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年度新移民生活成長營－外籍學員班開業式     課員 楊昌正 

                                             課長 黃梅怡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辦理 103年度「新移民生活成長營－外籍學員 

班」，時間自 103年 7 月 15日起至 9 月 3 日每週二、三、四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總計研習時數 72小時），地點是剛整修完成，7月 11

日才隆重開幕的臺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 

   為增進新移民生活適應能力，使其順利融入我國生活環境，並提早適

應家庭生活，進而與鄰里居民與社區產生良好互動。本次課程內容除了極

富生活化之本國語文訓練、居留及設籍、戶政法令及生活法律等課程外；

更融入在地傳統文化藝術，一系列課程如展現服飾美學、創意生活教學、

傳統藝術教學、文化民俗及認識環境、認識多元智能的運用、輔導課程。 

    萬華區公所黃國彥區長蒞臨始業式時表示：目前本課程共計吸引 30

人報名參與研習，其中越南 19人、日本 3 人、印尼 2 人、泰國 3人、

美國 1人、伊拉克 1 人及菲律賓 1 人，雖來自不同的國家，但從報名如

此踴躍來看，相信，我們精心規劃的課程，一定能符合大家需求，期待

這近 2個月的課程能給大家帶來美好的回憶及學習成果，讓妳們能更有

自信面對未來的挑戰，及盡早融入社會環境。 

    今天承辦課特別邀請知名講師李素香老師來為大家授課，李老師自

民國 77年服務於中華語文研習所，至今長達 26年，受聘本市各語文教

學，教學經驗豐富，也是我們新移民生活成長營中文、閩南語教學老師，

教學不厭誨人不倦堪稱楷模，相信大家一定會有很好收穫。 



『一府二鹿三艋舺集集在一起』城市續盟 
～「2014 南投火車好多節」～聯 絡 人：呂明珠 

萬華區公 103 年第 4 次城市交流活動將於 7 月 13 日由黃國彥區長率領里

長代表及各課室同仁造訪南投縣集集鎮，並與安平區公所、鹿港鎮公所，共同

參與參加一年一度的「南投火車好多節」開幕儀式及系列活動。 

「南投火車好多節」迄今連續三年的舉辦所創造出的亮麗成績，帶動觀光

旅遊人潮，成功行銷集集鎮，此項活動也正式成為暑假期間南投的盛事，「集

集鎮」觀光休閒旅遊產業豐富，最富盛名的「集集火車站」是一座以檜木建造

的古老車站，具純樸、簡單的小鎮風味，感覺格外溫馨，雖曾遭 921 大地震損

毀，現已重建完成，觀光客到集集旅遊甚多。集集線小火車，是集集現今最珍

貴的活古蹟，結合觀光與運輸的功能，搭火車到集集，最能深入領略地方的精

緻文化與美麗的人文藝術，隨著周休二日及生活休閒活動受到重視，觀光遊客

回籠，更因縣境內多出許多震災景點，反而成為新的賣點，只有造訪集集鎮才

有這等悠閒、自在的生活，該項觀光主題有別一般都會型的熱鬧喧囂之觀光氣

氛，以徹底解放身心靈、現代都會人夢寐以求的田園火車輕騎樂趣，101 年以

「集集鎮-火車印象‧踩風集集」獲得交通部觀光局舉辦的「臺灣十大觀光小

城」遴選。會後將由集集鎮嚴鴻邦鎮長帶領參訪人員參觀集集地方建設--保育

中心及攔河堰，集集攔河堰，位於南投縣集集鎮的攔河堰，為攔截自濁水溪的

溪水而設置於林尾隘口建堰，並建有集集大橋，主要功能將濁水溪的溪水攔截

下來，再送至臺灣自來水公司林內淨水場，以供給彰化、雲林地區農業用水、

生活用水及工業用水，是臺灣目前最大的攔河堰，也是取水量最大的水庫。 

「一府二鹿三艋舺集集在一起」四個地區，因每年數次互訪及交流，結盟 
夥伴彼此間有著不同於其他鄉鎮的緊密聯繫及友誼，時時針對不同地區特 

色相互汲取經驗，本區也籍由參訪結盟鄉鎮區地方建設之優點、加以標竿 
學習，作為本區復舊與創造萬華地方特色之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8A%95%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8A%95%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94%E6%B2%B3%E5%A0%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F%81%E6%B0%B4%E6%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B%86%E9%9B%86%E5%A4%A7%E6%A9%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8%87%AA%E4%BE%86%E6%B0%B4%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B0%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2%E6%9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5%BA%AB


                              相揪作伙來參觀     

                   萬華新移民會館暨區史展示中心重新開幕囉 !               

黃梅怡 課長 

                                               張瑀  課員 

    萬華是臺北最早發展的區域，近年來新移民人口逐漸增多，亦是全市新移民人口數最多的一區。

為照顧關懷新移民及發揚萬華悠久的歷史文化，臺北市政府特別於 95 年在長沙街 2 段 171 號成立臺

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暨萬華區史展示中心。為更換館內老舊設施，使館內空間能達充分利用、增加使

用率及訪客數，萬華區公所於 103 年 2 至 6 月全面休館進行整修工程，7 月 14 日重新開幕，以嶄新

面貌與大家見面。 

  萬華新移民會館整修完工後的 1 樓設置服務臺、資訊檢索區、輕食區、舞蹈排練區、交誼廳及

卡拉 ok室；3 樓規劃研習教室、電腦教室；4樓為大禮堂；2樓則為萬華區史展示中心。萬華區黃國

彥區長表示:秉持讓新移民會館就是新移民朋友在臺北的第二個家這個理念，這次整修工程除汰換老

舊設施外，也特別針對新移民的使用需求，重新規劃館舍空間，使萬華新移民會館不僅是新移民朋友

研習、辦理活動的場地，更是情感交流的好場所。 

    開幕當天由「萬華新移民服務隊」負責接待，以會館代替役張書宇表演的祥獅獻瑞揭開序幕，緊

接安排變臉演出，接著引導貴賓、媒體至 4樓大禮堂，欣賞由新移民朋友組成的東方炫舞團帶來的傳

統舞蹈，同時也特別準備萬華區「新聚點」新移民店家的異國風味美食，讓大家一同體驗多元文化。

萬華區黃國彥區長表示:萬華新移民服務隊是由萬華區公所號召一群有志參與公共服務的新移民朋友

所組成，在萬華區內的各項公共活動都可以見到他們的身影。開幕當天我們不僅請萬華新移民服務隊

擔任志工、並由新移民組成的舞蹈團隊帶來演出；我們來自明華園劇團的會館替代役張書宇，也帶來

他的拿手絕活，現場更請新移民店家帶來美食饗宴，就是希望讓大家感受到本公所的用心、新移民朋

友的熱情。 

   另外開幕當天 2樓萬華區史展示中心亦展出今年特展「萬華百業達人」，萬華區黃國彥區長表示，

今年我們以本區在地方文史、社區營造、公園設計、老店傳承、傳統產業、藝術創作、文化創意、街

區導覽、公共議題等領域中，默默耕耘的地方的達人們為本次特展的主題，展期到今年 12 月底，歡

迎大家前往參觀。 

    萬華區黃國彥區長表示:希冀藉由這次的開幕活動重新啟動會館的營運，期望在社會大眾的關懷

下，能以會館為中心，結合多方資源，拓展服務層面，形成新移民服務網絡，一同關心在這塊土地生

活的新移民朋友們，為臺北市注入多元能量，提升國際競爭力。 



                 相揪作伙來   製作環保又健康的手工香皂!        

黃梅怡 課長張瑀  課員 

新移民親子活動系列又來了! 整修後的萬華新移民會館將於 103年 8月 16日

及 30日下午 2時至 5時舉辦「生活美學〜手工香皂 DIY課程」活動，歡迎新移

民朋友一起來自製既環保又健康的手工香皂。 

     本次活動邀請到松露天然魔法手工坊鐘建文老師教授，鐘老師長期旅行歐

洲是一位美食愛好者，主張夢想從健康開始，致力研究最幸福的好滋味與大家

分享，研發中草藥及香草養生保養品及 DIY教學。8月 16日課程內容包括香草

入皂介紹、皂基製作基本概 念、配方說明、分組實際操作；8月 30日主要是介

紹精油特性、精油配方、手工皂入色、裁切、包裝方式解說。萬華區黃國彥區

長表示：新移民朋友上完這兩堂課程後，就可以自己在家製作香皂，非常實用

又環保，歡迎新移民朋友來參加! 

     萬華新移民會館將陸續於 9 月 13、14 日（星期六、日）舉辦新移民夏令

營活動(公民小記者)，9 月 20 日辦理新移民親子聯誼活動，萬華區黃國彥區長

表示：接下來我們會館安排的活動也十分精采，歡迎新移民家庭屆時踴躍報名

參加。  

 

萬華新移民會館開館時間為週二至週日 9時至 17時，並提供越南、印尼、泰

國及英語通譯服務，也有訂閱多國語言報章雜誌，歡迎新移民朋友多加利用。(萬

華新移民會館地址:長沙街 2段 171號，聯絡電話：2370-1046。)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103年度反賄選海報宣導成果 

地點 福星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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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域宿舍變綠地     跨河地標翻軸線 

萬華區里長基層建設提案成果豐碩 

 

    臺北市長郝龍斌於 8 月 20日下午主持萬華區基層發展座談會，這

是郝市長任內最後一次主持 12個行政區的基層里長座談會，郝市長上

任邇來分別指示民政局規劃、各區公所辦理「一里一提案」、「市長基層

茶敘」及「區里發展座談會」等 3 種類型與地方里長溝通之平台，以作

為市府「全方位傾聽民意」架構之ㄧ環。 

   萬華區因開發較早，較之於本市其他地區，相形老舊落後，民眾普

遍對萬華區抱持硬體建設落後、環境品質不佳之成見；因此萬華區 36

個里長自 96 年─103 年度止，經廣納在地民意提出各項攸關民生福利及

公共建設的提案計 188案，另依個案執行投入地方改造及建設經費計約

3 億 6 千餘萬元，除讓地方民眾有感激賞外，亦促進萬華地區建設均衡

發展。    

   富福里里長許文輝里長多次透過「區里發展座談會」提出攸關地方

發展的議題，最讓民眾津津樂道的是將林務局原位在該里和平西路 3 段

92 巷的陰森可怕長年廢棄宿舍向郝市長提案拆除，變成現在翠玉般的茵

茵綠地，許里長眼中漾出光彩說，自從這塊近 1,100坪綠地興闢完成後，

豐富了里民的生活。 

   另外許里長感於中萬華地方人口眾多，卻沒有一個可供周邊 12個里

里民使用的多元活動場地，早在民國 92年萬華車站雙子星大樓BOT案計

畫階段，即慧眼獨具於馬英九擔任市長時提案建請規劃提供一層作為地

方活動場所，並經馬英九允諾規劃；歷經十餘年，萬華車站BOT案一波

三折，現終於通過都審即將在今年底前動工興建雙子星大樓，許里長在

昨天的座談會中，再行提案向郝市長爭取；民政局及萬華區公所刻著手

進行評估作業中。 

   郝龍斌及朱立倫雙北市長曾在 102 年間會面提出合體打造「雙北跨

河景觀橋」的跨市合作議題，地點選在萬華區馬場町紀念公園跨越到永

和區的綠寶石公園；預計「跨河景觀橋」總長度為 360公尺，寬 6 公尺

的雙斜塔曲線懸索橋，供行人和自行車通行。 



   惟萬華區騰雲里李重華里長眼看新北市政府正積極就經費規劃、環

境評估與執行細節等進行，本市配合腳步卻相對遲緩，於是也在座談會

中提案向郝市長反映萬華區民眾殷盼「新店溪中正華中跨河景觀橋」儘

速興建，以帶動萬華都更契機的心聲，並作為「西區軸線翻轉」的指標

性建設，造福地方，亦可凸顯郝市長及未來市長「振興西區」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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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重新開幕記者會計畫 

壹、 前言 

臺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主要功能係為提供新移民活動及學習成長而設置，

於本(103)年度重新裝修，將以嶄新的活動空間迎接新移民，萬華區史展示

中心主要功能為典藏、研究、展示、推廣萬華地區人文歷史之美與其多元

面貌，期許一起帶動萬華區的在地服務。 

貳、 活動名稱 

臺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重新開幕記者會 

參、 辦理單位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肆、 活動時間、地址 

    一、時間:103年 7月 11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二、萬華新移民會館地址: 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 2段 171號 

 陸、活動流程 

時程 時間 流程 內容說明 

10:00-10:10 10分 祥獅獻瑞、變臉 表演結束後鳴炮(1樓騎樓) 

10:10-10:15 5分 貴賓、媒體進場 
引導貴賓、媒體報到及進場(4樓大

禮堂) 

10:15-10:25 10分 開場表演 
1. 主持人致歡迎詞及介紹與會貴賓 

2. 新移民舞蹈表演〜東方炫舞團 

10:25-10:40 15分 

市長、局長、貴賓

致詞 

承辦單位致詞 

1. 郝市長致詞、民政局局長致詞、

貴賓致詞 

2. 萬華區公所黃國彥區長致詞 

10:40-10:55 15分 
開幕禮成及會館

參觀導覽 

引導市長、黃呂局長及與會貴賓參

觀會館各樓設施 

10:55-11:05 10分 媒體採訪 引導貴賓及媒體至聯訪區聯訪 

11:05〜 分享異國美食 新聚點美食、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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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府二鹿三艋舺 相招臺北城』城市續盟 

～觀摩各里災害應變小組防災宣導訓練活動～    

聯 絡 人：呂明珠 

 

夏季正是颱風肆虐的季節，臺北市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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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操作方式，檢驗本市各里災害變小組防災教育訓練、

演練之成果，特於 7 月 26 日下午 2 時整假臺北市立龍門國中舉辦「103 年度各

里災害應變小組防災宣導訓練活動」，並藉由本活動擴大與各鄉鎮市（區）城鄉

交流，以達寓教於樂及經驗分享之目地，本活動並結合防災技能展現、防災宣

導及競賽方式共同舉辦，以期擴大防災宣導及城鄉交流之效益。 

萬華區公所除推派保德里災害應變小組及新移民團體組隊參賽外，另特別

邀請臺南府城安平區公所林國明區長及彰化縣鹿港鎮公所黃振彥鎮長率領公所

課室主管、同仁及鎮民代表會代表、里長 50 餘人到本區續盟回訪，同時觀摩本

市之防災訓練活動。 

安平、鹿港、艋舺(萬華)南中北三個台灣早期最主要的發展貿易港市，彼此

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與文化連結，萬華區公所為重現「一府二鹿三艋舺」的歷

史榮景，自 95 年起即藉由城市交流活動與安平區公所、鹿港鎮公所結盟，每年

定期參與彼此間的節慶活動，與同具文化歷史傳承的姊妹盟區互訪交流，讓城

鎮間互相學習與成長，至今年已連續互訪達 25 次，在全國的城鎮的交流中可說

是絶無僅有、獨一無二，本次更藉由防災宣導訓練活動，使彼此的救災能力更

為精進，對往後運用在防、救災業務上，一定有相當大的助益。 



臺北市 103 年度人口政策宣導                         

課員 楊昌正   

一、 重視婚姻及家庭價值 

二、 維持高齡者活力、尊嚴與自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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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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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華區史展示中心鄉土教學活動熱鬧登場 小三高一一起揪團遊萬華      

辦事員簡琳蓁 

萬華區公所於 95年成立全市第一座的區史中心，營運 9年以來引領市民認識臺北市的

發祥地－艋舺。101年首次推出 10場學生參訪區史中心的鄉土教學活動，今年更擴大

辦理到 20場。萬華區黃國彥區長表示:「學生鄉土教學活動能推動文化歷史教育深入

校園向下扎根，具有深層傳承的意義，歡迎大學以下各級學校揪團來遊逛萬華區史展

示中心」。 

     101年 10場學生鄉土教學活動全由萬華區公所免費提供交通車、DIY教材、講師

及場地，所以一推出，二星期就報名額滿，102年增辦到 14場，今年更擴大辦理到 20

場。而連續 3年共辦理 44場鄉土教學活動的靈魂人物，就是長期在萬華地區深耕的文

史工作者高傳棋老師。每一場活動都是由高老師配合公車業者親自到校門口接送學生，

從學生上車的第一刻開始就以生動活潑的口吻針對該校歷史及沿途的文史景觀加以介

紹，而課程的第一個重點，在於由高老師精心設計兼具萬華區歷史性與趣味性 DIY教

材，連續 3年有系統的以臺北古地圖為主題設計出 36*26公分大小的拼圖，高老師先

說明古臺北的發展，並且將地圖上重要的地點一一來個古今大對照，等學生有通盤的

了解後，就開始進行緊張的計時拼圖大賽，同學們屢屢打破紀錄，目前最快是 6分鐘，

歡迎大家來挑戰。 

   課程的第二課重點是展場文物介紹，透過高老師妙筆生花的介紹，讓這些阿公的阿

公的古物，與小朋友拉近了距離 ，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擺了四個玻璃櫃的童玩童趣福利

社，明明是熟習的課本、文具及玩具可是樣子卻很陌生，看著櫥櫃還會跟同學一起討

論。最後介紹完南機場的眷區，高老師會帶這同學一起大聲朗誦在牆上 50年代的精神

標語「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校忠領袖、敬愛國家」童稚的臉上不時露出認真的表情。 

   今年 20場活動從 10月 3日登場持續辦理到 12月 4日，不同於以往，第一次有大

同區的大同高中跨區參加，讓萬華文化歷史的的觸角深入到更遠的校園，萬華區黃國

彥區長表示:「本區藉由鄉土教學這顆種子，將萬華區文化歷史撒在校園之中，如今 3

年枝葉已開始成長，我們將會持續在這塊園地灌溉施肥，讓更多莘莘學子能沐浴在歷 

史文化的滋養中」。    



 

       有您真好! 新移民同學的好朋友-李素香老

師                       課員 楊昌正         

            中文，是全球最多人使用的語言。對國人來說，使用中文是一件比吃 

飯還簡單的事，但是，對一位從他鄉來的異客，可就非常困難。 

   臺北市為臺灣新移民人口數第二多的城市，而其中萬華區新移民人口

數已經突破 5,800 人，是全市新移民人口數最多的行政區。黃國彥區長表

示，為了協助這些遠道而來的新移民快速適應環境、融入生活，萬華區公

所自 99 年起特別開辦新移民生活適應輔導課程，課程總時數為 72 小時，

內容多元，包含:語文、法律常識、就業輔導、福利資源介紹、實用手工藝

及烹飪教學等。而今年公所辦理外籍學員班生活成長營，就吸引來自越南、

印尼、泰國、英國及奧地利等不同國家的 41人參加，多元的學員背景，對

教授中文的李素香老師來可說是一個嚴格的考驗。李老師不僅在上課中要

不厭其煩地一再重複講解，下課還要幫忙照料這一群新鮮人，讓他們能盡

快適應這裡的學習環境。 

   在本期課程上到近一半時，來了一位伊拉克的外籍人士，積極表示想

要報名上課，黃國彥區長說：「原本是建議他下期課程再來上課，這樣可以

能接受完整的 72小時課程，但這位學員表示，因為工作關係經常出國所以

時間一直無法配合，所以特別協調李老師能多費心輔導他」，於是因為這位

學員的加入，本期又增加一名男性學員，國籍也增加到 6個。 說起這位伊

拉克籍學員，真是讓李老師費盡苦心，他連開口說國語都已經相當吃力，

中文字更認識不到 10 個。黃國彥區長說：「還好，本所聘請的李老師經驗

豐富，李老師不僅能因材施教，又有愛心、耐心，教學又靈活，每次上國

語課的時候，就要求這位伊拉克學員提早 1 個小時到會館，從最基本的拼

音開始，一個字一個字拆開來慢慢的教他，有時候教到都已經下課了還渾



然不知。非常感謝李老師的熱心教學!」，公所這期課程的多元學員們對教

學經驗豐富的李素香老師，想必也是一個難忘的經驗吧！ 

    黃國彥區長表示：公所每年度都會開辦新移民輔導相關課程，歡迎新

移民朋友報名參加。而位在長沙街 2 段 171 號，祖師廟對面的萬華新移民

會館更是不定時會舉辦有關新移民的活動、講座及課程，是新移民朋友聯

繫情感的好場所，誠摯地邀請新移民及關心新移民的朋友來訪萬華新移民

會館！ 



發掘社會資源共同關懷弱勢-----夢想之家 

「給孩子一個家，讓夢想萌芽」，為使區內孩子得到更多關懷與救助，

區公所積極發掘社會資源，結合社會資源，在本區西門町找到一處為

弱勢青少年服務的關懷據點「夢想之家」，對於居住於萬華區家庭或

青少年因家庭因素而無法圓夢的孩有一個快樂的地方，可以從不同角

度關心孩子，盼望讓孩子能生活開心，有光明的一面，茲因政府力量

有限，民間資源無窮，本所希望藉由區公所里鄰系統里幹事及里、鄰

長長期對地區的關注與瞭解，可及時對各項政府救助不足之個案，主

動轉介到社會團體，使各相關團體能更深入社區、拓展服務範圍，使

區民得到更周詳的關懷及照顧，而青少年亦可透過各種社區服務及表

演肯定自己，迎向光明面，活的自在有意義。 

夢想之家的青少年參與福星里端午節活動表演 

 

 

 

 

 

 

 

 



 

 

 

 

夢想之家的青少年參與菜園里端午節活動表演 

 

 

 

 

 

 

 

 

 

 

 

 

 

 

 
 



第 6 屆市長暨第 12 屆市議員、里長選舉反暴力與反賄

選宣導 

                               文圖/政風室       

       （一）本次為七合一選舉，競爭必然激烈，         

且現今朝野氣氛對立緊張，選情較以往恐更加激烈，預判各

政黨為期能獲得高得票率，將使參選人數超過上一屆，選情

也因在此種因素下，造成抗議（爭）情形必將勝於往昔。 

（二）第 6 屆市長暨第 12 屆市議員、里長選舉期間，由於

選情激烈，可能有不法民眾藉機製造事端，擾亂社會秩序，

危害國家安全，使之蒙上暴力與賄選陰影。（三）萬華區選

務作業中心在本區行政大樓內，機關眾多，洽公民眾進出頻

繁，雖有保全人員執行門禁管制，惟因人力單薄，若遇群眾

抗爭事件發生，處理上恐不周全。另本次第 6 屆市長暨第 12

屆議員、里長選舉公民人口約 210 萬人，選票約 630 萬張，

投開票所 1534 所，工作人員 2 萬多人，全程開票預計在當

天晚上 9 時前完成，工作長達 13 小時，體力負荷極大，若

發生選票疏失，均可能生激列抗爭情事。 

（四）萬華區公所位於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 3 段 120 號 10

至 12 樓，地點位於捷運板南線龍山寺站出口旁，交通堪稱



便利。本行政區域總計 36 個里，110 投開票所，地域遼闊，

人口眾多，本所為辦理選務之基層機關，各項工作均不能疏

失，須妥為因應防範，期使選務工作，圓滿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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