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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萬華文化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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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萬華文化嘉年華-加蚋文化節』

1.辦理日期：98年4月7～9日（農曆3月12～14日）（星期二、三、四）。 

2.辦理地點：楊聖廟前廣場（萬華區東園街154巷39號）

3.活動內容：

（1）98年4月7日（星期二）加蚋保儀大夫遶境祈福活動，上午11時30分集

合，12時出發，神明遶境祈福活動在下午5時30分左右結束。

（2）98年4月8日（星期三）晚上7～9時開幕晚會藝文活動（楊聖廟前廣場舉

辦，邀請表演團體）。

（3）98年4月9日（星期四）晚上7～9時閉幕晚會藝文活動。（地點同上）

（4）98年4月8～9日（星期三～四）兩天下午2時至5時以社區表演節目、市政

及稅務宣導為主，97年4月8日（星期三）下午17時00分在楊聖前廣場舉辦挽

豆芽菜比賽；開幕晚會辦理豆芽菜大餐饗宴。

（5）98年4月8日及9日下午6時舉行農漁產品特賣，提振地方經濟。

（6）98年4月8日及9日晚間8時邀請原住民表演團體（泰雅薪傳藝術團、新世

紀文化藝術團）參與演出。

（7）98年4月9日下午邀請視覺障礙表演團體-啄木鳥樂團為民眾帶來愉快的夏

日午后時光。

（8）98年4月9日晚間邀請肢體障礙表演團體-樂扶協會帶來精采的輪飆舞。

（9）楊聖廟前寶興街62至67號停車格及公車停靠站設置公益及當地產業攤位

展示。

4.參與人數：每日約1000人次參與。

5.活動效益：

（1）發展本區藝文、文化及產業特色為主軸，活動內容包括傳統廟會遶境、

社區表演節目、國內外演鼓或舞蹈等演出、臺北服飾文化館結合大理服飾商

圈走秀、地方產業展現、臺北各產銷公司展出等，透過辦理活動達到聚集人

潮，藉以展現臺北市政府在萬華地區的建設投資成果。

（2）納入傳統宗教民俗、學校社團、體育、教育、產業、新移民及原住民等

藝術表演團體，讓更多民眾了解原住民、客家及新移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表演

藝術，展現傳統文化與現代藝術的交流。為結合地方產業資源，促進社區互

動，打造促進文化、教育、經濟及觀光發展的目標邁進。

（3）神明遶境祈福踩街在活動行銷上著重於歷史源流及象徵意義，並邀請全

臺各大小廟宇陣頭共襄盛舉，而所經之處民眾亦爭相以香回拜，感激神明遶

境為加蚋地區祈福。

（3）活動邀請弱勢團體（視覺障礙-啄木鳥樂團，肢體障礙-輪飆舞）參與演

出，提供身心障礙者表演舞臺，展現萬華區扶持弱勢決心。

6.與97年度的比較：

（1）本年度強調族群融合，活動結合客家、新移民、原住民及社區藝文表演

團體之表演。

（2）在去年邀請肢體障礙團體表演輪飆舞獲得地方好評、本年度更進一步增

加弱勢團體的表演平臺，邀請到視覺障礙表演團體-啄木鳥樂團演出，除肯

定視障樂團堅持以專業自謀生計之努力外，亦提供艋舺鄉親美妙的音樂響

宴。

（3）首次在南萬華展現結合青山宮八將與臺北服飾文化館前駐館設計師吳亮

儀所設計的國服演出，將萬華的寺廟元素與服飾文化完美結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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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動結合南萬華地區特有的豆芽文化，藉由挽豆芽比賽及豆芽美食饗宴

凝聚地方意識，成為加蚋地區特有之活動。

（5）邀請社區藝文團隊參與活動演出，加深區民對加蚋文化節的參與感與認

同度。

（5）經由保儀大夫遶境活動，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凝聚地方意識並藉

由陣頭遶境吸引國內外觀光客參訪萬華。

（6）邀請臺北市立交響樂銅管五重奏參與演出，推廣文化在巷子活動。

（7）邀請原民會娜魯灣商場參與地位產業攤位，推廣區內原住民商場。

（8）邀請國稅局、稅捐處、健康服務中心共同參與市政、租稅、健康宣導有

獎徵答，讓重要市政、節能減碳、稅務及健康常識能深植民心，落實宣導成

效。

「2009萬華文化嘉年華-加蚋文化節」表演節目單

活動時間：4月8日及4月9日下午14時至21時

活動地點：楊聖廟（東園街154巷39號）

日期 時間 表演名稱 表演單位
表演
人數

聯絡人

4月7日 11:30-17:00 保儀大夫遶境 萬華區加蚋地區 　

4月8日

14:00-14:05 熱情恰恰(快感舞蹈) 銘德里 12 邱榮麗

14:05-14:15    最後一夜 華中里流行舞 12 邱榮麗

14:15-14:20 河邊春夢(華爾姿) 銘德里 10 邱榮麗 

14:20-14:45 市政宣導有獎徵答 　 　

14:45-15:00 祝福的律動 新雪拉比托兒所(寶興園) 16 孝德里

15:00-16:00 卡拉ok歡唱 開放各里現場自由報名 　

16:00-16:30 市政宣導有獎徵答 　 　

16:30-17:00 卡拉ok歡唱 開放各里現場自由報名 　

17:00-17:30 挽豆芽比賽 東西園次分區每里5名 取前5名

17:30-18:00 農漁產特賣 　 　

18:00-19:00 中場休息 　 　

日期 時間 表演名稱 表演單位
表演
人數

聯絡人

4月8日

19:00-19:05 開場式-鼓陣 　 慶和館

19:05-19:15 長官、貴賓致詞 　 　

19:15-19:20 蒙古、祥獅獻瑞 慶和館 　

19:20-19:25 客家小調、鬧五更 壽德里吉祥客家歌唱班 8 戴福祥

19:25-19:30 有趣嗎？森巴 華中里拉丁舞班 10 邱榮麗

19:30-19:35 請你來鼻香（請你來聞香） 壽德里吉祥客家歌唱班 7
戴福祥
陳月娥

19:35-19:40 寶來塢 華中里拉丁舞班 12 邱榮麗

19:40-19:50 數羊、與你共舞 慈悲祥和 18 陳淑拎

19:50-20:05 茉莉花、小叮噹、卡農、萍聚 黃老師音樂坊(直笛表演) 14 黃老師

20:05-20:25 祖靈大地舞、歌唱、泰雅勇士舞 泰雅薪傳藝術團
吳廷宏
(北原山貓)

20:25-20:35 夏威夷之舞 榮德里綜合舞蹈班 9 榮德里

20:35-20:45 拉丁風情 萬華社區大學-健康塑身爵士舞 6 陳凱怡

20:45-20:55 新移民表演 　 8 黎小姐

20:55-21:10 服飾走秀 　 7 吳老師

4月9日

14:00-14:30 用心聆聽 視障表演團體-啄木鳥樂團 4 張育豪

14:30-15:00 市政宣導有獎徵答 　 　

15:00-17:00 卡拉ok歡唱 開放各里現場自由報名 　

17:00-17:30 市政宣導有獎徵答 　 　

17:30-18:00 農漁產特賣 　 　 　

18:00-19:00 中場休息 　 　 　

18:50-19:00 長官、貴賓致詞 　 　 　

19:00-19:30 銅管五重奏 臺北市立交響樂 7 　

19:30-19:40 愛你的只有一個我 榮德里綜合舞蹈班 9 榮德里

19:40-19:50 三月裡的溫柔(山地舞蹈) 銘德里 10 邱榮麗

19:50-20:00 你是我的花朵 榮德里綜合舞蹈班 9 榮德里

20:00-20:20 鬥舞、高山青魅力動舞 新世紀文化藝術團 　 利珍．
妮卡兒

20:20-20:30 韻律表演 興德里韻律舞 9 張麗華

20:30-20:45
魅力四射 萬華社區大學-MV流行舞蹈 8 唐曉芬

印度哇哇 萬華社區大學-中東肚皮舞 10 陳淑玲

20:45-21:00 輪飆舞 國際輪飆舞邱老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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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神明遶境

神明遶境與居民回拜 挽豆芽比賽頒獎

青山宮八將與國服 祥獅獻瑞

 

 

    

 

    

 

    

豆芽美食饗宴挽豆芽比賽 
 

客家小調 新移民表演

原住民表演-泰雅薪傳藝術團新移民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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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表演-新世紀文化藝術團 輪飆舞

社區藝文-寶來坞 社區藝文─愛你的只有一個我

卡拉ok歡唱 學校表演-直笛演奏

 

 

    

 

     

 

 

     

幼兒表演-祝福的律動 租稅宣導有獎徵答

萬華社大-拉丁風情 萬華社大-魅力四射

萬華社大-印度哇哇 啄木鳥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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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徽區旗行銷 服飾走秀

臺北市立交響樂-銅管五重奏 農漁產特賣

『2009萬華文化嘉年華－西門文化節』

1.辦理日期：98年10月16日(星期五)至98年10月18日(星期日)

2.活動地點：西門紅樓北廣場

3.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萬華區里長聯誼會、臺北市萬華區改善民

俗實踐會、臺北市萬華區各級學校、西門徒步區街區發展促進

會、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臺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萬華區清潔隊、聯維有限電視公司、醒吾技術

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艋舺龍山寺、台北

天后宮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

4.計畫緣起及目的：

萬華文化嘉年華自2005年辦理開始，持續引領萬華朝向國際文化教育、經

濟、觀光之目標邁進。歷年來萬華文化嘉年華活動舉辦皆秉持著繼往開來的

文化傳承精神，強調以在地為本的活動宗旨，發揚萬華地區豐沛多元的藝術

文化並深耕萬華產業及宗教寺廟傳統特色。

2006年區公所積極辦理萬華文化嘉年華－「加蚋文化節」、「艋舺文化節」

以及「青山文化節」的三大艋舺代表性活動，以民俗、體育、教育、宗教、

產業及國際表演藝術，創造百萬人潮熱烈參與，更循文化傳承及發揚目標完

成「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結盟創舉。

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再次延續姊妹市結盟意涵，以「一府二鹿三艋舺」為

主軸，呈現別具文化特色的地方特產市集，遵循活動宗旨，建立精緻產業文

化，邀請遠道的姊妹市表演團隊及府城鹿港特色店家前來，達成地方文化推

廣交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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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以促進國際文化交流、整合社區文化資產、成功行銷

萬華區獨有之特色、呈現本區優質教育成果、提升區民文化水準、帶動當地

繁榮商機，並提供市民優質休閒環境，凝聚區民情感，帶動地方民俗文化、

體育風氣及打造觀光重鎮，創造國際都市風貌等重點發展計畫而努力。

2009年萬華文化嘉年華－西門文化節，今年規劃以「傳承萬華」及「歌舞西

門」為主軸，前者表現在表演節目來自萬華在地的文化特色，或來自技藝、

或來自藝術、或來自美學的展現，後者則取西門町的多元活力特色，這些特

點或來自於秀場、或來自青少年、或來自各種創意文化，呈現萬華之風采、

風俗、美食、藝文、古蹟、文化，團結地方力量，致力呈現地方古老與時尚

交錯的特色，讓大家發現不一樣的新「萬華」。

5.活動主題：西門起藝－驚豔萬華

6.活動概念：具數百年歷史的艋舺，廟堂文化極具特色，此次活動以地方

傳統藝術及傳統元素，演繹數百年歷史與廟堂文化之美的「艋舺」，結合

年輕時尚秀及在地團隊的演出，以現代文化節形式呈現，加上活動、遊戲、

食、衣、住、行、媒宣造勢，以文化參訪、文化表演活動，呈現萬華之風

采、風俗、美食、藝文、古蹟、文化，團結地方力量，致力呈現地方古老與

時尚交錯的特色，讓大家發現不一樣的新「萬華」。

7.活動主題設計：

(1)巡遊艋舺－文史導覽三輪車古蹟巡禮

艋舺是臺北市的起源，也是臺灣最具特色的歷史街區之一，萬華地區經過都

市更新、文化資產保存，展現出新的發展契機，呈現萬華地區特有的歷史人

文風貌。

今年準備了六輛的文史導覽三輪車，繞行西門紅樓至剝皮寮，沿途欣賞萬華

的美麗景點及近年都市更新的建設成果。

(2)一府二鹿三艋舺情比姊妹深再續盟約

「一府、二鹿、三艋舺」是台灣400年來最早開發的三個城區，能夠在400年

後締結為台灣三大文化姊妹城，意義不凡。2006年府城、鹿港、艋舺首度締

結姊妹市盟約；2007及2008年艋舺文化節再次延續姊妹市結盟意涵，以「一

府二鹿三艋舺」為主軸，呈現別具文化特色的地方特產市集；2009年將再度

邀請遠道而來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姊妹市表演團隊，使全國民眾一起分享台灣

的古都新風華，達成地方及國際文化推廣交流之目的。

(3)萬華「趣遊碗」搶先曝光

西門町將擁有專屬文化創意商品了！預定今年聖誕節上市的＜來碗西門町

＞、＜來碗艋舺＞青花瓷碗邀請大家作伙來西門町及萬華遊玩，草圖搶先於

10月16日開始的2009西門文化節曝光。

(4)魅力萬華－鼓舞人心

為了帶給萬華多樣化的音樂與節奏饗宴，特邀請在地歌手演唱懷舊歌曲，一

同在歌聲中回味台灣的經典與文化，讓西門紅樓重現西門大歌廳的美好時光

場景。另邀請臺灣鼓舞藝術表演團隊的演出，展現他們的拿手絕活，震撼演

出，節目的豐富性將讓所有觀眾絕對不虛此行。

(5)萬華之歌RAP版

開幕當天發表萬華之歌RAP版，在2008年配合申請健康城市認證而創作了台

語 版「萬華之歌」，亦將小城故事歌詞改為萬華故事，而成了「萬華之歌」

國語版，為了讓萬華這個城市更趨年輕化，藉由鼓勵年輕人創作意念，結合

台北位於西門町 青少年多元藝術空間的團隊，創作RAP版之萬華之歌，讓年

輕人們可以朗朗上口，加深萬華在新世代的活力印象。讓西門成為年輕人的

創意天堂，更可以將萬華之 歌推向國際，讓國際友人也能參與其中。我們

也邀請到本區體育會的運動舞蹈委員會為我們帶來精采的表演。

(6)復古賞衣會

已有50年發展歷史的「艋舺服飾商圈」，是臺灣最早的成衣銷售商圈發源

地，透過復古賞衣會走秀，呈現萬華的『傳統商圈，經營升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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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電影的商業藝術

這次西門文化節選擇三部與西門町有關的電影，邀請製作傳統電影看板師父

中的佼佼者簡錫欽師父，用看板的畫法重新設計「王哥柳哥遊台灣」、「雲

飄飄」及「戀戀風塵」三部電影看板，以海報的尺寸繪製，作為這次西門文

化節重要的象徵，是我們向曾經輝煌的電影文化致敬，也希望能留下這些文

化財讓後人學習欣賞，這三張看板極具收藏價值，均有一代大師簡錫欽的親

筆簽名，還有無比豐盛的電影記憶。

(8)萬華教育博覽會

為展現萬華區教育文化的深度，以學校為主體、教育為導向，呈現資源整合

的教育博覽會活動；讓學校主動走出校門，展現教育成果，主要目的希望萬

華鄉親有信心將子弟交給萬華在地學校教導。西門國小的弦樂，老松國小的

山地歌舞，萬大國小的走秀，雙園國中的舞翼飛揚，南海實幼的超級旋風，

華江國小及大理國小的扯鈴，龍山國小及東園國小的舞秀，西園國小的踢毽

子，新和國小的太鼓，光仁國小的二胡及鑼鼓，萬華國中的天籟美聲及直笛

演奏，龍山國中的吉他演奏，福星國小的音樂班弦樂合奏…學校同學們踴躍

的表現優秀才藝，讓社區認同，讓家長肯定，進而共同營造萬華社區愛鄉愛

校的情懷，建立教育的優質品牌。

(9)萬華舞起來及傳統及現代樂團表演

遊萬華社區大學帶來的熱鬧動感肚皮舞、佛朗明歌舞及爵士舞，讓萬華的民

眾一起熱情飆舞，舞動身心健康。透過這次動感舞蹈，不只讓民眾認識、接

觸舞蹈藝術，也拉近民眾與舞蹈的距離，為萬華社區舞動生命、注入活力。

邀請陶笛、二胡及混障綜藝團的傳統表演，和現代樂團的演出，代表萬華有

著傳統及現代豐富融合的饗宴。

(10)文化特色產業展示

民俗攤位、地方傳統特色產品、農特產品及傳統手工藝販售與免費教學，吸

引多數民眾參與選購。尤以「古山園旅社的艋舺花街四十二招折棉被」最為

大家所注目。

(11)大家來看戲－「木瓜姊妹花」 

描寫跑歌舞野台秀的社會底層人物間所發展出來至情、至性的感人故事，激

發民眾對在地生活與傳統文化的懷念，為艋舺文化節畫下感動的句點。

8.視覺設計與妝點：

會場舞台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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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路燈旗

導覽手冊

邀請函

活動節目單

三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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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活動執行

活動第一天：10/16(五)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表演單位

14:00-14:05 開場表演 太鼓

14:05-14:10 主持人開場  

14:10-14:20
區長致詞
西門文化節～上菜囉！

萌系美少女+萬華區區長

14:20-14:25 西門起藝英雄帖 萬華區區長、府城貴賓、鹿港貴賓

14:25-14:35 發表萬華之歌Rap版  

14:35-14:45 媒體聯訪  

準  備  中

19:00-19:05 主持人開場

19:05-19:10 戰鼓擂鳴 鼓舞藝術表演團

19:10-19:20 長官/貴賓致詞及頒贈感謝狀
財團法人艋舺龍山寺、台北天后宮、西門徒步
區街區發展促進會、臺南市安平區公所、彰化
縣鹿港鎮公所

19:20-19:25 西門起藝．擂戰鼓 區長、府城及鹿港長官代表共擊鼓續盟

19:25-19:40 手繪電影看板義賣 王哥柳哥遊台灣、雲飄飄及戀戀風塵

19:40-20:00 發表萬華之歌RAP版 台北青少年多元藝術空間發展促進會

20:00-20:15
1.山之喚
2.點將令

府城團隊-十鼓擊樂團

20:15-20:30
1.火棍舞-聯合公園What I’ve Done
2.官將首-漁村風情

鹿港團隊-鹿港高中民俗舞蹈團

20:30-20:45

萬華之舞
1 森巴 2.恰恰3.倫巴
4.安可曲捷舞
5.華爾茲（最後一夜）
6.探戈

萬華區體育會運動舞蹈委員會
林易辰& 林易酉
郭書誠&李若琦
劉伴和&許玉芬
黃俊榮&陳玲玲
潘平和&周淑禎

20:45-21:10 凱達格蘭舞團-緣起．艋舺 傌儷芭里文化藝術團

活動第二天：10/17(六)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表演單位

14:00-14:05 主持人開場

14:05-14:20 西門國小★弦樂飄飄

14:20-14:25 臺北市政府 長官代表致詞

14:25-14:30 萬華區公所 王區長鴻裕致詞

14:30-14:45

教育博覽會

老松國小★山地歌舞動西門

14:45-14:50 萬大國小★super model

14:50-15:05 雙園國中★晨練、舞翼飛揚

15:05-15:15 南海實幼★超級旋風

15:15-15:30 華江國小★(1)旋轉舞鈴上雲霄 (2)快樂扯鈴趣

15:30-15:35 龍山國小★愛無赦

15:35-15:50 東園國小★戰舞

15:50-16:00 老松國小★武承萬華、藝傳老松

16:00-16:10 西園國小★瑞毽程祥

16:10-16:20 新和國小★火力太鼓

16:20-16:25 大理國小★扯鈴-飛躍舞羚羊

16:25-16:35 光仁國小★二胡重奏-賽馬、豐收鑼鼓

16:35-16:45 萬華國中★天賴美聲-直笛演奏

16:45-17:10
福星國小★音樂班絃樂合奏（臺灣民謠桃花鄉、
神隱少女配樂-生命之名）

準  備  中

19:00-19:30 艋舺服飾與髮藝走秀 吳亮儀老師團隊＆名留國際美髮連鎖集團

19:30-19:45

西門大歌廳
－懷舊金曲之夜

國語歌曲－吳萍康

19:45-20:00 國語歌曲－茱麗

20:00-20:15 東洋歌曲－葉志梅

20:15-20:30 西洋歌曲－鄒文涵

20:30-20:45 台語歌曲－莊璦

20:45-21:00 台語歌曲－周鄭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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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第三天：10/18(日)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4:00-14:15 

萬華社區大學文藝表演

萬華社大爵士舞

14:15-14:30 萬華社大佛朗明哥舞

14:30-14:45 萬華社大肚皮舞

14:45-15:00 萬華社大陶笛

15:00-15:15 
傳統表演

二胡

15:15-15:45 混障綜藝團

15:45-16:25 

現代樂團表演

樂團-Fullcount

16:25-17:00 樂團-冬令進補

17:00-17:30 樂團-安妮朵拉

準  備  中

19:00-21:00 
日新威秀影城贈獎活動

星光電影－木瓜姐妹花

10.精采活動照片集錦

活動開場表演－太鼓

區長及長官致詞

發表萬華之歌RAP版

媒體聯訪

戰鼓擂鳴－鼓舞藝術表演團

擂戰鼓：區長、府城及鹿港長官代表共擊鼓續盟

西門起藝英雄帖－萬華區區長、府城貴賓、鹿港貴賓

手繪電影看板義賣
府城團隊－十鼓擊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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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團隊－鹿港高中民俗舞蹈團

官將首-漁村風情

萬華之舞－萬華區體育會運動舞蹈委員會

火棍舞-聯合公園What I’ve Don

萬華之歌RAP版正式發表＆萬華精神國畫秀

凱達格蘭舞團－
緣起．艋舺-傌儷芭里文化藝術團

萬華之歌RAP版正式發表＆萬華精神國畫秀

西門國小－弦樂飄飄

老松國小－山地歌舞動西門

老松國小－武承萬華、藝傳老松

萬大國小－SUPER MODEL

雙園國中－晨練、舞藝飛揚

南海實幼－超級旋風

華江國小－旋轉無鈴上雲霄-快樂扯鈴趣

東園國小－戰舞

萬華教育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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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園國小－瑞毽程祥

新和國小－火力太鼓

大理國小－扯鈴-飛躍舞羚羊

光仁國小－二胡重奏-賽馬、豐收鑼鼓

萬華國中－天籟美聲-直笛演奏

福星國小－音樂班弦樂合奏-台灣
民謠、神隱少女配樂～生命之名

艋舺服飾與髮藝走秀展

吳萍康老師獻唱經典國語歌曲

茱麗老師獻唱經典國語歌曲

葉志梅老師及萬華社大
學生獻唱經典東洋歌曲

鄒文涵老師及萬華社大學生獻唱經典西洋歌曲

周鄭裕老師及學生獻唱經典台語歌

周鄭裕老師及學生獻唱經典台語歌

西門大歌廳－懷舊金曲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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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社區大學－文藝表演

佛朗明哥舞

肚皮舞

陶笛

二胡

混障綜藝團

混障綜藝團

Fullcount樂團
曲風以Punk為主，演出內容皆為原創作品

樂團表演

冬令進補樂團
台北市98年第一期街頭藝人，成立於2005
年的聖誕節，幾個高中同學為了可以在畢
業舞會表演而臨時組的樂團，沒想到又都
考上了位於臺北的學校，所以就延續了的
夢想～玩音樂並且唱歌給大家聽，這是一
件快樂的事情。到了2008年年底，樂團加
入新的音樂元素，來了一把帶有俏皮旋
律的電吉他，而他們也有了明確的定位，
玩的是城市民謠！來自鄉下的我們，在台
北城裡開始創作、寫歌，寫他們的記憶也
寫我們的青春熱情，要用音樂帶給大家快
樂，和一顆平靜的心。

安妮朵拉樂團
彈著吉他的三個人，用純粹美好的木吉他
音色，唱著屬於自己的歌，歌曲內容描寫
生活中的小細縫、人群週遭、人生一路上
的風景，用心感受生活、享受人生中的點
點滴滴，是他們在音樂路上體會到最重要
的事。曲風以清爽舒服的民謠為基調，亦
有拉丁爵士、搖滾風格的作品。曾獲得
2008年簡單生活節入選音樂、演出團體、
Lee guitars指彈大賽創作組台灣區冠軍、
2008年華研創作大賽作曲組佳作、小草地
音樂節表演樂團、98年台灣原創音樂大獎
佳作等肯定。 

星光電影－木瓜姊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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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猜嬤:地方文史工作者

天順青草參藥行：創新型態青草業者

古山園：創新經營老旅社

東暉國際多媒體公司：
在地電影公司

日新威秀影城：武昌街電影業者

莽葛拾遺

來碗艋舺：趣遊碗

參展攤位照片集錦

11.效益分析

文史導覽自行車的觀光賣點：未來從西門紅樓至剝皮寮老街此段的文史導覽

自行車路線可持續再推動，並再進一步思考如何將區史展示中心、龍山寺等

兩景點予以納入；且自行車通過或駐足解說之沿線路段，除因考量其行走路

面的平整安全性外，需上下騎樓或人行道處(諸如中華路、家樂福、老松國

小東側等)應事先作好銜接之滑坡道；試辦期間，有鑑於欲排隊報名者眾多，

故未來導覽車輛數與趟數可再編列經費予以增加。期待此一活動，可提報市

萬華希望教室－手工藝品與傳統創新藝術

其他創意市集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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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並極力協調各單位，在未來有朝一日，可以轉變成常態化，以利銜接北萬

華西門町與中萬華艋舺，進而帶動萬華區的觀光賣點。

地方文藝團體之串連：有鑑於萬華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文化創作者、藝術

表演者、社(福)工、慈善機構、社區營造、社會教育、耆老、知名店家負責

人、老店後代傳人等在地之寶，未來除藉由區公所每年一度之地方文化節舉

辦之機緣來整合外，未來應由公所出面，建立「地方之寶人才庫」，並廣邀

參與公所或市府所舉辦之各項地方性活動，藉此來讓大家有合作交流之機會

外，也能帶動萬華未來整體發展之地方動能，與各項文化節舉辦時之地方人

才的有效整合與串聯。

地方文化創意伴手禮的開發：本次西門文化節，無論是「來碗艋舺或西門町

趣遊碗」、或簡老師的「手繪電影看板海報」等創發，極具創意與地方文化

色彩，深獲好評。故建議區公所未來無論在發包有關地方文化節、體育節表

演、鄰里長聯誼活動、里長出國考察、區史展示中心、健康城市、區政宣傳

等案子，可多開列有關地方文化創意商品（伴手禮）之研發與開創此依工作

需求。藉此除可深耕活絡萬華本地文創工作者外，更可延續本年度西門文化

節因「趣遊碗、手繪電影看板海報」等創意伴手禮所帶來之各界好評。

剝皮寮地方資源：有鑑於我們萬華剝皮寮歷經七年整修工程開幕後所帶來之

觀光可與人潮（平均一天約有四千人參訪），建議公所民政課可向市府相關

單位爭取預算，編列有關區內各級學校、里長、鄰長、社區發展協會、社福

機構等單位，到此剝皮寮參訪的文史解說與聯誼交流之經費。藉此來讓萬華

區境內之居民更認同在地文化與未來可期之區政發展遠景。

古山園旅館折棉被的媒體效應：每年由公所主導舉辦之南萬華加蚋仔、中萬

華艋舺、北萬華西門町等地方文化節，如都能像此次藉由發覺「古山園旅館

折棉被」的地方特色，以獲得民眾關注與媒體之青睞，則對於地方文化節各

項活動之展開能見度，有非常大的助益。

「2010萬華文化嘉年華-加蚋文化節」

1.活動時間：99年4月24、25日（星期六、日）下午2時至9時

2.活動地點：華中河濱公園（華中橋下廣場）

3.主（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

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萬華區清潔隊、財政部

臺北市國稅局萬華稽徵所、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臺北市政府消隊局

萬華中隊、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萬華區里長聯誼會暨各里辦公處、

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臺北漁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畜產運銷股

份有限公司、香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聯維有線電視公司

4.活動意義：延續民俗祭典（保儀大夫祈福遶境）活動、推廣南萬華地方文

史、農漁特產美食上菜、提供社區社團表演平台、傳統戲曲等凝聚社區居民

情感及社區意識；並結合花博會社會參與初演暨競賽活動及人口政策宣導以

選拔優秀團體至花博會場表演及關懷長者及新移民之宣導。

5.活動特色簡述：

(一)保留南萬華地區「保儀大夫遶境祈福」傳統特色民俗活動。

(二)加蚋文化節首次辦理9年後再度移師華中橋下辦理。

(三)花博會社會參與表演活動初演及競賽，本次共計邀請21組社區團隊13組

專業團隊，10位手工藝老師參與表演並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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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邀請臺北農產、臺北漁產及地區香里食品有限公司嘉惠鄉親，辦理農漁

產特賣活動。

(五)結合人口政策推廣活動，針對老年及新移民規劃適當活動。（老化體

驗闖關活動、本區豪景大酒店異國美食饗宴活動、懷念金曲及異國服飾走

秀）。

(六)關懷弱勢，邀請原住民、客家、新移民及肢體障礙表演團體參與演出，

增進族群融合。

(七)會場設有稅務、治安、交通、健康等社教宣導活動，另外提供體適能、

血壓檢測等現場為民眾免費服務。

(八)本活動地方聯維有線電視全程拍攝。

6. 參加人數：約3,000人

壹、計畫緣起及目的

一、緣起

「加蚋」為凱達格蘭平埔族gara譯音，為沼澤地之意，加蚋地區位於台北市

的西南角，日治中期劃分東園町和西園町（大約以現在的東園街為分界）；

二次大戰後，合併東園町和西園町兩行政單位，稱雙園區；民國79年臺北市

重新調整「區」的行政單位，雙園區劃入萬華區。

加蚋的土質浮鬆而肥沃，適合栽種花木、竹林、果蔬，尤以薰茶用的茉莉

花、黃枝花最為聞名。昔日栽種沒有農藥，蟲害嚴重，一百多年前臺北盆地

農民盛傳請「保儀大夫」在農田遶境可以消除蟲害，各村莊爭相邀請保儀大

夫遶境，而有一年神像遶加蚋境後一場大雨，害蟲都銷聲匿跡了，故每年農

曆三月十二日的保儀大夫遶境活動，成為南萬華加蚋地區的重要民俗慶典，

本所於9年前配合辦理基層藝文活動「加蚋文化節」，共襄盛舉。

二、目的

延續民俗祭典（保儀大夫祈福遶境）活動、推廣南萬華地方文史、農漁特產

美食上菜、提供社區社團表演平台、傳統戲曲等凝聚社區居民情感及社區意

識；並結合花博會社會參與初演暨競賽活動及人口政策宣導，以選拔優秀團

體至花博會場表演及關懷長者及新移民之宣導。

三、辦理日期及地點

本次活動為第9屆「加蚋文化節」，適逢今年市府推廣「2010臺北國際花卉

博覽會」，結合「社區藝文共一堂 全民鼓舞迎花博」之花博初演及競賽暨

「疼惜家中寶貝-從心關懷長者及新移民」人口政策宣導活動辦理。

1.辦理日期：99年4月24～25日（農曆3月11～12日）（六～日）

2.辦理地點：華中河濱公園（華中橋下廣場）。 

四、活動特色

（一）保留南萬華地區特色活動「保儀大夫」及各地宗廟陣頭遶境祈福民俗

傳統，而本年度遶境隊伍更是80年來首度遶至堤外，對於地球日益暖化，祈

求地方免於水患或缺水有重大意義。

（二）本次加蚋文化節為9年前首次辦理以來再次移師華中橋下可顯示淡水河

活化之具體成果已獲地方肯定。

（三）本年度活動結合花博社會參與初演及競賽活動，豐富活動內容，計有

21組社區團隊、13組專業團隊及10位手工藝老師參與。本次活動邀請區內五

所學校老師針對各團隊評分，評分標準：展現花博綠色生活精神之創意30%、

團隊默契25%、表現流暢性25%、時間掌控度10%、團員參與熱忱10%。在激烈

的競爭中評出前三名，但團隊們表演都非常優異，覺得入圍即是榮譽，本年

度西門文化節更邀請雖未獲獎，但表現優異的團隊前來表演。

（四）邀請臺北農產、臺北漁產及地區香里食品有限公司嘉惠鄉親，辦理農漁

產特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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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合民政局人口政策推廣活動，針對老年及新移民規劃適合的活動

（邀請知名老歌星吳靜嫻演唱懷念金曲、邀請豪景大酒店辦理新移民特色菜

餚品嘗之異國美食饗宴），並辦理老化體驗活動，讓民眾能以同理心面對老

化，而適時對年長者施以援手，促進社會和諧。

（六）為增加客家及身心障礙者參與活動，邀請吉祥如意演藝坊表演客家小

調、歌舞，另邀請樂扶社會服務協會表演輪飆舞。

（七）本次配合宣導單位之警察局萬華分局、交通警察大隊、消防局萬華中

隊、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國稅局萬華稽徵所、稅捐處萬華分處等對於活動

人潮之聚集多所助益，攤位前長長的人龍總是久久不散。

（八）活動由本區地方聯維有線電視公司全程拍攝，開閉幕晚會以三機拍攝，

白天的活動亦出動二機拍攝。

(九) 參加人數約3,000人

貳、宣導方式

一、向觀光傳播局申請臺北畫刊活動訊息刊登。

二、向觀光傳播局申請將活動訊息大篇幅登載捷運報Upaper。

三、於活動前二週、前一週、前三天、前一天分別發布新聞稿，增加活動曝

光度。

三、製作海報、A4單張DM及節目單張貼本市各區公所、本區各里辦公處。

四、地方有線電視公司活動前一週以跑馬燈字幕宣傳活動訊息。

五、於活動會場周圍插掛直布旗，引導民眾入場。

參、活動內容

一、開幕晚會

活動當日晚間7點，市長親臨活動現場參與開幕式，欣賞十鼓擊樂團-台

北團之表演與享用豪景大酒店之異國美食上菜等，現場人山人海，好不熱

鬧。

二、原住民、新移民、客家及弱勢族群參與

為落實區內各族群平等，本活動特別邀請社區團隊、原住民、新移民、客家

及弱勢等各族群參與表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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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市長致詞 十鼓樂團開幕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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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博初演暨競賽活動

本次參與花博初演表演團隊計社區團隊21團、專業團隊13團，合計34團及10

位手工藝教學老師。依性質分為舞蹈類、音樂類、其他類及手工藝類。

活動安排以4月24日為人口政策宣導活動為主，花博初演及加蚋元素為輔；4

月25日則花博初演活動及加蚋元素融合編排，本次吸引不少優秀團隊參與演

出。

特色團隊包含：十鼓擊樂團-台北團、黑門山上的劇團、榮德里綜合舞蹈班

等，茲將前述團隊介紹如下：

十鼓擊樂團-台北團

「十鼓擊樂團」成立於2000年，三次入選文建會獎助優秀表演藝術團隊，足

跡遍及全台，名聲更是享譽國際，『傳創台灣本土文化，發揚鼓樂藝術薪

傳』是成立樂團之最大發展目標。而「十鼓」的涵義是延續創辦人創團精

神，「十」字代表兩支鼓棒交疊一起，賦予鼓術更大的生命力，同時也象徵

十鼓匯集十方的能量，共同凝聚一股團結的力量。樂團目前除了從事藝術演

出之外，近年來對音樂藝術創作及鼓術教育推廣不遺餘力，今年2010年1月

初，十鼓擊樂團更入圍第五十二屆葛萊美獎 最佳傳統世界音樂專輯提名，

為台灣爭光。

「芳和鼓樂團」成立於92年5月，團員畢業後進入「十鼓台北台北團」繼續習

鼓，團員年齡16-22歲，平均鼓齡八年多，演出逾百場；2007-2009連續3年

在全國鼓藝薪傳大賽中獲得個人、雙人、小組、團體等多項冠軍。推廣鼓術

運動的腳步由南往北部地區邁進，藉由這些青少年組成的樂團，讓現代青少

年有另一種不同的休閒娛樂，期待共同建立一個屬於台灣本土音樂文化的鼓

樂之島。

「十鼓擊樂團台北團」曾於本區2009年「西門文化節」時受臺南市安平區公

所邀請代表臺南市之表演，而本年度更將代表萬華至花博會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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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門山上的劇團

此劇團為設立於本區之現代劇劇團，由一群熱愛戲劇的本科系學生所組成，

成立之初，即將本劇團定位在從事生命追尋的藝術創作。目前的核心成員，

包含了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文化大學三所院校之戲劇科

系的畢業生及在校生。從1996年演出《眼神》開始，平均每年兩齣全新製

作，迄今已30餘齣。《醫院風雲之我的右腿》、《美味ㄩˋ便當》、《豆漿

大王》三齣戲，更獲選參加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舉辦，基層巡演及校園

巡演。93、95、96年更獲得文建會評選為「優良扶植團隊」

針對本次活動以中正萬華區榮民較多的特性編排了『花園』這齣劇，以老人

家的青春為題，探討時空背景造成老人家的過去和現在。

 

ၨۑᝐ᳛ቻ٢ಡ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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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德里綜合舞蹈班

榮德里綜合舞蹈班成立於97年，是由里內熱愛舞蹈的女士們共同組成，由莊

月芳老師擔任指導教學，以小李子帶老佛爺參觀舞蹈比賽為題設計結合戲劇

及多樣舞蹈（佛朗明歌舞、流行熱舞、麥克傑克森式舞、印度舞及民族舞蹈

等）方式演出，非常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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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博初演暨競賽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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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體驗營 

體驗營規劃「工作區」、「有吃有玩」、「上街購物」、「我是誰」、「我

的生活」等5個關卡，吸引大批民眾參與，闖關結束並請闖關者記錄心情寫

真，留下深刻的回憶，藉由活動體驗長輩在生理

 ᧪ӆ◩◧ಡቻᏵۑ ᧪ӆ◩◧ಡቻᏵۑ

異國美食饗宴

邀請本區豪景大酒店設計烹調包括泰國、越南、印尼、緬甸、印度等多國料

理，有涼拌青木瓜、生春捲、月亮蝦餅、涼拌牛肉、椒麻雞、咖哩烤雞翅及

印度奶茶等30餘種菜肴，吸引數百民眾嚐鮮，體驗不國家的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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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歌演唱

邀請吳靜嫻老師獨秀30分鐘，演唱多首國語老歌，有「夜來香」、「人生就

是戲」、「滿場飛」等多首膾炙人口的經典老歌，頓時時光彷彿倒流至60年

代，吳老師與現場民眾親切互動，做即興的有獎徵答、贈送光碟等，讓參與

民眾留下燦爛滿足的笑容。

 ߎ᭐ׁኳҬᆡۑᱟ⁒ݤ ߎᩴმᆡۑᱟ⁒ݤ

 

異國服裝走秀

經由邀請臺北市本區獨有之「臺北服飾文化館」前駐館設計師吳亮儀老師

帶領專業模特兒穿著多國傳統服裝走秀，有巴西、西班牙、日本、越南、泰

國、新加坡、韓國及中國等，現場有如萬國博覽會並凝聚現場民眾目光，氣

氛High到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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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宣導及服務

（一）宣導攤位

1、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治安及防詐騙宣導

2、消防局萬華中隊：防火及用電安全宣導

3、警察局交通大隊：交通安全宣導

4、國稅局及稅捐稽徵處：稅務宣導

5、萬華健康服務中心：健康城市及戒菸宣導

⒵᧮ᡕᗘӀצ ፱⒵᧮Ѫ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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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攤位

1、西園醫院：設置簡易救護站，並提供體適能、血壓檢測等現場為民眾免費

服務。

2、就業服務中心：就業媒合

3、農漁產運銷、娜魯灣商場及香里食品公司：提供在地優質農漁畜產品。

本次活動感謝各參與單位戮力配合，吸引人潮湧入攤位，活動現場人滿為

患。

ႷᅤੁҤӟߙᗒỉ ᕼຽᏦ۬ڳᳺᱸ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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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蚋及保儀大夫遶境

南萬華加蚋地區早期為沼澤地，普植茉莉花及麻竹筍，另豆芽菜也是本區為

產地大宗，為展現加蚋活力，特別於本次會場佈置茉莉花，並循例辦理挽豆

芽比賽，而保儀大夫遶境更為加蚋文化節活動之高潮。

活動效益

一、保留保儀大夫神明遶境祈福之優良民俗傳統。

二、增進區民情感及社區交流。

三、透過競賽增加活動之精采度及各團隊切磋舞藝。

四、拔擢優秀表演團隊至「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會場表演。

Ᏽ݇ᡭ൛ዺૡ ࢧ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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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邀請專業團隊至活動表演增加區民藝文氣息。

六、邀請區內各機關至活動宣導，傳遞市政、稅務、警政、交通、消防、健

康等資訊給民眾，加深民眾市政參與。

 2010加蚋文化節-「社區藝文共一堂 全民鼓舞迎花博」暨

「疼惜家中寶貝-從心關懷長者及新移民」人口政策宣導活動節目表

日期 時間 節目名稱 攤位區

4月24日
(六)

14:00-14:10 長官及來賓致詞

1.老化體驗-龍山老人
  服務中心（下午）
2.萬華希望教室
  成果展（晚上）
3.地方產業攤位
4.市政宣導

※晚間7時15分有豪景大
酒店的「異國美食饗宴」

14:10-14:20 1.蓬瀛曲集-迎春曲、金門頌

14:20-14:40 2.黑門山上的劇團-花園

14:40-15:40
3.十鼓擊樂團-台北團(芳和鼓樂團)
澳洲巡演行前音樂會

15:40-15:50 4.保德太極拳隊

15:50-16:00 5.瓏山合氣道場

16:00-16:20
6.Rubato陶笛音樂藝術樂團-
                     陶笛萬花筒

16:20-16:40 7.台北崑曲研習社-花繁濃豔想容顏

16:40-17:00 8.傌儷芭里文化藝術團

17:00-17:10 挽豆芽比賽

17:10-17:20 農漁產特賣

17:20-19:00 籌備中

19:00-19:10 十鼓擊樂團-開幕

19:10-19:20 長官及來賓致詞

19:20-19:25 萬華之歌RAP版

19:25-19:30 聯維卡拉ok優勝者獻藝

19:30-19:40 越南舞蹈:上香寺祈福印尼舞蹈:BENGAWAN SOLO (梭羅河畔)

19:40-20:10 老歌演唱-吳靜嫻老師

20:10-20:30 9.臺灣管樂團

20:30-20:50 異國風情服飾走秀

20:50-21:10 輪飆舞

※特別推薦：
1.十鼓擊樂團-台北團澳洲巡演行前音樂會（4月24日14:40-15:40）
2.老歌演唱-吳靜嫻老師（4月24日 19:40-20:10）
3.「社區藝文共一堂 全民鼓舞迎花博」舞蹈類競賽（4月25日 14:00-17:10）
4.爵士樂之夜（4月25日20:00-21:00）
5.農漁畜產特賣會（4月24日及25日下午不定時）
6.老化體驗活動（4月24日14:00-17:00攤位區）
7.手工藝教學活動（4月25日14:00-17:00 19:00-21:00攤位區）

2010加蚋文化節-「社區藝文共一堂 全民鼓舞迎花博」暨

「疼惜家中寶貝-從心關懷長者及新移民」人口政策宣導活動節目表

日期 時間 節目名稱 攤位區

4月25日
(日)

14:00-14:10 長官及來賓致詞

1.手工藝教學
（下午）
★禾光花苑  
★紙藝何啟泉老師  
★仁德里手工皂班  
★比比兒童美術室  
★羊毛氈  

2.手工藝教學
（晚上）  
★MP皂教學  
★手織毛線圍巾  
★透明壓克力雕刻  
★立體紙繡  
★胸花DIY

3.地方產業攤位

4.市政宣導

14:10-14:15 1.富福里健康操班-願嫁漢家郎

14:15-14:25
2 . 國 際 排 舞 協 會 萬 華 分 會 - 飛 上 青 天 、
Badinfluence

14:25-14:35 3.李雙琴舞蹈社-花舞精靈鬧花博

14:35-14:45 4.小咪舞工坊-春滿花開

14:45-14:55 5.台灣新日本舞踊舞蹈協會-日本舞踊組曲

14:55-15:00 市政宣導有獎徵答

15:00-15:10 6.慈悲祥和-高山青

15:10-15:20 7.興德里韻律舞班-花樂組曲

15:20-15:26 8.萬華長青舞蹈班-與花共舞

15:26-15:31 9.華中里排舞班-花與蝴蝶

15:31-15:41 10.華中里舞蹈班-花之魅力百分百

15:41-15:50 農漁產特賣

15:50-16:00 11.米亞舞蹈團-帶刺的沙漠之花

16:00-16:07 12.榮德里綜合舞蹈班-海洋之歌

16:07-16:16 13.韻雅舞蹈藝術中心-花之舞踊

16:16-16:26 14.邱榮麗舞蹈班-十分鐘的戀愛

16:26-16:35
15.銘德現代流行舞-三月裡的溫柔、大家歡樂
及同船共渡

16:35-16:40 市政宣導有獎徵答

16:40-16:50 16.萬華社區大學-花漾年華

16:50-17:00 17.頂碩社區發展協會-花”藝”盎然跳排舞

17:00-17:10 18.DP舞社-玩美

17:10-17:20 19.Emotional Machine

17:20-17:30 20.OMA舞團

17:30-17:40 農漁產特賣

17:40-19:00 籌備中

19:00-19:10 長官及來賓致詞

19:10-19:25 吉祥如意坊-天鵝舞相親、問卜、大家來乾一杯 

19:25-19:30 區樹票選結果有獎徵答

19:30-19:50 21.台北打擊樂團

19:50-20:00 22.哪吒陣頭劇坊

20.00-20:10 花博舞蹈類頒獎

20:10-20:30 23.薩克斯風樂集

20:30-20:50 24.奧尼斯爵士樂團

20:50-21:10 25.台北爵士大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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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維護

活動期間為響應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活動零垃圾」政策之推行，活動

現場設置足量垃圾桶、資源回收箱，活動期間每日由環保局萬華區清潔隊青

年分隊現場維護，並將垃圾集中後由區內清潔分隊於會後即刻清運垃圾，以

維護區內環境之清潔。

與98年度活動之比較

一、本次活動為加蚋文化節9年後再次於華中河濱公園舉辦，因華中河濱公園

夜間活動人口較少，相較於楊聖廟或廣照宮而言，對於活動辦理人潮之聚集

為一大挑戰。

二、活動結合花博初演暨人口政策宣導活動共同辦理，豐富表演內容及活動

聚焦吸引人潮。

三、各單位戮力配合，本年度參與宣導單位均提供不錯之宣導品，吸引民眾

參與活動意願。

四、保儀大夫遶境祈福陣頭首次遶到堤外，保佑全區平安。

五、因花博初演團隊之加入，首次於活動中嚐試放入京韻大鼓、崑劇、現代

劇的融入，觀眾反應均佳。

六、本次活動融入花博舞蹈類競賽，各表演舞蹈團隊均全力以赴，使得活動

精采萬分。

七、配合人口政策宣導活動之老化體驗營，以親身體驗的方式，讓社會大眾

能以同理心關心長者。

八、活動加入手工藝教學，讓參與的民眾能現場製作並帶回成品，頗受好

評。

活動場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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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次活動為擴大參與，結合基層藝文活動「加蚋文化節」、「花博初演」及

人口政策宣導活動辦理，規劃適合各個年齡層的表演，並透過服裝走秀及美

食饗宴等，體驗異國的文化，並進而包容多元文化，年輕人參與老化的體驗

活動，親身感受器官老化造成生活不便，進而從心關懷周遭的長者。這次活

動所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正面的，並深植在每個人心中。另本次活動辦理

地點為華中河濱公園，因位處邊陲，人潮不易聚集，透過有效行銷宣導、專

業團體的表演串聯及各有特色的宣導攤位，成功匯集人潮，為活化華中河濱

公園跨出一大步。

直布旗.海報.背板樣式

2010萬華文化嘉年華-西門文化節 

1.活動時間：99年9月24日（五）晚間7時至9時、9月25日至26日（六-日）下

午2時至晚間8時30分

2.活動地點：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康定路19號）

3.主（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萬華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萬華中

隊、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萬華區清潔隊、財政部

臺北市國稅局萬華稽徵所、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臺北市萬華區健康

服務中心、西園醫院、臺灣電力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臺北市萬華兒童

福利服務中心、臺北市萬華社區大學、聯維有線電視、萬華區里長聯誼會暨

各里辦公處、萬華區改善民俗實踐會、萬華區各級學校、財團法人台北市艋

舺龍山寺、台北天后宮、臺北市西門徒步區街區發展促進會、台北多元藝術

空間青少年發展促進會、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澤慈善基金會、上海老天祿、蜂

大咖啡、三吉外賣、in89豪華數位影城、豪景大酒店、大順大飯店、清順五

金行、國賓大戲院、千琪運動廣場、台北城人文茶坊、便所主題餐廳、捷絲

旅、破銅爛鐵

4.活動意義：連繫「一府二鹿二艋舺集集在一起」城鄉交流城鎮情誼、將人

潮自西門町主街區延伸至電影主題公園，歷史建物週邊廣場再利用，安排老

少皆宜的活動行銷萬華，設計西門尋寶闖通關活動，讓民眾更認識西門町，

活絡地方經濟。

5.活動特色簡述：

(1)『一府二鹿三艋舺集集』在一起續盟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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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門尋寶闖通關活動。

(3)以萬華為主題之創作表演。

(4)萬華各級學校成果展現之「萬華教育博覽會」。

(5)安排受青少年喜愛之活動。

(6)行銷花博。

(7)行銷區花－白牡丹。

(8)手工藝教學。

(9)推展本區特色「臺北服飾文化館」之創意設計。

(10)結合本府文化局街頭藝人嘉年華活動。

6.活動效益：

(1)活絡西門商圈及電影主題公園。

(2)推廣本區藝文、青少年文化及產業特色為主軸，活動內容包括特色商店介

紹、各級學校動靜態成果展示、客家表演團體及弱勢團體演出、手工藝教學

等，透過辦理活動達到聚集人潮，為結合地方產業資源，促進社區互動，打

造促進文化、教育、經濟及觀光發展的目標邁進。

(3)活動安排「一區一特色」以「西門尋闖通關」活動讓民眾持手冊至西門町

集章戳（尋寶），藉以讓民眾更認識西門町。

(4)邀請專業團隊至活動表演增加區民藝文氣息。

(5)邀請各機關至活動宣導，傳遞市政、環保、節水、節電、稅務、警政、交

通、消防、健康等資訊給民眾，加深民眾市政參與。

7.參加人數：約3,500人

壹、計畫緣起及目的

一、緣起

「西門町」指的是東起中華路、西至康定路、南至成都路、北至漢口街之間

的區域。它的形成源自於日據時期殖民者在此建造了專屬於自己的歌舞休憩

區。所謂的「町」，代表工商業區的意思。歷史與現代的交錯，造就青少年

文化與過去歷史空間並置的人文景觀，一點也沒有減少專屬此區域的美麗與

哀愁，西門町一直是台北市最重要的娛樂商業重鎮之一。

而本次辦理活動地點-「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座落於台北市萬華區武昌

街與康定路口，原址為日據時代昭和九年（西元1934年）成立之「台灣瓦斯

株式會社」。民國90年完成公園簡易綠化，台北市煤氣有限公司於閒置34年

之後終於變身為西門町最大一塊的公園綠地，興建宗旨不但要保存舊時煤氣

公司廠房、煙囪、煉焦爐等設施之歷史建物，讓老建築得以再利用，創造一

個藝術文化與周邊電影、咖啡文化、青少年文化結合的大型休憩性空間。

西門町為北萬華最熱鬧的地區，本次活動即以「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之場

地，配合西門町店家，期提供民眾正當休閒藝文活動，並活絡電影主題公園

及西門町商圈。

二、目的

西門文化節辦理主題在於「行銷萬華」，尤其是西門町是臺灣有名的商圈，

但大部份的人卻不知道西門町是在萬華區，西門町等於是讓外人對於萬華有

個了解的入口，衷心期待萬華文化嘉年華能成為萬華代表性活動，讓不管是

在地的居民或是外地的遊客都能感受萬華的古樸、新穎、親切和友善而愛上

萬華。

三、辦理日期及地點

1.辦理日期：99年9月24～26日（五～日）

2.辦理地點：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康定路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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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特色

1.延續自2005年起本所與臺南市安平區公所、彰化縣鹿港鎮公所之「一府二

鹿三艋舺」深厚優良結盟情誼，本年度新增南投縣集集鎮公所新伙伴，形成

「一府二鹿三艋舺集集在一起」之永續合作聯盟。經由結盟互訪學習，本所

和臺南市安平區公所今年同時榮獲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第二屆政府服

務品質獎（第一線服務機關類）殊榮、鹿港鎮公所入選100年環保署優質環

保示範區的前10名、南投縣集集鎮優良的農特產更是全省聞名，四城鎮的結

盟將形成良性學習循環促進四城鎮的優質進步。

2.本年度首次與西門町店家合作，推出「西門尋寶闖通關」活動，讓民眾持

活動手冊至各店家蓋章戳10枚後至活動大會服務臺兌換紀念品，增進民眾對

西門町的認識與促進商圈繁榮，並將西門町人潮帶至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活絡電影主題公園。

3.本次活動安排以萬華為主題，邀請公共澡堂、樂扶協會及榮德里綜合舞蹈

班針對萬華創作表演。公共澡堂以重新編曲演唱結合萬華之歌臺語版及Rap

版、樂扶協會以萬華之歌Rap版編舞表演了獨一舞二的萬華之歌，該團隊對

於萬華之歌也產生感情，更希望該團隊之表演能錄影以行銷萬華，而榮德里

綜合舞蹈班莊月芳老師以巡遊萬華為題創作的「艋舺戲舞」不但展現艋舺龍

山寺的莊嚴、西門町的熱鬧、電影「艋舺」的兄弟情誼，最後以壞事不可做

為結尾，讓觀眾和臺上同遊了艋舺一回。

4.萬華各級學校的優質「教育嘉年華」是王區長鴻裕一向支持與推廣的，一

般學校是默默做，但不為人知，王區長認為，萬華學校的好，要讓大家知

道！因此自2005年辦理第一屆萬華文化嘉年華起，便邀請區內各級學校展現

平時努力的成果，讓萬華學校的好，不只學生、老師、家長知道，要讓更多

人知道，大家共同來支持萬華的優質學校。而展現的方式靜態的學校介紹從

以往的大壁報展示進步到納入導覽手冊，讓學校的好能流傳更廣；而動態的

表演從最先的僅國小、國中擴大到區內的高中及幼稚園，讓大眾對萬華的教

育有信心而根留萬華。

5.安排以西門町青少年特色為主之表演內容：像街舞、B-Box、Rap、花式籃

球、花式扯鈴、特技溜溜球等，讓青少年有良性觀摩及表演的管道。

6.行銷花博：本次活動舞臺二側喇叭架以花精靈大圖輸出佈置，活動旁小舞

臺放有花精靈立牌，並於活動背板、各式宣導文宣及覽導手冊上印製花博訊

息，讓民眾感受「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熱鬧來臨，而花博社區參與初演

時舞蹈類獲得第1名的米亞舞蹈團和第3名的小咪舞工坊更聯手以「花博舞」

為元素打造「絕代風華 璀燦年代」，花博融入萬華傳統與流行並存的時空

中。

7.行銷區花：為行銷本區區花白牡丹，特別邀請臺北服飾文化館前駐館設計

師吳亮儀創作了白牡丹「花王」、「花后」、「花仙子」服飾，而服飾上之

白牡丹是由書畫大師齊奇雲所繪，展現艋舺深厚的文化實力。

8.手工藝教學：因本年度加蚋文化節首度採用手工藝教學頗受好評，西門文

化節特別於活動三天再次邀請10位手工藝老師於現場教學，而本次活動手工

藝融入地方特色邀請噴漆、氣球造型老師，更為活動帶來大批人潮。

9.推展本區特色「臺北服飾文化館」：由臺北服飾文化館主辦的iillori愛

樂麗全民時尚2010創意潮流T恤設計大賽分為生活創意組、自然環境組及個

人創意組3類，經過半年多激烈的競賽共有70位參賽者入圍，最後選出各類前

三名、大會獎3名及佳作20名，為讓得獎作品有展示的舞臺，本次活動特別安

排「潮T決選秀」及由其駐館設計師陳祺崴以青山宮元素設計之泳裝秀，以

行銷萬華的設計力。

10.結合本府文化局9月25日及26日下午2時至5時之街頭藝人嘉年華活動，將

人潮順利集中於武昌街底。

 貳、宣導方式

1.向觀光傳播局申請將活動訊息大篇幅登載捷運報Upaper。

2.於活動前二週發布新聞稿，增加活動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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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製作海報、A4單張DM及節目單張貼本市各區公所、本區各里辦公處及本區

各級學校。

4.製作導覽手冊於活動前送至16間配合店家，請其協助宣導。

5.於活動會場週圍插設直布旗，引導民眾入場。

參、活動內容

1.開幕晚會

9月24日晚間7時開幕，邱副市長代表郝市長至現場致詞，歡迎臺南安平區公

所、彰化鹿港鎮公所及南投縣集集鎮公所為本次活動共襄盛舉。活動在台北

慶和館「雙龍戲珠」鼓聲中揭開序幕，在四城鎮互贈續盟禮後展開各式表

演，包括台北多元藝術空間青少年發展促進會（簡稱藝青會）以饒舌、花式

籃球、肚皮舞及街舞等表演串聯的「艋舺與牡丹」、萬華區親善大使的「艋

舺風情」、臺南安平區陳寶玉兒童舞蹈團的「劍獅舞」、鹿港鎮番社跳鼓陣

的「跳鼓藝陣」、集集鎮和平社區戰鼓隊的「迎賓鼓」，集集鎮公所更帶來

了可愛的「集集觀光導覽小天使」以臺語演講「我愛集集」讓與會的嘉賓們

對集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開幕晚會在吳亮儀設計師以白牡丹及艋舺元素創

作的「區花元素及艋舺衫服飾走秀」中熱鬧劃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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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萬華區各級學校教育博覽會

萬華近年來青壯人口逐漸流失，高齡化情形嚴重，為使區民明白區內優秀之

各級學校，根留萬華，展現萬華區教育文化的深度，以學校為主體、教育為

導向，呈現資源整合的教育博覽會活動實刻不容緩；讓學校主動走出校門，

行銷概念適度宣揚本區校群把每一個學生帶起來的優質績效，透過專業深耕

讓品質說話，讓社區認同，讓家長肯定，進而共同營造萬華社區愛鄉愛校的

情懷，建立教育的優質品牌，而各校之簡介也列入本次活動導覽手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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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特色之夜

為行銷萬華特色本年度特別商請十鼓擊樂團、榮德里綜合舞蹈班、公共澡堂

與樂扶輪飆舞以萬華特色或萬華之歌設計表演內容，其中十鼓首次發表的

「鼓動洄瀾」，讓參與活動的民眾能聽到聞名國際的十鼓新曲目，可說是非

常幸運。

榮德里綜合舞蹈班在本年度加蚋文化節的花博初演時以「劇舞」的方式演

出，表現亮麗，本次特別邀請其以艋舺特色量身訂做了「艋舺劇舞」，以小

李子帶老佛爺來到艋舺，看到龍山寺仙樂飄飄（佛舞）、西門町的熱鬧（街

舞）和艋舺的拍片現場，非常生動活潑，也讓人跟著同遊了萬華一回。

在2007年時由雙下巴重唱團演唱的「萬華之歌」臺語版人聲重唱，本年度由

公共澡堂來詮釋，而公共澡堂除了「萬華之歌」臺語版更結合了Rap版，七

個大男生的人聲重唱，將萬華的青春活力更添優美的感覺。

社團法人中華樂扶(Love)社會服務協會（簡稱樂扶）於2007年12月22日成

立，其下樂扶輪椅舞團隊於本次活動表演nobody、萬華之歌rap版等曲目頗受

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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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藝人、萬華社大與藝青會

9月26日活動進入第三天，下午的時光安排適合全家大小一同欣賞輕鬆的街

頭藝人特技、雜耍及舞蹈類表演，其中小丑歡樂秀讓在場民眾臺上臺下融合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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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晚會

本年度與臺北服飾文化館合作將其今年度潮T決選得獎作品及泳裝設計搬至

西門文化節舞臺演出，吸引大批攝影愛好者前來。此外花博初演時獲得冠軍

及季軍之米亞舞蹈團與小咪舞工坊合作的「絕代風華 璀燦年代」融合民俗

舞蹈與快節奏舞蹈的創意設計更結合時下最夯的花博舞也頗有看頭，而吉祥

如意坊的客家歌舞更將場面點綴的熱鬧非凡，三天的活動圓滿劃下句點。

՟ੁᦢӥӆ⁝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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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藝教學

本次邀請10名手工藝老師輪流於活動現場免費教導製作手工藝，參加民眾十

分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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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尋寶闖通關

本次活動結合西門町16個商家，凡民眾持活動手冊至手冊內景點或店家蓋印活動

戳記，集滿10個章戳，即可至大會服務臺兌換紀念品。

參與「西門尋寶闖通關」店家景點名稱

景點名稱 參與分店 地址 備註 

西門紅樓 　 成都路10號 　

台北天后宮 　 成都路51號 　

蜂大咖啡 　 成都路42號 　

上海老天祿 　 成都路56號 　

千琪運動廣場
麥芽堂 峨眉街15號 二分店印章樣式相同，

擇一分店蓋章PUMA峨眉店 峨眉街7號

台北城人文茶坊 　 武昌街二段116-1號 　

大順大飯店 　 漢中街170-172號（長沙街口） 　

清順餐具批發 　
內江街18號
(內江街西寧南路口)

　

捷絲旅 　 中華路一段41號 　

破銅爛鐵
西寧店 西寧南路50巷5號 二分店印章樣式相同，

擇一分店蓋章成都店 成都路41號

便所主題餐廳 　 西寧南路50巷7號2樓 　

三吉外賣 　 武昌街2段85-7號 　

國賓大戲院 　 成都路88號 　

豪華數位影院 　 武昌街二段89號 　

豪景大酒店 　 環河南路一段77號 　

ᏁჳҺ᭜Ꮉᆡߎ ᮨᒺѪၳҺࣳݕᛇ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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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樣式

結合「街頭藝人嘉年華」活動

9月25、26日下午2時至5時，文化局依之前協調會決議於武昌街上同步辦理

「街頭藝人嘉年華」活動，達到集中人潮於武昌街、電影主題公園之目的。

ᗳ⁙⏀ш٢ਗ਼৷ᗳїᩴᆡߎ ᗳ⁙⏀ш٢ਗ਼৷ᗳїᩴᆡ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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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效益

1.延續「一府二鹿三艋舺」情誼，本年度更新增集集鎮公所，形成「一府二

鹿二艋舺集集在一起」之盛況。

2.增進區民情感及社區交流。

3.透過西門尋寶闖通關活動讓民眾更了解西門町，增進地方繁榮。

4.安排手工藝教學，讓活動除欣賞表演更增加教育意義。

5.邀請專業團隊至活動表演增加區民藝文氣息。

6.邀請各機關至活動宣導，傳遞市政、稅務、警政、交通、消防、環保、節

水、節電、健康等資訊給民眾，加深民眾市政參與。

7.達成97、98年一區一特色目標，讓民眾能走遍萬華，了解萬華。

8.與地方產業結合：

（1）西門尋寶闖通關活動結合西門町店家以集章戳兌換紀念品方式，讓民眾

能深入店家。

（2）邀請甫進駐電影主題公園之藝青會演出，支持青少年產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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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幕藝青會表演之化妝由西門町花莉電影特效彩妝負責，結合西門町特

色產業。

9.與文化局街頭藝人嘉年華結合，達成集中人潮於武昌街、電影公園一帶，

促進商圈繁榮。

活動執行情形

「2010萬華文化嘉年華-西門文化節」活動節目表

日期 時間 節目名稱 攤位區

9月24日 
(五)

19:00-19:05 主持人開場

1.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2. 警察局萬華分局
3. 消防局
4. 萬華健康服務中心
5. 西園醫院
6. 國稅局/稅捐處
7. 萬華少輔組
8. 臺北市政府環保局
9. 台灣電力公司
10.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
11 臺北市萬華兒童福利
服務中心
12-13手工藝教學
國畫曾盈齊老師
--棉布彩繪
拼布黃麗華老師
--鬱金香花
14.大會服務臺
【西門尋寶闖通關】
凡持活動手冊至指定景
點或店家蓋印活動戳記，
集滿10個章戳，即可至
大會服務臺兌換紀念品1
份

19:05-19:15 王慶齡鼓藝團隊（迎賓鼓）

19:15-19:25 長官及來賓致詞

19:25-19:35 致贈儀式

19:35-19:45 頒發感謝狀

19:45-19:55 開幕儀式

19:55-20:05

台北多元藝術空間青少年發展促進會-嘻
哈街舞花式籃球表演(EM&TSD&MC沈懿饒
舌)

【花莉彩妝電影特效&DAMON音樂製作】

20:05-20:15 萬華區親善大使花博舞&表演行銷花博

20:15-20:25
安平區代表隊：陳寶玉兒童舞蹈團-劍獅
舞

20:25-20:35 鹿港鎮代表隊：番社跳鼓陣-跳鼓藝陣

20:35-20:45 集集鎮代表隊：和平社區戰鼓隊-迎賓鼓

20:45-21:05 區花元素及及艋舺衫服飾走秀

※特別推薦：1.台北多元藝術空間青少年發展促進會嘻哈街舞花式籃球表演(EM&TSD&B-BOX)
              (19:45-19:55)【西門町花莉特效化妝贊助電影特效造型】
            2.區花元素及及艋舺衫服飾走秀(20:35-21:00)

            3.手工藝教學活動（9月24日19:00-21:00，25及26日14:00-17:00 17:30-20:30攤位區）

「2010萬華文化嘉年華-西門文化節」活動節目表

日期 時間 節目名稱 攤位區

9月25日
(六)

14:00-14:10 主持人開場

1.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

3.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4.臺北市萬華健康服務中心

5.西園醫院

6.國稅局/稅捐處

7.萬華少輔組

8.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9.台灣電力公司

10.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

11.臺北市萬華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12-13手工藝教學

【14:00-17:00】

塗鴉鄭子靖老師--噴漆

紙藝林琛姮老師--感恩小謝卡

【17:30-20:30】

手工皂郭淑華老師--NP皂

立體紙繡黃玉芬老師--一枝獨秀鞋

14.大會服務臺

【西門尋寶闖通關】

凡持活動手冊至指定景點或店家蓋
印活動戳記，集滿10個章戳，即可
至大會服務臺兌換紀念品1份

14:10-14:20 西門國小－弦樂漫舞愛在西門

14:20-14:30 西園國小－與毽子共舞

14:30-14:40 東園國小－棒球原住民舞蹈

14:40-14:45 政令宣導－國稅局/稅捐處

14:45-14:55 新和國小－紅紅青春敲啊敲-太鼓社表演

14:55-15:05 光仁國小－客家歌謠戲劇表演

15:05-15:15 大理高中－希言手語

15:15-15:25 南海實幼－你是我的花朵

15:25-15:35 龍山國小－nobody

15:35-15:45 大理國小－快樂介客家庄

15:45-15:50 政令宣導－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

15:50-16:00 萬華國中－天籟美聲-直笛演奏

16:00-16:10 雙園國小－旗武飛揚

16:10-16:15 政令宣導－消防安全

16:15-16:25 華江國小－華江鼓藝社～一鼓作氣

16:25-16:35 老松國小國術隊~武蘊風華

16:35-16:45 萬大國小－熱  舞

16:45-16:55 雙園國中－太鼓表演

16:55-17:05 龍山國中~跆拳道表演~龍躍山河

17:05-17:30
舞臺上：龍山國中林校長書畫作品義賣
觀眾區：希望教室~獨輪車表演

17:30-18:50 中場休息

18:50-19:00 音樂準備

19:00-19:05 主持人開場

19:05-19:10 長官及來賓致詞

19:10-19:30 台北十鼓擊樂團－萬華鼓曲

19:30-19:50 榮德里綜合舞蹈班－萬華舞劇

19:50-20:10 公共澡堂人聲合唱團－萬華組曲

20:10-20:30 樂扶協會－輪飆舞

臺北市政府為鼓勵生育，結合市府各局處資源推出「助妳好孕」專案，包含從100年1月起，發放每胎2萬元的
生育獎勵，以及給予5歲以下孩童、每月2,500元的育兒津貼，加上各式配套等，希望降低臺北市年輕夫妻的
養育負擔，臺北市政府將結合民政、社會、教育、職場、醫療等各個體系資源，一起當年輕夫婦的最佳後援。

「2010萬華文化嘉年華-西門文化節」活動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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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節目名稱 攤位區

9月26日
(日)

14:00-14:05 太陽劇團－變臉+變裝

1.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

3.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4.臺北市萬華健康服務中心

5.西園醫院

6.國稅局/稅捐處

7.萬華少輔組

8.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9.台灣電力公司

10.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

11.臺北市萬華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12-13手工藝教學

【14:00-17:00】

羊毛氈劉美珠老師--小蘑菇手機吊飾

透明壓克力雕刻孫文雄老師-透明壓
克力雕刻

【17:30-20:30】

胸花林藝芳老師--立體胸花

萬華社大李承澔老師--當代藝術與氣
球創作

14.大會服務臺

【西門尋寶闖通關】

凡持活動手冊至指定景點或店家蓋印
活動戳記，集滿10個章戳，即可至大
會服務臺兌換紀念品1個。

14:05-14:15 萬華社區大學－MV流行熱舞SHOW

14:15-14:25 志瑋－Beat-Box

14:25-14:45 太陽劇團－特技表演

14:45-14:55 W.H.O極限雜耍表演隊－特技溜溜球

14:55-15:05 萬華社區大學－情迷佛朗明歌

15:05-15:25 太陽劇團－小丑歡樂秀

15:25-15:35 W.H.O極限雜耍表演隊－特技扯鈴

15:35-15:45 萬華社區大學－夏艷舞中東

15:45-16:00 太陽劇團－大型魔術秀

16:00-16:05 藝青會－小湯饒舌

16:05-16:10
藝青會－
Mix-Sir-Dance專業肚皮舞精采表演1

16:10-16:15
藝青會－
Emotional Machine業舞蹈團隊精采演出

16:15-16:20
藝青會－
Mix-Sir-Dance 專業肚皮舞精采表演2

16:20-16:25 藝青會－TSD街頭花式籃球 精采表演

16:25-16:30
藝青會－
Mix-Sir-Dance 專業肚皮舞精采表演3

16:30-16:35 藝青會－B-BOX精采表演

16:35-16:40
藝青會－Mix-Sir-Dance 專業肚皮舞
精采表演4

16:40-16:45 藝青會－ATM饒舌表演團

16:45-17:00
藝青會－獨輪車表演+ E m o t i o n a l 
Machine 專業舞蹈團隊＋TSD街頭花式籃
球＋B-BOX精采演出

17:00-17:30
大腳丫兒童劇團
－親子教育宣導短劇〞我永遠愛你〞

17:30-18:50 中場休息

18:50-19:00 音樂準備

19:00-19:05 主持人開場

19:05-19:10 長官及來賓致詞

19:10-19:25 台北服飾文化館－泳裝秀

19:25-19:35 米亞舞蹈團－絕代風華 璀燦年代

19:35-19:55 吉祥如意坊

19:55-20:05 小咪舞工坊

20:05-20:30 台北服飾文化館－潮T決選秀

「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是我國首次獲得國際授權舉辦A2B1級世界級博覽會，並將於2010年11月6日於臺
北市揭開序幕，成為亞洲第七個城市主辦此類國際盛會。
本次展覽係以「彩花、流水、新視界」為主軸，場地面積高達91.8公頃，並設置14座獨具特色風貌之展館，
呈現園藝、科技與環保技術之美，希盼達成參觀者在生活中實踐綠色生態理念，傳達愛護地球、保育人類美

好家園的終極目標。

環境維護

活動期間為響應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活動零垃圾」政策之推行，活動

現場設置足量垃圾桶、資源回收箱，活動期間每日由環保局萬華區清潔隊武

昌分隊現場維護，並將垃圾集中後由區內清潔分隊於會後即刻清運垃圾，以

維護區內環境之清潔。

與98年度活動之比較

1.活動首次移至電影主題公園辦理，配合當地住宅區較多調整活動時間至晚

間8時30分（以往均至晚間9時）。

2.與文化街頭藝人嘉年華結合，集中人潮。

3.結合西門町店家進行集章戳兌換紀念品活動，增進民眾互動機會。

4.邀請手工藝老師現場教學，達到育教於樂之目的。

5.表演活動安排以西門町青少年文化為主，輔以適合全家之表演，如小丑歡

樂秀、特技雜耍類表演。

6.與臺北服飾文化館合作，將其設計之泳裝及潮T搬上大舞臺，增進產官合

作。

7.評比會議委員評比策進意見之規劃辦理情形：

（1）萬華之歌可藉由廣播電臺協助播放加強宣導。

萬華之歌之宣導，除本所開工式及收工式撥放外，本次活動特別商請公共澡

堂人聲合唱團及樂扶協會以萬華之歌為創作表演，以增進民眾對萬華之歌熟

悉度。

（2）建議可多增加文史導覽路線，讓民眾擁有更多機會去體驗萬華老街特色

及歷史意涵；西門町電影街部分著墨較少，建議可多設計規劃相關活動。

本次活動集中在西門町，已與16家商家或景點合作進行「西門尋寶闖通關」

活動，活絡商圈。

（3）研議是否可結合龍山寺地下商場辦理以活絡當地經濟發展及熱鬧性，及

研議是否結合花博辦理相關活動。

由於本次活動集中在西門町與龍山寺地下商場較遠，故暫無法配合辦理，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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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結合花博意象，並在場中擺設五隻花精靈及芽比，帶動民眾參與花博熱

潮。

活動場地配置

攤位規劃：

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2.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

3.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萬華中隊

4. （9/2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9/25-9/26下午：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

年警察隊萬華少年輔導組9/26晚：臺北服飾文化館）

5.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6.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

7. 西園醫院

8.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萬華稽徵所/臺北市稅捐處萬華分處

9.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0. 9/24-25台灣電力公司 （9/26西區憲兵隊）

11 萬華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12-13手工藝教學

14.大會服務臺

手工藝教學：09/24（晚）國畫曾盈齊老師----棉布彩繪  

                       拼布黃麗華老師----鬱金香花  

            09/25（午）塗鴉鄭子靖老師----噴漆      

                       紙藝林琛姮老師----感恩小謝卡

            0925（晚） 手工皂郭淑華老師----NP皂    

                       立體紙繡黃玉芬老師----一枝獨秀鞋  

            09/26（午）羊毛氈劉美珠老師----小蘑菇手機吊飾

                       透明壓克力雕刻孫文雄老師  

           （晚）胸花林藝芳老師----立體胸花  

                       萬華社大李承澔老師--當代藝術與氣球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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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年度西門文化節是自2009年辦理以來首度移至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辦理，

由於電影主題公園位於西門町邊陲，較不易聚集人潮，對於辦理活動是一大

挑戰，所幸附近鄰里的支持加上各單位的協助，讓本次活動圓滿辦理完成。

經由回收活動問卷（發出份數700份，回收679份，回收率97%），本次活動

最受民眾喜愛的項目為「西門尋寶闖通關」活動，其次為「手工藝教學」其

次為「舞臺表演」，最末為「宣導攤位」，因本次問卷係印在導覽手冊內，

測試結果或許稍有偏差，但可以肯定民眾對於「持手冊至西門尋寶」的活動

大致呈支持態度，往後本所辦理活動可以朝此方向努力，若能協調店家提供

優惠，相信更能引起參與民眾之興趣。

「2010萬華文化嘉年華」活動分為「加蚋文化節」與「西門文化節」，以平

衡南北萬華藝文發展，加蚋文化節重在保守民間重要傳統習俗，而西門文化

節則在於創新、行銷萬華，而二個文化節共同的核心則在於增進社區情誼，

增加對地方認同及促進地方繁榮，經由「一府二鹿三艋舺集集在一起」互相

學習，相信四個城鎮一同成長、共創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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