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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紀實 
文圖：黃玉龍 

1.發揮創意、展現多元：萬華區公所為了有別於傳統區民休閒運動會純運動重

趣味窠臼，今(102)年舉辦區民休閒運動會時，主辦單位展現創意與巧思，

首開本市 12區運動會之先，邀請區內新移民及原住民組隊參加，與全區

36里、區體育會等單位隊伍於 10月 5日上午 8時將齊聚臺北市立龍山國

中活動中心，一起以創意性、趣味性的休閒競賽方式，歡度屬於艋舺最在

地的萬華區運動會，以展現艋舺人，人親、土親、一家親的友善、開朗與

多元的文化特色。 

2.表演精采、聲勢浩大：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為豐富活動內容，開場

在本區婦女會與雙園國中學生合組的太鼓隊以隆重震撼的太極鼓聲拉開

序幕，該團隊是由婦女會理事長暨綠堤里里長邱郁惠小姐領軍，成員包括

區內多位里長夫人及會中幹部志工們所共同組成，平日利用空暇時間，跟

隨專業老師的教導，學習太極鼓頗見成果，今用關懷社區、回饋地方的熱

心，與雙園國中太鼓社學生們攜手參與區民休閒運動會，在諸多鄉親好友

面前，鼓聲更加響徹雲霄，搭配現場整裝待發的近八百名好漢，壯大的軍

容進場時，大隊齊步向前時猶如萬馬奔騰般的豪邁盛大，艋舺英雄好漢們

在富有族群融合創意宣誓中，國語、原住民、越南及印尼等多國多元語言

齊聲而出，昭示今日要展現運動家公正、公平精神，在競賽中為自己所屬

的團隊爭取最高的榮耀。而後續新移民美女隊的登台表演，更是本次區民

休閒運動會最富特色的一項創新，這群因為婚姻離鄉背井隻身來到臺灣這

塊土地上成家立業、落地生根的新移民朋友們，為了適應本土風俗民情及

養兒育女終日奔波，實是艱辛，慶幸市府新移民相關課程的牽引，讓她們

結識同好並習得一技之長，加速融入臺灣生活社群中，今天她們藉由印度

舞曲，展現曼妙舞姿及輕快舞步，亮麗動人及充滿自信的舞藝，吸引眾人

目光 。 

                                                                   

3.趣味競技、皆大歡喜：本次區民休閒運動會重在休閒及趣味，希望藉由

寓教於樂活動來達到推動全民體育之目的，主辦單位發揮創意與巧思，規

劃各項簡單又富趣味的活動來吸引區民的參與，期望以最自然和樂的方式

展現族群和諧。活動項目分為表演競賽與趣味競賽兩大類，表演競賽為飛

盤擲準，由里長聯誼會、區體育會、新移民及原住民 4隊參加，這項運用

以飛盤擲中九宮格板的次數多寡來計算得分是本項活動中歷年來最受人

歡迎的項目，因為刺激又充滿歡樂，比賽過程中高潮迭起、笑聲連連，另

在趣味競賽方面，本次共規劃有你儂我儂、同舟共濟、滾動時代巨輪、步

步為營、愛的圈圈、眉目傳情等精彩又有趣的遊戲，由各里辦公處組隊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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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發揮團隊精神，為自己里爭取最高榮譽，以最在地的艋舺精神，”運

動艋舺-活力萬華”展開新頁,經過公平競逐下各項比賽成績依序如下： 

          第 1項：你儂我儂（第 1名興德里、第 2名富民里、第 3名頂碩里、 

第 4名全德里、第 5名萬壽里、第 6名忠貞里）。 

          第 2項：同舟共濟（第 1名新忠里、第 2名榮德里、第 3名新起里、 

第 4名孝德里、第 5名雙園里、第 6名福音里）。 

          第 3項：滾動時代巨輪（第 1名福星里、第 2名忠德里、第 3名青 

                           山、第 4名壽德里、第 5名和平里、第 6名日 

                           祥里）。 

          第 4項：步步為營（第 1名華江里、第 2名柳鄉里、第 3名銘德里、

第 4名和德里、第 5名菜園里、第 6名新安里）。 

          第 5項：愛的圈圈（第 1名保德里、第 2名日善里、第 3名仁德里、 

第 4名新和里、第 5名凌霄里、第 6名糖廍里）。 

          第 6項：眉目傳情（第 1名華中里、第 2名錦德里、第 3名富福里、 

第 4名騰雲里、第 5名綠堤里、第 6名西門里）。 

4.歡欣圓滿、期待再相會：比賽總有勝負、名次之分,獲得到獎項固然令人喜

悅，但本區里民能齊聚一堂共享歡樂,讓人有意猶未盡的感覺，本次區民

休閒運動會的終極目標,本次活動可謂歡欣圓滿,全體運動員期待明年再

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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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來賓簽名為活動揭開序幕。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選手及貴賓陸續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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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力與美的結合，鼓聲如雷貫耳。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吉祥太極鼓隊表演，鼓聲震撼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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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主辦單位黃區長國彥以主人身份致詞勉勵。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上級督導許副局長蒞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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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市議會郭議員昭巖與本所同仁開心合影。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市政顧問李前議員蒞臨與同仁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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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大會主席黃區長國彥致詞。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萬華區體育會辜理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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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郭議員昭巖蒞臨致詞。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秦議員慧珠蒞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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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童議員仲彥蒞臨致詞。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林立委郁方蒞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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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貴賓齊聚同為選手賀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貴賓齊聚同為選手賀采。 

 



11 

 

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運動員整裝待發、士氣高昂。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壯大軍容、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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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運動員進場、旗海飄揚。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大軍壓境、陣容堅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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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運動員宣誓君子之爭。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高會長帶領新移民、原住民等里民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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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新移民印度舞表演，曼妙舞姿，婉約動人。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舞動青春、舞動喜悅與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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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熱身操，暖身備戰，大家一起動起來 。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左右搖擺、舞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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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飛盤擲準，準確命中九宮格板。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選手與區長舞台前欣喜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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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眉目傳情協力扛住我們的希望。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滾動時代巨輪攜手邁步我們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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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愛的圈圈-圈住你我距離。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步步為營、小心翼翼地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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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你儂我儂-齊心協力護衛向前行。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歡樂、榮譽，齊心一致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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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各里選手展現高昂士氣。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各里選手展現高昂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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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各里選手展現高昂士氣。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各里選手展現高昂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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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新移民美女隊英雌展現。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原住民團隊士氣倍加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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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 102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活動成果照片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華江師生協助裁判事宜順利圓滿，會

後與區長合影。 

 

 

相片日期： 

102年 10月 5日 

相片內容說明：齊聲歡呼，期待更精采的表現。 

 



重陽禮金 致贈溫馨 小故事           文圖/張台青                

西園路二段 13巷原本有一間傳統的雜貨店，每次經過都會有

一位長者駱梅阿嬤，對著來往的鄰居微笑，這間小雜貨店雖不怎麼

起眼，陳設亦有些紊亂，但總能見著十幾個老人家促膝而談，談天

談地，談她們過往的風花雪月，老阿嬤開朗健談，語調鏗然、高亢，

斑白的雙頰間常顯露出一份紅潤般自在又自豪神色，這間小雜貨店

對鄰近長者而言,猶如阿嬤般溫馨而善解人意，暖了他們的心頭、

也解了他們的憂愁。而這樣的光景隨著阿嬤年紀逐漸老邁，體力日

益衰退，小雜貨店因此收攤了，同戲棚子搭戲，棚架拆了，人散了，

味道也就跟著没了，現在阿嬤看人眼神不再烔然，語調亦不再高

亢，看著人來人往，記憶剝落、表情亦惆悵許多，陪在身旁由當初

一群老朋友變成一名菲籍黝黑的小看護。 

黃區長代表市長致贈重陽禮金來訪，知道阿嬤剛從植物園回

來，正在梳洗，連忙說不要急、不要急，等阿嬤舒適坐好，誠摯地

祝福身體康健、重陽快樂,阿嬤滿心歡喜，尤其知道區長代表市長

如此體貼地問候，讓她倍感榮耀。阿嬤今年已是 99歲高齡了，兒

子駱先生說，母親晚報出生好多年，早年為維持家計，經營雜貨店，

勤奮地不言退休，總說就是因興趣而做生意，現在他也 70歲了，

每天推輪椅帶著母親到植物園散步是一項最好的運動，特別調配著

營養的餐飲服侍著母親，心中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母親能持續如舊

地看守著這一條她最熟悉的老巷子。 

 

照片說明：黃區長致送重陽節金戒只----駱梅長者 

 



鄰里公園-四季主題花卉圖/文：楊孟崧 
【園區綠美化願景】 

為營造本市鄰里公園「四季主題花卉」觀光特色，本(102)年度擇定本區錦德里-錦德公園，以「植栽」及「土壤改

善」為主，並依公園所在位置之特性，採「複層式植栽」配置方式，朝木本灌木植物為主，輔以多年生草花為點綴之方

向，俾營造夏季特色賞花情境。 

【在地民眾參與】 

設計之初，在洪秀枝里長女士、認養人陳先生及里民

積極參與，結合在地文化特色，作為設計規劃參考。周邊

平面位置-採複層式植栽-木本花卉及觀葉植物結合，產生

立體、活潑生動的友善空間；立面水泥外牆部分-以南方松

建材，作為柔性設施造景，形塑類自然景觀。 

   平日 除本所打掃人員定點定時環境清潔維護外，另輔

以里辦公處志工及認養人積極投入及用心地維護，讓區民

享受清新綠意盎然的居住生活空間。 圖/文：楊孟崧 



102年度下半年里鄰長研習 

                圖 /文歐仲方 

萬華區公所「102年度下半年里鄰長研習」於102年11月5、6日分

三梯次舉行：第一梯次為西門、大理次分區之里、鄰長參與；第二梯

次為東園、西園次分區之里、鄰長參與；第三梯次為龍山、青年次分

區之里、鄰長參與。研習開始由黃區長國彥致詞開場，並講授第1節

課程「鄰里公園使用規定及防救災志工之協處」，課程內容相當豐富;

介紹里災害應變編組及任務、鄰里公園功能及相關規定等，因淺顯易

懂且生動有趣，接著由本所政風室王主任鵬圖宣導「請託關說登錄查

察規定」,讓里、鄰長藉由課程瞭解基本的法令常識。 

 

第2節由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政風室曾主任金田講授「反賄選宣導」

課程，內容包含常見賄選手法及案例、抓賄五撇步等，讓里鄰長了解

正確反賄選觀念。第3節由台安醫院林臨床心理師怡君講授「友善里

鄰推廣講座：高齡長者心理健康需求敏感度」課程，內容包含憂鬱症

介紹、掌握好心情及勇於追求夢想等課題。並辦理有獎徵答活動，里

鄰長回答非常踴躍。 

第4節由臺北醫學大學萬芳醫院許護理師恩僑講授「自殺防 

治守門人訓練課程」，講授內容豐富並搭配影片介紹。課程結束後亦



辦理有獎徵答活動，里鄰長反應相當熱烈。  

本次「里鄰長研習」豐富之課程，讓本區各里鄰長對鄰里公園之

功能及使用規定、防救災志工-里災害應變小組協處有深入之了解，

有助於推行各項政令，瞭解各項服務之概況及相關規定之內容，因應

未來高齡化社會，能更加了解銀髮族之需求。鄰長们由此次研習所獲

得的知識,對於協助里長推行里內事務及協助區公所及相關局處推展

各項政令時，能夠更加順暢；日後在協助市府推動各項重大政策時，

能得心應手，使站在市政服務第一線的里鄰長，發揮優良的服務品

質，讓市民在生活體驗中建立對政府的優良服務形象。 

 

里鄰長專注聽課之情形 反應熱烈的有獎徵答 

  

 

 

   



臺北市政府提昇服務品質獎實地評審文/圖：黃鷰淳 

政府服務必須與時俱進，才能貼近民眾的想法，滿足民眾的需

求，臺北市政府每年辦理提昇服務品質獎考核，以持續推動提升政府

服務品質、樹立優質服務典範、擴大標竿學習效益、鼓勵機關提供創

新服務。 

本所於102年7月1日彙整績效報告送交市府研考會進行書面評

審，9月11日成績揭曉，榮獲評審肯定,評定為書面初審第2名，並獲

晉級第二階段實地評審。10月18日上午由本府研考會周主任秘書德威

帶領2位學有專精的學者陳委員俊明、曾委員冠球及研考會陳視察文

昭蒞所指導，假本所12樓第2會議室進行實地複審。為表重視，本府

民政局許副局長敏娟亦列席陪同。在雙方各自進行簡單的介紹後，實

地評審正式開始。 

首先由黃區長國彥進行簡報，針對本區之地理人文特色、本所各

項施政成果及未來施政目標，條理分明的加以簡介與剖析，隨後的現

場參觀以及書面審查，陪檢主管及同仁也都發揮最大的團隊精神，充

分展現向心力與凝聚力。因此，在最後的綜合座談中，委員雖就部份

仍有進步空間之處提出幾點極富建設性的建議，但大體上仍一致肯定

本所在為民服務各方面的成果，並表示足以為各機關標竿學習之對

象。 

本所於 98年已獲得行政院政府服務品質獎第二名,所以本次評選

結果雖未能再進一步參加行政院政府服務品質獎初選，依規定不須參

加評選，然本所將謹記委員之建議，針對本區特色精益求精，希冀明

年再創為民服務佳績。 

 

 

 



學者陳委員俊明、曾委員冠球及研考會同仁陳視察文昭蒞所指導，假

本所 12 樓第 2 會議室進行實地複審 



實地評審正式開始問答及書面審查 



102 年度 EQM 品管圈成果發表 

文/圖：黃鷰淳 

才完成 102 年度提昇服務品質第二階段實地評審後，為持續推

動創新服務、精進行政效能，本所於 10 月 30 日辦理 102 年度 EQM

品管圈成果發表。希冀藉團隊運作方式，激發同仁創新思考的動力，

就所屬業務各項課題進行研討並提出改進方案與措施，不斷地提高品

質追求卓越。 

本(102)年度本所發表計有 4 案，首先是民政課的「學習圈」，利

用資訊連結的方式，推動降低里幹事執行業務的錯誤率；接著社會課

的「叮嚀圈」擴大悠遊卡領換卡展期叮嚀服務，精進悠遊卡製卡送件

作業；再來是經建課的「聰明圈」以權變理論剖析問題提出因應對策

以提昇鄰里公園管理維護效率；最後兵役課「線上圈」利用各項宣導

管道，提昇役男兵籍調查線上申報率。本所每年均由各課室針對問題

組成 EQM 品管圈，由課室主管輔導圈員進行腦力激盪、擬定對策進

行改善，並加以標準化，徹底解決問題。每年各圈依品管手法，相互

啟發、不斷運作改善下，皆有顯著之成效，優良的精進傳統更獲得公

務人力訓練處與學院教授之肯定。 

成績評定結果，第 1 名為經建課「聰明圈」，內容充實且以不同

觀點提昇業務品質，開展另一面向思維的管理,獲得由各課室評定為

第 1 名，不僅激發同仁創新，更獲區長及同仁好評。



  

102 年度 EQM 品管圈成果發表區長黃國彥講評 



103年度人口政策宣導議題 

文/楊昌正 

103 年度宣導議題為「重視婚姻及家庭價值」、「維持高齡

者活力、尊嚴與自主」及「建構和諧多元社會」。 

(一) 重視婚姻及家庭價值： 

1. 宣導婚姻與家庭之價值觀，鼓勵未婚青年及時婚育，提

高有偶率及生育率。 

2. 倡導性別平等觀念，強調女孩男孩一樣好，確保性別比

例不失衡。 

3. 宣導並落實兒童保護的觀念與作法，傳達兒童是國家的

準公民，以保障兒童人權及提升兒童價值。 

(二) 維持高齡者活力、尊嚴與自主： 

1. 強化老人預防保健知能及常識，鼓勵參與健康促進活動，

使其享有健康生活。 

2. 鼓勵高齡者社會參與及終身學習，提升生活調適能力、

增進生活品質。 

3. 倡導社會大眾正確老化知識，促進世代融合，營造樂齡

親老之社會環境。 

 

(三) 建構和諧多元社會： 

1. 對婚姻移民加強各項社會服務資源與服務方案宣導工作，

提供適切生活照顧輔導服務，排除生活障礙並提高其生活滿

意度。 

2. 建構多元文化學習環境，培養國人「多元尊重」價值觀，

延續移民原生文化，豐富多元文化社會。 
 



      萬華區史展示中心鄉土教學活動花絮                     
文/圖:簡琳蓁 

   萬華區史展示中心今年所辦理學生參訪之鄉土教育活動，

獲本區學校熱情響應，計有龍山國中、新和國小及萬大國小

共 14 個班級報名，活動從 10 月 16 日熱烈展開持續至 11 月

14 日圓滿結束，對於本區文化歷史教育之深入校園向下札根

具有實質效益。 

   本活動內容係藉由 DIY 教材「1935 年大臺北鳥瞰圖」的

講授、拼圖競賽、有獎徵答、影片欣賞、摺頁說明及中心文

物介紹等活動，讓參與之學生獲得有關今年特展「萬華老店

商街文化」之資訊與知識。 

    來參與本活動的大小朋友、學生、老師、家長，於活動

結束後，都可以帶回自己 DIY 所完成的古地圖拼圖，拼圖過

程中充滿了驚奇與喜樂，這份由本所所提供的小小文化創意

鄉土教學教材，除能藉由參與適時地宣傳區史展示中心，也

可與家人共享萬華及老臺北有趣的時空生活故事。 

 

 

 

 

 

 



  

               拼圖競賽         有獎徵答與頒獎 

  

                影片欣賞               摺頁解說 

  

          文物解說情形                  大合照 

 



             稅務新訊！       

臺北市低收入戶在臺北市如有房屋 要記得申請免徵房屋稅 

依財政部函示規定，低收入戶所有且供其居住之住宅房屋得申請免徵

房屋稅，但須由納稅義務人向稅捐機關提出申請並經核准後，始可免

稅。臺北市稅捐處為加強服務，已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取得低收入戶

資料，將主動輔導納稅義務人提出免徵房屋稅申請。 

北市稅處說明，依上開規定低收入戶免徵房屋稅每戶以 1處為限，如

供住家以外用途或非供其居住使用，就無法免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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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團體於校園內舉辦收費之娛樂活動應報繳娛樂稅 

依娛樂稅法第 2條規定，戲劇、音樂演奏、歌唱、舞蹈、技藝等表演

以及電影、演唱會或舞會等均屬娛樂稅課徵範圍，應按所收票價或收

費額徵收娛樂稅，如不售票券，另以其他飲料品或娛樂設施供應娛樂

人者，按其收費額課徵娛樂稅。 

臺北市各級學校之學生團體於校園內舉辦上開電影欣賞、演唱會或舞

會等娛樂活動，如有售票或收取費用者，應於舉辦前向臺北市稅捐稽

徵處所屬分處辦理登記及娛樂稅徵免手續。違反規定者，處新台幣

1,500元以上至 1萬 5,000元以下罰鍰；不為代徵或短徵娛樂稅者，

除追繳外，按應納稅額處 5至 10倍罰鍰。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 提供 



租稅便民服務報你知！ 

申辦稅務案件真便利 北市稅處全面免附戶籍謄本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為提供民眾更便捷服務，自 102年 6月起即積極推

廣民眾申辦案件全面免附戶籍謄本，以免除民眾申請之不便。  

由於戶政網絡之便利，北市稅處已可充分運用機關連線查調戶籍資

料，因此民眾無需至戶政事務所申請戶籍謄本，即可申辦所有稅務業

務，簡化民眾申辦手續，並落實推動電子化政府願景。 

因康芮颱風受損車輛，北市稅處將主動退還溢繳牌照稅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表示，康芮颱風造成多處災害，汽車或 151cc以上

機車如因該颱風受損無法使用，可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 103年 2月

28日前至監理機關辦妥災害報停或報廢手續者，車主無須提出申請

退稅，北市稅處將主動退還溢繳之使用牌照稅。 

北市稅處進一步說明，使用牌照稅係按日計徵，為減少民眾舟車往來

之不便，車籍登記為臺北市且已繳清 102年使用牌照稅之車輛，如車

主已辦妥上開手續，其牌照稅亦可按車輛實際使用日數計徵，北市稅

處會依監理機關提供的資料，主動退還車輛無法使用期間溢繳之使用

牌照稅。民眾如尚有其他使用牌照稅疑問，可利用服務電話 27534416

轉 391，將有專人為您服務及解答。 

北市稅處 10月 14日起語音服務電話改為(02)2745-5880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為配合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規劃的「地方稅建置委

外服務案」已於 102年 10月 14日上午 8時上線，全國地方稅機關將

提供一致性之語音服務，語音服務電話自 102年 10月 14日起改為付

費電話(02)2745-5880，歡迎市民多加利用。原提供之 1999轉 54321

語音服務並同時停用；新語音服務項目公布於北市稅處網站。民眾可

撥打服務電話：(02)23949211分機 181,182，或利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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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 提供 



政風室宣導資料   文/  政風室                                        

一.年節將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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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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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諮詢服務宣導   文/萬華區調解委員會 

調解制度是在庭外的救濟途徑，不是造成對立，而是營造雙贏局面，以結
局較為圓滿而心服，歡迎本區民眾來電洽詢，與人有紛爭時，不要急著上
法院，先試用調解方式解套，有關申請調解方式，除得親自至該會申請外，
亦 歡 迎 市 民 利 用 臺 北 市 民 e 點 通
（http://www.e-services.taipei.gov.tw/）之區政業務項下申辦民事及
告訴乃論刑事事件之聲請調解，或聲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限於本區調解
會已經調解後但不成立者）本區設有市民法律諮詢服務窗口 

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09:30-11:30 
登記方式：電話預約掛號(5名)及當日現場掛號（5名） 

本法律諮詢服務係由臺北律師公會輪派義務律師免費提
供服務，惟不代寫訴狀，並請民眾預先準備欲諮詢之具
體問題及相關資料，以利諮詢之進行（每人諮詢時間約
15分鐘）。 

本區調解委員會電話 23064468轉 170，歡迎利用。 
 
 
 
 
 

防災宣導資料：文圖/黃智超 
 
1. 各里避難疏散圖 
2. 本區優先收容學校、里可就近疏散避難之學校及活動中心。  
3. 本區防災（青年）公園 
4. 全民國防宣導「全民愛國防，大家一起來；務實推動全民國防，

強化全民國防理念，凝聚全民防衛意識」。  
5. 防災宣導標語「多一份防災準備，少一分財產損失；地震來時

真可怕，平時就該做預防；地震不會先預警，天搖地動鬼神驚，
關電開門先熄火，大樓不能搭電梯；火場逃生險又急，彎腰低
身爬前行，逃生路線先瞭解，胸有成竹路看清」。  

6. 區公所網站的防救災資訊網有防災知識，請大家參考，共同防災，網
址：www.whdo.taipei.gov.tw。 
 
 
 
 

http://www.whdo.taipei.gov.tw/


 

防災演練場地示意圖（含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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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路  168 巷  51 弄 

1、聯合服務中心 

2、收容組 

3、救濟組 

4、醫療組 

5、服務臺（闖關紀念品兌換處） 

闖關區 

△1-5 

A、 媒體區 
B、 貴賓休息區 
C、 統裁區 
D、 前進指揮所 
E、 醫護站 
F、 音控 

交維路段：青年路 152 巷至水源路間之青年路 

淨空區域：青年路 178 巷至水源路間之青年路 

參演車輛待命區：水源路上 71 至 86 號停車格 

替代道路：水源路→右轉青年路 168 巷 51 弄

→青年路 152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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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臺北華江雁鴨季 

仿真打造 1比 20大型小水鴨助陣一同攜手護溼地 

  「2013臺北華江雁鴨季」於 12月 7、8日在華江橋下熱鬧展開，臺北市動

物保護處、華江社區發展協會、艋舺三條路福德宮與台北鳥會今年特別準備 2

隻高 2公尺寬 3公尺的華江吉祥物-小水鴨前來熱鬧助陣。主辦單位特別花心思

將小水鴨面貌真實呈現，並打造比原始尺寸大出 20倍的小水鴨，讓參加民眾對

雁鴨有更深一步的認識。 

 

2013臺北華江雁鴨季記者會 

 

華江吉祥物－小水鴨 

 

各大媒體大篇幅報導 

 

各大媒體大篇幅報導 



  每年 9月到隔年 3月，數以千計的雁鴨自西伯利亞南下度冬，棲息於「臺

北市華江雁鴨自然公園」周邊濕地。在雁鴨來訪時，由關心華江溼地的社群人

士共同舉辦雁鴨季活動，邀請民眾前來觀賞北方來的嬌客並鼓勵民眾參與環境

守護工作! 

  被當地稱作「保育先鋒」的資深賞鳥人陳岳輝駐守華江濕地已近 30年，陳

岳輝表示民國 80年代有數以萬計的雁鴨棲息在華江溼地，當猛禽飛過驚擾雁鴨

的那一瞬間，視野所及的天空，佈滿雁鴨飛翔的美麗姿態，非常壯觀!每每心中

滿是感動，更想讓大家體驗到華江的生命力。   

 

資深賞鳥人陳岳輝 

 

小水鴨 

  來到「2013臺北華江雁鴨季」可在華江橋下體驗賞鳥樂趣、觀賞美麗的濕

地風情、共同參與社區營造並提升在地居民認同感。活動由繞境踩街祈福活動

開場，由華江社區發展協會王梧州理事長及社區耆老，邀請萬華區公所黃區長

國彥暨郭議員昭巖擔任主祀官，率領大家先於龍山寺水官大帝前進行祝禱祈福，



上香祈求水官保佑前來過冬的雁鴨平安，也期望活動進行順利。活動現場還有

水官祐雁鴨-遶境踩街活動、精彩刺激的闖關遊戲、新鮮有趣的賞鳥博覽會及可

充實知識的保育園遊會。 

 

大家於龍山寺水官大帝前上香祈福 

 

踩街隊伍集合於龍山寺前廣場 

 

園遊會現場貴賓雲集 

 

生態闖關遊戲 

  動保處處長嚴一峰表示，為減緩溼地陸化及永續經營環境，臺北市政府已

於民國 86年將華江濕地劃為「臺北市野雁保護區」，而今年(102年)也在華江濕

地進行棲地復育、清疏達 3公頃，面積雖然不大，但據陳岳輝觀察，確實已較

去年同期吸引更多水鳥前來棲息，顯示棲地復育確實已有初步成效。 



  藉由保育臺北市唯一一座野生動物保護區，重新喚起人與大地之永續互動，

創造人與其他生物共同生存的自然空間。同時也建構深化在地溼地保育觀念與

環境教育體驗的『深耕溼地』及喚起在地居民認同感的『活化社區』最佳場所。 

 

資深賞鳥人協助民眾導覽 

 

         活動現場仿真小水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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