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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和  社  區 

地理位置 

協和里昔稱為七張犂，今里內大部土地已闢為臺中工業區，本

社區位於西屯區西南方，包含部分東海大學，其北為福安里，東以筏

子溪中線與龍潭里相鄰，南為南屯區，西屬龍井區，昔稱七張犁，日

治時期改稱下七張犁，因與東北方北屯區的上七張犁對稱之，乃因墾

地面積三十五甲故得名(1 犁 5 甲)。幅員廣大，台中工業區亦屬於本

社區內，因台中工業區之故，社區被分隔成為三大區域，臨中山高速

公路之安和路段屬農業文化社區，中間大區域為台中工業區，工業

38路及順和 1-9街為新興集中型社區，台中工業區內僅有極少住戶，

96%以上住戶平均分屬其他二區，目前剩高速公路西南方小部分地區

尚從事農耕。本社區交通便利，中山高、中二高、高鐡站皆在附近，

鄰近有東海大學、弘光科大、靜宜大學、榮總、澄清醫院、都會公園

等等，生活機能完善。 
 

 

右圖：紅色線為本里行政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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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堡圖：協和社區 

 

 

 

 

 

 

 

 

航照圖:協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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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沿革 

位於西屯區西南方，其北為福安里，東以筏子溪中線與龍潭里相

鄰，南為南屯區，西屬臺中縣之龍井鄉，昔稱七張犁，日治時期改稱

下七張犁，因與東北方北屯區的上七張犁對稱之，名因墾成地積三十

五甲故得名(1 犁耕 5 甲)。協和國小及其分校、中區職訓中心、協和

圖書館位該里轄內，東海大學部分亦屬協和里範圍，里內大部土地已

闢為臺中工業區，儘剩高速公路西南方小部分地區尚從事農耕，啟聰

學校即位此部分之最南端與南屯區交界處。 

65 年以前，大肚山的山腰間有一條緃貫南北的台糖火車軌道(俗

稱五分仔路)，在當時蔗糖全盛時期，可以從台中市大雅區橫山里，

往南直駛至烏日糖廠，今民義堂(工業區四路 4 號)旁即為當時甘蔗搬

運站(俗稱黑台埕)，66 年台糖改用貨車運蔗，拆下沿線的鐵軌，走

入歷史。 

 

舊地名有 

下七張犁：整個協和里舊稱七張犁，地名因墾成地積 35 甲故得名，

又因與東北方北屯區的上七張犁對稱之，改為下七張犁。每一張

犁是指耕地 5 甲，漢人來墾時就以耕地的甲數來稱其庄名，八張

犁是指耕地40甲，七張犁是指耕地35甲。因北屯已有上七張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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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稱協和里為下七張犁。 

龜山：位今工業區 37、38 路附近，山坡地形看似像龜，故而得名。 

黑厝：位今協和里二鄰，今安和路張家祖廟，殿宇古色古香，建於光

緒年間，為內政部列三級之古蹟，據說祖廟原在水湳機場附近，

光緒年間遷至七張犁現址，祖廟內懸有清同治時立之「進士」匾，

清光緒時立「翰林」匾等古物。 

過境（景）：位於協和里三、四里，視乃圳道遇溪河截斷處，架在河

上用以通水的竹管，因當地設有此種通水竹管。 

瓦厝底：位今協和里七鄰，即安和路上張宅慶源堂，慶源堂為三合院

式建築，外有圍牆並建門樓，門樓額曰：「清河衍派」，為日治時

所建，外貌堂皇。 

部來：位今協和里五鄰，地名沿革待查考。 

賴厝底：位今協和里十一鄰，建有一賴姓祖厝，堂號「蓮峰堂」，清

嘉慶十八年創建，民國六十一年重建後改稱「臺灣賴姓大宗祠」，

居民多姓賴，改稱賴厝底。 

虎寮埔：位今協和里工業四路，協和民義堂及附近一帶，昔為一片廣

大墳場，其間搭有一草寮，存放無主屍骨即俗稱百姓公，可能常

有動物在此出沒，附近就稱這片墳場為虎寮埔。 

土地公腳：位今協和里四、五鄰處，建有福德祠，故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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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溪仔：位今協和里十鄰，當地灌溉圳水邊，故得名。  

下過溪仔：位今協和里八鄰，位置為過溪仔之南方，而得名。  

北邊坑：即今之東大溪，位於東海大學相鄰。 

大石坑：即今之南邊溪，位於台中工業區南側。 

廟前圳： 

水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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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本里共分為 22 鄰，戶數約 1822 戶，七張犛仔(安和路段)屬農業

文化社區，台中工業區及三十八路、順和路段屬新興社區(昔稱為龜

山)，人口數男約 2711 人，女約 2670，合計約 5381 人。社區組織有： 

1.協和社區發展協會：依規定定期召開理監事會議及會員大會，

並呈區公所報備，不定期辦理多項活動，如親職婦幼研習、健

康講座、績優社區參訪等。 

2.里辦公處。 

3.環保志工隊：每 2 週清掃社區 1次。 

4.協和國小、安和國中愛心志工隊。 

5.福和宮(土地公廟)管委會：運作正常，固定提供小學獎學金。 

6.協和圖書館 

7.台中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8.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 

9.教育單位：協和國小(安和路)及分校(工業區 38 路)、啟聰學

校、東海大學 

10.其他：台中市協和長青協會、順揚關懷協會、中國生產力中

心、金屬中心、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職訓中

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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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社區資源分析 

一、人：社區擁有胡琴達人顏昌平，木工老師翁秉、

張財登，廚師楊湘益、廖銀財，親職性平老師

─廖緩宙，書法達人張麗真，歌唱達人陳澄美，

品茗達人陳老師，中藥養生陳時英先生，張培

聰代書，理事長游斌生，總幹事陳靖益，美髮師陳慶惠，辦桌

師父等。 

二、文：福和宮土地公廟、張家祖廟、賴氏大宗祠、張宅慶源堂、民

義堂。 

三、地：協和圖書館、協和國小、協和國小分校、啟聰學校、東海大

學、安和國中、稻田。 

四、產：辦桌外燴、自助餐、素食店、美髮店、早餐店、超市及便利

商店、東南亞特色商店及餐飲店、工業區廠商、順天堂中藥、台

中酒廠、安蕊有機蔬菜、皎白筍田、國樂工作坊、茶行。 

五、景：中工公園、筏子溪、東大溪、南邊溪、順和 9街綠化步道、

協和圖書館老樹、張家祖廟、工商展覽館、東海大學。 

六、安：工業區派出所、協和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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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祖廟 

三級古蹟 

位於舊名下七張犁（今西

屯協和里一帶），原是祖籍福建

汀州府寧化石村的馬堂張氏後

裔所建的祠堂，堂號為清和堂。

為早期來台中張姓墾民奉祀入閩開基祖張文通公的宗祠。張文通於元

代末年，從江西翻越武夷山，入居閩江上源沙溪沿岸多山丘的谷地。

經過兩個多世紀的歲月，其後裔不斷地播遷，清初時已落居漳州府的

南靖、平和等縣境內，一部份向西南遷移至廣東沿海；有一部份更是

冒著海上的凶險，渡海來台。來台的張姓子孫分散各地，從大雅區橫

山地區、西屯區下七張犁、大肚山台地東麓及台中盆地邊緣地帶，皆

為其後裔在台灣中部的定居地，咸豐末年，下橫山的「謙興堂」成為

張氏族人的祠堂。從現有的族譜資料及張家祖廟的祭祖活動分為七個

陣會(現只存五個陣會)各在不同的日期舉行，即可推測張姓族人先祖

曾先後分批抵台，該廟之祭祖亦是由各陣會成員共同出資建成亡張姓

移民以務農鳥主，常在祭祖活動或娶餐結束後擲芰，決定下一年祭祖

時的正、副爐主及首事，實際上這是藉著「擲菱」來決定下一年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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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工作分配。張家祖廟前廳樑底有一錄事牌，此錄事牌上記有開工

屋完工時間，是研判本廟興建年代的最重要史料。 

同治 9年(西元 1870)，分佈在水尾仔、上牛埔仔、水堀頭、下七

張犁的張姓族人，租借上牛埔仔(今水湳機場內)的一戶民宅，將入閩

第一世祖文通公奉祀於內，俗稱「牛埔仔公廳」，並鳩資購買土地，

所收租穀，充作祭祖之用，清末因公廳不敷使用，遂有新建宗祠之議，

光緒 30 年(1904)第 16 世朝榮，集結族中代表壬子、松壽、佐台、鵬

飛、鳳儀、天輔等七人發起建屋奉祀，張姓成員共同出資興建張家祖

廟－發祥堂【大公廳】，每年農曆 8月 15 日透過定期舉行祭祖祭典

禮儀，強化族人之結合與團結，樹立一個典型之移民社會宗祠文化。 

張家祖廟為 2 進 2廊四護龍的四合院，前進門面宏敞，以三開間

之三川步廊形式起造，紅牆磚

面配合八卦竹節窗，外框磚雕

構成，古樸壯觀，廳堂內大木

結構多用硬山擱檁，兩廳前檐

廊及左右牆廊有雕飾彩繪的抬

樑結構，在內外廂院門(巷路門)

之屋頂均有高翹的燕尾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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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祖廟除提供祭祀祖先之用，配置有內外院，介乎民宅與廟宇之間

的古建築，反映出儒家思想、尊卑有序與風水之說，同時更展現台灣

早期農村大戶建築規模與其社會文化之空間組群的關係，頗富其歷史

文化價值，民國 85 年整修。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安和路 1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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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氏大宗祠 

安和路巷內 

賴家祖先於乾隆初年，自福

建漳州平和縣庵後來台，大

都分佈於南屯、彰化大村等

地，協和里賴家以其第十五

世祖賴敏為開基祖，賴敏(號

應健)於乾隆 41 年在龍井崙仔出生，乾隆 58 年遷居下七張犂，從事

土地開懇，並在今祖祠現址建房而居，同時南屯賴家已成地方望族，

同宗相持，懇務甚為順利，家聲益著。 

嘉慶 18 年賴敏籌建祖祠(連峰堂)，2 年完工，至此奉祠祖先，道光 2

年，在祖祠兩側增建房舍、糧倉數十間，時人稱讚為「白米狀元」，

可見其家道興盛，咸豐 5年賴敏去世，享年 81。 

民國 58 年，其族人賴竹根(留

日宗親)倡議重建祖祠，並捐

獻數百萬元，新建水泥建物，

至 61 年 9 月落成，改稱為「台

灣賴氏大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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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宅慶源堂 

 

位今安和路（協和里七鄰），為

三合院式建築，外有圍牆並建門

樓，門樓額曰：「清河衍派」，為

日治時所建，外貌堂皇，故得名。

尤其內圍牆採用許多日治時期

慣用之巴洛克泥塑裝飾,更讓古

厝有了與眾不同的味道，古厝面對著一片綠野，由於地處山麓，可遠

眺整個西屯區，可見當時勘地時之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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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義堂 

工業區未開發前，民義堂

(民義祠)周遭是一座佔地極

廣的墳場，據說在清朝即存在

了。民國 65 年以前曾是台糖

火車甘蔗搬運站(俗稱黑台

埕)，台糖小火車鐵軌沿線有

大小不一的墳場，以此處規模最大，面積約有十餘公頃。 

祠內藏納無主骨罈，祠邊有 2 棵高大茂盛的百年榕樹，80 年曾

發生火災，並沒有把榕樹燒死，除樹頭可見燒黑痕跡外，樹幹依然健

碩，每年中元普渡最為熱閙。 

在工業區二期徵收時，

本要拆除，據聞，當時測量

與拆除人員晚上都作惡夢，

拆除當天怪手靠近即熄火，

工人爬上屋頂滑下來，怪事

連連，因此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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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宮 

 

土地公廟(財神廟)，每年農曆 1

月底前至友宮進香交流，此乃福

和宮重要盛典，參與人數非常多，

101 年約有 20 輛遊覽車，約 800

人參與朝拜，熱閙非凡，另一重

頭戲則是中元節普渡，每年約有

300 桌次，本廟亦提供平安燈與

發財金，另為回饋鄉里，提供協

和國小分校獎助學金，鼓勵學童

認真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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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酒廠 

前身為創立於 1919 年日

治時代之民營大正製酒公司，

1922年經日本政府收歸官有，

隸屬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中

支局。1947 年 1 月規劃酒業

公司管轄，改稱第五酒工廠；

同年五月由台灣菸酒公賣局接管，易專賣為公賣，名為第五酒廠；1945

年台灣光復後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專賣局台中支局接管；次年專賣局

將產 銷業務劃分而直屬總局，改名台中酒廠；1957 年為便於識別，

遂冠以地區名稱，名為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台中酒廠。隨著都市計劃之

轉變，時代之變遷，原座落於南台中復興路鬧區之舊廠，不利發展，

乃於 1998 年 7 月搬遷至台中工業區新廠。2002 年 7 月改制為公司，

以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酒廠之名，沿用至今。 

為發揚酒文化，規劃成立酒文物館，蒐集與酒類有關資料、公賣局歷

年之產品和商標，仿古青銅酒器與仿古酒店「杏花村」引人思古幽情；

古今釀酒對照模型及文物，啟人省思；中國酒史與台中酒廠發展史之

照片圖表，令人讚嘆！酒文物館具知性、感性及文化性，開放民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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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參觀。 

台中市政府於 2001 年起，已將台中酒廠列為新興觀光據點，展

望未來，「觀光酒廠」的發展與定位已正式確立；寬廣的廠區，優美

的環境與鄰近的旅遊據點，將成就最大觀光效益，使企業與地方互蒙

其利，造就一個環保、科技與觀光價值兼具的製酒工廠。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業區 28 路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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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寶觀光工廠 

鞋品是伴隨我們成長、共甘苦、甚至浪跡天涯的夥伴，回顧台灣

鞋業發展的歷史，累積了深厚的文化資產，製鞋是一門融合廣泛知識

的工藝技術，流程可區分為楦型開發、面版製作、鞋面裁斷、車縫、

大底製作、結幫與貼底等主要步驟，流程中包含上百個工序緊密結合，

才能打造出一雙雙匠心獨具的作品。 

是國內唯一以台灣傳統製鞋業為主軸，並融合現代高科技創新設計與

研發技術，兼具教育、觀光、遊憩創意的歡樂園地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八路 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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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芯養生菜 

 

在植物工廠的封閉環

境中，利用人工控制日照、

溫度、濕度、養分、水分等，

模擬外界自然環境全天候地

量產，不受季節變化或天災

影響，故可產出不分季節的

蔬菜，工廠環境為潔淨室，工作人員皆需穿著無塵衣作業，故無蟲害

問題，毋需噴灑農藥，不需在葉面上灑水，所以生菌數低，硝酸鹽含

量低，蔬菜可免洗直接調理，節省時間、瓦斯、電費、水費等，是最

「新鮮」、「安全」、「無毒」的高品質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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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圖書館 

台中市西屯區公所本加

強便民服務，拉近城鄉文化

差距，提昇筏子溪以西、台

中港路以南近四萬區民之圖

書資訊服務為目的，在前任

里長賴源興先生大力協助下，

與當地居民取得共識，假已達百年屋齡之原里活動中心，於民國八十

九年九月三十日，正式改建為－協和圖書館。館舍面積 57 坪，目前

藏書量約為 8,200 冊。成立之初，蒙台中市文化局協助輔導，使本

館得於民國九十年五月十六日起，正式與台中市文化局及各區圖書館

連線，提供民眾更完善便捷之圖書資訊服務。 

西屯區協和圖書館原為協和里百年老屋，當初是里民活動中心，

傳統的土角厝建築饒富古意與農村特色。民國 98年獲教育部補助120

萬和文化局的 52 萬，進行空間改善與設備更新工程。為彰顯協和圖

書館傳統木造建築之美，特意拆除制式的天花板，露出原建築屋頂的

原木樑架，使原空間之壓迫感趕頓時獲得紓解，同時打掉不透光的邊

牆，改以通透性佳的大片玻璃，讓原本狹小的空間頓時明朗清爽。使



 

 21 

得原有的舊建築又充滿了生命力，又是一個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好例

子。 

為社區型圖書館，雖小但實用，旁邊附設有閱覽室，設有空調系

統，提供學子溫書最佳場所。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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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 

高聳的路思易教堂在校園的

任何角落都可看見，可說是東海

人的中心寄託，就算只在教堂外

也令人感覺到來自心靈身處的安

定感。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座落於

東海大學的活動中心與教學區之間之碧草如茵的廣大草皮上，路思義

教堂是東海大學最負盛名的建築師貝聿銘所設計，外觀由四片面組合，

採用琉璃瓦舖蓋而成，具有弧形線條的風帆屋頂，於屋脊分開，構成

一線形天窗。整棟設計運用力學支撐，沒有一根柱子作為支架，反而

看似樑柱該存在的地

方卻擺上了大片玻璃，

優雅的線條在力與美

之間散發出一種令人

嘆為觀止的氣氛。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18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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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公園 

工業區38路及順

和 1-9 街居民常去公

園，福和宮亦座落於

此，內有部分健身遊

戲設施，為糼童與年

長者最常去的地方。 

 

因位於台中工業區內，星期六日常有外勞聚集，喝酒聊天喧嘩，

製造垃圾，甚是不妥，造成社區居民在六日甚少到此，是社區與工業

區廠商、政府三者需要再努力改善的地方。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38 路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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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社區老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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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子溪 

筏子溪名稱的由來︰ 

(1)據說筏子溪以前風光明

媚,經常有人在此垂釣,

以竹筏為水上往來之交

通工具,故稱為筏子溪。 

(2)早期筏子溪上沒有橋樑，根據鄉親父老追溯說，當年要去犁頭店

（現今南屯附近），必須坐竹筏渡溪，所以才把這條河稱為「筏

子溪」。 

筏子溪發源於台中縣大雅鄉橫山圳排水，屬平地河川。流域範圍

北以大甲溪為界，西臨大肚山台地， 東接麻園頭溪，由北而南，彙

集各平地逕流、葫蘆墩圳等農田排水及大度山區各山溝、野溪之水， 

流經台中縣市都會區經集泉橋於烏日鄉匯入烏溪。其全流域支流包括

筏子溪上游的大雅排水、十三寮排水， 主流的林厝排水、港尾子溪

排水、普濟坑排水、內新莊子溪排水、山仔腳排水以及劉厝排水，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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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約 21.3 公里，流域面積 132.6 平方公里。流域依地形特性概可分

為大肚山台地及台中盆地兩大區域， 高台地面積約佔全流域之1/3。 

本流域土地多屬農業區，惟近年來隨台中縣市都會發展，流域上

游中小型工業發展迅速。早期農作物以水稻為主，蔬菜次之，其他作

物有甘藷、玉蜀黍、花生、冬季主要以油麻菜為大宗。大肚山台地則

多種植甘蔗、雜作、相思樹造林或作墓地使用，流域內現有數條重要

交通建設沿筏子溪而行， 包括中山高速公路、中彰快速道路、台灣

高速鐵路預定路線以及未來之台中市都會區大眾捷運路線。 台地上

並有大台中工業區、東海大學、台中都會公園、成功嶺、榮民總醫院、

澄清醫院、台中南屯垃圾焚化廠等重要地標。 

目前台中市區內所有河川，祇剩「筏子溪」是唯一的一條水污染

程度較輕的河川，但近年隨著西畔工業區的開發，「水堀頭」一帶高

都市化的發展及因它的支流潮洋溪、惠來溪等都在市區內，加上來自

它的發源地台中縣神岡一帶的鄉鎮發展，如果政府未妥為規畫，這條

溪遲早要步上其它溪流的命運，成為都市

的污水排水溝。 

筏子溪是台中地區農業發展史中最

重要的一條河川，地方誌中先民在台中最



 

 27 

早的墾殖地馬龍潭（今天的龍潭里），就是在筏子溪畔，而農業時代，

主要的農村都是倚著這條溪流的兩旁而建，這條溪流目前尚有無數的

引水道和水閘，由此可以膫解它在農業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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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工業區 

為臺灣中部的一個大型工業區，隸屬經濟部工業局管理，位於台中市

西郊大肚山台地東側，為了促進中部地區的發展，並配合十大建設中

兩項重大工程-南北高速公路和台中港的興建，因此政府在大肚山麓

開闢了台中工業區，北臨東海大學與台灣大道，南鄰台中市精密機械

科技創新園區。工業區內目前計有1048家工廠，從業員工數約40,000

人，年產值約新台幣 3,299 億元。新進駐廠商大都屬高科技產業，如：

光電、電子與精密機械…等等，已逐漸從傳統行業中轉向高科技工業

邁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與台中世貿中心亦設立於此。 

本工業區開發面積共 581 公頃，分三期開發：  

• 第一期：62 年至 66 年，開發面積為 169 公頃 

• 第二期：66 年至 70 年，開發面積為 232 公頃 

• 第三期：72 年至 76 年，開發面積為 180 公頃 

• 目前廠商有：1048 家 

食品及飲料製造業: 69 家 

    紡織業: 12 家  

    成衣、服飾品及其他紡織製品製造業: 18 家  

    木竹製品製造業: 3 家  

    傢俱及裝設品製造業: 12 家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25 家  

    印刷及其輔助業: 28 家  

    化學材料製造業: 15 家  

    化學製品製造業: 35 家  

    橡膠製品製造業: 6 家  

    塑膠製品製造業: 92 家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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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基本工業: 16 家  

    金屬製品製造業: 164 家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224 家  

    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92 家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51 家  

    精密機械製造業: 17 家  

    雜項工業製品製造業: 62 家  

    其他非製造業: 90 家  

 

工業區內重要研究單位: 

•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創新育成中心 

• 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 

•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臺中區域研發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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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琴達人 

 

顏昌平老師精通胡琴、二

胡等相關樂器的製作與琴

藝，並得到檢定證明，現

受邀請其擔任社區開班授

課老師，積極推廣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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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台中世貿中心：它成立於民國七十九年，目前已是中部地區最重要的

商品展示場所。 

 

東海商圈：位於東海大學周邊，雖然大部分地區已跨界到台中縣龍井

鄉，但卻是造訪東海不可或缺的景點。店家多聚集在國際街周圍，

以學生消費為主體， 

 

東海藝術街:位於龍井區藝術街，東海商圈對面，聚集了精緻的咖啡

和餐廳，林蔭磚道，頗有歐洲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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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一)社區報：因台中工業區之故，社區被分隔成為三大區域，臨

中山高速公路之安和路段屬農業文化社區，中間大區域為台

中工業區，工業 38 路及順和 1-9 街為新興集中型社區，台

中工業區內僅有極少住戶，95%以上住戶平均分屬其他二區，

雖屬同一社區，但因為中間被廣大的工業區隔開，緃使辦理

活動，例如里辦之中秋晚會等各類型里民活動，亦需個別各

辦理一場，另安和路之協和國小距離工業 38 路之住宅區較

遠，交通不便，故於工業 38 路另設立協和國小分校，以利

小學生就讀，國中部分，社區與安和國中亦爭取學生專車每

日各 2班次，共 4班次往返接送學生上下學，地理環境因素

導致二區域的里民互動極少，更不用說是資訊與文化的交流

與互動；縱使住同一區域，居民也因日常工作關係，對社區

大小事亦是知之不多或不詳，而社區內之協和圖書館所辦理

之各項活動，亦因為缺少宣導管道，或資訊流通管道有限，

社區民眾知道時已逾時而錯失參與機會，其他如政令宣導、

活動訊息、新知宣導等等各類活動資訊亦如是，雖然現今網

路已普及，但並不是大家都可以或都會用此資源，而本社區

60 歲以上有 712 人(在籍)，故社區報的創建是迫切需要，社

區報是反映地方事物的重要媒介，不止反饋議題，提供社區

民眾更易獲取多元資訊，易凝聚社區歸屬感，也記錄在地文

化，間接促進地方發展。  

(二)友善社區：社區因身處台中工業區內，工業區 38 路商店住宅

區內外勞眾多，居住在本社區最少有 500 人以上(透過人力

管理顧問公司統計)，社區中越泰菲印等國小吃店與商家超

過 15 家以上，假日外勞少有去處與休閒活動， 大多在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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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各個公共區域，如公園綠蔭涼亭等地，喝酒吃東西聊天，

造成吵閙喧嘩、髒亂製造等情事發生，並限縮居民公共活動

空間，加上生活習性差異、言語溝通不良等，造成社區居民

對外勞產生諸多不滿，但相對於新住民或其他外國人，「外

勞」友善交流與友善環境仍有極大的改善空間，如何強化彼

此的信任與來往，進而達到全面友善環境目的，將社區轉化

為多元文化地球村。 

(三)環保二胡創製：低碳節能環保己是目前生活實踐重點，結合

在地特文化資源-手工環保二胡，二胡既是傳統國樂需要學

習傳承，二胡製作技藝更必須有所傳承，社區二胡班 2位成

員與老師經過一年多的研究與研習，終於完成環保二胡(非

椰子胡)，利用廢棄木材，如木製衣架、各類傢俱桌椅、裝

潢廢料等，撿取可用之木材，作為琴桿、底坐，再以廢棄鐡

罐做為音筒，完成二胡，效果很好，音質不輸給傳統二胡，

而且做出來的環保二胡都是獨一無二，讓民眾體認手工創作

與傳統藝術結合的樂趣，增進里民情感，提昇音樂藝術的素

養與精神，透過二胡樂器演奏並發揚傳統國樂，美化社區生

活，培訓優秀技藝人才，增進社區藝文風氣，兼顧環保與手

工文化技藝傳承，並希望未來轉化成為社區特色產業。 

(四)紙藝文創：104 年 2 月起發展紙藝文創產業探索，激起許多

民眾的興趣，並己有初步成果，透過社會局與育成中心的補

助與輔導，己確立發展方向-復健療癒與藝術創作二大方向，

105 年起進入設計創作，希望將社區帶入產業發展階段。 

(五)多元文化教育休閒區：另外順和九街長約 1 公里步道是重要

的綠帶，目前僅止於環境維護，缺乏整體規劃設計，原因是

人力與經費的支援，希望未來可逐步完成，將其規劃成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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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休閒、展演、生態教育的特色區。 

(六)長者關懷：社區長者關懷仍需加強，亦未成立長青協會等類

似團體，目前本社區長者休閒多集中在全家便利商店或中工

公園，該地周邊車多危險，實需另有適當休閒空間，加上旁

邊協和國小分校上下學接送車輛出入更形擁塞、不便與危險，

實有改善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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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簡表 

資源類別 說明 社區資源 

歷史文化資源 

老厝 

 1.張家祖廟 

 2.賴氐大宗祠 

 3.協和圖書館 

 4.協和圖書館旁公廟 

 5.張氐慶源堂 

 6.民義祠 

土角厝 
 1.安和路協和圖書館公廟旁民宅(百年歷史) 

 2.協和里水尾巷民宅(土角厝) 

藝術文化資源 傳統藝術團隊 

 1.二胡班 

 2.福和宮旗隊、神驕班、鼓陣 

 3.協興宮藝陣、三太子 

產業美食資源 啤酒廠、小吃、草仔粿

 1.台中酒廠 

 2.草仔粿 

 3.日祥生機飲食 

 4.映興電子公司植物工廠(水耕 LED 燈有機蔬菜)

 5.餐廰：餐飲麵食 

 6.東南亞特色商店及小吃店(工業區 38 路) 

 7.東海夜市 

水資源 溪流 

 1.筏子溪 

 2.東大溪 

 3.南邊溪 

 4.稻田灌溉圳溝 

農村產業 

稻米 安和路段農田 

皎白筍 安和路段每年 7-10 月 

蕃薯 安和路段農田 

自然生態資源 老樹 

 1.協和圖書館前老樹 1株 

 2.公廟旁老樹 1株 

 3.民義堂老樹 2株 

 4.筏子溪自然生態 

 5.順和 9街原生種相思樹林 

 6.東海大學相思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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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資源 田園、景觀 

 1.安和路段稻海 

 2.東海大學教堂、文理大道(綠蔭道)、東海農場

 3.東海夜市 

 4.台中酒廠 

 5.鞋寶觀光工廠 

 6.八卦窯 

 7.茷子溪及自行車道 

地方節慶 土地公進香遶境 
 1.福和宮進香遶境(每年 2月份) 

 2.民義堂、福和宮中元普渡(百桌以上) 

社區內團體 

與組織 

團體與組織 

 1.台中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2.中國力生產中心 

 3.環保志工隊 

 4.順揚關懷協會 

 5.福和宮管委會 

 6.金屬中心、自行車中心、塑膠中心 

 7.里辦公室 

 8.台中市協和長青協會 

教育單位 

 1.協和國小及其分校 

 2.啟聰學校 

 3.台中職訓中心 

 4.安和國中 

 5.東海大學 

人的資源 

或其他 

特殊專長或技藝之人

才 

 1.顏昌平：胡琴二胡製造演奏、二弦類樂器製造

 2.翁秉：洞蕭製作演奏、木工 

 3.廖緩宙：性平親子教育、圖書資訊(弘光講師)

 4.陳靖益：圖書資訊管理、志工管理、閱讀推廣

 5.張財登：裝潢、木工 

 6.程西明：水電、二胡 

 7.楊湘益、廖銀財：廚師 

 8.陳慶惠：美髮師、園藝 

 9.李黃靜惠：舞蹈 

10.賴坤宗：防身術 

11.吳啟海：廚具更換修理 

12.吳亭儀：鋼琴、笛 

13.吳宣旻：大提琴 

14.程憶茹：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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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耆老 

1.張清錦：協和長青協會理事長 

2.賴源興；前里長 

3.張培聰：協和社區發展協會前理事長/代書 

4.林河清：協和社區發展協會前理事長 

5.游斌生：協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6.林國璋：福和宮主委 

7.林正男：福和宮總幹事 

8.徐西平：前福和宮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