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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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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計畫名稱 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戀戀西屯三部曲 

聯絡資料 

單  位  首  長 何國裕 
聯  絡 
資  訊 

電話：04-22556333 

手機： 

提案單位聯絡人 曾惠珍 職  稱 視導 

電         話 
04-22556333 
  轉 315 傳  真 04-22513985 

手         機 0916017312 e-mail 
tccght2004@taichung.gov.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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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1 月 25 日 

計畫經費(元) 總經費：141,000 申請補助：120,000 

計畫內容 

摘   要 

    提報之計畫是續 104 年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第三部曲，藉由

公所成立區域社造中心，結合本區墨耘四寶【1.集合式住宅社區及

企業系列、2.人文學校系列、3.永安墨耘書法主題館及美食圈系

列、4.秋紅谷、國家音樂廳等低碳樂活景點遊四大系列】，將本區

筏子溪周遭的重大建設、文化資產作巡禮；讓時尚與傳統結合。 

其工作項目及作法為： 

1.104 年 11 月提本所主管會報確認主題及操作方式，12 月 9 日強

迫入學委員會會議中宣導一區一特色實施作為，讓資源多功能利

用。 

2.召開西屯區 105 年度社區營造推動小組執行工作會議請學者專

家、地方人士、學校教師、社區家長等協助成立一虛擬的區域社

造中心。 

3.辦理文史導覽志工培訓，藉由社區導覽活動的舉辦，讓更多人認

識到社區豐沛的文化資源，也讓在地居民以能保有、發揚這些重

要的文化資源而同感榮耀。  

4.在本區公寓大廈講習活動及強迫入學委員會會議中宣導一區一

特色實施作為，讓資源多功能利用。 

5.辦理在地遊學活動，發掘社區低碳樂活生活美食及景點。 

6.辦理成果發表會。 

7.參加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季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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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一區一特色計畫」執行大事記 
 

辦理日期 活動名稱 辦理地點 
備註 

(參加人數) 

105.05.19 
辦理105年度一區一特色畫執行
推動會議 

公所3樓 20人 

105.06.25 
105.07.23 

臺中市西屯區105年一區一特色 
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導覽志工培
訓課程 

公所4樓 
林厝里活動中

心 
100人次 

105.07.31 
臺中市西屯區105年度一區一特 
色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 -文化遊
學活動 

西屯區 
特色景點 

100人次 

105.09.01 
 ｜ 

105.09.30 

「筏現溪屯采風文化行」打卡集
章換禮品活動 

西屯區 
特色景點 

250人次 

105.10.30 
臺中市西屯區105年社區營造暨
一區一特色成果發表會 

老虎城前廣場 5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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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一、計畫名稱：筏現溪屯采風文化-戀戀西屯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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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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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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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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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大課題。 

西屯區近年來在各項市政公共建設規劃及商業逢勃發展都是 29 區之最，市

區便捷公車網四通八達，秋紅谷、國家音樂廳、臺中市政、議政大樓皆座落在

本區，是直轄市政中心的集匯點，也是水綠低碳城市。 

本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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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即藉由一區一特色計畫「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鐵

馬文化巡禮」，陸續展開筏子溪旁的人文自然相關資源調查並與 12 年國教相配

合，希望引導人心進入學校、進入在地生活，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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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展現區內特色。104 年度「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墨耘四寶巡

禮」探討筏子溪的文化亮點-具傳統特色又結合科技的「墨耘書法主題館」，透

過書法比賽與結合區內大學、小學配合周圍社區遊學活動，宣導該主題館並促

成社區再造、提升區內產業資源多功能利用之效能。 

105 年度區一特色計畫將延續去年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繼續探討筏子溪

的教育及文化，因為它可將西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做一整體特色呈現。此次

三部曲將以區域社造中心，結合本區集合式住宅社區及企業系列、人文學校系

列、永安墨耘書法主題館、美食圈系列及秋紅谷、國家音樂廳低碳樂活五大系

列進行： 

(一)文史導覽志工培訓，藉由社區導覽活動的舉辦，讓更多人認識到社區豐

沛的文化資源，也讓在地居民以能保有、發揚這些重要的文化資源而同

感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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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公寓大廈宣導活動及強迫入學委員會成員會議中宣導一區一特色讓

資源多功能利用。 

(三)辦理在地遊學活動發掘社區低碳樂活生活美食及景點。 

(四)辦理成果發表會以行銷西屯文化特色。 

(五)參加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季成果發表會。 

 

三、計畫目標 

一區一特色計畫筏現溪屯系列活動作為主軸推廣，希望它是一種持續而

長遠的文化保存新思維，故分短中長期程，以全面性、整體性、永續性方法

來規劃，作為區域發展願景： 

(一)公所發揮行政社造化功能。 

(二)整合人文特色資源。 

(三)推廣在地遊學文化活動激發西屯各校發揮創意。 

(四)結合公所網路，建構本區特有的都會人文特色網絡，共同打造多樣多元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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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永安國小、西屯區

各里辦公處、何明社區發展協會、福瑞社區發展協會、協和社

區發展協會 
 

五、執行期程 

    自核定後至 105 年 1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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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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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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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橫跨大肚山臺地與台中盆地，以筏子溪為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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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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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筏子溪的河岸文化 

筏子溪是一條平地河川，河床十分寬淺，主要功能為提供沿岸農田的

灌溉用水和排水。早期因風光明媚，經常有人在溪岸邊垂釣，並以竹筏為

水上往來的交通工具，所以稱它為「筏子溪」。 

有水、有路就得有橋，橋的歷史關係著社區人們的生活與記憶，亦象

徵地方的開發歷程。筏子溪從源頭到西屯區的這一段，就有八座橋，烏橋、

中科路橋、連仔橋、車路巷橋、永安橋、福安橋、東海橋、虹揚橋等每座

橋的造型、外觀、基座、鋼架結構和顏色都不同，各富其趣，形成通往各

村落的指標。 

筏子溪是生態資源的河川，水中的魚類以大肚魚、吳郭魚、鯽魚、溪

蝦為主；鳥類以鷺、鷸、小水鴨、斑文鳥、鵀鶯和秧雞居多，另外，田螺、

福壽螺、小螃蟹、蛙、蝌蚪及水生昆蟲數量也相當多。生活在水岸的植物

群則是不勝枚舉，如俗稱「鹿仔樹」的構樹，三、四月開滿圓錐花序、淡

紫色的苦楝樹；其他水中植物，有青萍、水丁香、空心菜…等。 

筏子溪東西兩岸的橫山、西大墩、林厝、水堀頭與下七張犁等村落，

以張姓家族居多，張家祖廟每年定期於農曆八月十六日舉行公祭祖先，當

日裔孫滿堂列拜，和氣融諧，樹立了一個典型且獨特的宗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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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漢人移民所建構的社會，民間信仰在胼手胝足開墾家園的過程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廟宇神祇經常凝聚常民文化與情感的重要場所，

在西屯區筏仔溪沿岸，我們可以鮮明的見到先民民間信仰的脈動。位在永

安一巷內的永安宮東朝筏仔溪，是水堀頭的信仰中心，筏仔溪附近的土地

公廟為數不少，其中筏仔溪的源頭就有一個埤仔腳福德祠，旁邊大樹參天；

面對筏仔溪的永安宮福德祠建廟甚早，正脊上的剪黏和交趾陶裝飾工藝精

巧，農曆 2 月 2 日土地公壽辰時有吃福的習俗；福安福德祠位在福安橋附

近，已有百年歷史，旁邊有一個小型休憩公園，還有一棵珍貴老榕樹，居

民已經為它圍上紅布條，稱它為樹王公；另外，永安橋邊，有一個三尺高

的小祠，奉祀鎮守村莊出入口鎮壓邪魔疫鬼的五營將軍，在都會區已不常

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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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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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老虎城購物中心：位於七期河南路、市政北六路上，附近有全台唯一下

凹式滯洪功能之景觀公園『秋紅谷』及台中歌劇院等公共設施，讓 Tiger 

City 呈現一種與眾不同的視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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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蹟、文物 

1.永安墨耘書法主題館：位在本區筏子溪旁，永安國小校內，所處地區毗

鄰本區中部科學園區、都會公園(80 公頃)、逢甲夜市、張家祖廟、張廖

家廟古蹟）、永安圖書館、春水堂、金石堂等處，其人文自然社區資源豐

富，住商混合，可做為社區資源中心，提供社區學習及生活休閒的空間。 

2.臺中歌劇院：臺中市政府興建一符合國際水準之歌劇院，將於 105 年底

啟用，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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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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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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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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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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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估計分佈範圍至少在 15 萬平方公尺以上。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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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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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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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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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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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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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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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二戰碉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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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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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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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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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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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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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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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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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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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E4%B8%AD%E4%BA%A4%E6%B5%81%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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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西屯區資源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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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觀光夜市喧鬧、隨著中部科學園

區的設立，儼然成為大台中市的核心

發展區域，未來社區的繁榮指日可

待，企盼引進各種資源協助學校發展。  

3.繼 101 年探索計畫，已建立本區完整

資源調查資料，本區如達成共識，有

效率的運作。藉由適當書法比賽及在

地遊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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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有 700 餘

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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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社區家長背景中多數從商，親子相處

機會少；單親與隔代教養家庭人數較

多。 

機會： 

1.發揚傳統文風，建立書香社會，提倡

休閒活動，藉書法比賽及作品展出以

推廣、傳承書法藝術文化，提高書法

藝術水準與品質。 

2.主題館可提升本區民眾對書法藝術之

品味以及人文藝術之涵養，進而達到

心靈淨化、和諧的書香社會。 

3.藉由一區一特色活動推廣可成功打響

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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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有文化不易著墨，並為時尚大樓取

代；如再不能發展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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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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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計畫內容（含預定工作項目、操作策略及執行方式） 

筏現溪屯采風文化-戀戀西屯三部曲 

本計畫係延續 104 年一區一特色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第三部曲，依據本所 

對社區相關人文特色所為之調查與分析做延展，累積人文特色為基礎，召集更

多學校及社區及相關專業人才與組織參與作相關特色之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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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策略-中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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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本區在地特色生活文化，達到文化薪傳永續經營的

目標，運用社區資源，彰顯學習特色，涵養道德品格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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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用校園空間，營造多樣生態，創造教育新價值，對位於本區範圍內

之筏子溪筏旁「墨耘書法主題館」進行各項人文特色及活動資源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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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以書法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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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在地遊學文化活動 

本區長期以來工商業發達、如推展中華書法文化，傳承書法藝術，配

合 12 年國教，舉辦書法比賽及各校跨聯盟合作之夏令營或暑期營，認識書

法之美，社區資源共享，培養審美創造力，再由公所及社區協助發掘深度

景點。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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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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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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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本區

青少年對書法的關懷與認識，利用學校文史志工所培訓之青少年志工在館

區定點解說，辦理國中、小書法導覽培訓，行銷文化特色。以學校及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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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工作項目 

1.召開西屯區 105 年度社區營造推動小組執行工作會議 

2.辦理社區文史導覽志工培訓 

3.辦理西屯文化走讀活動 

4.辦理成果發表會 

5.參加文化局成果發表會，行銷西屯文化特色 

(六)執行方式 
 

項  目 活動對象 
辦理 
地點 

期程 活動內容 

1.召開西屯區105年度社
區營造推動小組執行

工作會議 

本所 
及 

委員 

西屯區

公所 

4月 

下旬 

經費核撥後之活動議題及任務

分工。 

2.辦理社區文史志工培
訓 

西屯區 
民  眾 

西屯區
公所 

5-6
月 

西屯人文與歷史介紹、行程規
畫與導覽技巧等。 

3.辦理西屯走讀遊學活
動 

本市區 
民  眾 

西屯區 

7月 

至 
9月 

1.配合國小夏令營或暑期活動 

2.認識西屯古遺跡西大墩窯、
小來公園、三級古蹟張家祖

廟、西屯老街、認識八角穀
倉、墨耘書法主題館等特色

景點巡禮，結合當地社區特
產及活動展覽。 

4.「筏現溪屯采風文化

行」打卡集章換禮品活
動 

本市區 

民  眾 
西屯區 9月  

5.辦理成果發表會 
本市區 

民  眾 

西屯區

公所 

9月 

至 
10月 

為因應數位智慧時代來臨，透
過科技與數位媒體行銷區域特

色，如：網路社群網經營、建
立 QR code 等，使民眾能更便

捷接收到各類資訊。 

6.參加文化局成果發表
會，行銷西屯特色。 

本市區 
民  眾 

配合文

化局辦
理地點 

11月 
派員參加文化局活動，請配合 
果當天展之科技產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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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操作策略  

1.104 年 11 月在主管會報中提報提案先期作業草案，預估本年度工作小組

計畫、目標及經費，奉核可後提報計畫送府，派員至文化局簡報。 

2.計畫核定後於 105 年 3 月中旬召開西屯區 105 年度一區一特色推動小組

工作會議，商議活動議題及任務分工，並成立模擬區域社造中心。因西

屯區人口逼近 22 萬人名列全台中第二，僅次於北屯區，人口結構以外部

移入人口為主，故呈現都市社區鄰里動員力不足之現況。然而，區內學

校退休教職員、守望相助志工、公寓大廈等與區公所互動熱絡，藉由每

年一區一特色和文化采風季展現豐碩成果，後續盼望透過每年各層召集

令，提供文化局、都發局、環保局等執行經費申請資訊，透過人、學校、

公寓大廈等滲入社區鄰里中帶動西屯區市民之活動力。 

3.105 年 4 月至 5 月辦理社區文史志工導覽培訓，內容分為「西屯人文與歷

史」與「筏現溪屯」兩大主軸，藉由訓練課程讓志工具有行程規畫及導

覽技巧能力，作為以後社區特色推廣之最佳人員。 

本年度參訓並獲得結訓證書之志工，本所將研擬成立文史志工隊，安排

於西屯走讀遊學及社區藝文活動時參與導覽，累積經驗後於各年度志工

培訓課程中擔任助理講師，以鼓勵更多人投入志工行列，為西屯社區文

史之保存，共盡一份心力。 

4.105 年 7-9 月，規畫西屯讀遊學活動:西屯區座擁自然河川、校區、產業

商圈等特色資源，將分別以西屯區四寶系列透過每年一區一特色挖掘各

特色資源，推廣西屯區人文低碳風采，並至榮獲 104 年優良社區福瑞及

福雅社區參訪，行銷西屯區之亮點象。 

5.105 年 9-10 月規畫筏現溪屯第 3 季成果發表會：邀請逢甲大學、上石國    

小、永安國小及社區團隊表演隊；在地廠商及社區區民共同參與活動，

人數預估 300 名。 

6.在本所網站建立粉絲團，透過網路社群及雲端、建立 QR code，落實擴大

民眾參與部分，以供民眾作為瞭解區域與社區特色的主要工具並參與。 

7.105 年 11 月參加文化局一區一特色各區成果發表會。 

8.104 年 11 月辦理成果報告及核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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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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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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國裕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區長 督導本計畫工作項目 

林秋萬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副區長 綜理本計畫工作項目 

曾棟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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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明修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農建課課長  協助本計畫各項事務進行 

施學松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公用課課長  協助本計畫各項事務進行 

許欽貴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秘書室主任 協助本計畫各項事務進行 

王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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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素慧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人文課行政助理 協助本計畫各項行政業務及事務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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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屯區 105 年度社區營造推動小組各社造相關知識專家以及技能委員 
 

職 稱 姓 名 單      位 職  級 

主任委員 何國裕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區長 

副主任委員 林秋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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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龍貴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人文課長 

委員 李世珍 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 副教授 

委員 張金圓 臺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委員 

委員 張其正 臺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委員 

委員 余進卿 林厝里 里長 

委員 蔡源成 僑光科技大學 副教授 

委員 張昭友 逢甲大學 講師 

幹事 曾惠珍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視導 

助理幹事 黃素慧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行政助理 

 

十、執行期程及預定進度 (可以甘特圖形式呈現) 

 

執 行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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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辦理志工培訓課程  ● ● ● ●     

辦理主題遊學活動     ● ● ●   

辦理成果發表會       ● ●  

結論及檢討       ● ●  

核銷結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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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預期效益 

經由本計畫之執行，預期可達成以下之效益： 

(一)人才的整合效益：本所成立之區公所社區營造推動小組，提供本區全區

社造整合平台、窗口，並邀約學者專家及社區參與，使社區營造工作能

賡續推動辦理。 

(二)提升特色觀光景點印象：舉辦「筏現溪屯文化采風」遊學活動，行銷西

屯區之新亮點，以提升對西屯區特色文化之印象。 

(三)推動城鄉交流綠色旅遊：透過書法比賽各小學策略聯盟連結文化、生態

風光、社區營造點，發掘本區更多深度文化，一區一故事。  

(四)記錄、保存本區特色文化之效益。 

 

十二、活動效益 

(一)整合、建立西屯區人文資源特色，展現西屯區亮點。 

(二)透過親子攜手在地遊學，了解西屯歷史生態文物等產生共同感一起守護    

並傳承西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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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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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 105年度一區一特色 

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戀戀西屯三部曲活動經費概算表  (單位元)  

經費類別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補助款 

經 費 項 目 數 量 單 位 單 價 總 價 計算方式說明 

業務費      

出席費 11 人 1,600 17,600 委員會議委員出席費 

外聘講師鐘點費 1 式 38,400 38,400 

1.文化導覽培訓:12 小時*1600 元

=19,200元 

2.遊學導覽: 

  老師 6小時*1600元=9600元 

3.助理老師 16小時*600元=9600元  

場地佈置費 1 式 10,000 10,000 成果發表會場地佈置費 

誤餐費 180 人次 80 14,400 二梯次遊學活動人員 180人  

文宣款 1 式 11,600 11,600 邀請卡、DM、羅馬旗等 

平安保險費 1 式 5,000 5,000 遊學活動及成果發表會 

DIY材料費 200 份 100 20,000 二梯次遊學活動 DIY材料費 

茶水費 300 人次 10 3,000 志工培訓、成果發表會、遊學活動等計 300 人 

小計（1）    120,000  

經費類別 人文業務(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 

經 費 項 目 數 量 單 位 單 價 總 價 計算方式說明 

業務費      

遊覽車 4 輛 12,000 48,000 二梯次遊學活動(二梯次每次 2輛車) 

宣導品 300 份 100 30,000  

設計、印刷暨製作費 1 式 20,000 20,000 文創品設計及製作 

誤餐費 100 個 80 8,000 
1.文史志工導覽培訓誤餐費 80人 

2.成果發表會及場布工作人員 20人 

雜支 1 式 9,000 9,000 文具紙張、紅布條…等 

小計（2）    115,000  

總計(1)＋(2)    235,000  

備註：本計畫相關經費得相互勻並由本所自行核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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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中市西屯區 105年一區一特色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 

導覽志工培訓簡章 
 

一、目  的：藉由社區導覽活動的舉辦，讓更多人認識到社區豐沛的文化資源，

也讓在地居民以能保有、發揚這些重要的文化資源而同感榮耀。 
 

二、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臺中市政府 

策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主辦單位：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協辦單位：林厝里辦公處、林厝社區發展協會 
 

三、參加對象：西屯區各社區發展協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立案之文化協會等團體 
 

四、研習課程： 

(一)第一場次：社區創意工作坊 

1.時 間：6 月 25 日(星期六) 

2.地 點：西屯區公所 4 樓會大議室(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386 號) 

3.課程表： 

時 間 課   程 講 師 時數 備註 

08:20-08:30 報 到    

08:30-10:20 
社區資源調查創意 
導覽地圖製作 

張昭友 2  

10:20-12:00 社區特色文創品創作 許碧雲 2  

12:00-13:00 中餐及休息    

13:00-14:40 社區導覽解說技巧 李世珍 2  

14:40-16:30 
西屯景點商圈與 
遊程規劃設計 

李世珍 2  

16:3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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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場次：社區風味餐工作坊 

1.時 間：7 月 23 日(星期六) 

2.地 點：林厝社區活動中心(臺中市西屯區安林路 29 號) 

3.課程表： 

時 間 課   程 講 師 時數 備註 

08:20-08:30 報 到    

08:30-09:20 西屯產業特色 張金圓 1  

09:20-10:10 西屯在地美食介紹 曹純媛 1  

10:10-11:50 
在地美食與社區共識 

凝聚案例分享 
李世珍 2  

11:50-13:30 
休 息 

(品嚐在地風味餐) 
   

13:30-15:30 
西屯社區營造記錄及 
在地美食特色彙編 

張昭友 2  

15:30 賦 歸    

五、報名日期：請於 6 月 20 日前傳真 04-2251 3985 或 

E - m a i l : tccght2004@taichung.gov.tw 報名，報名者請務必撥冗參與活動， 

以免影響他人權益。 

六、聯絡方式：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386 號) 

電  話：04-2255 6333#315 曾小姐 

七、其他注意事項： 

1.若欲申請登錄「公務人員學習時數」，請務必於報到時填寫身份證字號，凡

全程參加之公教人員，可核發研習時數，「遲到或中途離席者」不予核發時

數。 

2.為響應低碳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具。 

八、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承辦單位修訂施行之。  

mailto:tccght2004@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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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 105年一區一特色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 

導覽志工培訓報名表 
 

 

注意事項： 

1.每個單位參加人員 2-3 人。 

2.報名表請於 105 年 6 月 20 日前回傳：04-22513985 或 e-mail：

tccght2004@taichung.gov.tw 並請來電 22556333 轉 315 

人文課 承辦人：曾惠珍 確認收訖。 

3.全程參與人員，發給研習證書。 

單位名稱  

序    號 姓    名 職  稱 電    話 午餐(請選)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mailto:tccght2004@taichung.gov.tw並請來電22556333轉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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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臺中市西屯區 105 年一區一特色 

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走讀遊學活動實施計畫 
                                 

壹、目的 

一、藉由遊學活動及週遭社區參訪活動，讓居民彼此之間以及與社區環境之間建

立起緊密的連繫。 

二、串聯地區性特色資源，整合經營在地產業文化、自然景觀生態、人文

遺產等資源，提供參觀與體驗學習處所。 

三、結合清河文化協會舉辦「清河文字藝術成果展暨西屯區一區一特色成

果展示活動」，除可延續 104 年墨耘書法藝術推廣，更可展示本區歷年

辦理一區一特色活動成果，促進地方藝術與文化發展。 
 

貳、依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05 年 2 月 22 日中市文推字第 1050003618 號函

暨本區 105 年度一區一特色計畫辦理。 
 

叁、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三、協辦單位：臺中市西屯區何德社區發展協會、惠來社區發展協會、 

     永安社區發展協會、協和社區發展協會、清和文化發展 

     協會、僑光科技大學、逢甲大學 
 

肆、期程規畫 

    一、辦理日期:105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 

    二、交通方式:搭乘遊覽車 

    三、遊學活動規劃：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備   註 

 08:40～09:00 參加人員報到 西屯區公所 1 樓大廳 

 09:00～09:30 西屯區公所文化走廊導覽 區長何國裕 

 09:30～10:30 小來公園導覽  
 10:30～11:30 永安古厝導覽  

 11:30～12:30 參訪何德社區  

 12:30～13:30 鄉村風味午餐 何德社區 

 13:30～14:30 參訪協和社區 
 

 14:30～15:30 張家祖廟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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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16:30 
清河文字藝術成果展暨西
屯區一區一特色成果展 張家祖廟前廣場 

   16:30 賦歸  
 

伍、經費來源：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委辦經費（120,000 元）暨本所 105 年區

公所業務-人文業務-業務費-一般事務費（台電公司協助金)項下支付。 

(概算表詳如附件) 
 

陸、報名注意事項 

一、參加對象： 

1.為鼓勵民眾了解及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凡參加本區 105 年度一區一特

色志工培訓課程學員及社造點人才培訓課程學員優先錄取約 40 人。 

2.本區民眾約 40 人，合計 80 人。 

二、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5 年 07 月 22 日（五）12：00；報名者請務必

撥冗參與活動，以免影響他人權益。 

三、欲參加此活動者請填妥報名表後，以「電子郵件」並「夾帶報名表檔

案」寄至下列信箱：tccght2004@taichung.gov.tw （信件標題請註明

報名臺中市西屯區筏現溪屯文化走讀遊學活動），或將報名表填妥後傳

真至 04-2582-6785；並電洽主辦單位（西屯區公所）04-22556333 分

機 315 曾小姐確認報名表是否收到。 
 

柒、其他注意事項： 

一、若因其他事務臨時無法參與，請務必於前一天通知主辦單位。 

二、為響應低碳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具。 
 

捌、預期效益 

一、提升特色觀光景點印象： 

1.舉辦「筏現溪屯文化走讀遊學」藉由遊學活動及週遭社區參訪活動，

行銷西屯區之亮點，以提升對西屯區特色景點之印象。 

2.結合社區活動展示本區歷年辦理一區一特色成果展示，促進地方藝術

與文化發展。 

二、人才的整合效益：本所 105 年成立區域型社區營造中心，提供本區全

區社造整合平台、窗口，並結合一區一特色活動，邀請學者專家及社

區共同參與，使社區營造工作能賡續推動辦理。    
 

玖、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mailto:tccght2004@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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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筏現溪屯走讀遊學活動報名表  
 

                   報名時間：105 年  月  日  時 

報名資料 

姓 名  
身分證

字 號 
 

出 生 

年月日 

 
午餐 

□葷食  

□素食 

性

別 
□男□女 

電子信箱 
 

連絡電話 日：（）          －分機        手機： 

通訊地址 
□□□-□□ 

 

＊基本資料請詳細填寫，俾利各項聯繫工作，若有任何疑義，敬請聯繫執行單

位，感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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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臺中巿西屯區公所 新聞資料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22日 

提供單位：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發 言 人：西屯區區長 聯絡電話：04-22556333轉 601  

單位主管：人文課課長 聯絡電話：04-22556333轉 301  

標題：市民巡遊 發現西屯之美 

內容：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將於本(105)年 9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辦 

理「筏現溪屯采風文化行」打卡集章換禮品活動，邀請民眾以輕旅行

方式走訪小來公園、三級古蹟張家祖廟及都會公園等 3 處特色景

點，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發現西屯之美拿好禮。 

    西屯區因為筏子溪而劃分為溪西、溪東，讓西屯不僅成為一個商

業蓬勃發展的都會城市，更是蘊含著豐富文化資源的好地方，「筏現

溪屯」是取筏子溪諧音，從筏子溪周遭出發，探訪屬於西屯獨特的人

文資源。 

    西屯區隨時代變遷，地名歷經多次演變，人文特徵豐富，小來公

園「惠來遺址」是目前發現最早文化遺址，從前繩紋時代，到清代晚

年的漢人文化層，涵括將近四千年的時間範圍；三級古蹟張家祖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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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大肚山台地的都會公

園，更是一處自然生態豐富的園區，最適合全家在此度過優閒

的午後。 

   本次活動集章卡可自行到公所網站下載列印，凡巡遊三處景點蓋

滿三個景點章即能兌換精美禮品 1份，自 9月 10日起至 10月 5日止

於公所 3樓人文課兌換禮品。希望藉由本次活動讓大家加深對西屯的

人文歷史印象更有一趟滿滿的知性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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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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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影像紀錄及說明 

 

臺中市西屯區 105 年一區一特色計畫推動委員會議 105.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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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 105年一區一特色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導覽志工培訓課程 10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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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 105年一區一特色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導覽志工培訓課程 10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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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 105年一區一特色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導覽志工培訓課程 10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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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 105 年度一區一特色筏現溪屯采風文化季 -文化遊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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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現溪屯采風文化行」打卡集章換禮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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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 105 年社區營造暨一區一特色成果發表會 10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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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 105 年社區營造暨一區一特色成果發表會 105.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