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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臺中市一區一特色計畫」成果報告 

執行單位綜合資料表 

計畫編號：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中市文推字第 1030001376號 

 

執行單位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計畫名稱 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鐵馬文化巡禮 

聯絡資料 

單  位  首  長 徐仙卿 

聯  絡 

資  訊 

電話：04-22556333 

手機：0900-000000 

提案單位聯絡人 曾惠珍 職  稱 課員 

電         話 
04-22556333

分機 305 
傳  真 04-22513985 

手         機 0900-000000 e-mail tccght2004@taichung.gov.tw 

地         址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386號 

實施期程 自核定日起至 103年 11月 15日 

計畫經費

（ 元 ） 
總經費：195,100 申請補助：170,000 

計  畫 

內  容 

摘  要 

    筏子溪自行車道將西屯區劃分為溪東及溪西，串連西屯區的

新與舊，傳統與現代，孕育出不同人文，本所將藉由提報此計畫，

讓一條溪流昇華為展現西屯教育、文化、生態、社造、文化、科

技及產業的彩帶，希望在區域在地特色永續發展下結合在地組織

下達到時尚、低碳、無憂、幸福智慧城境界。工作項目計有

1.召開西屯區 103年度社區營造推動小組執行工作會議 2.辦理戀

戀西屯--筏子溪導覽簡介編印 3.辦理筏子溪鐵馬文化巡禮活動暨

成果發表會 4.辦理筏現溪屯社群經營及采風文創商品活動 5.參

加文化局成果發表會，行銷西屯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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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一區一特色計畫」執行大事記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102.11.14 
下午 13時至 17

時 20分 
逢甲大學 

研商 103年度西屯區一區一

特色執行計畫方案 

102.12.06 
下午 13時至 17

時 20分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3樓

會議 

研商 103年度西屯區一區一

特色執行計畫方案 

102.12.18 下午 13時 20分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提報 103年度西屯區一區一

特色「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

計畫 

102.12.26 
上午 8時 50分至

9時 10分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第一

會議室 

參加 103年臺中市一區一特

色提案甄選審查會 

103.01.17 上午 8時 30分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03年度臺中市一區一特色提

案計畫通過 

103.02.07 
下午 15時至 17

時 20分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3樓

會議 

研商 103年度西屯區一區一

特色「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

執行工作會議 

103.03.01-10

3.04.30 
每星期一下午 筏子溪自行車道周遭 

上石國小團隊訪問耆老及文

史化踏勘 

103.04.09-10

3.04.26 
每星期三下午 鐵馬逍遙遊報名及推廣 

惠來、長安、西屯、上安、上

石國小 

103.04.09-10

3.04.26 
每星期三下午 鐵馬逍遙遊報名及推廣 至善國中 

103.04.26 下午 14時 至善國中 
研商鐵馬文化巡禮活動場地

及路線規劃 

103.05.07 下午 13時 30分 上石國小校長室 
「筏現溪屯」文化導覽手冊第

1次編輯會議 

103.05.07 下午 18時 15分 臺中科技大學進修部 一區一特色校園系列開講 

103.05.14 下午 18時 15分 臺中科技大學進修部 一區一特色校園系列開講 

103.05.15 下午 13時 30分 上石國小校長室 
「筏現溪屯」文化導覽手冊第

2次編輯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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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103.05.20 下午 13時 30分 上石國小校長室 
「筏現溪屯」文化導覽手冊第

1次校稿 

103.05.21 下午 18時 15分 臺中科技大學進修部 一區一特色校園系列開講 

103.05.22 下午 13時 30分 上石國小校長室 
「筏現溪屯」文化導覽手冊第

2次校稿 

103.05.22 下午 14時 至善國中 
鐵馬文化巡禮活動-筏子溪自

行車道踏勘 

103.05.25 上午 8時 30分 西屯區公所 
「筏現溪屯」文化導覽手冊第

3次校稿 

103.05.27 上午 8時 30分 西屯區公所 申請 ISBN 

103.05.27 下午 13時 至善國中 
鐵馬文化巡禮活動-自行車道

安全講解 

103.05.28 上午 8時 30分 西屯區公所 
「筏現溪屯」文化導覽手冊印

製 

103.05.28 下午 18時 15分 臺中科技大學進修部 一區一特色校園開講 

103.06.06 下午 13時 至善國中 
1. 相關工作人員工作說明會 

2. 場地布置 

103.06.07 上午 8時至 13時 
至善國中 

筏子溪自行車道 

辦理 103年度西屯區一區一

特色計畫成果發表會及實地

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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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一、 計畫名稱：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鐵馬文化巡禮 

二、 計畫緣起 

    臺中市一直以『世界的大臺中』來接軌國際，積極建設大

臺中為國際化城市， 2013 年並榮獲智慧城市論壇 (ICF)國際組織

全球智慧頂尖城市年度首獎；依據 ICF 官網所公佈之臺中市主

要獲得首獎原因之一，即為市府文化局團隊在「文化」上的投

入，讓臺中市成為經濟文化的偉大城市及 21 世紀智慧城市發

展典範。  

    西屯區在各項市政公共建設規劃及商業逢勃發展都是 29

區之最，臺中市政、議政大樓皆座落在本區，更為直轄市政中

心集匯點；依主計處於 102 年所公布人口普查資料可見，為有

效持續智慧城市此榮耀，讓國際級文化藝術之都典範留存：本

所特配合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整合區內資源與人才，以「社區營

造精神」盤點區內之特色與文化資源，並結合轄內民間組織規

劃發展具特色性之文化產業、藝文活動及創新發展機制，擴大

在地參與，整合區域資源，營造地區魅力，以展現本區特色。 

    103 年度計畫將延續 101 及 102 年度一區一特色計畫中所

累積之西屯區人文資源與相關知識與技術為基礎，選定本區最

具特色之「筏子溪自行車道」予以推廣，並結合區內大學、國

中及小學配合周圍社區，整頓筏子溪環境清潔、保護其生態，

佐以文創品網路科技通路行銷，促成社區再造、區內產業資源

多功能利用，將西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做一整體特色呈現；

希望藉由此執行計畫之成果，由點到面對創意文化相關策略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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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使其成為西屯區之亮點，另結合本府觀光局、內政部

營建署及民間社團組織多年推動文化、藝術、生態教育及都會

人文生活之經驗與優勢，以達成胡市長的「低碳、無憂、幸福

智慧城」政策目的。  

三、 計畫目標 

(一)  發揮行政社造化功能  

    以本所為推展本區特色「整合、跨域」發展之火車頭，透

過「行政社造化」模式，整合本區各面向資源與人才，共同協

力營造區域魅力，結合在地組織，以在地具特色之人、文、地、

景、產等相關資源，配合本所未來區域發展願景，作為計畫規

劃與執行之重點，推廣各區在地特色生活文化，達到文化薪傳

永續經營的目標，並運用新社區營造精神讓社區自助至社區互

助、由社區營造至社群營造，將藝文資源文化人力資源無限發

揮，「整合」區域內部文化資源，再延展至「跨域」行銷與推

展地方特色。  

(二)  整合人文特色資源 

    針對本區人文特色各項的議題，分別邀請西屯區內各大專

院校生、國中小學生、居民及對社區營造工作有興趣之人士，

對位於本區範圍內之筏子溪的自行車道進行各項人文特色及

活動資源調查，訴諸於常民本質之日常、生活性運作過程，展

開人文特色資源與常民經驗之直接對話、共同分享，透過參與

者的資料整理，將本區人文特色實質內容豐富化，佐以文創產

品呈現本區人文特色活動之多元風貌，使屬於本區特有文化成

為亮點。達到活化地區人文資源及特色豐富化、深度化之成果。 

(三)  推廣社區旅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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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長期以來工商業發達、如可推展環保無碳旅遊，推展

綠色旅遊新契機，配合 12 年國教，由小學生探勘本區筏子溪

自行車道、生態、文化、農特產品、社區營造點等，再由大學

生協助發掘深度景點，感受並改變以往對西屯大樓鼎立忙忙碌

碌印象，重新認識西屯人文及品味西屯。  

(四)  建構西屯人文特色網絡 

    結合西屯區公所網路，建構本區特有的都會人文特色網

絡。製作戀戀西屯手冊，增加本區青少年對鄉土的關懷與認

識，進而培訓本區青少年志工定點解說，辦理國中、小自行車

導覽培訓，行銷西屯文化特色。以社區為核心，開發相關文創

商品，邀請區內各大專院校及社區民眾共同開發文創產品，凸

顯本區人文創新特色與亮點，發掘本區綠色旅遊潛力。  

四、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主辦單位：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協辦單位：西屯區社區營造推動小組、逢甲大學、東海大學、僑

光科技大學、至善國中、上石小學及深耕實業集團 

(視執行狀況調整)   

五、 執行期程 

    自核定後至 103年 11月 15日 

六、 本區現況簡介 

(一)  西屯區簡介 

西屯區位於台中市心臟地帶，北與大雅區之橫山里為鄰，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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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山臺地與沙鹿區、龍井區、大肚區接壤，東、南二面與本市北

屯區、北區、西區、南屯區為界，面積 39.8411平方公里，佔臺中

市總面積的百分之 1.8 ，人口數截至 102年 12月已超過 21萬人，

僅次於北屯區，佔臺中市總人口的百分之 7.86。 

 

本區橫跨大肚山臺地與台中盆地，以筏子溪為界，西半部為大

肚山臺地東側緩坡，稱「溪西」；東半部為台中盆地西側斜面，稱

「溪東」。溪西地區包括林厝、永安、福安、福雅、福林、福瑞、

福聯、福和、福中、福恩、協和等 11里；溪東地區包括何南、何

成、何明、何厝、何安、何福、何德、何仁、何源、惠來、大福、

大鵬、大河、大石、鵬程、逢福、逢甲、上德、上安、上石、潮洋、

龍潭、至善、西安、西平、西墩、港尾、廣福等 28里。其現已成

立之社區發展協會計有廣福、大鵬、何德、大福、林厝、協和、潮

洋、上石、何安、何明、大河、福和、福中、福瑞、逢甲、港尾、

鵬程、龍潭、逢福、何福、惠來、何成、大石、上安、福雅、福聯、

永安等 27個社區發展協會。 

 

筏子溪位於臺中盆地的西側，屬於烏溪水系，全長 20多公里，

是台中市西側最重要的排水系統。其發源於台中市西部的大肚台地

及台中潭子、大雅兩區之高地，由台中市大雅區、林厝、四塊厝及

潭子區流經台中市西北邊之西屯區水堀頭、馬龍潭及西南邊的劉

厝，在台中市烏日區流入烏溪，經大肚、龍井後，在麗水村附近出

海。以往筏子溪內砂石場林立，兩岸的土堤如遇到豪大雨時常會潰

堤，經過水利署多年整治後，筏子溪沿岸水患幾乎不再，河水清澈，

並且增設生態公園，已成為臺中市民眾休閒的好去處。 

 

筏子溪自行車道是國內唯一沿著高鐵下農村的自行車道，從福

科路旁環保公園預定地起，沿福科路、筏子溪側防汛道路、高鐵橋

下至中部科學園區，全長約 6公里。整個自行車道由台中最精華的



8 

 

生活圈連接高鐵沿線並串聯筏子溪與大雅區、潭子區的自行車道。

筏子溪自行車道自民國 98年底即開始著手進行規劃、於民國 99年

9月動工，且在民國 100年 8月完成。完工後將可連接原有的潭雅

神自行車道(14公里)，還有旱溪自行車道(9.6公里)。整個自行車道

沿途平坦少坡段，單車族可沿途欣賞福安橋、筏子溪水岸景色及高

鐵橋下田野風光是一怡然悠閒好地方。 

(二) 農業資源 

本區地處大肚山臺地及台中盆地之間，產業多元化，其中有畜

牧、農耕及休閒農業等多項物產。畜牧：乳牛、乳羊、肉豬、鴨、

鵝等；農產：稻米、地瓜、芝麻、花卉（小玫瑰、文心蘭、蝴蝶蘭、

非洲菊）、香蕉、芒果、荔枝、文旦、蕃石榴等；休閒農業：乘坐

牛車、焢窯、地瓜特餐等；花季：木棉花、阿勃樂、風鈴木等。 

(三) 著名商圈 

1. 逢甲商圈逢甲大學、僑光技術學院及西屯老街範圍內西屯路、逢

甲路、福星路及文華路等商圈自然成形，物美價廉，帶動地方繁

榮。 

2. 臺中世貿易中心位於福和里天保街六十號，配合民間企業團體各

項活動資訊展覽、表演，提供優質休閒服務。 

3. 臺中都會公園管理站，位處大肚山麓，眺望臺中市全貌暨休閒最

佳景點。 

4. 東海路義思教堂是建築大師貝聿銘經典名作，遠近馳名，結合東

海商圈以及東海牧場休閒，是旅遊觀光景點。 

5. 新光三越及大遠百百貨公司位於本區七期重劃區內、臺灣大道

旁，自開館，提供中部地區民眾最時尚之購物及娛樂等多元化休

閒活動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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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老虎城購物中心：位於七期河南路、市政北六路上，附近有甫落

成全台唯一下凹式滯洪功能之景觀公園『秋紅谷』及興建中的台

中大都會歌劇院等公共設施，讓 Tiger City呈現一種與眾不同的

視覺感受。  

(四) 古蹟、文物 

1. 小來公園(惠來遺址)：西屯區隨時代變遷，地名歷經多次演變，

人文特徵豐富，有發現最早文化遺址-「惠來遺址」。該遺址最早

的文化層可推到史前繩紋時代，最晚的文化層為清代晚年的漢人

文化層，涵括將近四千年的時間範圍，初步估計的分佈範圍至少

在 15萬平方公尺以上。 

2. 張家祖廟古蹟：第三級古蹟台中張家祖廟為清同治九年（西年一

八七０年）早期來台張姓墾民奉祀入閩開基祖張文通公之宗祠，

現址乃明治三十七年（一九０四年，清光緒三十年）遷建，翌年

竣工，屬雙進雙護龍格局。 

3. 張廖家廟古蹟：張廖家廟，又名承祜堂，於光緒 12年籌建，在

光緒 13年（1887年）起建，歷經張廖家族 30年的持續建築，在

大正 5年（1916年）終於全部完工，其格局類似客家建築。 

4. 日據時代-八角形穀倉庫：西屯區-八角形倉庫，民國 56年興建的

稻種倉庫，於 2009年公告為歷史建築，穀倉群位於西屯農會之

後，整個穀倉群成為西屯區昔日農業發展之見證。 

5.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路思義教堂是一座位於臺灣臺中市西屯區

東海大學基督教禮拜堂，為東海大學的校園象徵，為著名美國華

裔建築師貝聿銘與台灣建築師陳其寬之作，建於 1962年 9月至

1963年 11月。貝聿銘提出磚砌的圓拱造型構想。 

6. 台中都會公園：台中都會公園位於大肚山台地，面積八十八公

頃，是具有休閒遊憩、環境保育及環境教育等多功能的大型都市

森林公園。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B3%E7%BA%B9%E6%97%B6%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7%B7%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B1%AF%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B1%AF%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9D%E8%81%BF%E9%8A%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5%85%B6%E5%AF%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3%9A%E7%A0%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93%E6%8B%B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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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戰碉堡-「東海古堡」：歷史建築-「東海古堡」的大型碉堡，是 

由日據時期，日人徵兵興建的防禦建築體，其座落在大片的山 

間，增添了幾分古意和神秘感，由於據傳碉堡下方的通道錯綜複 

雜，加上許多坊間神奇鬼怪的傳言，使得此地更富傳奇色彩。 

8. 慈濟東大園區；2002年夏天，由西屯區慈濟志工開始開闢這塊位

於大肚山上的寬闊山坡地，現今有香草園、惜福站、環保教學區、

巧藝坊、相思林等等，昔日廢棄的雜草地如今變成一片綠意盎然

的福田。 

9. 中科杜拜造型水塔：位於臺中科學園區內，為中科建造的水塔，

外型有如杜拜帆船飯店；因為位於最高點，入夜時可以環視大臺

中的美麗夜景。 

10. 虹揚橋：虹揚橋採用紅色的橋體，晚間亦有造景燈光的設置，可

變換不同的色彩。行經台中港路、安和路、環中路、中彰快速道

路以及中山高速公路台中交流道一帶的車輛皆能欣賞到橫跨在高

速公路上方的虹揚橋。虹揚橋也成為了台中市入口意象之新都市

景觀。 

11. 筏子溪；筏子溪自行車道從福科路旁環保公園預定地起，沿福科

路、筏子溪側防汛道路、高鐵橋下至中部科學園區，全長約六公

里，通車啟用後串聯西屯區、中科及潭雅神自行車道，沿途可遠

離交通紛擾，欣賞福安橋、筏子溪的水岸景色及高鐵橋下二側田

野風光。 

12. 大魚池：全世界的媽祖都屬林默娘的化身，唯獨台中市萬和宮的

「老二媽」姓廖，傳說南屯萬和宮媽祖神像(老二媽)為西屯區大魚

池「烈美祠」一位廖姓女子之附靈，因此三年一次迎請「老二媽」

回娘家大漁池敬拜，成為當地習俗之一。  

13. 秋紅谷：是位於台灣臺中市西屯區的大型滯洪池公園，變成藍水

綠地、遍植紅樹的生態水池公園，位於市政北七路與河南路口的

秋紅谷，兼具綠色生態水池、景觀、滯洪、排水與調節空氣品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8%AD%E6%B8%AF%E8%B7%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4%B8%AD%E8%B7%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74%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74%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8%AD%E4%BA%A4%E6%B5%81%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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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可容納 20萬立方公尺的滯洪量，將成為大台中特殊下凹式

景觀公園新景點，更能營造一處讓市民更感輕鬆、從容的休閒好

去處。已完工並於 101.11.24開幕啟用。 

(五) 未來資源 

1. 臺中歌劇院：臺中市政府將興建一符合國際水準之歌劇院，期能

吸引國際水準之表演團體至此從事表演，及文化活動交流，提供

臺中地區民眾高水準之欣賞表演空間，提升臺中地區之藝文水

準，並以戲劇饗宴之方式行銷臺中至全世界，未來希望歌劇院設

立與臺中市周邊商圈結合，蓬勃經濟繁榮發展與增加就業機會，

並成為臺中市一處最佳文化景點。 

2. 台灣塔：台灣塔所象徵的是一個具有未來性但同時具有本地特色

的城市綠洲。以台灣榕樹靈感所啟發出的樹狀結構將會包圍著整

個基地，創造出一個舒適的半戶外開放空間。在城市中，一個 300 

米高的高空屋頂景觀庭園將形成一個特別「綠洲」空間，同時它

也代表台灣-福爾摩沙-的自然之美．21 世紀綠洲是台灣精神的最

佳寫照。 

七、 西屯區資源 swot分析 

西屯區的特色以 1.交通便利、商家林立、經濟發達，其外來客

在此上班及購屋者居多，2.在地人很多係商人、早出晚歸或旅居國

外，3.學校及商圈人潮居多，故公所所主辦一般社區活動較無時間

參與及投入，因此需先把氛圍炒作熱絡後始有人潮，才能帶動西屯

區的優勢及特色，因此本年度活動先以學校家長為主，西屯區資源

swot分析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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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1.本區屬都會型區域，人文、文化、古蹟、都

會公園、特色建築資源相當豐富，無論是人

文藝文方面資源抑或是生態環境資源，本區

幾乎囊括在內。 

2.筏子溪自行車道沿途景色優美，有其特有文

化資產，可緩合上班忙碌心情，全線沿途平

坦少坡段，單車族可沿途欣賞福安橋、筏子

溪水岸景色及高鐵橋下田野風光，相當怡然

悠閒，老中少皆可參加。 

3.繼 101年及 102年推動一區一特色計畫已建

立之本區完整資源調查資料，本區達成共

識，有效率的運作。藉由適當冒險精神，展

現青春活力，建構更寬廣的學習視野 

劣勢: 

1.地方開發及發展速度相當快速，鄰近地

區路過的車水馬龍、較易發生問題。 

2.因商業發達，就業皆為外來客，無法留

住人潮。都會型人口結構複雜、移入人

口眾多，人群互動較不具備緊密性。 

3.因屬都會型地區，農業發展規模及特色

不足， 

4.傳統文化傳承功能不彰，功利主義下造

成文化遺產保存不易，民眾缺少積極性。 

 

機會: 

1.配合無碳及便捷公車與自行車道的人潮，可

規劃結合地方農業、廟宇及休閒步道串連。 

2.區內景色優美、視野遼闊，可結合區內風景

線做整體規劃，加強水土保持工作，規劃為

觀光休閒園地。 

3.結合至善國中 103年成年禮活動，以自行車

旅行的方式，開拓西屯區中、小學生面向更

大的環境，迎向更棒的挑戰。 

4.配合一區一特色活動成功打響知名度，倡導

體育活動，增進學生重視運動的觀念進而鍛

鍊堅強體魄，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更喚起參

與者紛紛回憶多年前騎乘鐵馬自行車道遊

樂情景盛況。 

威脅: 

1.西屯因位居交通及商業發達之地，受限

於都會型人口結構複雜、移入人口眾

多，未能發揮應有之潛力。 

2.休閒活動被都市人群給漠視，舊有文化

不易著墨，並為時尚大樓取代。如再不

能發展具有觀光旅遊之特色，將被邊緣

化。 

3.西屯地區半都會型之社區也面臨都市不

斷發展及更新之壓力 

八、 計畫內容(含預定工作項目、操作策略及執行方式)  

筏子溪自行車道將西屯區劃分為溪東及溪西，串連西屯區的新

與舊，傳統與現代，孕育出不同人文，本所將藉由提報此計畫使一

條溪流昇華為展現西屯教育、文化、生態、社造、文化、科技及產

業的彩帶，將西屯區區內人文、建築結構多樣化，人文、藝術、時

尚、科技與古蹟等特色呈現區域特色，結合 12年國教，傳承、環

境及教育整合本區各面向資源與人才，共同協力營造區域魅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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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經濟動能向上提升，促進社區居民營造理念，培養其文化思維

及視野，在區域在地特色永續發展結合在地組織下達到時尚、低

碳、無憂、幸福智慧城境界。 

本計畫係將 101年度及 102年度一區一特色對社區相關人文特

色所為之調查與分析做延展，執行善用去年度所累積之人文特色為

基礎，召集更多學校及社區及相關專業人才與組織參與，以大手拉

小手操作方向作相關筏子溪自行車道特色之推廣，期使社區之特色

能夠更加突顯。邀請文史工作、生態遊憩、社區營造、活動資源規

劃等方面專家及學者，組成一區一特色社區營造推動小組作為本區

特色活動之規劃、行銷活動，創新性提供社區組織及民間團體之知

識教育及意見交流。 

這項過程除了能夠增益本區人文特色活動參與規劃人員之專

業技術能力外，也可做為本計畫下一階段活動進行及成果保存之知

識與理論的基礎，建構都會人文特色活動網絡，進而強化社區居民

參與人文特色發展之共識。 

九、 計畫執行工作團隊成員與分工表 

(一) 計畫執行工作團隊成員與分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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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所一區一特色推動小組成員 

姓 名 資歷及本計畫職務 負責本計畫工作項目 

徐仙卿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區長 綜理本計畫工作項目 

陳清露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副區長 擔任本計畫創意總監 

曾棟棋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主任秘書 擔任本計畫執行總監 

王瑞伸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民政課課長 協助本計畫各項事務進行 

程公順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社會課課長 協助本計畫各項事務進行 

陳秀珍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秘書室主任 協助本計畫各項事務進行 

廖文雀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人文課課長 協助本計畫各項事務進行 

曾惠珍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人文課承辦員 本計畫各項行政業務及事務聯繫 

陳敬文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人文課替代役男 協助本計畫各項行政業務及事務聯繫 

黃冠銘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人文課替代役男 協助本計畫各項行政業務及事務聯繫 

(三) 西屯區 103年度社區營造推動小組，為延續前年度一區一特色

計畫所累積之社造相關知識以及技能，前年度之專業領域委員

大多續聘，並增聘陳介英所長為本次推動小組委員。 

職稱 姓名 單位 職級 

主任委員 徐仙卿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區長 

副主任委員 陳清露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副區長 

秘書長 曾棟祺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主任秘書 

執行長 廖文雀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人文課長 

委員 陳介英 逢甲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所長 

委員 張昭友 逢甲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講師 

委員 李世珍 僑光科技大學 副教授 

委員 蔡金蘭 臺中市西屯區至善國中 校長 

委員 林峻堅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 校長 

委員 張智元 逢甲大學 副教授 

委員 林佳慧 何明社區發展協會 創會理事長 

委員 林月嬌 福聯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委員 蘇超盛 深耕實業集團 總經理 

委員 潘芳茗 僑光科技大學 講師 

幹事 曾惠珍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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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執行進度表  

執行事項 2月 3月 4月 5 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細部執行工作、召開小組

執行工作會議 
 ●         

辦理「戀戀西屯-筏子溪導

覽簡介編印」之討論、訪

視、會議、拍攝、編製 

  ● ● ● ●     

規劃及辦理自行車活動  ● ● ●       

辦理周遭人文觀摩活動   ●  ●  ● ●   

辦理筏子溪鐵馬文化

巡禮活動成果發表會 

   ● ●      

結論及檢討        ● ●  

核銷結案         ● ● 

十一、 計畫執行成果 

(一) 各項工作執行內容 

1. 成立社區營造推動小組 

    103年度西屯區社區營造推動小組延聘 102年度委員，

委員組成涵括有學術界、產業界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等，今年並加入本所主管組成一區一特色推動小組成員；

103年 2月 1日召開推動小組會議，會議中除向各委員說明

成立目的，各委員並提供西屯區一區一特色計畫及未來發

展方向，並於主管會報時提請討論後議定於 6月 7日上午

在至善國中辦理成果展並實地采風。 

2. 撰寫「筏現溪屯」文化導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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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103)年 3月 1日起即展開筏子溪自行車道周遭文物采

風探勘活動，在上石國小師生團隊林校長領導及永安國小退休校

長張金圓女士及退休主任張其正先生支持下，透過多次的踏察、

拍照及編輯會議，讓這本以在地的人文歷史、文物采風記聞得以

彙整成冊。另外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潘老師協助進行書

中插畫設計，「筏現溪屯」導覽手冊終於 5月 28日完成。 

    「筏現溪屯」導覽手冊共計 9大章節，其每個章節都有韻

腳，讓大人或小孩皆可朗朗上口，沿著文化地圖指示從筏仔溪流

源與橋談起，了解溪郊生態，走訪飲水思源的張祖廟，拜會傳統

紅牆老厝，欣賞傳統建築工藝，坐看香火裊裊廟宇後在在老樹、

稻穗、麥香下共騎單車徜徉樂逍遙 ，透過自行車道休閒活動連

結週遭文化、農特產、生態風光、歷史、建築…等利用出版小冊

導覽簡介方式記錄及保存本區特色文化，『筏現溪屯』絕對是西

屯區極具價值的資產，也是西屯人的城鄉交流綠色旅遊典範。 

3. 辦理「筏子溪鐵馬文化巡禮活動」暨成果發表會 

(1) 活動時間：103年 6 月 7日上午 8時至 13時 

(2) 活動地點：臺中市立至善國中及自行車道 

(3) 活動參加對象：西屯區民眾，參加人數：約 500人 

(4) 活動流程表 

08:00～08:30 活動人員報到 (暖身活動) 

08:30～08:45 開場節目表演 

08:45～08:50 區長致詞及貴賓介紹 

08:50～08:55 筏現溪屯導覽手冊成果發表 

08:55～09:00 頒發感謝狀 

09:00～10:30 筏子溪自行車道鐵馬文化巡禮 

10:30～11:00 至善國中文化巡禮闖關活動 

11:00～12:00 摸彩活動 

12: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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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概要 

    發表會在一區一特色推動小組熱心參與下，商請逢甲大學學

生協助筏子溪周遭五里社區區民辦理闖關活動，另外區公所為推

動行動政風及全民國防，深耕校園讓孩子在輕鬆之學習過程中了

解「廉政」與「治國」的重要性，設有法令宣導有獎徵答，讓政

風人員不止揭弊，更以夥伴關係服務區民。 

    大會在至善國中師生協助下，召開三次行前會議、規劃鐵馬

活動路線圖及分配工作人員、訂定行前注意事項，9時準時由至

善國中鳴槍出發。文化巡禮來回全程計 8公里、參與民眾涵蓋西

屯區 8個國小、1個國中及一般民眾，最小參與者 4歲有 3位，

由家長陪同騎腳踏車全程參加，參加的民眾自備腳踏車，大會在

出發前商請捷安特公司提供腳踏車健檢服務確認車況良好後綁

上紅絲帶，因去程與回程路線不同，並請民眾依交通號誌及指揮

人員之指示沿綁有紅絲帶路標前進，注意防曬及行車安全，沿途

並有警察、社區守望相助隊、醫護及支援車協助，折返處連子橋

設置蓋章處、供水站及流動廁所，在蓋章處蓋章後返回至善國中

可兌換公所用心製作的完賽獎牌。10:30前回到至善國中的民眾

可參加闖關活動，任選二關闖關成功後，將摸彩券投入摸彩箱，

於 11:00進行摸彩活動。 

    西屯區公所在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指導下及學校特色主題調

查，將地區豐富的人文歷史及自然資源整合記錄，並透過透過小

朋友的巧思及創意、耆老講解，老師們的協助拍照及編排，讓此

次計畫真正的達到文化傳承及向下紮根、向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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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者滿意度 

   「台中生活圈高鐵沿線及筏子溪自行車道」於民國 100年完

工啟用，車道從福科路旁環保公園至中部科學園區，沿福科路、

筏子溪側防汛道路、高鐵橋下至中部科學園區，全長 6公里。這

是一條國內唯一沿著高鐵下農村的車道，屬於輕量休閒等級，單

車族可遠離交通紛擾，串聯西屯區至中科園區，若銜接潭雅神自

行車道，可形成網絡，提供輕車漫遊的休閒活動，沿途又可欣賞

筏子溪水岸的生態與田野風光。為了自行車族的安全，道路上設

有專用燈號號誌；在車道途中，有簡易的風力發電設施，其藉風

力轉動葉片產生的電力，提供車道間路燈的夜間照明。 

    而筏子溪將西屯區劃分為溪東及溪西，串連西屯區的新舊，

傳統與現代，孕育出不同人文，因西屯區外來人口多並不了解其

文化背景故本所提報此計畫，希望大手帶小手將這條溪流昇華為

展現西屯教育、文化、生態、社造、文化、科技及產業的彩帶傳

承出去，把區內人文、建築結構多樣化特色呈現出來。 

    103年配合文化地圖辦理實地探訪、整合警政、衛生、學校

行政機關與民間社團資源共同舉辦這活動，因多種面向，延續社

區之發展脈絡、特色與人力資源，社區人文價值重新獲得定位，

這次成果展活動，讓大家了解西屯區不但是會賺錢地區還有優閒

的觀光景點，城鄉與綠色旅遊是可以交流並存：並透過自行車道

週遭休閒活動連結文化、農特產、生態風光、社區營造點，發掘

本區更多深度旅遊景點，參與者對都會社區特有之生活文化與價

值皆有認同感及滿意。 

(三) 活動效益 

    103 年執行一區一計畫其活動效益計有以下五項，其具體

效應分項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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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合、建立西屯區人文資源特色，展現西屯區亮點。 

 

在藝

文薪

傳上 

  

(1)基礎資料調查

(人、文、地、

產、景) 

103年整合、建立西屯區人文資源特色，製作筏

子溪自行車道周遭文物采風探勘活動，在上石國

小師生團隊林校長領導及永安國小退休校長張

金圓女士及退休主任張其正先生支持下，透過多

次的踏察、拍照及編輯會議，將人文歷史、文物

采風記聞彙整成冊。 

(2)在地文史/

物、技/工藝保

存 

撰寫「筏現溪屯」文化導覽手冊每個章節都有韻

腳，讓大人或小孩皆可朗朗上口，沿著文化地圖

指示連結文化、農特產、生態風光、社區營造點，

發掘本區更多深度旅遊景點， 

(3)在地民俗活動

(如：陣頭文化

宗教文化 

邀請至善國中戰鼓隊及武術隊於成果發表會中

表演，傳承陣頭文化 

(4)相關培訓/研

習課程 

A.辦理 103 年采風活動注意事項課程 

B.參加南區、中區、清水、大雅及潭子一區一特

色 

(5)其他 辦理 2014 年臺中市逍遙音樂町活動 

 

2. 促進在地人文生活豐富化、深度化。 

 

在低

碳生

活上 

 

(1) 綠色生活體驗

推廣與營造 

辦理研習課程介紹腳踏車有關低碳旅遊資訊及

講習會 

(2) 推廣低碳飲食

(相關宣傳活

動及海報宣

傳) 

A.海報產業發展與城鄉互助研習 

B.在悅讀大臺中開闢新專欄推薦本區 3-4個遊玩

點、低碳飲食、地標等資訊。 

(3) 生態保育、自

然景觀維護之

教育與推廣 

參加潭子、中區、大雅等區綠色產業發展與城鄉

互助研習推廣生態保育、自然景觀維護之教育 

(4) 綠色交通 參加民眾自備腳踏車，大會在出發前商請捷安特

公司提供腳踏車健檢服務確認車況良好後綁上

紅絲帶，並請民眾依交通號誌及指揮人員之指示

沿紅絲帶標示前進，達到綠色交通及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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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擴大居民參與人文活動，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在特

色行

銷上 

 

 

(1) 社群網路經

營 

利用國中小所網路刊登賽程消息 

成果發表會請媒體參與發表並在本所網站揭 

露 

(2) 在地特色、人

文、產業、景

物影像紀錄

與拍攝 

將導覽手冊實際拍攝知在地特色、人文、產業、

景物影像作品於本所網站揭露 

(3) 在地特色、人

文、產業、景

物繪本、刊物

製作 

在地特色、人文、產業、景物影像拍攝及彩畫作

品已製作完成導覽手冊，分送本區國中小學作為

認識西屯之鄉土教材。 

4. 提升民間辦理人文活動知識及意願。 

 

在跨

域整

合上 

 

 

(1) 成立公所層級

社區營造推動

小組(委員會) 

103年度延續 102年所成立之社區營造推動小

組，由區長擔任主任委員，副區長擔任副主任委

員，人文課擔任執行單位負責推動一區一特色，

增加主管層級參與。 

(2) 跨組織共同合

作(如：農會、

社區組織…等) 

在跨組織結合上，邀約何明社區理事長及福聯社

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共同參與，加入委員會推動一

區一特色 

(3) 跨產業共同合

作(如：學術/企

業單位…等) 

在跨產業學術上，結合上石國小采風文化活度及

配合至善國中成年禮所辦活動，希望學生能小手

牽大手，建構更寬廣的學習視野外亦可帶動其父

母共同參與，了解當地風情，循序漸進朝向西屯

周邊歷史進行提案、深化。 

(4) 跨鄉/鎮/區共

同合作(如：企

業單位…等) 

在企業單位上邀約本區深耕實業集團共同加入

委員會推動一區一特色 

5. 提升對筏子溪自行車道知名度。 

 

在創

意企

劃上 

 

 

(1) 在地特色形象

公仔、文創商品

之設計與開發 

1.製作完賽獎牌，鼓勵國中小學生完騎。 

2.製作完成導覽手冊，提升對筏子溪自行車道

知名度。 

(2) 推行地方產學

合作、異業結盟 

結合本區五社區及逢甲大學合作在會場闖關活

動推行地方產學合作、異業結盟 

(3) 志工培訓、志/

義工隊 

沿筏子溪五里守望相助隊及志工等協助計 54

人，執勤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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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媒體資源結合 A.整合警政、衛生、環保及學校行政機關與民

間社團資源共同舉辦活動 

B.推動全民國防，深耕校園讓孩子在輕鬆之學

習過程中了解「廉政」與「國防」重要性 

C.推廣行動政風，設有法令宣導有獎徵答，讓

政風人員不止揭弊，更以夥伴關係服務區民。 

D.成果發表會單車遊請平面媒體自由及中國採

訪，以為推廣 

E.在自由時報報導可至公所索取手冊。. 

十二、 檢討與建議 

(一)檢討與改進 

1. 本所辦理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鐵馬文化巡禮成果發表會時考量

如以靜態在室內發表，如無摸彩、闖關等活動則民眾易散無法群

集，確難收宣導一區一特色之效果；如於室外操場舉辦，又有氣

候、場地收音、等因素無法掌握，故本所在籌備規劃時集所有委

員之意見，決定配合馬年騎鐵馬動態、戶外方式辦理，103一區

一特色計畫之提案彙整表如附件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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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3年西屯區公所執行「一區一特色計畫」提案 

公所名

稱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計畫名

稱 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鐵馬逍遙遊 

計畫執

行期程 
自核定日至 103年 11月 30日 

預估經

費 

計畫總經費  450,000元 

文化局補助 400,000元 

公所自籌 50,000元 

計畫內容及操作方法概述 

一、 103年提案主題預定為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鐵馬逍遙遊。 

二、 12月 6日召開本區 103年度社區營造推動小組提案會議 

開會目的：因應文化局在 12月 18日前提報計畫，請預估工作小組各

項子計畫經費報府。 

二、103年 2月中旬召開西屯區 103年度社區營造推動小組工作會議 

開會目的：經費核撥後之活動議題及任務分工。 

三、103年 3月辦理筏子溪自行車道周遭文物采風探勘活動發表會 

開會目的：逢甲及上石國小學生大手拉小手探勘活動開始， 

預計撰寫 10項采風記聞彙整成冊，列為鄉土教學的 

加分課程 

四、103年 5月辦理筏子溪自行車道周遭淨溪彩繪活動會 

    開會目的：聯合逢甲、僑光大學志工、社區作周遭淨溪，鼓勵學生踴

躍參加。並邀約 102年一區一特色彩繪得獎者於高鐵經過

之大柱彩繪活動， 

五、103年 5-6月辦理「筏現溪屯文化節」社區文創商品活動 

開會目的：整合逢甲大學與僑光科技大學師生至社區協助文創商品的

開發與設計工作 

六、103年 6-7月辦理一區一特色溪屯采風文化自行車會成果發表會 

開會目的：配合至善國中與捷安特成年禮單車活動及結合永安宮廟會，舉辦

成果發表會邀請逢甲大學管樂隊、上石國小扯鈴隊及至善國中武術隊，結合

當地社區成果，中科廠商配合成果當日的科技產品展覽，與燈光支援。 

七、11月初參加文化局一區一特色各區成果發表會。 

八、11月辦理成果報告及核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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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預估彙整（請依據實際狀況選擇或增列填寫項目） 

量化績

效 

項目 預估經費 

辦理社區營造推動小組會議（委員會）         

00,000元 

3月辦理一區一特色筏子溪自行車道周遭文物采風

探勘活動發表會 

00,000元 

3月辦理筏子溪自行車道周遭文物采風探勘彙整在

地特色、人文、產業、景物繪本、刊物製作列為鄉

土教學的加分課程 

00,000元 

103年 5月辦理筏子溪自行車道周遭淨溪彩繪活動

會 

000,000元 

103年 6月辦理「筏現溪屯文化節」社區文創商品

徵選活動 

00,000元 

103年 7月 14日辦理筏子溪自行車道成果發表會及

辦理一區一特色成果發表會 

000,000元 

社群網路經營及行銷 00,000元 

11月參加文化局一區一特色各區成果發表會 00,000元 

合計 000,000元 

質性績

效 

(一)整合、建立西屯區人文資源特色，展現西屯區亮點。 

  (二)促進在地人文生活豐富化、深度化。 

  (三)擴大居民參與人文活動，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四)提升民間辦理人文活動知識及意願。 

(五)提升對西屯區特色觀光景點之印象。 

 

2.活動依 103年臺中市一區一特色計畫提案甄審會議審查委員意見改

進辦理，如附件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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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3年臺中市一區一特色計畫提案甄審會議 

 審查委員意見及本所辦理情形  

提案

單位 
西屯區公所 

審查編號：1 

提案

名稱 

筏現西屯采風文

化季-鐵馬逍遙遊 
核定金額：170,000元 

評審

委員 
評審委員意見 本所辦理情形 

委員

一︰ 

1.請具體說明如

何透過網路社

群、建立 QR 

code 或 APP 

等落實擴大民

眾參與。 

 

本所具體作法為今年度在本所網站建立粉絲

團，逐步整合、保存 101年及 102 年辦理之一區

一特色相關社區區域特色資料（包括地圖、資料

調查成果、公車路線、電子書、照片、文件等），

希望透過網路社群、建立 QR code 或 APP ，落

實擴大民眾參與部份，以供民眾作為瞭解區域與

社區特色的主要工具。 

 

2.自行車遊程對

象是社區民眾或

觀光客，請說明 

本年度活動三部曲之三的筏子溪鐵馬行，對象是本

區 400名西屯區各校學生及社區民眾，由至善國中

操場出發經筏仔溪自行車道，依路線騎至水堀頭公

園折返並利用至善國中操場作為辦理成果展場

地，邀約在地廠商及社區區民一起參與活動 

 

3.尚未展現西屯

區的優勢及特色。 

西屯區的特色以 1.交通便利、商家林立、經濟發

達，其外來客在此上班及購屋者居多，2.在地人很

多係商人、早出晚歸或旅居國外，3.學校及商圈人

潮居多，故公所所主辦一般社區活動較無時間參與

及投入，因此需先把氛圍炒作熱絡後始有人潮，才

能帶動西屯區的優勢及特色。因此本年度活動先以

學校家長為主。 

委員

二 

1.建議公所應朝

向西屯周邊歷

史進行提案、深

化，而非只是輕

旅行 

本次一區一特色係結合上石國小采風文化活度及

配合至善國中成年禮所辦活動，希望學生能小手牽

大手，建構更寬廣的學習視野外亦可帶動其父母共

同參與，了解當地風情，意非只是輕旅行而是循序

漸進朝向西屯周邊歷史進行提案、深化。本年度須

辦理選舉，將列入明年考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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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辦理攝影寫

生比賽外，建議

可朝向推動地

景文學及在地

達人(名人)進行

采風文化季。 

因經費有限，本年度活動三部曲之一的戀戀西屯，

先由上石國小先將筏子溪周遭文物收集出書後列

為鄉土教材之一，至委員建議朝向推動地景文學及

在地達人(名人)進行采風文化季一節，已列入明年

辦理時考量。 

 

 

3.應加強結合社

區參與部分，找

出公所的定位

與識別度。 

本年度活動三部曲之二的筏子溪淨溪活動，即擬由

本區學校社團發起結合周遭社區環保志工而訂定

之公益活動，並將公所定位為輔導及培訓地位並提

高識別度。 

委員

三 

1. 計 畫 內 容 可

行，但偏向為基

礎工作，建議格

局可再放大 

本次一區一特計畫先朝基礎工作打穩，將循序漸進

朝向西屯周邊歷史進行提案、深化，並將格局再放

大，委員意見已列入明年辦理時考量。 

 

2.可結合大專院

校學生創意提

案競賽，經費可

由工業區；科學

園區廠商贊助。 

有關結合大專院校學生創意提案競賽，經費由工業

區及科學園區廠商贊助乙案，因辦理選舉受限時

間，將列入明年辦理考量。 

委員

四 

1.本區資源豐富

多元，能運用區

內逢甲、僑光兩

所大學及結合

國中小學生推

動值得肯定。 

 

本區資源豐富多元，故運用區內逢甲、僑光兩所大

學學生資源及結合國中小學生推動之活動，如確有

實際績效，將擴大再與其他大學合作。 

 

2.社區參與的角

色與分工不夠

明確，建議除活

動辦理外，可加

強在地社區參

與和培力訓練

的策略操作 

有關社區參與的角色與分工不夠明確，建議除活動

辦理外，可加強在地社區參與和培力訓練的策略操

作乙節將依委員意見加強辦理，並將公所定位為輔

導及培訓地位以提高識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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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辦理之一區一特色成果報告已彙整成冊，並加以美編印成實

體書供民眾索取，另委請專家學者將電子書建置於本所網站供民

眾翻閱，以開發本區獨有文化特色，西屯區除有媲美外國的美麗

建築並有悠閒自在的自行車道，發揚光大筏子溪自行車道為大臺

中西屯區亮點。 

(二)、建議 

1、為有效推廣創意文化，建請文化局補助經費能寬列預算，撥足公

所提報款項，以有效執行計畫；如有辦理賽程之必要，亦請編列

獎品或禮品，以吸引民眾參加。 

2、考量區公所人文課業務及員額編制尋找有創意之社區協會不易，

建請文化局比照逍遙音樂町提供街頭藝人資料及立案團體名單建

置優良有特色之社區名冊供各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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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3年區公所執行「一區一特色計畫」成果彙整表 

公所名稱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計畫名稱 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鐵馬文化巡禮 

計畫執行期程 自核定日至 103年 11月 15 日 

經費 

計畫總經費 195,000 元 

文化局補助 170,000元 

公所自籌 25,100 元 

計畫內容概述 

一、成立西屯區社區營造推動小組，召開西屯區 103年度社區營造推動小組會議 

二、辦理筏子溪自行車道周遭文物采風探勘活動及編印與設計 

三、規劃筏子溪自行車道線路注意事項 

四、辦理一區一特色成果發表會活動相關事項 

五、派員參加各區一區一特色成果發表會，吸取各區經驗。 

六、參加文化局一區一特色各區成果發表會。 

七、辦理筏現溪屯社群經營及采風文創商品活動，行銷西屯文化特色。 

八、辦理成果報告及核銷事宜。 

(一) 操作方式 

一、成立西屯區社區營造推動小組，12月 6日召開西屯區 103年度社區營造推動

小組籌備會。 

二、103年 2月中旬召開西屯區 103年度社區營造推動小組工作會議。 

三、103年 3月至 5月辦理筏子溪自行車道周遭文物采風探勘活動，上石國 

小團隊探勘活動開始，踏察、拍照及編輯會議，撰寫采風記聞彙整成冊。 

四、103年 5月僑光科技大學老師協助編印與設計。 

五、103年 4月至 6月至善國中規劃筏子溪自行車道線路、邀約國中小學生參加

及辦理講習會。 

六、103年 4月至 6月邀約筏子溪臨近五里社區參加成果發表會闖關活動。 

七、推動行動政風及全民國防，深耕校園讓孩子在輕鬆之學習過程中了解「廉政」

與「治國」的重要性，設置法令宣導有獎徵答。 

八、成果發表會當天捷安特公司健檢服務，沿途警察、社區守望相助隊、醫護人

員、環保局活動廁所及支援車協助及製作完賽獎牌等相關事宜。 

九、103年 6月 7日辦理一區一特色筏現溪屯采風文化成果發表會。 

十、筏現溪屯采風文化成果發送西屯各國小作為認識西屯鄉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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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辦理筏現溪屯社群經營及采風文創商品活動，於公所網路製作電子書，行

銷西屯文化特色。 

十二、派員參加各區一區一特色成果發表會，吸取各區經驗。 

十三、參加文化局一區一特色各區成果發表會。 

十四、撰寫成果報告檢討改進及核銷事宜。 
 

成果績效彙整（請依據實際狀況選擇或增列填寫項目） 

量化績效 

項目 數量 

成立公所層級社區營造推動小組籌備會 1次 15人參與 

辦理社區營造推動小組（委員會）會議 1次 15人參與 

辦理計畫執行相關工作會議 1次 

實地采風路線勘查路線綁紅絲帶及標示 3次 

展覽手冊踏察、拍照等相關事宜 5次 

成果發表會相關注意事項講習會 150人次 

展覽手冊校稿及設計 3次 

筏現溪屯展覽手冊定稿 2,000本 

辦理成果發表會及實地活動采風 1場次/約 400人 

參與臺中市政府文化季成果展 1場次/約 500人 

質性績效 

(一)整合、建立西屯區人文資源特色，展現西屯區亮點。 

  (二)促進在地人文生活豐富化、深度化。 

  (三)擴大居民參與人文活動，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四)提升民間辦理人文活動知識及意願。 

(五)提升對西屯區特色觀光景點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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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鐵馬文化巡禮活動-影像紀錄與說明 

影像紀錄與說明 

  

研商 103 年度西屯區一區一特色執行計畫方案 (102.11.14) 

 
 

研商 103 年度西屯區一區一特色執行計畫方案 (103.02.07) 

  

筏現溪屯手冊編審會議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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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紀錄與說明 

  

西屯區公所廉政宣導攤位 林厝社區攤位 

  

永安社區攤位 西墩社區攤位 

  

龍潭社區攤位 福安社區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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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紀錄與說明 

  

一區一特色 開幕式 

  

區長致詞 文化局李正偉主秘致詞 

  

黃馨慧議員致詞 張廖乃綸議員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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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紀錄與說明 

  

張廖萬堅議員致詞 筏現溪屯手冊成果發表-永安國小張金圓前校長 

  

至善國中戰鼓隊 

  

至善國中武術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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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紀錄與說明 

  

上石國小舞蹈隊 

  

一區一特色推動委員與區長合照 

  

本次活動委員與來賓一同手持「筏現溪屯」手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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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紀錄與說明 

  

至善國中門口區長鳴槍開始前進 

  

參與活動民眾騎乘筏子溪自行車道情形 

  

參與活動民眾抵達連仔橋休息準備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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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紀錄與說明 

  

民眾參與社區文化攤位活動之情形 

  

文化導覽志工向民眾說明社區特色 

  

工作人員頒發鐵馬文化巡禮完賽獎牌與宣導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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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紀錄與說明 

  

來賓參與摸彩抽獎情形 

  

特獎得獎者與主辦單位合影 

  

民眾摸彩情形(最小參加者 4 歲計 3人頒發獎品) 民眾參與摸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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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鐵馬文化巡禮活動及筏子溪文化導覽手冊媒體報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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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03年臺中市「行政社造化」教育訓練認證課程 

 



40 

 

 
 

 

 

 



41 

 

 

 

 



42 

 

（附件七）筏現溪屯文化導覽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