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華再現---馬到成功 ---萬華區 103 年新春團拜 

                                                  圖、文：楊王輝 

        萬華區 103 年新春團拜於 2 月 7 日上午 10 時，在萬華區行政中心 13 樓大禮堂

舉行，由萬華區黃國彥區長主持，參加團拜人員除公所員工、愛心志工及退休人員

外，並邀請萬華區各里里長、機關學校、團體、民意代表及地方領袖與會，參加人

潮擠滿了整個大禮堂可說是盛況空前，會場佈置張燈結綵、大家相互拜年，互道恭

禧，現場洋溢著一片歡愉氣氛。 

        首先由萬華區的大家長黃國彥區長致詞，黃區長表示，民政局黃呂局長因主持

今晚的臺北燈節點燈儀式記者會，無法親自蒞臨向大家拜年，他謹代表市長及黃呂

錦茹局長向與會的嘉賓拜年，感謝萬華區的民代、里長及地方鄉親們，過去這一年，

對區公所的支持與配合，才能使市政建設推動更加順遂，讓萬華區去年這一年來無

論在各項軟硬體建設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他並感謝區公所同仁辛勞的付出，還

有公所愛心志工們熱心的服務與協助，讓為民服務的工作品質更加提升。 

        萬華區黃國彥區長出身軍旅，有著軍人剛毅的性格及使命必達的精神，並與萬

華區頗有淵源，擔任區長之前曾任萬華區戶政事務所主任 3 年多，黃區長上任一年

半以來，與里長們互動良好，他嚴格要求區公所每一位同仁都要栓緊螺絲，做好份

內工作，絕不能有任何的鬆懈與怠惰，他對於萬華區的人文地貎、歷史沿革瞭若指

掌，黃區長熱愛萬華，因緣際會當上萬華區區長，他竭盡所能振興地方產業，希望

在其任內，能夠讓萬華區恢復往日榮景，以不負長官之所託及鄉親之期盼。 

        最後，黃區長表示前些日參加市府新春團拜，郝市長致詞時提到，今年馬年也

是行動年，希望大家要有積極的作為，黃區長指出，今年是甲午年，「甲」屬木「午」

屬火，木生火旺，他祝福萬華區各行各業：百業興盛、馬上成功（馬到成功），並祝

福與會貴賓新的一年：身體健康、萬事如意、馬年行大運！ 

        接著與會的民代及嘉賓致詞時，都相繼祝福萬華區能夠更進步、更繁榮，也祝

福大家都能夠在新的一年：馬年行大運！事事都順利！ 

        團拜結束後，公所並準備茶點供與會嘉賓享用，大家一邊品嚐茶點邊話家常，

整個活動充滿了新春熱鬧的氣氛，直至上午 11 時 15 分才結束。 

        



 

 

▲萬華區 103 年新春團拜，黃國彥區長致詞並向與會貴賓拜年，祝福大家新的一

年：馬年行大運、百業興盛、萬事如意！103.2.7  

▼萬華區 103 年新春團拜，黃國彥區長與參加團拜的貴賓及民代。 

 



   新移民愛臺北，103年國家清潔週邀您一起誓師護家園 

文圖/高揚 

     為迎接馬年，臺北市環保局訂於 103年 1月 10日上

午 9時假萬華火車站東側廣場（艋舺大道與康定路口），

與萬華區公所共同舉辦「清淨家園迎馬年-103年國家清潔

週擴大誓師活動」，邀請社區居民一同加入動手清理居家

及社區環境，當天除有眾多環保志義工、社福團體共同參

與，更邀集了 20位目前住在萬華區的外籍配偶，跟大家一

起大掃除，愛護家園環境整潔。 

     此次活動由臺北市環保局局長吳盛忠，以及萬華區區

長黃國彥率領環保義工以及市府團隊參與萬華火車站周邊

環境清理工作，當天活動報名相當踴躍，除萬華區各里環

保義工、里鄰長及里民共同響應外，另萬華火車站、自來

水事業處、以及區級機關、學校各社福團體等均派員參加，

還有區公所愛心媽媽，以及由 20位外籍配偶組成的「新移

民」代表隊的共同參與，大家團結合作、不分你我，更跨

越種族、文化的界線，一起為「清淨家園」而努力，不但

成功搭起友誼的橋樑，也讓環境更乾淨美好，更彰顯出此

次誓師活動的價值。「新移民」代表隊的越南華僑劉小姐



表示，嫁到臺灣已經有 25年，臺灣的治安良好，對新移民

很友善，有空時她都會參加區公所舉辦的課程及活動，像

這次受邀參加國清週誓師活動感到很開心，能融入大家的

習俗，一起大掃除，除了感到新鮮、也覺得很有意義；另

一位印尼新娘陳小姐則表示臺灣垃圾分類做得很好，很有

環保概念，她現在出門買東西也都入鄉隨俗自備環保袋，

一起愛護我們的地球。 

     臺北市環保局表示，市容環境的維護除政府的力量之

外更需要民間力量的參與，而生活品質的改善更是需要全

體市民來共同努力，臺北市環保局熱誠邀請您全家大小攜

手參與 1月 10日清潔掃街活動，共同維護整潔生活環境。 

 

 

 

 

 



 

 

 



2014 臺北燈節生肖提燈發放活動   文 圖/林哲宇                                             

2014 臺北燈節生肖提燈發放活動於 2 月 8 日(六)、9 日(日)13 時登場，於臺北市 12 區及燈節現

場(圓山公園及美術公園)定點同步發放，，萬華區的發放地點在萬華火車站 1 樓的藝文走廊，

兩日共計發放 4,700 個提燈。此次臺北燈節以值年生肖「馬」奔馳、遨遊的意涵出發，採用中

文「駿」字的諧音，帶出「Dream」(夢想)的概念，「Dream-駿」生肖提燈以遊樂園中的「旋轉

木馬」為造型，賦予「轉動」的生命力，希望鼓勵民眾勇於追逐夢想，迎向新的一年。 

     

連日來陰雨綿綿，活動首日呈現濕冷天氣，體恤民眾排隊辛勞，以提供一個明確流暢的動線、

舒適寬敞的環境為宗旨，上午 9 點便著手佈置一個能容納 500 人的室內空間。熱情的民眾一早

9 點陸續到現場排隊，在工作人員親切的引導下，依規劃動線有秩序的排隊。轉眼間，距離活

動開始只剩 1 小時，萬華火車站已排滿等著領燈的民眾，氣氛非常熱絡。 

     

萬華火車站在提燈魅力號召之下，大量湧進領燈的民眾，車站李站長也把握機會進行宣導，氣

球魔術師姐姐的登場，更是帶給現場民眾不少歡樂的氣氛。眼看著活動時間將近，除再次進行

活動注意事項宣導外，工作人員也迅速將活動主角 Dream-駿提燈就位。 



     

     

我們萬華區大家長黃區長也蒞臨現場，除了跟民眾拜年合影外，也邀請李站長參與本次發放活

動，萬華區在地的媒體『聯維有線電視』也到現場進行拍攝採訪。 

     



     

這次的活動回響有多熱烈走到火車站外就可知道，車站被排隊民眾團團圍住，活動進行不

到 40 分鐘，2000 多盞提燈就已盡數發完，不少民眾因為沒有領到向工作人員抱怨，工作

人員有耐心的委婉告知明天仍有領燈活動；有的孩子因為沒有領到提燈而哭泣，氣球魔術

師姐姐撤場後仍在活動現場賣力演出，安慰沒領到提燈的孩子，成為活動中溫馨的小插曲。 

    

    
 

活動第二天大雨伴隨著低溫，但仍澆熄不了民眾的熱情，同樣一早 9 點就有民眾到現場排隊，

工作人員除了加強第一天的不足之處外，更持續宣導注意事項，並請名眾排緊一點讓室內能夠

容納更多人，減少在外淋雨的民眾。 



    



走出車站負責外頭的工作人員非常辛苦，在大雨和寒冷的天氣中，持續引導動線，敬業精神令

人欽佩，辛苦大家了。 

    

為了能夠讓更多民眾能夠拿到今年的主角，所以嚴格執行一人一盞規定，避免重複領取狀況發

生。在活動尾深不少民眾向工作人員抱怨，但為了看到更多不同民眾領到提燈的笑容，縱使承

受不少自民眾抱怨的壓力，工作人員仍恪敬職守、把持堅守原則，值得加許。 

活動尾深雖然有些混亂、場地因雨有些濕滑，2014 Dream-駿生肖提燈發放活動仍圓滿落幕，

就讓我們期待明年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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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健康便利站」操作 

一、 開機：按紅色處便可以啟動電腦 

 

二、 進入電腦畫面後，直接用手指點選『ACER桌面』便會

進入『健康便利站』畫面 

 

三、 點觸：『開始測量』 

 



四、 將悠遊卡至於讀卡機上 

 

 

 

 

五、 當讀卡完成後，畫面會轉成測量畫面 

 

六、 當測量畫面：便可開始測量各項數值（血壓，血氧，額

溫，身高及體重） 

 

血壓        血氧        額溫     身高及體重 

 



七、 測量後便會自行上傳至電腦 

 

八、 測量完退出請按左上角『首頁』，便可退出 

 

 



九、 欲查詢測量資料請按『查詢歷次測量資料』 

 

十、 點選欲查詢測量資料即可 

 

十一、 關機步驟：從螢幕外框向左滑動，出現工作列後，

點選『設定』，按下『關機』即可 

 

 



十二、 Q＆A 

1. 沒有悠遊卡是否可以量測？ 

ANS：可以，只是不能上傳雲端。 

2. 測量項目都要全部量嗎？ 

ANS：測量項目皆可以單獨量，量測完按回『首頁』

即可。 

3. 可否自行輸入數值？ 

ANS：請至 http://cloud/index.aspx 

4. 如何登入網頁？ 

ANS:點選『匿名登錄』輸入悠遊卡內碼 

5. 如何查詢悠遊卡內碼？ 

ANS：擁有臺北卡者，可以直接至臺北卡查詢， 

            若無，可以使用健康便利站『列印測量資料』，

便會列印出悠遊卡內碼。 

 

 二、今年台北卡特殊族群發卡對象新增「新移民」族群，請協助宣

導，持居留證或護照之新移民（配偶設籍台北市）至本中心辦

理。 

 

http://cloud/index.aspx


萬華區 103年登山健行活動 

3月 8日千人齊聚，登虎山耀艋舺！ 

 

萬華區公所、萬華區體育會、萬華區體育會山岳委員會及萬華

區各里辦公處在 103年 3月 8日（星期六）上午 8時至 11時假信義

區松山慈惠堂前廣場舉辦「103年親山淨山-虎山親山步道登山健行

活動」，當日上午 8時不到即看到近千餘熱愛登山健行的市民朋友

們，成群結隊地步至活動集結點「松山慈惠堂前廣場」，現場人山人

海，熱鬧滾滾。 

活動主辦單位萬華區公所區長表示：本次活動精心挑選本市著

名的休閒步道-虎山親山步道的目的在於，步道沿途生態景觀多元，

植物種類繁多，加上虎山溪隨側環抱，山澗型的環境孕育出如姑婆

芋與蕨類等好濕耐陰植物生長最佳環境，這可以做為我們生態教育

的最佳範本，今天大家在登山健行的同時，希望大家可以盡情地徜

徉在這片山明水秀、鳥語花香之中，享受最天然的森林 SPA，不僅

達到排解壓力、調治身心功能外，亦能達到舒展筋骨、強身健體的

目的。 

登山活動正式展開後，只見參加市民相偕邁步前行，人潮魚貫而

行，綿延數百公尺，彷彿一條巨龍攀岩而上，主辦單位除安排專業

嚮導員在前引導人群外，並在沿途細心佈有服務人員，不時貼心地

趨前鼓舞參加的市民朋友，加油！加油！聲音此起彼落，處處聞得

興高采烈的歡呼聲，相信這場登山健行活動，必然為大家帶來最難

以忘懷的回憶。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文/政風室                                

機關安全做得好，危安事件不來找 !! 

1、做好「防火」、「防竊」、「防破壞」、「防止資料遺失」。  

2、做到「人安」、「物安」、「建築物安全」。  

3、隨時注意經辦文件安全，不要隨意放置，機密文書更應妥善

保管。 

4、消防器材故障或不堪使用，隨時反映及維護。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使用電腦要當心，慎防洩密有保障!! 

廉政宣導：公務員辦理機關餐敘或其他聯誼活動，除公務機

關基於公務禮儀提供之財物外，應予拒絕或退還。另與機關

有職務關係之廠商、個人、法人或團體所為之餽贈或邀宴，

原則上應予拒絕，並落實知會登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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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二.四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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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市 戶 外 體 健 設 施 新 知 

本市「戶外體健設施採購基本要求規範」業於 102年 7月 22日經本府核定在案，並訂於本(103)年 2月 1日起實施，

戶外健身器必要條件：1、設施標準：器材應符合 DIN79000之標準，並應提供原廠檢驗報告。2、器材-材料與製造：鋼

管使用之塗料及特定元素重金屬含量應符合國家標準；塑料零件應符合 CNS有關塑化劑安全要求；扣件需經防鏽或耐腐

蝕處理，不得輕易鬆開或轉動；3、活動區域及安全防護：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緩衝空間及鋪面顏色區隔劃分。4、

安裝使用維護保養手冊：安裝施說明書、施工檢查表、產品使用說明書、定期檢查項目及維護保養檢點表等。5告示牌：

依本府體育局之規定附上中英文告示內容及使用族群。6、保險保固：確保廠商責任，維護市民權益。 

為提升本區轄管各鄰里公園體健設施使用安全本(103)年度已陸續更新及調整緩衝空間等以符合規範，並基於戶外氣

候因素以「靜態設施」設置為宜，詳如圖示： 

 

 

 

 

 

圖/文：楊孟崧 

緩衝空間及鋪面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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