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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委託區公所辦理「一區一特色計畫」 

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西屯區「老二媽-烈美堂」 

          願景工作坊 

 

 

 

 

實施期程：核定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提案單位：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協辦單位：臺中市西屯區各里辦公處、臺中市西屯區各社區發展協會 

    各大樓管理委員會、逢甲大學、僑光科技大學、西屯區各   

    級學校、社區大學、烈美堂、萬和宮等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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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臺中市西屯區公所一區一特色 

推動計畫成果報告 

執行單位綜合資料表 

執行單位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計畫名稱 西屯區公所一區一特色暨社造中心 

聯絡資料 

單  位  首  長 區長陳寶雲 
聯  絡 

資  訊 

電話：22556333*601 

手機： 

提案單位聯絡人 黃于芳 職  稱 課員 

電         話 
22556333 

*303 
傳  真 22513985 

手         機  e-mail 
sd7021480@taichung.go

v.tw 

地         址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386號 

實施期程 自 109年 4月 23日至 11月 30 日 

計畫經費

（ 元 ） 
總經費：75,000 

文化局委辦：75,000 

自籌款： 0 

計  畫 

成   果 

摘  要 

1. 成立一區一特色計畫推動小組，召開本區 109年度一區一特色

計畫推動小組執行工作會議。 

2. 辦理社區講座增加學員對老二媽回娘家遶境周邊環境的基本

認識。 

3. 辦理手作 DIY及願景工作坊，一同探討老二媽回娘家活動的未

來發展願景與多元的可能性。 

4. 舉辦成果發表會，展現願景工作坊的成果。預計與本區社造成

果展一起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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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內容 

一、計畫名稱：西屯區「老二媽-烈美堂」願景工作坊 

二、計畫緣起： 

    有特色的城市，必有吸引人感動的故事。相傳嘉慶八年農曆十

一月（1802年）萬和宮為方便信徒迎請祭拜，增設老二媽神像，當

時開光時正好住在西大墩大魚池庄（今西屯區西安里 9鄰附近）的

少女廖品娘去世，其靈魂前去附靈在老二媽神像上，途中告知一位

針線小販「什細古」帶話轉告其雙親，說家門前桂花樹下埋有佛頭

銀二元，可以取出之用，語畢便獨自離去。廖品娘之母專程趕到萬

和宮探視，發現老二媽有淚痕。因而西屯廖家尊稱老二媽為「姑婆

祖。 

    自嘉慶年間以來，西屯與南屯兩地規定每逢丑辰未戍年的農曆

三月中旬，以西屯組織香陣步行前來恭迎老二媽回祖家大魚池謁祖

省親兩天，由南屯人派出當地的土地公陣歡送，前往西屯區清靈宮

駐駕。活動由丹慶季媽祖會主導。停在清靈宮時，該神像會換上新

的鳳冠、鳳披和大襖，因當地婦女相信為老二媽換襖會帶來好運，

都想爭取，因此會在老二媽神像前擲筊，決定下次人選，如移民巴

西的婦女林鐘滿美在 2012 年報導時就已作過七次。神像會至烈美

堂的公祠敬拜，為西屯重大盛事。翌日回宮時，必經過廖品娘外婆

家的何厝庄。回程經過何德里福德祠、何厝庄福德祠、何厝庄福夀

宮、何厝里福德祠、何明里福德祠、何南里福德祠等。  

    由於信徒眾多，單一路線無法滿足信眾心願，遂增塑聖二媽神

像，轎分東西兩路，一同回大魚池。像是 2018 年，老二媽神轎與

聖二媽神轎自萬和宮出發，沿萬和路、南屯路、黎明路至大業路口

時分轎為兩路，前者在水安宮、大河里福德祠、大鵬里福德祠、大

福里福德祠、逢甲逢福福德祠、媽祖會本部、上石里福德祠、武兌

宮、大魚池烈美堂、逢甲公園等地停留。後者在啟興宮、龍聖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5%E5%8E%9D%E5%BA%84%E7%A6%8F%E5%BE%B7%E7%A5%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5%E5%8E%9D%E5%BA%84%E7%A6%8F%E5%A3%BD%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5%E5%8E%9D%E5%BA%84%E7%A6%8F%E5%A3%BD%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5%AE%89%E5%A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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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福德宮、潮洋福德祠、阿秋大肥鵝、至善長安土地公、逢甲路

電信局旁、上安里喝兩杯廣場、上德里玉皇宮、光明路 57之 24之

1 號前、西墩里菜市場土地公腳、京宇屋、庄頭土地公、西苑二街

65號、泓星洗車場、墩仔頂（環中路與西屯路口）、西墩伙房停駕，

之後與兩神像至文修公園會合，進行陣頭表演、倰轎腳、福餐供應、

祈福、三獻大禮及摸彩等活動，當夜移駕清靈宮駐蹕。  

2012年，此宗教活動登錄為臺中市無形文化資產。2018年 5月

14日，西屯區公所與臺中市鄉土文化學會、臺中市丹慶季媽祖會、

文史專家及在地學者共同編撰出版《萬和宮老二媽西屯省親的故

事》一書在西屯區公所舉行新書發表，除記省親遶境整個過程，還

包括遶境沿途的學校、知名景點、土地公廟、西屯老街、古早行業

及在地美食等。 

西屯區人口逾 23萬人名列全台中第二，僅次於北屯區，人口結

構以外部移入人口為主，屬於都會型社區居多的區域，也因此呈現

都市社區鄰里動員力不足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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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自 101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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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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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本區雖未獲得一區一特色的計畫補助，

今年 109 年結合專業輔導團隊，持續推動「西屯區一區一特色計

畫」，以老二媽烈美堂為主軸，用願景工作坊方式，來整合區內資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2%A9%E4%BB%94%E9%A0%82&action=edit&redlink=1


5 

源，串連社區景點，挖掘區內百年老店，以創新創意激發社區民眾

與青年學子的共同參與，發展成一項西屯區民眾共同關注的大事與

文創活動，形成本區的文化特色，讓民眾從尊重神明、尊重生命，

進而懂得關心幫助人。同時以老二媽烈美堂為核心，吸引市民走進

秋紅谷公園、臺中國家歌劇院、張廖家廟古蹟、西屯老街、清靈宮、

文修公園和逢甲商圈等景點，讓社區產業、觀光以及文創產業再加

值，型塑西屯的亮點，吸引更多客群走入西屯區，創造出屬於西屯

的文化特色。 

三、 計畫目標： 

(一) 本計畫初期主要以願景工作坊形式，整合區域內社造相關資

源，招募本地青年學子和志工參與體驗與踏查社區過程中，

去挖掘社區的問題以及可發展的特色，共同發想對於老二媽

烈美堂未來發展願景與特色型塑。 

(二) 中期希望重塑西屯區民眾以及外地遊客對於烈美堂-老二媽

在心中的意象及價值，同時藉由青年學子的觀點與視角，型

塑我國家庭倫理中最重要的孝道文化。 

(三) 長期將結合在地民間組織與各級學校，以創新創意的方式，

鼓勵社區多面向多元參與，共同推廣本區在地人文與特色產

業，賦于舊文化的新風貌，續創文化活動的新亮點。 

四、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提案單位：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協辦單位：臺中市西屯區各里辦公處、臺中市西屯區各社區發展 

          協會、各大樓管理委員會逢甲大學、僑光科技大學、 

             社區大學西屯區各級學校、烈美堂、丹慶季媽祖會 

五、執行期程：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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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轄內在地特色及資源分析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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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數已超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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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子溪貫穿流經本區中

心，劃分為「溪西」、「溪東」，筏子溪位於臺中盆地的西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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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福林、上德、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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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西平、西安、福恩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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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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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開館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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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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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古蹟、景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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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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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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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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紅谷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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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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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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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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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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7%B7%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8%AD%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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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9%E5%A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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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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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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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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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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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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科湳愛琴橋:串聯中科與水湳最後一哩路的豎琴式斜張

橋，大幅縮減中科到水湳市區的車程 15至 20分鐘，科湳

愛琴橋的通行對台中有 4個意義，促進交通順暢、經濟發

展與振興觀光之外，也有感情順遂的祝福。 

七、限制條件與對策 

(一) 計畫執行可能遭遇的問題與限制 

1. 老二媽回娘家的典故，橫跨西屯與南屯，跨域的橫向聯繫、

資源整合範圍較廣，在有限的人力、財力上，仍有很大努力

的空間。 

2.過去的典故與活動方式已約定成俗，是否能容納創意創新的多

元方式來探討老二媽回娘家活動的意涵，也是一大挑戰。 

(二) 相應對策及資源統籌配置規劃 

1.透過轄內社造點的連結，以強化跨域間的橫向聯繫持續，整

合相關民間團體與企業的資源，克服在人力、財力上的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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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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了解與探索老二媽回娘家活動的典故與意涵，積極與區內

各級學校合作，擴大年輕族群的參與，並與相關單位加強溝

通與聯繫，已突破既有的限制。 

八、計畫內容 

(一) 成立一區一特色計畫推動小組:邀請推動小組成員共同參

與，召開一區一特色籌備會議與任務分工協調會議。 

(二) 結合社區講座辦理手作 DIY 及願景工作坊：於 109 年 8 月

23日(星期日)9時至 16時辦理。 

1. 辦理「老二媽省親故事」社區講座: 預計以分組的方式，分

別就社區文化、文創產業、宗廟慶典、景點資源的挖掘，

加以收集與串連。西屯是早期漢人在中部開墾的重要聚

落，惠來遺址與西大墩窯是本區重要的先人遺跡，烈美堂

老二媽更是西屯特有的宗教文化特色。擬邀請在地的專

家、當地耆老和學者指導，冀藉由文獻蒐集、課程講解的

方式，講述有關烈美堂老二媽的源流、典故與在地的關係，

增進學員的瞭解，增加參與學員的基本認識。 

2. 手作 DIY體驗: 邀請老師帶領學員以老二媽回娘家的路徑為

發想，備妥相關材料與工具，引導學員製作出有關老二媽

回娘家的相關文創產品，以展現社區文化特色。藉由各組

的發想，盡量以當地產物，進行手工 DIY製作，如桂花樹、

佛頭銀、老二媽的鳳冠、鳳披和大襖、老二媽的眼淚、大

魚池的記憶、知名景點、西屯老街、古早行業、沿途在地

美食與迎神賽會的臉譜、版畫等 DIY 體驗，讓學員了解社

區宗教文化與地方產業的關係，帶動產業創新及型塑文化

特色。 

3. 願景工作坊:透過願景工作坊的討論形式，讓學員藉由各組

輔導老師的引導，相互交流以及觀察所見所聞之社區事

務，以分組團隊之模式組織共同意見，針對老二媽回娘家

發想未來發展更具多元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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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計畫執行工作團隊成員與分工表 

 

名      稱 職  務 負  責  工  作 

區 長 陳寶雲 主任委員 督導辦理社造中心計畫 

副區長 洪靖欽 副主任委員 協助督導辦理社造中心計畫 

主任秘書嚴錦堂 計畫委員 協助督導辦理社造中心計畫 

人文課 

課長李千慧 
執行委員 綜理一區一特色計畫擬訂、送

審、相關活動規劃、執行、工作

協調、聯繫及訊息發佈等有關事

項。 
人文課 

承辦人黃于芳 
執行秘書 

民政課 

課長程公順 
執行委員 

擔任本區 109 年一區一特色推動

小組委員，協同推動本區一區一

特色相關計畫及活動。 

社會課 

課長廖怡雯 
執行委員 

公用及建設課 

課長吳明修 
執行委員 

會計室 

主任曾淑枝 
執行委員 

張昭友(輔導老師) 執行委員 工作執行與聯繫 

李世珍(輔導老師) 執行委員 工作執行與聯繫 

劉鎮燈(輔導老師) 執行委員 工作執行與聯繫 

官思瑩(輔導老師) 執行委員 工作執行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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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預定進度（以甘特圖表示預定執行進度）： 

 

工作項目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備註 

成 立 計 畫

推動小組 

 
        

社區講座   

 

      

手作 DIY 

 

  
 

      

願景    

工作坊 

 

  
 

      

成果    

發表會 

 

     
 

   

十一、效益 

(一) 成立一區一特色計畫推動小組，召開本區 109 年度一區一特色

計畫推動小組執行工作會議，可以有效整合一區一特色的相

關資源與任務分工，有利工作推展。 

(二) 結合社區講座辦理手作 DIY 及願景工作坊：召募當地青年學

子、社區志工和其他團體，增加學員對老二媽回娘家遶境活動

的周邊環境基本認識，並邀請專業師資以老二媽回娘家的路徑

為發想，引導學員製作出有關老二媽回娘家的相關文創產

品，以展現社區文化特色。藉由各組的發想，連結周邊相關

資源，進行手工 DIY 製作，如桂花樹、佛頭銀、老二媽的鳳

冠、鳳披和大襖、老二媽的眼淚等。並帶領學員一同探討老二

媽回娘家的文化特色內涵與未來發展願景的多元可能性。 

(三) 成果發表會：舉辦成果發表會，展現願景工作坊的成果，運

用動態與靜態的方式來呈現，透過各組意見發表對於老二媽

回娘家活動的建議，展現與分享本次活動之感想與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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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達成青年與老二媽回娘家的對話願景與理想。於109年10

月 31日(星期六)10時至 12時配合社造成果展辦理。 

十二、「老二媽-烈美堂」願景工作坊課程表 

項

次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講師 

 
08:45 
│ 

09:00 
報到 學員報到  

1 
09:00 
│ 

11:00 

老二媽省

親與丹慶

季媽祖會

故事緣由 

講述有關烈美堂老二媽的源流、典

故、丹慶季媽祖會的緣由與在地的關

係，也是西屯特有的宗教文化特色，

增進學員的瞭解。 

丹慶季媽 祖

會 

廖福龍理 事

長 

2 
11:10 
│ 

12:00 

願景工作

坊分組 1 

1. 以分組的方式，分別就社區文

化、生態環境、文創產業、宗廟

慶典、景點資源的挖掘，加以收

集與串連。 

2. 由老師引導學員的講解方式，啟

發學員對老二媽與相關景點的

基本認識與啟發創新思維。 

李世珍老師 

12:00─13:00 午餐 

3 
13:10 
│ 

14:00 

願景工作

坊分組2 

1. 一同探討老二媽省親故事的願

景與未來發展多元文創的可能

性。 

2. 烈美堂老二媽省親故事的願景

討論與意見回饋 

李世珍老師 

4 
14:10 
│ 

16:00 

願景工作

坊 手 作

DIY 

藉由各組的發想，連結周邊相關資

源，進行手工 DIY 製作，如桂花樹、

佛頭銀、老二媽的鳳冠、鳳披和大

襖、老二媽的眼淚或其他等，期能型

塑西屯在地文化特色與永續發展。 

手作 DIY 

張昭友老師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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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成果展片 

 
 

老二媽-烈美堂願景工作坊 願景工作坊手作 DIY 

 

 

成果發表會 成果發表會 

  

成果發表會 成果發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