 獎金陸千元（含稅）、獎狀

入　選 謝榮輝 搏浪漁民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林秋君 青蚵嫂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林翠芳 鍾馗吐火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王姮娥 辛勞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王國良 哨角隊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張國龍 歸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王中倫 瑞榮鐘錶店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李明珠 傳統花轎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鄭秀名 牽手情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周佳蓉 木魚職人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劉恩修 堅持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陳群誠 挑柴人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王維均 養蚵人家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唐蔚光 夕陽無限好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陳昌閔 金庫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黃怡嘉 過年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石先孝 面面觀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涂臻宜 掃帚姐妹情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西畫類

名　次 姓　名  作　品　標　題 獎　　　項

第一名 紀淵博 早安!樂成宮 獎金參萬元（含稅）、獎狀

第二名 郭惠蘭 漁港暮色 獎金貳萬元（含稅）、獎狀

第三名 林世芳 賜求 獎金壹萬元（含稅）、獎狀

優　選 紀清美 曦 獎金陸千元（含稅）、獎狀

優　選 戴麗英 日出東方 獎金陸千元（含稅）、獎狀

優　選 王聰得 祈福 獎金陸千元（含稅）、獎狀

入　選 蘇湘竹 滋味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陳維嘉 等待出航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陳中文 田野之樂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鄭羽祺 舞動，神鼓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黃譓丞 自然之詠~蝶舞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黃婕菱 震聲響顯神威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王柏鑫 鄉邨清趣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張朝順 鎮煞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王鴻麟 炸邯鄲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林宗宥 儺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盧來全 幸福的光彩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入  選 童清山 等待時間 入選證書、紀念品一份

來自屏東內埔鄉慈聖宮40餘貴賓，成為110年參訪萬和宮的第一個友
宮；主任委員曾春雄說：「最好最早的日子，來到萬和宮參香、學習很
歡喜!」 

今年元旦上午8點半，搭載慈聖宮委員及幹部的遊覽車，抵達萬和宮
廟埕，受到董事長蕭清杰 、常務董事陳阿水、常監事簡萬水及多位董監
事熱烈歡迎。

蕭董事長簡單介紹迄今337年的萬和宮，是中部地區歷史最悠久的古
廟，特別重視鄉土文化藝術教育推動，台中市八件民俗文化資產中，與
萬和宮有關的有三件；典藏的文物中，有15件已經市府登錄為台中市古
物。

他還引導貴賓們參觀廟內建築，特別介紹列為台中市古物的「福蔭
全臺」匾及老二媽像，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的由來，以及QR Code行動
導覽系統，慈聖宮主委曾春雄、副主委葉文正讚嘆說：「很不簡單!」幾
位當場拿出手機上網，覺得滿有趣。

曾春雄感謝萬和宮盛情招待，希望多多指導；葉文正說，今年的第
一天，「最好最早的日子!」他們抱著學習態度，成為第一個到萬和宮參
訪的團隊，覺得特別有意義，期待今後兩宮好像兄弟姊妹，密切互動。

民國99年間，達成三友宮定期聯誼共識的鎮瀾宮、樂成宮及萬和
宮，今（110）年3月12日，再次歡聚萬和宮。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說，民國91年開始，萬和宮與樂成宮董監事即

舉行定期聯誼，多年來雙方互動密切、合作愉快、無間。
後來，台中縣市升格直轄市，鎮瀾宮有意參加這項聯誼，獲得萬和

宮、樂成宮董監事熱烈歡迎。

於民國99年12月29下午，經由萬和宮
蕭董事長邀約，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及樂成宮董事長郭松益，率領兩宮
董監事，到萬和宮參訪，蕭董事長及全體董監事熱烈歡迎。這是三友宮
第一次聯誼，場面熱鬧溫馨。

今（110）年3月12日下午，三友
宮再次歡聚萬和宮，老友相見，倍感親
切，熱絡無比；歡樂笑聲，籠罩著濃郁、溫馨的氣氛。

鎮瀾宮與樂成宮兩宮貴賓抵達後，立即進入正殿，向天上聖母參香
祈福，相當莊嚴肅穆。

三友宮董監事合照留念後，展開另一階段的聯誼。蕭董事長致歡迎
詞後還提到，萬和宮老二媽即將在4月24及25日展開三年一度的西屯省
親遶境活動，同樣列為台中市民俗文化資產的端午節穿木屐躦鯪鯉，也
擴大規劃為三天，依次由東海大學、台中魚市場到萬和宮的活動，熱鬧
可期。

▲

屏東內埔鄉慈聖宮40餘貴賓，是今年第一個參訪萬和宮的友宮。

▲鎮瀾宮董監事到萬和宮聯誼、參拜。

▲樂成宮董監事拜訪萬和宮聯誼。

▲萬和宮蕭董事長親自為慈聖宮貴賓導覽。 ▲慈聖宮對於萬和宮的QR Code行動導覽系統，讚不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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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歲紀清美活力旺 書法、水墨、油畫  畫風獨樹一格意韻清雅

「從心所欲藝術之旅」紀清美創作展開幕茶會 萬和宮強強滾

台中市萬和宮麻芛文化館「創意藝廊」，元月9日強強滾!來賓們觀
賞70歲的紀清美老師創作展，對她獨樹一格的畫風讚賞不已，更讚嘆她
「活到老、學到老、畫到老」的精神。

展期至3月7日的「從心所欲藝術之旅」紀清美創作展，元月9日上
午10點舉行開幕茶會，吸引滿場貴賓，恭喜個展成功的聲音，此起彼
落；貴賓們還開懷配戴紀老師親手製作的小朵百合，喜氣洋洋。

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說，已經337年歷史的萬和宮很重視鄉土文化
教育藝術推動，創意藝廊展場更是屬於藝術家的園地，歡迎藝術人才申
請，免費提供展覽。他欽佩紀清美老師的作品多元且各具韻味，值得參
觀。

台中市政府參事，藝術名家陳志聲，也是紀清美書法老師，他稱讚
萬和宮不僅是中部信仰中心，而且文化氣息濃厚。邁入第13屆的萬和美
展，已經打出品牌，乃至於創意藝廊提供藝術家展覽與創作舞台園地，
很不簡單。他推崇紀清美無論書法、水墨或油畫創作，都非常投入心
血；退休後，更加積極創作，用藝術豐富未來的人生，是最快樂的休
閒，令人羨慕。

南屯區長林秋萬．台中市選委會副總幹事賴鎮安及市議員朱暖英，
都讚許萬和宮長期以來為地方所作的付出，特別是對於鄉土藝術文化推

動與貢獻，甚至勝於一些公家機關。他們也對於紀清美獨樹一格的畫風
讚賞不已，功力雄厚；更讚嘆她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萬和文教基金會董事、南屯國小校長蔡承憲說，萬和宮也是地方文
化中心，是學校與社區結合的重要支柱。

指導紀清美國畫的資深藝術家林林懋盛，稱讚紀老師的認真學習態
度，也感謝大家對她的支持與鼓勵。

另一指導紀老師油畫的藝術家朱仲儒指出，紀清美能畫能寫，表現
都很突出，難能可貴。

紀清美說，水墨、書法這次展出的主題，其中的「行走山水遇知
音」代表她的人生觀與心境。注重禮數的她，特別贈送每位貴賓親手製
作的小朵百合，與大家結緣，代表她的心意及新年頭舊年尾的祝福；來
賓們開懷佩戴朵胸前，相當歡喜。 

出生於彰化二林鎮書春之家的紀清美，小時候看著父兄寫春聯，小
小心靈孕育著對書畫的嚮往。

紀老師早期師承蘇安德、劉易甄，後來則受教陳志聲，前豐原高中
校長張自強，林懋盛及蔡淑貞老師等藝術名家，專研國畫、書法、素
描，博取眾長而獨樹一格，匯集深厚的書法功力。在水墨畫領域亦優遊
自得，揮灑出一片天地，亦為此次「從心所欲藝術之旅」紀清美創作展
主題。她闡述主題的意義說，書畫藝術圍繞在她生活重點，從心所欲人
生藝術之旅。

為了追求更高層次藝術境界，及自我挑戰，紀清美還將筆觸伸展至
油畫，向比自己年少的台中市藝術家朱仲儒、阮麗英老師請益。紀老師
的油畫創作，除了壯麗山容、田野風情、農家即景，也有不少以花卉為
主題。

綜括來說，紀老師的畫風，獨樹一格、意韻清雅，筆韻充滿於畫
面；以筆為主而輔以墨與色，作品扎實，形象凸顯，兼顧形式和內容；
在書畫裡，除了筆墨技巧之外，更具靈性與內涵。

65歲從中部地區後備指揮部退休的紀清美，數十年來，參加的各種
大小比賽得獎無數。除了畫藝精湛，在藝術推廣上亦不遺餘力，曾連續
擔任三屆台中縣青溪文藝學會總幹事，現任台中市青溪文藝學會常務理
事。她還指導幼小孩童書畫，希望讓藝術種子向下紮根，讓美學教育從
小發芽，培養富含藝文素養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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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內　　　　　　容

4月24日至25日 傳承217年，萬和宮老二媽西屯省親遶境活動

5月1日 烏日振興宮回宮謁祖

5月2日 農曆3月21日上午舉行媽祖契子女祈福活動

5月4日 農曆3月23日舉行恭祝天上聖母聖誕三獻禮，及召開本宮第20屆第2次信徒代表大會

5月7日 農曆3月26日萬和宮字姓戲開演，張姓率先登場

5月29日至8月1日 中特藝世界特殊美能聯展

6月12日至14日 2021南屯端午木屐節活動

6月19日 辛丑年夏季消災祈福法會

 日　　期 內　　　　　　容

元月一日 開始受理辛丑年植福斗、安太歲、敬點光明燈及文昌燈登記

元月9日至3月7日 「從心所欲藝術之旅」紀清美創作展。元月九日上午10時開幕茶會

元月26日 庚子鼠年謝斗祈福法會

2月6日 寫春聯送春聯活動

2月12日 辛丑年農曆正月初一，恭賀新禧迎新春

2月21日 辛丑年植斗祈安植福法會

3月6日 本宮等六座媽祖廟合辦「2021萬眾騎BIKE」樂遊台中自行車祈福活動

3月13日至5月23日 第13屆萬和美展頒獎與展覽

3 月15日  農曆2月3日文昌帝君聖誕祈福活動

3月20日 辛丑年春季消災法會

萬和宮110年4~6月重要活動預告萬和宮110年1~3月重要活動與紀事

參加「2021萬眾騎BIKE」的數千車友，3月6日有些寒意的天候中，
完成全程!經過萬和宮時，品嘗美味可口的佳餚、點心說：「萬和宮的東
西最好吃!」

邁入第11屆的這項活動，由朝聖宮、鎮清宮、鎮瀾宮、萬興宮、萬
和宮、樂成宮六家媽祖廟共同承辦，今年輪由朝聖宮主辦。各宮廟均提
供美食，讓車友補充體力。

健騎活動，上午7點從朝聖宮鳴槍出發，來自北中南部的車友，由六
尊媽祖安座於前導車帶頭，從朝聖宮出發，沿途經過鎮清宮、鎮瀾宮、
萬興宮、萬和宮、樂成宮再回到朝聖宮，進行摸彩。  

萬和宮是第5站。豎立在廟埕的「73KM!」標語看板，鼓勵車友們已
經完成的里程，繼續奮勇前進!

九點多，一些較早出發的車友，已經到達萬和宮廣場，將近12點，
愈來愈多車隊相繼湧入，一眼望去，廣場聚滿車友及腳踏車，場面熱

鬧、壯觀。
從11點，萬和宮開始供應一鍋又一鍋熱騰騰、香噴噴的炒麵、魯

肉、魯豆干及筍乾、小黃瓜、菜頭湯、魚丸湯及綠豆湯等美食，以及番
茄、礦泉水、舒跑，貼心招待，車友紛紛豎起大姆指說：「讚!」「萬和
宮的食物最多!最好吃!」「萬和宮最棒!」

休息片刻，補充體力，各隊車友，招呼一聲：「趕快走!」繼續下一
站前進。他們還不忘向志工們揮手，感謝萬和宮熱情接待。 

下午1點40分左右，Q版媽祖前導車及載著六家宮廟媽祖神尊的跑
車，抵達萬和路與永春東路口附近，蕭董事長偕同全體董監事熱情迎
接，陪同進入萬和宮廟前，還合照留念。

不少車友也不忘在廟前或精神標語看板前拍照，擺出各種姿勢，甚
至大聲高呼，展現青春與活力。

萬眾騎BIKE暢遊山海屯地區  萬和宮佳餚美食   車友叫好叫座

▲蕭董事長偕同董監事熱烈迎接，萬眾騎BIKE前導車。 ▲萬眾騎BIKE車友歡聚萬和宮的盛況。 ▲萬和宮供應的美味佳餚，頗受車友好評。
▲

「從心所欲藝術之旅」紀清美創作展開幕，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與貴賓合影。

▲紀清美創作展開幕，萬和宮
蕭董事長祝賀畫展成功！

▲台中市政府參事陳志聲，
都非常投入心血創作。

▲台中市選委會副總幹事賴鎮安，讚許
萬和宮長期以來為地方所作的付出。

▲南屯區長林秋萬稱讚
紀老師功力雄厚。

▲資深藝術家林懋盛，稱讚紀老師
認真學習態度。

▲南屯國小校長蔡承憲說，萬和宮也
是學校與社區結合的重要支柱。

▲藝術家朱仲儒指出，紀清美
能畫能寫，表現都很突出。

▲蕭董事長、紀清美老師及她
大姊紀清雲合照留念。

▲紀清美老師與貴賓分享創作心得，手
中拿的是她親手製作的小朵百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