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萬華文化嘉年華—艋舺文化節」活動紀實 

人文/張自強 

本所於 102年 9月 27、28日兩天，在龍山寺前的艋舺

公園舉辦了本區基層藝文活動「2013萬華文化嘉年

華–艋舺文化節」。 

9月 27日的活動自晚間 7時至 9時，節目內容有開幕

式--雙園國中與萬華區婦女會的太鼓表演、「一府二鹿

三艋舺 集集在一起」續盟活動，以及邀請里鄰社區團

隊進行的藝文表演。9月 28日的活動則從下午 2時至

5時 40分、以及晚間 7時至 9時。下午的節目內容主

要有邀請萬華區的多個學校社團的演出、臺北國稅局

的社團表演，伊甸基金會讚美合唱團的二重唱表演，

以及稅務、廉政等政令宣導活動。 

晚間則配合本所人口政策宣導，除了邀請新移民朋友

表演精彩的西班牙、蒙古、肚皮舞等舞蹈，還有里鄰

社區團隊的藝文表演及紳士協會的薩克斯風與歌唱表

演。 

兩天活動中也有多位貴賓蒞臨會場，如：臺北市政府

吳副秘書長國安、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林專門委員菁、



臺北國稅局萬華稽徵所高主任季輝、臺南市安平區林

區長國明、彰化縣鹿港鎮黃鎮長振彥、南投縣集集鎮

嚴鎮長鴻邦、市議員郭議員昭巖、應議員曉薇、童議

員仲彥、調解會康主席清炯、里長聯誼會高會長添福

及各里里長等。

    

新移民朋友表演精彩的西班牙、蒙古、肚皮舞等舞蹈

            

「一府二鹿三艋舺 集集在一起」續盟活動 



臺北國稅局的社團表演

             

里鄰社區團隊進行的藝文表演



  

「2013萬華文化嘉年華–艋舺文化節」。          

萬華區長黃國彥介紹城鄉交流所贈墨寶 

        

吳副秘書長吳國安致詞                         



 

伊甸基金會讚美合唱團的二重唱表演 



情感交流 凝聚力量 
－萬華區里長自強活動－         

 

萬華區 102年度『里長自強活動』業於 102年 9月 8、

9 日假花蓮瓦拉米步道、金針山、台東霧鹿峽谷之旅，舉行

兩天一夜的發現之旅。 

本次活動有別以往，另規劃火車行程，沿途欣賞窗外風

光，由區長黃國彥親自領隊，里長聯誼會規劃旅遊行程，計

有 30 位里長參加，行程包括走訪過去有「小上海」之稱，

亦曾經是台灣第四大的林田山林場、踏尋山川靈秀景色如

畫，濃密原始森林相的瓦拉米步道及山風瀑布、漫遊霧鹿峽

谷，同時享受山中溫泉泡腳的樂趣、悠遊有東方小瑞士之稱

的六十石山，欣賞美麗的金針花海，飯店並安排迎賓晚會，

載歌載舞的原住民學童邀請里長們共舞，現場氣氛歡樂洋

溢，另有卡拉 OK 歡唱、享受戶外溫泉泡湯等自由活動，由

於行程籌備周詳，安排妥適，讓平日辛苦為民服務的里長們

放鬆心情，充份飽覽了東部山境的美景，吸收大自然釋放出

的新鮮空氣，洗滌平日的辛勞。籠外， 

兩  這次活動中，里長們除了交換工作經驗之外，並且做了

極佳的情感交流，凝聚共識，一起為營造萬華經濟繁榮，風

華再現而努力，整個活動在火車到萬華站的那一刻，劃下了

圓滿的句點。 
層樓的木造建築，更增設了 3間不同風格的茶館，還有一間
專賣妖怪村創意商品 
的【妖怪雜鋪】 
 

 

 

 

 

 

 

 

 
 

文/圖：紀惠馨 



 

 

 

 

 

 

 

 

 

 

 

 

 

 

 

 

 

9 月 8 日南安遊客中心 

 

 

 

 

 

 

 

 

 

 

 

 

 

 

 

 

 

9 月 8 日花蓮玉里午餐 



 

 

 

 

 

 

 

 

 

 

 

 

 

 

 

 

 

9 月 9 日天龍飯店 

 

 

 

 

 

 

 

 

 

 

 

 

 

 

 

9 月 8 日瓦拉米步道 



 

 

 

 

 

 

 

 

 

 

 

 

 

 

 

 

9 月 8 日瓦拉米步道 

 

 

 

 

 

 

 

 

 

 

 

 

 

 

 

 

 

 

9 月 8 日瓦拉米步道 



 

 

 

 

 

 

 

 

 

 

 

 

 

 

 

 

 

9 月 8 日瓦拉米步道山風 1 號吊橋 

 

 

 

 

 

 

 

 

 

 

 

 

 

 

 

 

 

9 月 9 日六口井溫泉 



 

 

 

 

 

 

 

 

 

 

 

9 月 9 日六十石山 

 

 

 

 

 

 

 

 

 

 

 

 

 

 

 

 

 

 

9 月 9 日回成莒光號火車上 



藍色公路搭船遊河 在地暢遊水陸體驗    文/圖:吳頂群 

 

    藍色公路大稻埕碼頭，距離華江溼地保護區只有 3公里的路程。

悠遊此路段可以飽覽河畔周邊優美的景色，尤其是華江雁鴨自然公園

充滿綠色和自然的生態景觀，在自行車道旁，即可看見白鷺鷥和各種

水鳥棲息，美不勝收。 

    華江社區發展協會亦配合觀光傳播局、公共運輸處，舉辦｢藍色公

路搭船遊河看艋舺｣體驗活動，從暑假開始預計舉辦十梯次。此活動由

大稻埕碼頭上船，往上游經橫跨萬華的忠孝橋、中興橋、華江橋、萬

板大橋後折返。搭船體驗從河面上看陸地，別有一番風味。回到大稻

埕碼頭後，騎鐵馬或步行往華江雁鴨公園，並探訪糖廍文化園區、龍

山寺、剝皮寮歷史街區。 

    由於亦可網路報名，許多民眾是第一次參加。第一梯次的活動於

8月 3日舉辦，一大早導覽志工們和王梧州理事長，忙著招呼著大家

集合拍照，趁著上午漲潮時，搭乘遊船出發，因為可以看到魚躍波光

的美景。果然船開動不久後，即看到急竄躍起的魚兒，在波光瀲灩的

河面上，和船兒比快，其跳躍的高度約有一公尺，令大家驚呼連連。

導覽老師說這些魚應該是烏仔魚、豆仔魚(鯔魚)、虱目魚等三種魚。

後來，竟然有一隻魚兒還跳到甲板上，與我們這些訪客意外邂逅。 

    下船後可沿自行車道騎鐵馬往華江雁鴨自然公園，由於我們有許

多親子長輩，因此以漫活步行的方式，在導覽老師的解說下，沿途解

說人文和生態導覽。到了華江社區發展協會，志工們已準備好無人工

添加物的酸梅湯，讓大夥暢飲，中午在協會用餐。下午繼續走訪艋舺

的古蹟，結束了浪漫的藍色公路艋舺懷舊一日遊微旅行。 
 



大稻埕碼頭拍照留影                       搭船體驗淡水河遊河導覽 

 

 

由船上遠眺華江雁鴨自然公園姿色           於碼頭講解人文自然導覽 

 

  

淡水河上魚兒跳躍英姿                      淡水河上魚兒跳躍英姿 

 

 



  
導覽志工正在解說河岸濕地生態             導覽志工正在解說河岸濕地生態 

 

 

由船上眺望萬華區河岸及華江雁鴨公園英姿 

 

 

遠眺淡水河兩岸 (左岸新北市板橋區，右岸為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度區里發展座談會        文圖/ 陳永頎             

萬華區公所於 102年 8月 13日舉辦「102年度區里發

展座談會」，由市長率各局處首長逐一就相關區里建設

提案與里長進行對談；座談會首先針對市長上任以來，

分別指示民政局規劃、各區公所辦理之「一里一提案」、

「市長基層茶敘」及「區里發展座談會」之列管案件進

行討論，萬華區各里自 96年度起至 101年度止列管提

案總計 48案，經過會中討論，計 22案解除列管，26

案賡續列管。 

另會中亦討論 102年度新提案計 18案，各里里長均踴躍 

建言，艋舺公園遊民整治一向是萬華地區里長高度關切議 

題，座談會中里長共同提案，希望改造艋舺公園，重塑公 

園特色風貌。郝市長指出，市府已成立府級專案小組，投 

入相當人力和物力，因為艋舺公園如果能夠整治好，對於 

萬華的形象絕對有正面幫助，但這項工作絕對不是短期可 

以完成，希望當地里長和民眾能支持市府的相關努力。  

另針對里長共同提案，希望將青年公園打造成國際第一座 

漫畫主題公園，並結合 2016世界設計之都，形塑文創產 

業園區風貌，市長裁示在相關局處完成總體規劃後，先與 

在地民眾溝通後再進行後續，至於公園內的老舊閱覽室， 

也將重新整建為親子館，以供民眾使用。  

市長除於會中具體裁示解決方案及要求市府相關權責機 

關就里長陳述意見研議辦理外，並責成研考會及區公所持 

續列管及追蹤各建議案執行進程，以利儘早完成提案目 

標，充分體現市府重視基層、傾聽民意之作為。 



臺北市萬華區 102 年度「區里發展座談會」照片 

 

 

 



 

 

 

 



102 年新忠里中秋晚會         文圖/林文永 

今晚的月亮特別圓，伴隨著遠處飄來陣陣的烤肉香，新忠里的志工們忙著搬

運桌椅到復華花園新城前中庭處，為傍晚的音樂饗宴作準備。隨著點心和茶飲陸

續搬進會場，小朋友們興奮但守秩序的排隊拿取蛋糕餅乾，人潮也慢慢的聚集起

來。主持人由美麗大方的彭媛嬌鄰長擔任，邱文龍里長致詞時介紹今天的主角 ─ 

臺北市立國樂團附設合唱團。 

隨著第一聲男高音高拔的清唱，耳畔接著游入銀鈴般的女中音，接著，混入

全體唱者們多層次的合音，短短幾秒間就攝服住所有現場聆聽民眾們的心。天空

中飄著細雨，但歌聲絲毫沒有一點退讓的意思，仍然迴盪在整個天空；聽眾也絲

毫不受影響，如癡如醉的聆聽。隨著節目逐漸邁向尾聲，主持人也感性的問聽眾：

『你們想不想再來一首啊？』熱烈的安可聲此起彼落，作為今天活動的完美收尾。

看著大家心滿意足的踏上歸途，人潮漸漸散去，同時也留下許多里民協助志工整

理現場桌椅，今晚實在美好。抬頭看著雲霧圍繞的一輪明月，不禁想起那首歌詞：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新忠里中秋晚會現場



音樂饗宴

                      

邱文龍里長致詞時介紹今天的主角 ─ 臺北市立國樂團附設合唱團。 

 



全體總動員 消滅登革熱 

- 萬華區登革熱疫情應變中心業於 102年 9月 3日成立- 

文／圖：高揚 

 

 

 臺北市登革熱疫情出現，萬華區登革熱疫情應變中心業於 

102年9月3日成立，區長隨即召集健康服務中心、清潔隊、

區級相關單位、相關里長，針對區內高危點空地、空屋進行

勘查，區長指示儘速聯絡該空屋、空地管理人儘速清除孳生

源，並指示健康服務中心針對該高危點進行密度調查，清潔

隊予以化學噴消，並發動社區清潔日務必消滅登革熱。 

 

 

 



萬華新移民會館 Super Fun 暑期樂活營 

文圖/張瑀 

為培養新移民兒童品格、思考、討論能力，引領正確同儕相處的團體生活，

萬華區公所於102年8月9、10日假萬華區新移民會館辦理新移民子女「Super Fun 

暑期樂活營」。 

第 1天邀請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亦宛然掌中劇團介紹本土傳統布袋戲文化，活

動課程包括布袋戲各角色動作示範、基本動作教學，後場樂器介紹及教學，採分

組討論練習及表演，並安排學員彩繪戲偶 DIY，讓新移民子女對於布袋戲藝術有

更深一層的了解與認知。 

第 2天活動由米瑞可教學資源中心籌劃的“Super Fun 暑期樂活營“就安排

了有趣的活動來幫助孩子們建立強壯的生命優勢力。米瑞可教學團隊致力於推廣

生命優勢力課程，擁有非常豐富的活動經驗，本次營隊以打造生命優勢力為基礎，

透過有趣的戲劇呈現及小組討論還有精彩的相關教學活動，另外還安排最受歡迎

的棉花糖姐姐來帶領孩子們同樂，期盼帶給孩子們一個開心難忘的暑假生活！ 

 

                    

新移民子女「Super Fun 暑期樂活營」。 



 

 

 

         

邀請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亦宛然掌中劇團介紹本土傳統布袋戲文化 



     

 

 

 

  萬華區史展示中心老店商街文化推廣活動花絮      文/圖:簡琳蓁 

    

 

今年萬華區史展示中心，於 2013年 8至 11月，特別針對佈展主題「萬華老店商街

文化」規劃 4場民眾參與之教育推廣活動、8場學生到區史展示中心參訪之鄉土教學活

動及 6場萬華區區民到區史展示中心參訪之活動。 

   首次粉墨登場是 8月 24日上午在區史中心辦理的專題室內演講，主題為:「窺見古

地圖與舊影像中的萬華老店商街文化」，區長蒞臨會場致詞，當天參加人數高達６２人，

可是區史中心開館以來參加人數最多的 一次，下午緊接著是以「西門町的老店商街文

化」為主題的戶外導覽熱鬧上場參加人數約 35人，8月 31日上午進行第 3場活動是以

「東園街的老店商街文化」為主題的戶外導覽，下午進行第 4 場活動以「艋舺的老店

商街文化」為主題的戶外導覽，內容一場比一場精采，人數也節節高升，最後 1 場雖

有午後雷陣雨，卻未澆熄民眾的熱情參加導覽人數突破 50人，為區史展示中心第一波

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區長致詞               室內專題講座 

  

                 室內文物導覽             戶外導覽 

  

                   戶外導覽                戶外導覽 

 



      萬華區里民參訪區史展示中心活動花絮             文/圖:簡琳蓁 

    

 

萬華區史展示中心在 8月份進行 4場民眾參與之教育推廣活動之後，9月 10月登

場的是 6 場萬華區里民參訪區史展示中心活動，這次活動的目的是為使萬華區境內 6

個次分區內的里民，有機會得以進一步本中心內所收藏的各種萬華相關文物與史料。 

    9月分先辦理 3場，因辦理時間為平常日，所以參加的大都是年紀較大的叔叔阿姨

們，他們對於中心的文物宛如就像小時候家中的陳設一樣的熟悉，個個對兒時的記憶

都一一浮現。 第 1場是 9月 11日「西園次分區」里民，其中有一位高齡 80歲的奶奶，

當天還接受地方記者訪問，侃侃而談在萬華生活的舊時記憶。第二場是 9月 17日「青

年次分區」里民，從青年公園用專車將平均年紀已達 70歲的老伯伯阿嬤等人載到長沙

街區史館來，其中有 3位爺爺都超過 80歲，年紀最大的朱爺爺高齡達 89歲，在導覽

老師解說時，常常會有所回應，宛如與子孫們閒話家常一般。第 3場是 9月 18日「西

門次分區」里民，這一區的大姐阿姨們特別的熱情，與老師的互動最多。 

    區史中心成立 7年第一次針對萬華區里民辦理參訪活動，真正落實讓萬華人了解 

在地文化的傳承意義，希望借由個人的參訪，拋磚引玉帶動居民攜家帶眷到區史中心

了解在地的文化與歷史。 

 

 

 

 

 



  

               西園次分區里民         青年次分區里民 

  

                西門次分區里民         里民搭乘專車情形 

  

          區史中心文物導覽情形                  里民參觀情形 

 



             稅務新訊！       

◎ 重購退稅管制多不可不慎 

政府為減輕民眾購屋負擔，凡是二年內先買後賣或先賣後買自用住

宅用地，符合一定條件者，所支付的土地增值稅均可申請退稅。但

依規定已辦理重購退稅之自用住宅用地，自產權移轉登記日起 5年

內，不得再行移轉或改作其他用途，否則將會被追繳原退還的土地

增值稅款。  

臺北市稅捐處提醒民眾，重購退稅案件稽徵機關均會列管並定期清

查，實務上常見民眾於辦理重購退稅後，因故將戶籍遷出、出租、

營業、出售、贈與配偶、子女或繼承人繼承取得已辦理重購退稅之

土地後，於管制期間再移轉他人，經稅捐處查獲追繳原退還稅款之

情形。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提醒民眾，已辦理重購退稅之土

地，5年內不能再行移轉或改作其他用途，以免被追繳原退還之稅

款。 

◎ 退稅直撥入帳省時又便利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表示，為提供便民服務，民眾可以填寫委託轉帳

代繳（領）各項稅款約定書，或申請退稅時，於申請書上註明以直

撥轉帳方式退稅，填寫納稅人本人金融機關存款帳號(不包括郵

局)，並檢附存摺封面(或金融卡)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退稅款就能

直接撥入指定帳戶。北市稅處說明，退稅支票都是採掛號郵寄方式

送達，民眾白天如不在家，常須多跑一趙郵局去領取，有時候民眾

領到退稅支票後，因忙碌而忘了存入銀行帳戶，造成支票逾期兌領

或遺失等情形，又必須到稅捐處申請展延或重新開立支票。 

北市稅處特別呼籲民眾儘量申辦直撥退稅，可簡化退稅兌領手續，

並可減少徵納雙方的困擾。直撥退稅受款人除不必擔心無人收取掛

號郵件，免赴銀行兌領支票，並可節省往返交通及臨櫃兌領之時間，

免除支票逾期或遺失的風險，省時又便利。民眾若尚有其他地方稅

疑義，可撥打北市稅處服務電話 23949211轉分機 181、182，或利

用網站 http://www.tpctax.taipei.gov.tw查詢相關訊息。 

 



◎ 租稅便民服務報你知！ 

北市稅處 APP及 FB粉絲團提供更及時的稅務訊息與 e化服務 

臺北市民有福囉，為了解決市民常見的地方稅務問題，提升行動化之

多元服務，自即日起，民眾可由 Google Play免費下載北市稅處「北

稅好 Easy」App應用程式，內容相當豐富，除提供「稅務新訊」、「活

動訊息」、「新頒法令」、「線上試算」、「線上查詢」、「行事曆」、

「稅處資訊」、「意見信箱」等 8項服務外，另可連結「Facebook

粉絲團」及「YouTube稅務宣導」網站，歡迎民眾多加利用，體驗一

機在手，隨處可獲得租稅資訊的服務。請多加利用！ 

 

 

 

 

 

 

◎ 租稅好康報！ 

7/1起持載具消費不列印電子發票，每期加開 2,000組

2,000元專屬獎項（查詢電子發票相關資訊請至財政部電子

發票整合服務平臺）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 提供 



文圖/陳韋廷 

砂包堆疊及抽水機操作教育訓練        
文圖陳韋廷 

本府民政局為使各里災害應變小組及市民瞭解各項

防災技能及正確操作方式，檢驗本市各里辦公處今(102)

年度各里災害變小組防災教育訓練及演練成果，並藉由競

賽達成寓教於樂之功效，將於 102年 10月 5日假大安森

林公園舉辦全市各里災害應變小組防災鐵人 3項競賽，包

含抽水機操、CPR心肺復甦術 ADE傻瓜電擊器操作及防汛

沙包堆疊，本所推派往年執行災害防救協助事項績卓越的

保德里里災害應變小組代表本區參加，參加前，保德里參

加伙辦於工作百忙之餘，還特別排出時間一起練習，以期

於競賽時取得佳績。 

本所為協助代表本所參加競賽之保德里里災害應變

小組取得佳績，特別專程搬運砂包及抽水機等競賽設備至

保德里內提供就近練習，更為教導各伙伴瞭解砂包堆疊及

抽水機操作相關技巧，特於 102年 9月 10日於保德里楊

聖廟內舉辦教育訓練，辦理訓練時，本所別出心裁，特別

訂製模擬砂包，該模擬砂包係以一般布料代替粗糙的砂袋

，以塑膠粒代替砂，體積只有一般砂包的 30分之 1，重量

375公克更僅有原來砂包 25公斤的 67分之 1，重量減輕

體積減少，除讓教育訓練講師更易說明砂包堆疊之結構與

原理外，更有效率的讓競賽伙伴於習得堆疊技巧後再行實

際操作，省了堆疊錯誤及不穩倒塌後重新堆置之過程，大

大降低練習時之搬運辛勞，更藉此提升競賽伙伴練習砂包

堆置之參與感，提高學習樂趣。 

近年氣候變遷劇烈已為不爭的事實，極端氣候不時出

現，颱風豪雨造成之局部淹水頻傳，人民為保障自身之財



文圖/陳韋廷 

產安全，無不自行堆疊砂包堵絕水患，全民防災已為潮流

，如何能在有限的教學資源下，快速有效的教導民眾使用

砂包，更已是重要課題，而本次藉由教育訓練教材(模擬

砂包)之研發，確已拉近了民眾之學習空間，為未來不安

的淹水防治，注入一劑強心針。 



文圖/陳韋廷 

臺北市萬華區保德里楊聖廟砂包堆疊及抽水機操作 

教育訓練 



文圖/陳韋廷 

臺北市萬華區保德里楊聖廟砂包堆疊及抽水機操作 

教育訓練 

 



役男因家庭因素無法服常備兵時，申請服補充兵的規定           

文/陳淑娥 

依「常備役體位因家庭因素及替代役體位服補充兵役辦法」

第 2條第 1項規定，經判定常備役體位役男家庭情況合於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申請服補充兵役(102 年 06 月 18 日修正)： 

一、役男家屬均屬六十歲以上、未滿十八歲、患有身心障礙或重

大傷病，且均無工作收入，由役男負擔家庭生計主要責任，

而役男及其家屬除賴以居住之自用住宅（含基地）一棟外，

別無其他不動產，而其動產之資產總額在房屋稅納稅起徵點

現值以下；或有其他不動產，其不動產及動產之資產總額在

房屋稅納稅起徵點現值以下。  

二、役男家屬均屬六十五歲以上、未滿十五歲、患有身心障礙、

重大傷病或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 歲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立

案之學校證明就學中三、役男家屬患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

除役男及有照顧能力之家屬一人外，無其他家屬照顧或其他

家屬均屬前款情形；中度以上身心障礙家屬超過一人時，每

增加一人得增列有照顧能力之家屬一人。役男父母、子女或

配偶患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時，不計列其他家屬之照顧能

力。  

四、役男育有未滿十二歲之子女二名以上，或未滿 十二歲之子

女一名且配偶懷孕六個月以上。  

五、役男家庭依社會救助法核列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六、役男父母或兄弟姊妹服兵役期間，因死亡或三等殘以上之傷

殘，有撫 卹事實，且役男無其他兄弟。 

 



政風室宣導資料   文/  政風室廖 立婷                                              

(一)法規知識王網路闖關競賽： 

１、活動對象：全國國中、高中職學生及家長。 

(１)國中及高中職學生部分：採「國中學生組」及「高中職學生組」分組競賽。 

(２)國中及高中職家長部分：採合併舉辦「家長組」競賽。 

２、活動方式：各組別皆採網路初賽及現場決賽兩階段競賽。 

３、競賽題型：以生活上常見的法律實例出題，採是非及選擇題方式進行網路

闖關。 

４、網路初賽活動期間：自 102 年 8 月 20 日起至 102 年 10 月 20 日止。 

(二)全國法規資料庫創意教學競賽： 

１、活動對象：全國國中及高中職教師（分國中組及高中職組)。 

２、活動方式：以反毒、性平 2 大類法治教育議題為創作素材，設計以全國法

規資料庫為教學平台之創新教案。 

３、報名期間：自 102 年 8 月 20 日起至 102 年 10 月 1 日止。 

 

 

秋節將屆，籲請商民不送禮、不邀宴，支持本府相關廉政舉措，本府廉政肅貪中

心廉政檢舉專線「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 1743（一起肅貪）」。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

腐，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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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其他應用程式中置入或開啟此檔案， 

則應該從 Adobe Illustrator 中開啟 

「建立 PDF 相容檔案」選項之後， 

再重新儲存該檔案。此選項位於 

「Illustrator 原生格式」選項 

對話框中，使用「另存新檔」指令 

儲存 Adobe Illustrator 檔案時 

會出現此對話框。 

 



防災宣導         文/黃智超 

1. 住宅場所請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裝設住宅用火災警

報器。 

2. 縱火防範要落實三從四德 

從消除死角做起 

從守望相助著手 

從消除雜物動手 

可疑狀況要認得 

大門上鎖要記得 

監視設備要捨得 

滅火方法飄曉得 

 



 

 

 

 

 



 

 

 



 



萬華區調解會 
 

 

上圖為律師諮詢現場狀況 

 

 

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09：30-11：30 

登記方式：電話預約及當日現場排隊，每人諮詢約 15分鐘。 

服務方式：僅提供現場諮詢，不代寫訴狀，請民眾預先準備欲諮詢之 

          具體問題及相關資料，當面諮詢。 

 

本區調解委員會電話 23064468 轉 170，歡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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