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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萬華文化嘉年華

咱的小代誌˙地方的大代誌˙許萬華一個未來˙˙˙˙˙˙

讓這片土地擁有一個國際性的都會型文化活動

讓萬華 再現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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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長 序

2005年對萬華地區而言，是傳統與摩登相互狂飆、競勝的一

年，市府在「軸線翻轉」的政策下，總共2百億的重大建設，陸續

完成，如新行政中心的完工啟用、艋舺公園、青年公園第三期及電

影主題公園的揭幕使用、理教公所的拆遷、廣州街暨龍山寺地下商

場等各傳統商街的開幕，揭開萬華新地貌、新商機與新生活品質提

升的發展契機。但硬體建設外，軟體層面如治安與災害防治的品

質、教育水準的提升、藝文與商街活動行銷的配合發展都必須跟

進；其中後兩者最富典範的標誌，即是由4月下旬開始，陸續創下

一連串紀錄的「萬華文化嘉年華」。

首先第一項紀錄來自於創意的獎掖，本項活動企劃案不僅獲市

府民政局評為年度首獎，象徵SARS危機以來，本區突圍破困努力的

再獲肯定；同時也可珍視為萬華浴火復起後的新生報告。第二項紀

錄表現於活動期程的歷史性紀錄，由4月20日至24日，連續5天不同

的節目串演，打破了本市12行政區歷來所有活動節目長度的紀錄。

顯示本區「軸線翻轉」的刻度又推進了一大步。第三項紀錄，則為

本區兩大在地民俗節慶－－「加蚋文化節」與「艋舺文化節」的綰

合，前者以農稼神話、崇天敬神為張本，旨在透顯「農業萬華」守

分固本、飲水思源的耕樸本色；後者則以河運時期商帆榮景、與

北臺開發史的輝煌記憶為緬懷，並試圖為「商業萬華」的尋根之

旅，添注現代化活水。兩大節慶的結合，就地域言，是保儀大夫、

廣照宮與龍山寺、青山宮本位民俗的匯流；就精神言，則是萬華

「農」、「商」並重，務實與冒險氣質兼具，首次的完整勾勒與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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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文化嘉年華活動琳瑯滿目，但大致可分為下列四大特色內

容：

一、「優質教育博覽會」－－是本區各級學校第一次大規模的

教學聯繫，小從幼稚園，大至社區大學，皆設有功能性專業攤位，

一方面展示辦學績效，另方面提供創意學習的策略諮詢。而主題取

名「教育連線、希望無限」，即期許各學程教育能獲良性的溝通，

成功整合「家庭－學校－社會」三位一體的學習進程，使萬華的鄉

親認同萬華的學校，安心地讓萬華的子弟進入萬華的學校學習。

二、「八大商街展演」－－萬華商街素以古樸、新潮並陳聞

名，本次展覽，除以靜態展示各商街自治會提供的主題導覽外，

更有動態性的活動設計，例如：以鳥街為主題的「鳥世界趣味競

賽」，即設計多項獎項供人評選，其中「美聲鳴叫獎」、「稀有品

種獎」及「鳥籠裝飾獎」 三類，最引人回味、稱奇。另外，大理

服飾商圈的「新一季服飾動態秀－夏戀」，也以舞臺走秀的方式，

展示炫麗奪目的新品服飾，直接撩人耳目、激起熱潮。

這些古風與摩登紛陳的商街，平時瑟縮於街弄巷道、獨立打

拼，而這次透過嘉年華活動的穿引，傾巢出場，不僅相互吸引、活

化商機，且無形中也為店號品牌奠立口碑、累聚人脈，對復甦萬華

經濟活力，顯具拋磚引玉的貢獻。

三、「獅藝鼓舞競技」－－為本次文化嘉年華的壓軸戲碼，網

羅在地及海外精銳的藝團，比舞論鼓，不僅替嘉年華盛會打響磅礡

的氣勢；也堪稱近年來最成功的國際民俗體育交流。其中「臺北慶

和館」為道地萬華養成的醒獅團隊，該團曾榮獲「2004年蒙古世

界旋律國際藝術節」金質首獎，揚名海外，其拿手曲目「百獅百旗

會艋舺」結合遒勁的鼓樂與震赫的獅舞，為會場掀起舖天蓋地的高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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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潘靖瓏師父領軍的「少林武極」是另一支本土獅團

勁旅，潘師父以少林第31代弟子，在臺灣首度獻演「麒麟

火獅」大戲，藉少林硬底功夫靈巧戲耍獅偶於鼓掌之間，

益顯武學與藝術登峰造極之完美結合。此外，潘師父所籌

辦「世界獅頭博物館」以廣蒐各地珍奇獅頭聞名，包括：

印尼巴里島的八龍獅、廣東麒麟獅、西藏雪獅等珍品，本

次亦提供百具獅頭展示，以飽鄉親眼福。

鼓舞競技最大驚喜，堪屬50年來第一次有日本及非洲

藝團加入競技。由日本「吟遊打人」塩原良率領的「御花

泉」和太鼓傳統樂團，透過「命之力」、「砂山」、「詩

篇」等陰柔婉轉渾壯鏗鏘的曲篇，配合嫻熟、精準的擊

技，使本地觀眾領教和太鼓排山倒海的聲光張力與靈魂震

撼。另外，來自西非共和國「鼓舞吟唱團」的戰舞表演，

則展現原始部落特有的宗教風格，其率性純真的鼓樂嘶

吼，同時透顯部落文明豐年獵祭、狂恣不羈的野性，與敬

天畏神虔誠謙卑的信仰。

四、「文史導覽」－為本次嘉年華盛會「走動式博

物館」的實驗性嘗試， 即以萬華地區各類珍奇典故、古

宅大第、廟堂古剎等等文化遺產為座標，結合文史工作

者、地方耆老仕紳，作博物館式的專業導覽，其路線規劃

分三：一為以龍山寺為定點的艋舺行程；一為以紅樓、天

后宮為主題的西門町行程；一為以廣照宮為終站的加蚋行

程。萬華古稱艋舺，為淡水河運時期北臺最重要的商埠與

文化中心，文史遺產豐富，若能珍視這些唾手可得的在地

材料，不僅是對先民記憶的尊重，也具文化傳承的價值，

而「文史導覽」活動所寄深意者，亦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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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言之，此次「2005萬華文化嘉年華」透過了古典與新潮

的辨證，把萬華的品牌重新定位、翻新推出，而這股品牌重建的

企圖，不僅反映在地人的心聲，同時也感染了來自其他縣市觀眾

的神經，每天接近1萬5千人次的賞覽人潮中，有許多是透過在地

住民的邀約，他們對老艋舺的記憶朦朧而神往；對新萬華的進步

則瞠目又結舌，尤其在親臨全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以原住民母語命

名的「艋舺公園」，觀賞美侖美奐的「光雕水舞」與原住民獨特

的獨木舟舞蹈之後，紛紛發出驚嘆：原來萬華美的這麼歷史又新

潮。

最後，成功的活動總是眾志成城的結果，需要感謝的對象也

很多，首先感恩老天爺賞臉，在春雨淫靡的4月，特地於節目展演

時段，挪出晴陰不雨的好天氣，為「天佑萬華」的契機，顯靈了

最好的兆頭。其次感謝會場周圍的商家，配合活動的主題，主動

更新店面、整飾環境。當然更要感謝參與及贊助這次活動的所有

朋友與貴人，包括：本區各級民意代表、36位里長、各家銀行、

商號、寺廟團體、民意代表、地方仕紳，有情有義、出錢出力，

共同推銷萬華地區有史以來最精緻的一次文化盛典，使「2005

萬華文化嘉年華」不只是企劃書裡一段優美的文字，更是真實走

過，且留下完美足跡的歷史性紀錄。

我們期許老艋舺千帆雲集的典故，不再是萬華人茶餘飯後

「好漢重提當年勇」的談話素材，因為新萬華的傳奇已然崛起，

期待本次活動的所有總總，將躍上舞臺，成為子孫談奇論勝的新

教材。

萬華區區長                   謹識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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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細說萬華—過去與未來

一、前言

古稱艋舺的萬華，是臺北盆地最早開發的地區，沒有艋舺就沒有

今天的臺北；要探視臺灣生命力，人文薈萃和豐富歷史的背景，萬華

是最恰當的起點。

二、歷史沿革：繁華臺北從此開始

若說臺北的繁華始於萬華，一點也不為過。今日的貴陽街2段可

以稱作臺北市的第一條大街，當年凱達格蘭平埔族駕著獨木舟，到此

與漢人大量交易蕃薯，因而稱為蕃薯市街，這是臺北市商業行為的溫

觴，也造就了今日的繁榮臺北。

萬華古稱「艋舺」，其名源自於「莽葛」或「文甲」，為凱達噶

瑪蘭語獨木舟之漢音。康熙40年代，陳賴章墾戶率領福建鄉民移居至

此，見到獨木舟蝟集，便以「Mankah」艋舺稱之。

位於大漢溪、新店溪交會處的「艋舺」，扼守水運要衝，成為臺

北盆地早期的物產集散中心，加上當時商人組成的「郊行」，與大陸

沿海各地貿易往來極為頻繁，造就了當年「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輝煌

時光。艋舺地區許多老廟都創建於200年前（約當清乾隆年間），可

印證此地開發的歷史，而廟宇數量之多、規模之大，也都顯示這裡曾

是鄰近區域的信仰、社會及經濟中心。隨著淡水河的淤積，以及多次

傷亡慘重的移民械鬥、瘟疫等災禍，使得艋舺的發展大受影響，即便

如此，萬華在臺北的各項商業活動上，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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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920年日本政府把臺北改制成臺北州，施行地方制度，

把艋舺改做萬華，取其”萬年均能繁華”的意思。日據時代的「遊

廓」一同興盛的華西街觀光夜市，依然在入夜之後，散放出迷人的

光華。光復後，西門町在原來「新起街市場」（原紅樓戲院）的基

礎下，漸漸發展成電影街，對早年的臺北人而言，上西門町就是看

電影的代名詞。如今西門町依舊是臺灣青少年流行的源頭，加上近

年來皆合許多都市建設方案，西門町已經逐漸找回昔日的巨星風

采。民國88年起，市政府陸續投入60幾項重大建設改造萬華，91年

後人口外移才逐漸趨緩。

三、地理環境：在河之濱、吐納臺北

早年扼守水運要衝的萬華地區，如今雖然帆檣林立不再，但

傍著淡水河、新店溪與臺北縣遙望的地勢，仍是縣市之間的交通要

衝，每天吐納著大量進出臺北市的人潮。近年來鐵路地下化、捷運

系統的完工通車，萬華更成了商旅貨物的樞紐，展現另一種繁華風

貌。

（一）地理位置

萬華區位於臺北市西南地區，東以中華路與中正區接壤，北

臨淡水河以忠孝西路與大同區為鄰，西環繞有淡水河與臺北縣板橋

市、三重市為界，南至新店溪與臺北縣中和市交界，並與永和市遙

望。全區呈「胃囊」狀。

（二）交通概況

區內主要交通幹道有萬大路、西園路、和平西路、成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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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西路、艋舺大道，由北而南並分別經由忠孝、中興、華江、

萬板、華翠、光復、華中7座橋樑與臺北縣相鄰銜接，水源快速道

路、環河快速道路及市民大道快速連結其他地區，為臺北市的大門

戶；其他如中華路、康定路、環河南路、漢口街、西藏路、莒光路

等，車輛往來頻繁；萬華火車站更是旅客及貨物集散地，捷運板南

線設有龍山寺站及西門站，全區交通便捷，四通八達。

（三）面積及人口結構

本區面積8.8522平方公里，劃分36里、722鄰、7萬餘戶、人

口約19餘萬人；年齡分布以20歲至50歲者居多，佔總人口數50%，

人口結構老、中、青分布平均，教育程度高深具發展潛力。

四、文化風貌：時空櫥窗  傳統與流行並陳

萬華區是臺北最具有歷史感的區域，全區古蹟林立，是臺北

市的記憶櫥窗，而區內的西門町，則聚集了全臺灣最尖端流行的事

物；最新奇與最古老的事物，在此交錯融合，呈現生動多樣的文化

面貌。

（一）古蹟林立

萬華早年因淡水河河運便利遂成為福建省漳州、泉州二府與

臺灣通商主要商埠之一，商旅雲集，人文薈萃，乃臺灣北部最重要

的政經文化中心，因而孕育出今日萬華豐沛人文古蹟之特色，經內

政部列為國家保護古蹟之建築有建寺270年歷史之二級古蹟龍山寺

（西元1738年），列為三級古蹟者，則有清水巖祖師廟、青山宮、

地藏庵、學海書院及西門紅樓等五處。另市定古蹟有謝宅、林宅、

老松國小北棟教室、慈雲寺、臺糖臺北倉庫等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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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訪今日的萬華街道，依稀可尋得舊時艋舺開發，以及早期臺

北商業活動的歷史。最著名的古蹟是建於清乾隆年間的艋舺龍山寺

及清水巖祖師廟，對當時艋舺的發展有極關鍵性的影響。

「蕃薯市街」（貴陽街）是萬華第一條街道，也是臺北市最

古老的一條街，「百年老店」新協和藥行、艋舺教會、青山宮（三

級古蹟）均位於此。乾隆年間興建艋舺地藏庵，帶動了西昌街的發

展，224巷內聚集數十家草藥店，而有青草巷的名稱。

廣州街、西園路的發展，都淵源於龍山寺的興建，西園路上仍

留有佛具店、繡莊等宗教性質的店鋪；廣州街上除龍山寺外，還有

艋舺隘門、育嬰堂碑、黃氏宗祠等著名景點。緊鄰淡水河岸的環河

南路，在艋舺商業興盛發達的年代，是各家勢力較勁、風雲際會的

老馬頭區，另有展現當年艋舺文風的學海書院。

（二）老社區新移民

民國79年，臺北市行政區域調整之後，原龍山區、雙園區全

部、城中區三里及古亭區南機場一帶劃入萬華區；尤其是青年公園

附近，早年是眷村集中地，之後改建為大量的國宅。這些高層住宅

中，有許多以社區為單位規劃的生活設施，街上有來自各地的飲

食，住民之間擁有獨特而緊密的鄰里關係，完整呈現臺灣新移民的

文化縮影。

五、生態景觀：雁鴨飛處  秋水共長天一色

位於臺北市鬧區的萬華，西側淡水河蜿蜒流過，每年的東北季

風吹起，古老的城區會飛來許多新訪客，這些南來避冬的候鳥是城

市無價的生態資源。區內另有面積廣大的綠地，以及古樹濃蔭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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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歷史悠久的公園，與老社區的居民休戚與共，呈現極富人情味

的自景觀。

（ㄧ）華中河濱公園

華中河濱公園位於臺北市西南隅（華中橋臺北市端新店溪下

游高灘地），西起光復橋連接環南綠地與雙園龍山河濱公園，東至

馬場町，連托中正河濱公園，構成一連串的河濱公園面積達143公

頃，與堤內的青年公園相互輝映，其中以華中河濱公園45.7公頃最

大，全長2650公尺，於民國八十三年開放使用，園內具備各項多元

化的功能和設施，扮演著臺北市水域開放空間體系中樞紐的一環。

公園內擁有廣大的綠地（約40公頃），人工設施包含網球場、

高爾夫球練習場、兒童遊樂設施、自行車道、藍球場、溜冰場等運

動設施，還有戶外劇場、藝文活動廣場、茶棋平臺等藝文設施，設

施十分多元；並且能引領遊客接近水岸，了解水岸生態及各項親水

活動。

（二）華江雁鴨自然公園

由於淡水河流域的水源生態豐富，所以成為許多候鳥的主要棲

息地，每年9月到翌年3、4月間，有數以千計的雁鴨科及鷸行科鳥

類會造訪這裡；園裡的生態環境分為水域、泥灘沙洲、草澤、淡水

地、公園綠地等，是民眾賞鳥最佳的地點，也是最好的自然教育場

所。

（三）龍山河濱公園

淡水河是昔日蘊育艋舺發展的河流，今日環河南路一帶即為

過去移民來臺、郊商對外貿易來往的碼頭區，現今已被高大堤防阻

隔，並規劃成「龍山河濱公園」，從貴陽街底2號水門進入即為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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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王公宮口」的老碼頭區；龍山河濱公園最大的特色是綠蔭濃密

成片的榕樹及映襯著夕陽餘暉的淡水河夕照美景。

（四）青年公園

位於水源路、青年路和國興路的青年公園於民國64年開放使

用，面積約24.4公頃，是臺北市區內大型的公園綠地之ㄧ，不但堪

稱「都市之肺」，尚兼具教育、健身、養性等多功能公園；園內綠

草如茵、古樹參天，另有高爾夫球練習場、游泳池、溜冰場、網球

場、體育館及親子遊樂區等各種設施，為市民最佳休憩活動場所；

也是臺北市使用率最高的綜合公園，許多社會活動、園遊會、大型

展覽會、露天音樂會、民間劇場，亦時常在此舉行，並且兼具了萬

華區防災公園的角色。

青年公園前三期的更新建設工程，提升了公園週邊房地產的價

值；第四期工程除淨水、蓮花池工程外，生態圈是最核心的建設工

程。

六、特色商圈：集中成市  逛街之樂樂無窮

本區擁有農產、漁、畜產運銷公司、環南家禽市場、環南綜

合市場，堪稱為本市民生物資供應之大本營。另外本區商業特性多

為零售業，以萬商雲集為主題，推動特色商店街，目前已具商店街

組織規模為華西街及西門町徒步區，另有大理街鐘錶、艋舺服飾商

圈、廣州街夜市、西昌街青草巷、西園路佛具街、鳥街，還有相當

多特色商店街如青年路泡沫紅茶、長沙街傢俱、環河南路五金，帶

動萬華區商業繁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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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地小吃

老萬華的臺灣小吃十分道地，具代表性有龍山寺附近的臺

南虱目魚羹、鄭家碗粿、龍都八寶冰；西門町一帶有鴨肉扁、

阿宗麵線、老天祿滷味、賽門甜不辣；萬華火車站前西側有一

攤「純正花枝羹」，是在地人及成衣鋪貨人非常捧場的小吃；

和平西路3段、舊萬華戲院旁，有一攤「福州元祖胡椒餅」，

為昔日許多人看戲、等車時最愛的點心。清水巖祖師廟旁的貴

陽街上「排骨湯大王」，西昌街口的「老艋舺鹹粥店」，均已

有50幾年的歷史，在在皆是遠近馳名的美食老店。

（二）華西街觀光夜市

華西街觀光夜市坐落於本區華西街，已歷時50餘年，北起

貴陽街、南至廣州街、中間橫跨桂林路，深具鄉土文化特色；

經市政府整頓規劃，以中華民俗藝品和臺灣小吃為主，為臺北

市最具國際知名度的觀光夜市。

（三）西門町徒步區

從日據時代至今，西門町經過多次演變，年輕人已幾乎

成為西門町的主流，成為臺北流行的發源地。青少年哈日，淘

兒音樂城的日本流行音樂及雜誌銷路極佳，西門新宿及萬年大

樓，賣的也多是日本款式的衣服，任何酷炫的流行妝扮，在西

門町都不足為奇。因此市政府有在西區積極規劃許多都市建設

方案，並結合西門地區的電影文化和產業，帶動西區的發展。

西門町在建設黑暗期沉寂以後，現在又再度活絡，是讓人看到

西區重新閃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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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艋舺服飾商圈

本商圈大約開始於民國45年，民國50年代後，聚集成衣

加工廠由零售轉為大量批發；民國65年，成衣業成為大理街主

要產業。民國77年達到最高峰，聚集在萬華火車站及大理街一

帶的成衣批發市集，最多高達2千多家，ㄧ度執臺灣成衣界牛

耳；歷時久遠的環境與建築景觀及狹窄的街道，隨著現代鐵路

地下化工程興建與批發區的出現，為重建形象商圈的風華，帶

動商圈人氣，在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推動下，90年大理服飾

形象商圈促進會成立，範圍包括康定路、大理街、和平西路、

西園路間鄰近店家。同年並獲經濟部商業司輔導，進行改善大

理服飾街徒步區工程，路面改善，藝術街燈、廣場綠化整建。

在改變商圈形象方面，「MOGA」商圈識別系統是業者的傑作。

（五）鐘錶市集

大理街中國時報對面的「鐘錶城」，是萬華區最具規模的

鐘錶市集，各種鐘錶產品、錶帶等，除有價美物廉的精品外，

也有一些專業的鐘錶修理店，為客人解決各方面的疑難雜症；

另外，西園路、成都路則有高價位的鐘錶名品。

（六）青草巷

青草巷位於龍山寺旁西昌街224巷，因蔥綠的藥草而聞

名，此巷道內約有10多家藥草店聚集，可說是萬華區最專業的

巷道，總長度約50公尺。艋舺開墾之初，流行病多，青草藥店

成為民間診療的主要機構；每家青草店面都擺著青翠的藥用植

物，一步入此區，濃濃的香草香也迎面撲鼻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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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佛具街

在西園路上（廣州街至桂林路之間），林立了近20家的佛具專

賣店，其中最老的店鋪已經有百年歷史，從木雕、陶瓷的佛像、佛

燈、香燭、念珠、八仙桌到繡莊、供品等一應俱全，成為臺北市罕

見的特色街道。

（八）鳥街

臺北市和平西路3段「鳥街」，經過2、30年的發展，目前家數

達到極盛，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專門販售禽鳥的街道，有廿幾

家鳥店聚集在此，去年成立促進會，由發展局協助於街道兩旁設置

鳥店街意象燈桿，使得鳥街的形象愈來愈鮮明。

（九）環河南路五金

臺北市的五金工業以環河南路最為著名。環河南路段以忠孝橋

及中興橋之間最密集，從各式工具、發電機、抽水機、馬達、電鑽

到各種小螺絲等，應有盡有。

（十）果菜市場

這是大臺北地區蔬果總供應處，又叫第一果菜市場，俗稱中央

果菜批發市場，老一輩的艋舺人又叫它「中央市場」，它的位置在

萬大路和環河南路的交會處，也就是華中橋下東側的地方。

果菜市場原來是在西寧南路上、忠孝橋旁，那時臺北人叫它為

「中央市場」，這個市場在日據時代就有了，至民國57年因不敷使

用而搬遷到堤防外的淡水河畔臨時用鋼架鐵皮搭蓋的華江市場，民

國63年現址的第一果菜批發市場正式啟用繼續供應臺北市兩百萬人

口食用蔬果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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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來展望

艋舺曾因地利之便而成為臺北早期最繁華的地

區，蘊含豐富的人文史蹟；隨時代的演變，如何融合

舊萬華豐富的文化資源與現代化的元素，再創萬華的

新紀元，是我們在新世紀之初，首要關注的課題。

萬華區為臺北市的發源地，然因時空變遷，產

業更替，都市發展重心東移，致萬華地區逐漸沒落式

微，自馬市長上任後，為了再創西區未來發展之榮

景，即戮力推動老社區東西軸線翻轉政策，全力規

劃艋舺都市更新工作，期使萬華在保存古蹟與歷史

建物外，也能早日趕上東區的榮景；隨著萬華區相

關重大建設陸續續竣工啟用及次第展開下，中華路林

蔭大道、艋舺大道通車，我們已看到快速便捷的交通

動線，正逐漸取代老舊的後街小巷；鐵路、捷運地下

化，阻隔發展的藩籬亦逐漸走入歷史；配合西園路拆

橋、萬板幹道興建工程、艋舺公園暨龍山地下商場完

成啟用、廣州街徒步區改造工程、西門市場更新案，

歷歷展現市府軸線翻轉及都市更新的決心。

區政工作係市政工作的延伸，在市政府為實現

軸線翻轉政策大量投入硬體建設，加速推動相關區政

建設，同時藉由都市更新的推動與落實，結合本區重

大建設效益循序建設地方下，區公所除積極結合產、

官、學界與社區規劃師組成工作團隊，並透過活動軟

體的挹注，展現地方文化特質、凝聚並提升地方民眾

對在地文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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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企劃構想

ㄧ、緣起與方向

萬華文化嘉年華的意義在於提昇萬華區域生活品質，並促進

區域文化深耕與發展，以期發揮城市傳播功能，並倡導區域文化風

氣，最後建立精緻的萬華特有的文化社會。

本區舉辦2005萬華文化嘉年華的目標與目的，乃在於擴大媒體

對於萬華的核心價值的瞭解與參與，並透過活動能深耕萬華地區的

文化對於臺北市甚是全臺灣，乃至於國際友人與整個社會大眾對於

萬華地區產生實質的文化意義，進一步廣納社會大眾對於萬華區域

文化的認同。

萬華素有臺灣「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美譽，是臺灣北部，臺北

城的發源地。目前現有節日，有舊文化社區，包含：

1、加蚋文化節：相傳是因為80多年前因為這些產業遭受嚴重

的病蟲害，讓屯墾的農民損失慘重，遂經過當地耆老建議，請出神

明遶境祈福，是當地最具文化特色的活動。麻竹筍、忘年花(茉莉

花)、豆芽的產業文化為主。麻竹筍、忘年花(茉莉花)及豆芽等產

業是過去加蚋地區三大名產。

2、甘蔗文化祭：主要內容為推廣地方消失的糖廠文化。

而整個艋舺文化園區目前也正由市府主導進行改善，以及西門

町流行文化區的整合，如何將老舊社區賦予更新的文化意涵，我們

期待在舊空間發展出新的文化區域，而這也是萬華的「廟堂文化」

最需要的發展方向，位於艋舺的龍山寺前廣場與位於加蚋的廣照

宮，未來新開發方向除了重建廟堂文化區，推廣良善的民間文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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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外，如何重建民間倫理教育，推廣民俗體育、競技活動更是地方

文化的大課題。

我們希望透過現有「傳統民藝基礎」來發展「國際體育文化」

活動，執行方式乃以舉辦「搖旗吶喊、旌旗飛揚、金鼓齊鳴、令人

振奮」的國際文化嘉年華會為主。

全方位媒體整合宣傳使萬華文化嘉年華能如同「端午」、「中

秋」，為一般大眾耳熟能詳，並強力結合媒體公關團隊以及周邊的

綜合資源，擴大民眾的參與與關心。以區域性「百獅百旗」動靜態

展為媒介，讓『萬華文化嘉年華』能更深入其時代意義，透過文化

活動的舉辦，與民眾的消費習慣、生活、娛樂、休閒產生互動，並

鼓勵區域性產業，結合地方文化精髓與特質，讓萬華的「文化、教

育、產業」可以強化地方風貌與特色。

二、活動主題設定

（一）主標：2005萬華文化嘉年華

（二）次標：艋舺文化節、加蚋文化節

（三）副標：百獅百旗會艋舺˙踩街采風戲加蚋 

三、主視覺創意概念說明 

（一）百獅百旗會艋舺

以『舞獅』靜態與動態的形式呈現地方慶典的「精華」。一百

隻獅子、一百隻旗子的氣勢宛如艋舺當年的『千帆雲集』，讓艋舺

的內容以『文化相會』的姿態呈現，包括有：日本、西非、布吉納

法所共和國…等國家的鼓舞表演，也象徵著萬華所引領的國際都會

文化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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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踩街采風戲文化

以文化參訪、文化表演活動，呈現加蚋之風采、風俗、街廓、

美食、藝文、古蹟、文化，強調94年度「廟堂文化」、「廟會陣

仗」、「文化薪傳」的深遠意義，國際化、傳統化兼具鼓勵、感謝

過去開發萬華區域的各行各業，以及對於文化所做的努力。

四、活動地點及時間

（一）活動地點

主要活動地點︰龍山寺

次要活動地點︰廣照宮

（二）活動時間

2005年4月20日（星期三）至24日（星期日）共計5天 

 五、主舞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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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關文宣

（一）活動海報 （二）活動DM

（三）活動路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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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表演團隊介紹

（一）日本表演團體--吟遊打人

來自日本長野縣的日本和太鼓團，由「吟遊打人」

塩原良率「御花泉」組團來臺表演，團員共計6人。帶

來--宴道中、斬 、birth誕生 、水口雜子—等精彩鼓

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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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慶和館

臺北慶和館醒獅團(原艋舺青山宮醒獅團)，成立於

1977年，由創團人王斗吉先生與一群熱愛傳統技藝的前

輩，於該年向臺北市兩廣旅臺醒獅團一代宗師李輝岫師父

拜師學藝，而團員們正是王斗吉先生的兒孫們。

而經歷社會的改變，在1990年由現任團長王永雄先

生與兩位兒子現任副團長王慶鐘及現任鼓藝總指導王慶齡

和一群熱愛傳統技藝的團員們達成協商，正式將該團更名

為「臺北慶和館醒獅團」以創新的手法不定期的演出，並

以「推展傳統醒獅鼓藝文化，提升傳統醒獅藝陣新風貌」

「創新獅藝鼓藝表演型態，發揚中華藝術文化揚國際」為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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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非共和國表演團隊--西非鼓舞吟唱團

Africana是由6個來自奈及利亞的黑人所組成，他們的表演完全是將平常

在部落每年祭典時的步調及風格完整的呈現出來，您所看到的是他們的人民在

祭典時的歌唱、原始舞蹈、嘶吼及吶喊，還有對天神的敬畏，原始原貌的奈及

利亞豐年大獵祭典。

（四）臺灣少林寺武術協會

由少林第31代弟子潘靖瓏理事

長所帶領的臺灣少林寺武術協會，

不僅戮力於舞龍、舞獅、武術氣

功、特技及少林易筋療法、少林八

段錦等的教學；潘理事長更致力於

世界各地各式各樣舞獅頭的蒐藏，

並開辦世界獅頭博物館，讓民眾了

解世界各地的傳統舞獅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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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化參訪活動規劃

（一）邀請文史工作室解說人員負責文化參訪解說 

1、時間：活動期間 94年4月20日〜94年4月24日

2、地點：西門町、萬華古蹟區(三套行程規劃) 內容

行程計劃A：龍山寺艋舺行程

行程計劃B：西門町

行程計劃C：廣照宮加蚋行程

（二）參訪點之特色說明 

1、古蹟與歷史人文

古蹟、廟堂宮殿、堂口街道、古宅遺址、食材典故

2、與萬華當地的文史工作者結合

舉辦當地文化導覽、展現建物歷史、文化導遊

九、整體宣傳策略說明

（一）議題行銷

1、百獅百旗

大理街的布商以動靜態的方式進行宣傳，百獅百旗的壯觀好看，

囊括了全世界所有地區的獅頭，象徵萬華國際化的一個代表，過去千

帆雲集的風光，但今天萬華具體而微的呈現另一種風貌。

2、鳥街競賽

萬華首次針對鳥街的活動，不但風趣而有意義，對於地方產業的

提升意義，更是別具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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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人物側寫

青草巷人物特寫，萬華特有的傳統養生療法，青草巷是最具代

表性的。

4、國際表演團體

日本、非洲友邦表演團體，提升我們萬華活動的國際形象。

5、臺灣首演的「麒麟火獅」表演︰

由「少林武極」所創立的火獅麒麟表演前所未見。

6、萬華在地的精神演出︰

由王永雄團長率領的「慶和館」榮獲2004蒙古藝術大賞首獎，

載譽歸國，不但是萬華人的光榮，也是萬華百年老獅陣，深耕萬

華，傳承後代，光耀祖先的最佳寫照。

（二）媒體宣傳

1、記者會時間：94年4月18日(星期一)上午11時舉行

2、記者會地點：萬華區公所13樓大禮堂 

3、記者會表演節目

（1）開場序幕： 慶和館演鼓會

（2）少林武極(火獅麒麟)、雙園國小武術表演

4、記者會主要內容設定

（1）活動目的與特色

（2）宣傳製作物：廣播、地區電臺、文宣品、紀念製作物等

（3）整體宣傳策略說明 

（4）文化參訪行程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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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執行現況

一、活動架構

序 日期 時 間 活 動 名 稱 活動地點 活 動 形 式 產業文化展示

1

4/19

(二)

 PM15:00

 PM21:30

加蚋下午

1..2005加蚋文化節.歌仔戲

2.民俗文化美食
廣照宮前廣場舞台 陳美雲歌劇團

七、八十年歷史以
來分為五組，繞境
十二日，十三日選
爐主
廣照宮文化與美食
攤位展示

2

4/20

(三)

農曆

三月

十二

日

PM12:00

PM15:00

PM15:00

PM16:00

加蚋下午

1.2005加蚋文化節.踩街陣頭繞境望年花花車

2..2005加蚋文化節.歌仔戲

3.台北慶和館演鼓會

4.日本「吟遊打人」傳統鼓舞樂團

寶興街楊聖廟出發爐

主壇三角公園旁廣照

宮前廣場舞台

廣照宮前廣場舞台

地方產業繞境
活動
鴻明歌劇團
臺灣台北鼓舞
樂團
日本傳統鼓舞
樂團

3

PM19:00

PM21:00

加蚋晚會

1.社區表演(12里)

2.天山姑娘 (萬大國小) 

3.非洲鼓舞樂團

廣照宮

前廣場舞台

說唱加蚋
情市長蒞臨致詞
社教綜藝晚會

PM18:45

PM19:00

PM:21:00

晚上

萬華文化

嘉年華

開幕晚會

1.暖場：水舞光影慶萬華

2.獅子出洞慶祥和（慶和館演鼓會）

3.旗開得勝百業興（少林武極）

4..開幕晚會：世界鼓舞：非洲團隊vs日本傳統鼓

舞樂團vs台北慶和館演鼓會 

5.麒麟火獅.薪火相傳 (少林武極)

6.百獅百旗會艋舺.雙獅獻珠（慶和館演鼓會.）

7.水島而生：原住民獨木舟(山舞藝術團)

8.非洲鼓舞樂團

9.芭蕾節慶 (雙園國中)

10.六月茉莉 (萬華社區大學南胡班) 

11.日本「吟遊打人」傳統鼓舞樂團

艋舺公園舞台

大型社教綜藝晚會
市長主持開幕儀式
將萬華之美獻給市
長

AM11:00~PM22:00
地方產業文化推廣
文化與美食攤位
PM14:00~PM21:00
百獅文化靜態展覽
公民營社會服務台

4

4/21

(四)

PM14:00

PM15:30

下午

1.民俗展演鳥世界趣味競賽

2.活水泉教會獻詩 艋舺公園舞台

5

PM18:45

PM19:00

PM21:00

晚上

晚會表演二：

暖場：水舞光影慶萬華

1.台北慶和館演鼓會

2.少林功夫頂缸 (少林武極)

3.日本「吟遊打人」傳統鼓舞樂團

艋舺公園舞台
大型社教綜藝
晚會

6

4/22

(五)

PM12:00

PM14:00

下午

1.保儀大夫聖誕千秋繞境出巡活動

2.民俗展演鳥世界趣味競賽

環河南路二段

艋舺公園舞台

7

PM18:45

PM19:00

PM21:00

晚上

晚會表演三：

暖場：水舞光影慶萬華

1.台北慶和館演鼓會

2.變臉 (少林武極)

3.日本「吟遊打人」傳統鼓舞樂團

艋舺公園舞台
大型社教綜藝
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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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日期 時 間 活 動 名 稱 活動地點 活 動 形 式 產業文化展示

1

4/19

(二)

 PM15:00

 PM21:30

加蚋下午

1..2005加蚋文化節.歌仔戲

2.民俗文化美食
廣照宮前廣場舞台 陳美雲歌劇團

七、八十年歷史以
來分為五組，繞境
十二日，十三日選
爐主
廣照宮文化與美食
攤位展示

2

4/20

(三)

農曆

三月

十二

日

PM12:00

PM15:00

PM15:00

PM16:00

加蚋下午

1.2005加蚋文化節.踩街陣頭繞境望年花花車

2..2005加蚋文化節.歌仔戲

3.台北慶和館演鼓會

4.日本「吟遊打人」傳統鼓舞樂團

寶興街楊聖廟出發爐

主壇三角公園旁廣照

宮前廣場舞台

廣照宮前廣場舞台

地方產業繞境
活動
鴻明歌劇團
臺灣台北鼓舞
樂團
日本傳統鼓舞
樂團

3

PM19:00

PM21:00

加蚋晚會

1.社區表演(12里)

2.天山姑娘 (萬大國小) 

3.非洲鼓舞樂團

廣照宮

前廣場舞台

說唱加蚋
情市長蒞臨致詞
社教綜藝晚會

PM18:45

PM19:00

PM:21:00

晚上

萬華文化

嘉年華

開幕晚會

1.暖場：水舞光影慶萬華

2.獅子出洞慶祥和（慶和館演鼓會）

3.旗開得勝百業興（少林武極）

4..開幕晚會：世界鼓舞：非洲團隊vs日本傳統鼓

舞樂團vs台北慶和館演鼓會 

5.麒麟火獅.薪火相傳 (少林武極)

6.百獅百旗會艋舺.雙獅獻珠（慶和館演鼓會.）

7.水島而生：原住民獨木舟(山舞藝術團)

8.非洲鼓舞樂團

9.芭蕾節慶 (雙園國中)

10.六月茉莉 (萬華社區大學南胡班) 

11.日本「吟遊打人」傳統鼓舞樂團

艋舺公園舞台

大型社教綜藝晚會
市長主持開幕儀式
將萬華之美獻給市
長

AM11:00~PM22:00
地方產業文化推廣
文化與美食攤位
PM14:00~PM21:00
百獅文化靜態展覽
公民營社會服務台

4

4/21

(四)

PM14:00

PM15:30

下午

1.民俗展演鳥世界趣味競賽

2.活水泉教會獻詩 艋舺公園舞台

5

PM18:45

PM19:00

PM21:00

晚上

晚會表演二：

暖場：水舞光影慶萬華

1.台北慶和館演鼓會

2.少林功夫頂缸 (少林武極)

3.日本「吟遊打人」傳統鼓舞樂團

艋舺公園舞台
大型社教綜藝
晚會

6

4/22

(五)

PM12:00

PM14:00

下午

1.保儀大夫聖誕千秋繞境出巡活動

2.民俗展演鳥世界趣味競賽

環河南路二段

艋舺公園舞台

7

PM18:45

PM19:00

PM21:00

晚上

晚會表演三：

暖場：水舞光影慶萬華

1.台北慶和館演鼓會

2.變臉 (少林武極)

3.日本「吟遊打人」傳統鼓舞樂團

艋舺公園舞台
大型社教綜藝
晚會

8

4/23

(六）

AM09:00

AM09:00

AM09:00

PM14:00

下午

1.教育連線．希望無限 萬華區優質教育博覽會

2.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兒童深耕閱讀四年計畫

3.教育連線開幕暨94年度閱讀妙會頒獎典禮

4.教育連線．希望無限 萬華區各級學校表演活動

艋舺三水街

長廊

艋舺西園路

長廊

艋舺公園舞台

艋舺公園舞台

各級學校靜展覽
深耕閱讀成果展
說書與市長互動
各級學校社團表演

AM09:00~PM05:00
教育連線．希望無
限
臺北市萬華區各級
學校優質教育成果
博覽
兒童深耕閱讀計畫
94閱讀妙會頒獎典
禮
AM11:00~PM22:00
地方產業文化展示
文化與美食攤位
PM13:00~PM15:00
PM15:00~PM17:00
邀請文史工作室人
員負責文化參訪解
說
PM14:00~PM21:00
百獅文化靜態展覽
公民營社會服務台

9

 PM15:00

 PM21:30

加蚋下午

1..2005加蚋文化節.歌仔戲
廣照宮前廣場舞台 陳美雲歌劇團

PM18:45

PM19:00

PM:21:00

晚上

晚會表演四：

暖場：水舞光影慶萬華

1.日本傳統鼓舞樂團vs台北慶和館演鼓會P1

2.鳥世界趣味競賽（鳥街特別頒獎活動）

3.a.迎賓舞b.歡樂舞 (山舞藝術團)

4.日本傳統鼓舞樂團vs台北慶和館演鼓會P2

艋舺公園舞台 大型社教綜藝晚會

10

4/24

(日）

PM14:00

PM14:00

下午

1日本傳統鼓舞樂團vs台北慶和館演鼓會

2.民俗體育展演踢 (弘道國中)

天后宮(成都路)

艋舺公園舞台

民俗節目表演
民俗體育表演
踢毽子.扯鈴.跳繩

AM11:00~PM22:00
地方產業文化展示
文化與美食攤位
PM13:00~PM15:00
PM15:00~PM17:00
邀請文史工作室人
員負責文化參訪解
說
PM14:00~PM21:00
百獅文化靜態展覽
公民營社會服務台

11

PM18:15

PM18:30

PM:20:30

閉幕

晚會

晚會表演五：

暖場：水舞光影慶萬華

1.台北慶和館演鼓會

2.說萬華話萬華西園國小與市長說書

3.嘻哈萬華(青春街舞)

4..a.泰雅之戀b.卑南姑娘(山舞藝術團)

4.少林功夫傳奇(少林武極)

5..國際表演團隊：日本「吟遊打人」傳統鼓舞樂

團

6.台北市原住民少年兒童合唱團

e世界等著我們：小朋友與區長、貴賓共同謝幕

艋舺公園舞台
大型社教綜藝
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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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蚋文化節—以傳統為根本．永續傳承為責

  廟堂遶境活動-由寶興街楊聖廟集合出發     

（一）廟堂文化陣頭遶境

加蚋仔雖已被納入萬華區，然其知名度卻不

像艋舺或西門町那般予人深刻印象，加蚋仔長期

以來以農業生產為主，扮演全市的農產供應的角

色。

相傳早年加蚋仔的居民多以務農為主，種植

燻茶用茉莉花和黃枝花等高經濟價值農作物，因

為這些產業遭受嚴重的病蟲害影響品質，讓屯墾

的農民損失慘重，當地耆老遂建議請出飛天大聖

遶境祈福，飛天大聖是掌管驅除田園害蟲加害農

作物的神明，據說祂所到之處，蟲害銷聲匿跡一

片乾淨；為了感謝飛天大聖的恩澤，加蚋仔每年

的遶境祈福是當地最具文化特色的宗教活動。

加蚋地區12個里都參加遶境，行經之處民眾

圍觀，包含環河南路、萬大路、西藏路等主要幹

道的街市巷弄，全程約數10公里，所面對的問題

是全程必須空暢，陣頭約有100多組，過程完全不

能打結，於「楊聖廟」集合出發後，在東園公園

旁連結，在爐主部分有文化團隊表演。

     

 

區長王鴻裕和里長、貴賓們遶境踩街 

遶境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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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地方產業特色

加蚋仔原只是塊有少數原住民的浮洲仔，從康熙中葉1700

年漢人入墾以來，迄今已有300年；加蚋仔由過去是一望無際

的叢林，開墾出良田美景，其中茉莉花、麻竹筍、洗豆芽及蔬

菜更是聞名遐邇。本次活動架構中，特別將過去加蚋地區三大

盛產麻竹筍、忘年花(茉莉花)及豆芽融入活動中，包括特別以

麻竹為材料製作花車配合遶境、廣照宮前的竹製牌樓、豆芽巷

標示牌樓、茉莉花巷裝置物、茉莉花香包教學製作、農漁產攤

位及各里里長提供的民俗產業攤位；並於晚會中展現傳統豆芽

扁擔的典故。

主持人張頌椒里長(左一)妙語如珠帶動全場 

茉莉花巷裝置物

葉副市長金川體驗挑傳統豆芽菜扁擔

豆芽巷標示牌樓 茉莉花香包教學製作



198

（三）傳統與現代的國際文化交流

在「咱的小代誌˙地方的大代誌」的共識下，除了有

傳統歌仔戲及加蚋地區各社區團隊的精采表演外，更有萬

華地區的國際知名表演團體台北慶和館熱力演出，以及50

年來第一次有日本及非洲藝文團隊蒞臨表演，使加蚋文化

節在有限的舞臺空間之下，依然扮演了傳統與現代國際文

化交流的推手角色。

    

非洲鼓舞表演

台北慶和館演鼓會—開幕  台北慶和館演鼓會—小童鼓舞

 日本吟遊打人和太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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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艋舺文化節

（一）重現萬華歷史印象

以「千帆雲集」為Image的舞臺設計，萬華早年因淡水

河河運便利遂成為福建省漳州、泉州二府與臺灣通商主要商

埠之一，商旅雲集，人文薈萃，乃臺灣北部最重要的政經文

化中心；而「貴陽街二段」--臺北市的第一條街道，滿清時

期稱為「蕃薯市街」，到了日據時期，改稱為「入船町」。

這條街道是艋舺最老的街，也是先民胼手胝足開拓艋舺的起

點。

由朝祥裡布公司贊助布料，不僅呈現萬華的傳統地方

產業，透過舞臺設計的用心形塑，以「千帆雲集」作為舞臺

設計的主要Image，並結合活動場地週邊帆船型宣傳旗幟；

每一個旗子代表著過去萬華地區千帆雲集的榮景，也寓意著

「軸線翻轉」營造地方商機永續經營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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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語彙的呈現

「艋舺」亦作「蟒甲」、「蚊甲」、

「 莽 葛 」 或 「 文 甲 」 ， 為 原 住 民 語 彙

Mankah之音譯，意指獨木舟及獨木舟聚集

之處，原住民以獨木舟為運輸、貿易之交

通工具，淡水河畔之漢人聚落遂因此而得

「艋舺」之名。

本次活動主場地—艋舺公園，是目前

國內唯一以原住民語彙來命名的公園，所

以在活動架構中特別注入原住民「水島而

生」獨木舟及原住民少年兒童合唱團的表

演，除了再次感念開創者的艱辛，更要新

一代年輕人認識阮的所在及源起。

山舞藝術團—水島而生.原住民獨木舟

原住民少年兒童合唱團



2012005年萬華文化嘉年華｜

（三）展現街區商圈、產業自治會

透過靜態展覽的方式，展現各商街自治會主動行銷商街形成的源起與未來展

望，除華西街、西昌街、鐘錶街、青草巷、東園街、鳥街、大理服飾商圈外，更

有攸關民生大計的果菜市場。

另外，結合動態的方式呈現產業新氣象，包括首次以鳥街為主的鳥世界趣

味競賽—分美麗漂漂獎、特殊才藝獎、鳴叫美聲獎、大鳥獎、小鳥獎、稀有品種

獎、鳥籠裝飾獎、鳥籠原始獎，以及大理服飾商圈新一季服裝動態秀--夏戀，以

公關行銷的方式，提升產業文化的能見度。

    

    

大理服飾商圈動態服裝秀          

 商街特色看板 推廣茶藝文化 鳥世界趣味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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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民俗體育文化大交流

民俗體育技藝展演是本次文化嘉年

華的主軸，活動中特別邀請榮獲「2004

年蒙古世界旋律國際藝術節」金質首獎

的「台北慶和館演鼓會」、日本和太鼓

「吟遊打人」塩原良及御花泉傳統鼓舞

樂團、Africana非洲鼓舞樂團及少林

武極，以5天的時間輪番獻藝、較勁。

活動期間台北慶和館以獅子出洞慶祥和、百獅百旗會艋舺、雙

獅獻珠、雙龍戲珠、醒獅鼓舞、太鼓組曲、小童鼓舞、歡樂鼓舞慶

艋舺、群獅獻瑞等曲目，同時展現精湛的鼓藝、獅藝及萬華人認真

踏實的在地精神。

日本和太鼓「吟遊打人」塩原良率領御花泉和太鼓傳統鼓舞樂

團，透過宴道中、斬、birth誕生、水口雜子、中、MC、海翔、砂

山、命之力、詩篇、命導、鼓藝聯歡、臉之母、大和撫子、ONLY 

YOU、神之力、HIROKO SUEKI、MISAKI 、HAPPY BIRTHDAY TO 

YOU等曲目，完整且深入的呈現日本和太鼓的精髓。

少林武極在師承自少林的潘靖瓏師父（少林第31代弟子）的

帶領下，除了在臺灣首演的「麒麟火獅」之外，更以旗開得勝百

業興、薪火相傳、少林頂缸、川劇變臉等橋段豐富晚會節目；加上

Africana的戰前祀樂、戰舞，完整的呈現部落每年祭典時的步調

及風格，讓萬華人由他們的歌唱、原始舞蹈、嘶吼及吶喊中，體會

原始部落對天神的敬畏及奈及利亞豐年大獵祭典原始原貌。

因為觀眾的熱情反應，讓表演的鼓藝團隊不僅加碼即興演出，

並且突破以往的演出境界。由於晚會節目內容精采，加上艋舺公園

美輪美奐的光雕水舞，萬華區民紛紛自行爭相邀請在外縣市的親友

來觀賞晚會節目；透過「鼓舞」營造國際民俗技藝文化共同的語

彙，滿足臺下每一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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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獅百旗會艋舺

太鼓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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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吟遊打人」塩原良及御花泉和太鼓傳統鼓舞樂團



2052005年萬華文化嘉年華｜



206

（五）文史的薪傳

1、獅展

舞獅是全世界各地，尤其是東南亞地區民族傳

統文化之一，臺灣少林武術協會理事長潘靖瓏除擁

有一身好武藝，更著迷於傳統舞獅獅頭，因此花費

了近10年時間，周遊列國收購獅頭，有印尼巴里

島傳統的巴龍獅、廣東麒麟獅、西藏雪獅，連臺灣

的舞獅都細分為北、中、南，各具特色。

本活動特別情商潘師父提供個人在「世界獅頭

博物館」的收藏，透過靜態國際獅頭展覽，讓民眾

不僅體驗臺灣的舞獅藝術，也進一步了解世界各國

的舞獅文化，更讓莘莘學子們了解到在先民時代不

論中外「舞獅」所代表的共通意義及文化薪傳的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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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蹟導覽

紀錄可以靠個人去創造，但優良文化的

傳承卻是每個人的責任，文化嘉年華活動中

特別安排艋舺龍山寺、西門町（紅樓、天后

宮）及廣照宮加蚋三個行程，在西門文史工

作室及古蹟導覽義工老師的協助之下，在不

拘人數的彈性運作下，讓每一個想了解這塊

土地的中外朋友皆有滿意的收穫，在大家矚

目的大型動態活動之外，一場又一場小型的

國際文化交流也熱烈的進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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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萬華的多元性與唯一

艋舺公園開放啟用後，成為萬華的新地標，活動期間除結合每晚晚會活動開

始之前的「水舞光影慶萬華」的魅力外，雙園國中芭蕾節慶、青春街舞、活水泉

教會獻詩、社區藝文團隊及學校社團..等的表演，透過活動提供一個表現的平

臺，從表演者眼中強烈透露出屬於萬華區一份子的驕傲，也呈現了多元的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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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呈現萬華區教育文化的深度與寬度

1、94年妙讀會「深耕閱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達到「透過閱讀活動，

帶動全民閱讀風氣，藉由校際交流，增進閱讀指

導策略，經由主題展覽，落實終身學習理念」的

目標，乃推動兒童深耕閱讀四年計畫；並將94年

度主題定為「愛書孩子好品格」，積極推展「書

香社會好祥和、多元學校好學習」的年度目標。

94年度閱讀妙會活動由西園國小及河堤國小

承辦，並以小小說書人、兒童閱讀作品、主題共

讀團隊、指標調查、熱門讀物、早安你好等6個

項目進行調查→展覽→票選後，甄選出表現優異

的個人、團隊、作品集指導老師。

為展現文化嘉年華活動的寬度，閱讀妙會活

動乃配合於94年4月23日辦理成果展活動及表揚

大會，展覽內容包含好書推薦、借閱調查、熱門

讀物、兒童閱讀作品及主題共讀團隊，並表揚小

小說書人、兒童閱讀作品及主題共讀團隊等；透

過閱讀妙會活動使全臺北市各小學受獎的學生及

學生家長再次感受萬華教育文化的成長與蛻變。

下：得獎學生作品展覽

右：深耕閱讀與會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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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教 育 連 線 希 望 無

限」教育博覽會

由萬華區各級學校校長所

組成的「萬華區校長專業成長

聯誼會」，每個月皆透過聚會

活動相互交流治校經驗，這是

臺北市12個行政區中唯一的校

長聯誼會，校長們盡心盡力積

極提升教學品質，以期讓萬華

的子弟願意留在萬華讀書、讓

家長對萬華的學校有信心。

「教育連線  希望無限」教育博覽會就是所有的校長在「如果我們不這麼

做，誰來做？如果我們現在不做，什麼時候才做？（前美國總統雷根）」的共

識之下，以「配合萬華行政區都會更新發展，展現萬華區各級學校合作聯盟策

略的功效；透過行銷宣傳，宣揚萬華區各級學校戮力經營的高度績效與卓越品

質；以教育連線方式營造家長放心，社區認同的區域優質教育情境；以各校經

營特色展現精緻教育成效，經由家長的肯定與認同，激勵學校同仁戮力耕耘的

辛勞與凝聚學校共生共榮的榮譽感。」為活動目標所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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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育創新的活力與優質的品牌。

為展現萬華區教育文化的深度，這個以學校為主體、以教育為導向，呈現

資源整合、共生共榮的教育博覽會活動，遂配合文化嘉年華活動，於94年4月

23日結合優質教育成果展示校務經營、學校特色及動態表演活動，由各校提供

民俗體育團隊擔綱演出；並彙編各校成果與特色出版「萬華區各級學校教育成

果專輯」展現萬華教育新風貌。活動期間西園國小謝靜慧校長並親自向王鴻裕

區長逐一說明教育聯展內容，並透過聯維電視有限公司全程錄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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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展現萬華區教育文化的

深度，這個以學校為主體、以

教育為導向，呈現資源整合、

共生共榮的教育博覽會活動，

遂配合文化嘉年華活動，於94

年4月23日結合優質教育成果展

示校務經營、學校特色及動態

表演活動，由各校提供民俗體

育團隊擔綱演出；並彙編各校

成果與特色出版「萬華區各級

學校教育成果專輯」展現萬華

教育新風貌。活動期間西園國

小謝靜慧校長並親自向王鴻裕

區長逐一說明教育聯展內容，

並透過聯維有線電視公司全程

錄影報導。

西園國小謝靜慧校長親自向王鴻裕區長說明展覽內容

靜態展覽

學生民俗體育表演

學生鼓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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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效益

ㄧ、效益

本次「2005萬華文化嘉年華」與往常不同的是，不但展

現了超過40,000人次以上的凝聚力量，而透過100年來首創的

活動方式，展現了充分將傳統產業國際化、社區化、人性化、

教育化、傳統化、的最終目的，對於所參與的國際表演團隊而

言，更是宣揚我萬華地區傳統文化最好的時機，而透過媒體的

呈現方式，更加深全國性與區域性民眾重視傳統文化發揚的重

要性，尤其是對下一代民眾的深耕教育，雖然廟堂文化對於年

輕人已經不太參與，但透過本屆文化節的舉辦，許許多多活動

內涵已經吸引年輕人紛紛好奇而大量參與，這是地方文化能否

永續保有最重要的一部分。

二、產值

（一）產業文化消費

以每人平均消費約70元計算，產業文化攤位總產值約為

40,000人次*70元=2,800,000元，不但為產業文化加深契

機，也為未來文化活動呈現未來榮景。

（二）實質基礎教育

約略5000名莘莘學子感受到文化節的意涵，計算每堂課終

點費每位學生需要繳交100元學費，共計創造50萬元左右的教

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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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宣傳部份

共計創造100萬元的國際能見度價值

（計算方式：兩篇報導篇幅，以國際媒體

購買置入行銷價值計算），不僅讓萬華的

文化走出去，而且也提昇了文化交流的深

度。

（四）地方文化呈現價值

「20 0 5萬華文化嘉年華」打破臺北

市辦理藝文活動的紀錄，結合地方文化資

源—包括以豆芽巷、茉莉花、麻竹等地方

產業文化及廟會活動為主的加蚋文化節；

以國際民俗體育文化交流、古蹟文化、商

街文化、深耕教育為主的艋舺文化節，其

所創造的主體意識價值則無可限量。

2005年萬華文化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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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萬華文化嘉年華

咱的小代誌˙地方的大代誌˙許萬華一個未來˙˙˙˙˙˙

讓這片土地擁有一個國際性的都會型文化活動    讓萬華 再現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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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長 序

2006對萬華而言，是傳統與摩登相互狂飆、競勝的一年，市

府在「軸線翻轉」的政策下，總共2百億的重大建設，陸續完成，

如萬華區行政中心的完工啟用、艋舺公園、青年公園第三期及電影

主題公園的揭幕使用、理教公所的拆遷、廣州街暨龍山寺地下商場

的開幕，揭開萬華新地貌、新商機與新生活品質提升的序幕。軟硬

體建設外，軟體層面如災害防治的整備、教育水準的提升、藝文

與商街活動行銷的配合發展都必須跟進；其中後兩者最富典範的標

誌，即是由4月下旬開始，陸續創下一連串紀錄的「萬華文化嘉年

華」。

首先第一項紀錄來自於創意的獎掖，本項活動企劃案不僅獲市

府民政局評為年度首獎，象徵本區SARS危機之役，努力突圍破困的

再獲肯定；同時也見證萬華浴火復起後的新生。第二項紀錄表現於

活動的期程，由4月20日至24日，連續5天不同的節目串演，打破

了本市12行政區歷來所有活動節目長度的紀錄。顯示本區「軸線翻

轉」的刻度又推進了一大步。第三項紀錄，則為本區兩大在地民俗

節慶－－「加蚋文化節」與「艋舺文化節」的綰合，前者以農稼神

話、崇天敬神為張本，旨在透顯「農業萬華」守分固本、飲水思源

的耕樸本色；後者則以河運時期商帆榮景、與北臺開發史的輝煌記

憶為緬懷，並試圖為「商業萬華」的尋根之旅，添注現代化活水。

兩大節慶的結合，就地域言，是保儀大夫、廣照宮與龍山寺、青山

宮本位民俗的匯流；就精神言，則是萬華「農」、「商」並重，務

實與冒險氣質兼具，首次的完整勾勒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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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文化嘉年華活動琳瑯滿目，但大致可分為下列四大特色內

容：

一、「優質教育博覽會」－－是本區各級學校大規模的教學聯

繫，小從幼稚園，大至社區大學，皆設有功能性專業攤位，一方面

展示辦學績效，另方面提供創意學習的策略諮詢。而主題取名「教

育連線、希望無限」，即期許各學程教育能獲良性的溝通，成功整

合「家庭－學校－社會」三位一體的學習進程，使萬華的鄉親認同

萬華的學校，安心地讓萬華的子弟進入萬華的學校學習。

二、「八大商街展演」－－萬華商街素以古樸、新潮並陳聞

名，本次展覽，除以靜態展示各商街自治會提供的主題導覽外，

更有動態性的活動設計，例如：以鳥街為主題的「鳥世界趣味競

賽」，即設計多項獎項供人評選，其中「美聲鳴叫獎」、「稀有品

種獎」及「鳥籠裝飾獎」 三類，最引人回味、稱奇。另外，大理

服飾商圈的「新一季服飾動態秀－夏戀」，也以舞臺走秀的方式，

展示炫麗奪目的新款服飾，直接撩人耳目、激起熱潮。

這些古風與摩登紛陳的商街，平時瑟縮於街弄巷道、獨立打

拼，而這次透過嘉年華活動的穿引，傾巢出場，不僅相互吸引、活

化商機，且無形中也為店號品牌奠立口碑、累聚人氣，對復甦萬華

經濟活力，顯具拋磚引玉的貢獻。

三、「獅藝鼓舞競技」－－為本次文化嘉年華的壓軸戲碼，網

羅在地及海外精銳的藝團，比舞論鼓，不僅替嘉年華盛會打響磅礡

的氣勢；也堪稱近年來最成功的國際民俗體育交流。其中「台北慶

和館」為道地萬華養成的醒獅團隊，該團曾榮獲「2004年蒙古世

界旋律國際藝術節」金質首獎，揚名海外，其拿手曲目「百獅百旗

會艋舺」結合遒勁的鼓樂與震赫的獅舞，為會場掀起舖天蓋地的高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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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潘靖瓏師父領軍的「少林武極」是另一支本土獅團勁旅，潘

師父以少林第31代弟子，在臺灣首度獻演「麒麟火獅」大戲，藉少

林硬底功夫靈巧戲耍獅偶於鼓掌之間，益顯武學與藝術登峰造極之

完美結合。此外，潘師父所籌辦「世界獅頭博物館」以廣蒐各地珍

奇獅頭聞名，包括：印尼巴里島的八龍獅、廣東麒麟獅、西藏雪獅

等珍品，本次亦提供百具獅頭展示，以飽鄉親眼福。

鼓舞競技最大驚喜，堪屬50年來第一次有日本及非洲藝團加

入競技。由日本「吟遊打人」塩原良率領的「御花泉」和太鼓傳統

樂團，透過「命之力」、「砂山」、「詩篇」等陰柔婉轉渾壯鏗鏘

的曲篇，配合嫻熟、精準的擊技，使本地觀眾領教和太鼓排山倒海

的聲光張力與靈魂震撼。另外，來自西非共和國「鼓舞吟唱團」的

戰舞表演，則展現原始部落特有的宗教風格，其率性純真的鼓樂嘶

吼，同時透顯部落文明豐年獵祭、狂恣不羈的野性，與敬天畏神虔

誠謙卑的信仰。

四、「文史導覽」－－為本次嘉年華盛會「走動式博物館」的

實驗性嘗試，即以萬華地區各類珍奇典故、古宅大第、廟堂古剎等

等文化遺產為座標，結合文史工作者、地方耆老仕紳，作博物館式

的專業導覽，其路線規劃為三：一為以龍山寺為定點的艋舺行程；

二為以紅樓、天后宮為主題的西門町行程；三為以廣照宮為終站的

加蚋行程。萬華古稱艋舺，為淡水河運時期北臺最重要的商埠與文

化中心，文史遺產豐富，若能珍視這些唾手可得的在地材料，不僅

是對先民記憶的尊重，也具文化傳承的價值，而「文史導覽」活動

所寄深意者，亦在於此。

綜合言之，此次「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透過了古典與新潮

的辨證，把萬華的品牌重新定位、翻新推出，而這股品牌重建的企

圖，不僅反映在地人的心聲，同時也感染了來自其他縣市觀眾的神

經，每天接近1萬5千人次的賞覽人潮中，有許多是透過在地住民的

邀約，他們對老艋舺的記憶朦朧而神往；對新萬華的進步則瞠目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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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舌，尤其在親臨全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以原住民母語命名的「艋舺

公園」，觀賞美侖美奐的「光雕水舞」與原住民獨特的獨木舟舞蹈

之後，紛紛發出讚嘆：原來萬華美的這麼歷史又新潮。

最後，成功的活動總是眾志成城的結果，需要感謝的對象也很

多，首先感恩老天爺賞臉，在春雨淫靡的4月，特地於節目展演時

段，挪出晴陰不雨的好天氣，為「天佑萬華」的契機，顯靈了最好

的兆頭。其次感謝會場周圍的商家，配合活動的主題，主動更新店

面、整飾環境。當然更要感謝參與及贊助這次活動的所有朋友與貴

人，包括：本區各級民意代表、36位里長、各家銀行、商號、寺廟

團體、地方仕紳，有情有義出錢出力，共同推銷萬華地區有史以來

最精緻的一次文化盛典，使「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不只是企劃

書裡一段優美的文字，更是真實走過，且留下完美足跡的歷史性紀

錄。

我們期許老艋舺千帆雲集的典故，不再是萬華人茶餘飯後「好

漢重提當年勇」的談話素材，因為新萬華的傳奇已然崛起，期待本

次活動的所有總總，將躍上舞臺，成為子孫談奇論勝的新教材。

                                 

                 萬華區區長                    謹識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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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規劃方向

ㄧ、緣起與方向

萬華文化嘉年華的意義在於提昇萬華區域生活品質，並促進

區域文化深耕與發展，以期發揮城市傳播功能，並倡導區域文化風

氣，最後建立精緻的萬華特有的文化社會。

本次舉辦萬華文化節的目標與目的，乃在於擴大媒體對於萬華

的核心價值的瞭解與參與，並透過活動能深耕萬華地區的文化對於

臺北市甚是全臺灣，乃至於國際友人與整個社會大眾對於萬華地區

產生實質的文化意義，進一步廣納社會大眾對於萬華區域文化的認

同。

萬華素有臺灣「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美譽，是臺灣北部，臺北

城的發源地。目前現有地方節日，有舊文化社區，包含：

1、加蚋文化節：相傳是因為80多年前因為這些產業遭受嚴重

的病蟲害，讓屯墾的農民損失慘重，遂經過當地耆老建議，請出神

明繞境祈福，是當地最具文化特色的活動。麻竹筍、忘年花(茉莉

花)及豆芽等產業是過去加蚋地區三大盛產，為重要產業文化。

2、甘蔗文化祭：主要內容為推廣地方消失的糖廠文化。

如何將老舊社區賦予更新的文化意涵，我們期待在舊空間發

展出新的文化區域，而這也是萬華的「廟堂文化」最需要的發展方

向，未來新開發方向除了重建廟堂文化區，推廣良善的民間文化活

動外，如何重建民間倫理教育，推廣民俗體育、競技活動更是地方

文化的大課題。

至於本活動定調部分，我們希望透過現有「傳統民藝基礎」

來發展「國際體育文化」活動，呈現萬華地區「天威神將護艋舺，

怯瘟除疫保加蚋；廟堂文化詠倫常，鐘鼓齊鳴慶萬華」的國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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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嘉年華會；擴大民眾的參與與關心，並結合「鼓展」、「獅

展」、「神將展」、「八將展」及萬華區各級學校「教育博覽

會」靜態展為媒介，讓『萬華文化嘉年華』能更深入其時代意

義，透過文化活動的舉辦，與民眾的消費習慣、生活、娛樂、

休閒產生互動，並鼓勵區域性產業，結合地方文化精髓結合地

方的文化與特質，讓萬華的「文化、教育、產業」可以強化地

方風貌與特色。

二、活動主題設定

（一）主標：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

（二）次標：艋舺文化節、加蚋文化節

（三）副標：百獅百鼓 神將護艋舺

             踩街采風 戲文化

三、主視覺創意概念說明 

（一）百獅百鼓 神將護艋舺： 

以『舞獅』、『太皷』靜態與動態的形式呈現地方慶典的

「精華」。

透過神將及八將的靜態展覽，綿延在地廟堂文化。  

（二）踩街采風 戲文化：

以文化參訪、文化表演活動，呈現萬華之風采、風俗、街

廓、美食、藝文、古蹟、文化。強調95年度「廟堂文化」、

「廟會陣仗」、「文化薪傳」的深遠意義，國際化、傳統化兼

具鼓勵、感謝過去開發萬華區域的各行各業，以及對於文化所

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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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內容

ㄧ、加蚋文化節

（一）傳統與現代的國際文化交流

在「咱的小代誌˙地方的大代誌」的共識

下，除了有傳統歌仔戲及加蚋地區各社區團隊的

精采表演外，更有萬華地區的國際知名表演團體

台北慶和館熱力演出，以及日本表演團隊—吟遊

打人、御花泉太鼓團、鄉神樂太鼓團等國際表演

團隊的蒞臨表演；讓參與加蚋文化節的每一位民

眾同享國際級專業鼓舞藝術的表演，使加蚋文化

節在有限的舞臺空間之下，依然扮演了傳統與現

代國際文化交流的推手角色，也引領加蚋的民眾

重新認識文化節的深度內涵，在有限經費的安排

下，發揮最無遠弗屆的文化傳播力量。

台北慶和團開幕表演         

御花泉太鼓團

日本鄉神樂太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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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廟堂文化陣頭遶境

加蚋地區12個里都有繞境，行經之處無不萬人空巷，包含環河

南路、萬大路、西藏路等主要幹道的街市巷弄，全程約數10公里，

於「楊聖廟」集合出發後，所面對的問題是全程必須空暢，陣頭約

有100多組，過程完全不能打結，經過主廟與爐主時，所有的陣頭

更是依照傳統展開渾身解數盡情奉獻出對神廟的尊敬，這也是本次

文化嘉年華的重頭戲，強調廟堂倫理與陣頭文化藝術的傳承，更是

我們萬華文化的最精緻的特色之一。

                  
區長王鴻裕和里長、貴賓們遶境踩街     遶境陣頭

廟堂遶境活動—爐主壇 神將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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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地方產業特色

加蚋地區長久以來蘊藏著極豐富的人文、藝術與宗教，位居臺

北城南方，長久以來成為南萬華相當重要的文史重地，過去百年以

來產業歷經三大特產︰麻竹筍、忘年花(茉莉花)及豆芽，本活動今

年更將產業融入視覺活動之中，並透過現場解說，教育一般民眾理

解加蚋地區的歷史演進與產業文化，此外，包括東西園次分區各里

里長提供的民俗產業攤位及平安餐等。

      

加蚋傳統產業介紹  以實物展覽方式介紹孵豆芽的過程

（四）薪傳在地文化

透過里務推展成果展示，將加

蚋地區12里的歷史沿革、未來展望

或推動方向及成果等資料，製成捲

軸式展示背版，佈置於各里的展示

攤位，不僅讓里民更清楚了解里辦

公處為民服務的努力，亦有助於建

立里務上的共識。

並在楊聖廟的二樓展示中心舉

行社區成果展/文史展，讓參觀者一

次體驗加蚋的過去與現在，參與的

人非常踴躍，許多耆老在參觀時，

更為自己出生的地區擁有這些傳奇

故事，感到十分驕傲。
社區成果展/文史展

里務推展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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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艋舺文化節

（一）重現「一府二鹿三艋舺」的歷史印象

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的舞臺設計係以「揚帆而行，讓萬華走出去」

為主Image，4月7日艋舺公園主舞臺開幕當天，首度舉行臺灣史上「一府

二鹿三艋舺」締約結盟歷史性活動，臺南市、鹿港鎮與萬華區是臺灣400

年來最早開發的三個城區，能夠在400年後締約結盟其歷史意義自是不

凡，三個臺灣最古老的城區將不定期舉辦各種藝術文化交流活動，使全國

民眾一起分享受臺灣古都呈現的歷史文化饗宴。

萬華地區書法耆老阿善師為活動親提「天威神將護艋舺，怯瘟除疫保

加蚋；廟堂文化詠倫常，鐘鼓齊鳴慶萬華」墨寶，更為萬華「軸線翻轉」

營造地方商機永續經營的願景，注入深層的地方文化期許。

  一府二鹿三艋舺締約結盟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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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艋舺與原住民

本次活動主場地—艋舺公園，「艋舺」即原住民語彙中的「獨木

舟」，而艋舺公園也是目前國內唯一以原住民語彙來命名的公園，所以

在活動架構中特別注入原住民傳統樂舞表演—包括慶豐收樂舞、巴忍公

主嫁蛇郎君的傳統故事等，除了再次感念開創者的艱辛，更要新一代年

輕人認識阮的所在的起源。

（三）展現街區商圈、產業自治會

透過文化導覽DM的製作，除介紹萬華地區的文史發展之外，並介紹

各產業商街的範圍、成立時間、營業時間及營業特色；結合動態的方式

呈現產業新氣象，包括大理服飾商圈新一季服裝動態秀，以公關行銷的方

式，提升產業文化的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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