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72006年萬華文化嘉年華｜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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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特別結合

展現萬華在地精神的「臺北慶和團演鼓會」、日本和太鼓「吟遊

打人」、御花泉、颱人傳統鼓舞樂團及鄉神樂太鼓團在臺灣首演

的「山神—生剝」（Namahage），以7天的時間輪番獻藝、較勁，

透過「鼓舞」營造國際民俗技藝文化共同的語彙，以饗臺北市民。

（五）文史的薪傳

1、鼓展

以「千鼓迴響大展」為名，由老仁和鐘鼓廠創始人--製鼓經

驗已逾50年之久的游榮三先生，提供自製的各式鐘、鼓及在臺灣

首次展出的「龍女」銅雕；展示中更讓參觀者見識到未完成的鼓

桶及鼓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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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獅展

由少林武極潘靖瓏師父提供個人在「世界獅頭博物館」

的收藏，透過靜態國際獅頭展覽—百年百獅大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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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神將展

「一府二鹿三艋舺」--「艋舺」也就是當今的

萬華，萬華地區最具代表性的陣頭文化就是八將，

臺灣民間也傳說是「艋舺出八將」，其中所說的故

事，就是指青山宮與慶和舘所傳承的八將文化。慶

和館的師兄弟秉持著廟堂倫理的教誨，世代研習著

這傳統至今，而在與城市的文化交流中，臺灣文化

陣頭不但蘊含著深厚的文化淵源與不可分離的產業

關係。

透過艋舺蓮音社社長林新發提供八將—枷將

軍、鎖將軍、大刀將軍、虎頭閘將軍、釘板將軍、

釘鎚將軍、損將軍、增將軍，神將—太乙真人、田

都元帥、周倉、范將軍、謝將軍、鍾馗、金雞將軍

等。

各表演團隊並配合於展覽活動期間，每日下午2

時（4月7日至4月16日）於龍山寺地下商場B2—A廣

場輪番演出精采鼓舞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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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史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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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地區的文史導

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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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教育博覽˙學校傳統鼓藝互動教學

萬華地區學校目前正朝傳統技藝教學路線行進，

許多學校紛紛成立傳統的課外教學社團，其教學項目

有跳繩、踢毽子、扯鈴、太鼓等，本次萬華文化嘉年

華，許多學校也同感於傳統技藝教育的重要，特別希

望能讓萬華文化嘉年華能深入學校，第一時間與學生

進行學習互動，因此特別將本次邀請的世界鼓舞運動

總會成員，包含吟遊打人、御花泉、鄉神樂太鼓團、

臺北慶和館等團隊，親自派到學校內指導鼓藝的技

巧，與學校師生互動，著實收到良好效果，預計實際

參與人數為一千五百人次，其中老松國小鼓舞隊，由

劉校長將全校師生集合操場利用升旗典禮，讓全校師

生欣賞了一場動人的鼓藝互動的演出，結束後，所有

師生都依依不捨，場面著實感人，而日本團隊更體驗

當年日治時期建校的歷史點滴，深深覺得這種文化互

動，有助於締造和平印象，建立不同民族情感，深化

文化互動的實質意義。

       老松國小鼓藝互動教學

大理國小鼓藝互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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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際表演團隊在萬華繞境

世界鼓舞運動總會所屬四組國內外傳

統藝術團隊在「萬華文化嘉年華」期間，

針對萬華地區，包括艋舺、加蚋地區整個

重要民眾聚集據點，展開沿街表演繞境的

行程，這不但讓日本國寶級的表演藝人團

隊感動，也深深體驗到萬華文化的博大精

深，而過程深入萬華民間各聚落定點，讓

街上的民眾爲之震撼感動，也創造不少聚

焦與目光，不僅達到宣導的目的，也讓這

城市充滿了鼓舞的色彩，也讓臺北萬華都

會增添了不少文化氣氛，創造了另類的藝

術之都的形象。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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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舞光影耀萬華」的魅力外，透過活動提供一個表演的

機會，給予社區藝文團隊展現平時的練習成果的舞臺，在表演者眼中強烈

透露出屬於萬華一份子的驕傲。

                歐庭宇、汪華「說一個剝皮寮」對口相聲

社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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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呈現萬華區教育文化的寬度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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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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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育創新活力建立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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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配合文化嘉年華

活動，於95年4月7日至4月12日結合優質教育成果的靜態展示校務

經營、學校特色，並於4月8日及4月9日結合學校各民俗體育團隊社

團，以動態表演活動呈現學校在七育教育上的經營成果。

                           

室內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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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體育—踢毽子

橫笛演奏

上圖:民俗技藝—扯鈴   下圖:舞龍

體育表演--空手道

各校介紹靜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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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執行現況

一、活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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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文化節活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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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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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聖廟

（二）活動時間

2006年4月6日（星期四）至12日（星期日）共計7天 

 三、主舞臺設計

時 間 活 動 名 稱 活動地點 活動形式 產業文化展示

4/06

(四)

「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記者會

1.臺北慶和館演鼓會

2.日本「吟遊打人」傳統鼓舞

龍 山

寺地下商場

B2—A廣場

AM11:00~PM22:00

地方產業文化推廣

文化與美食攤位架

設

4/09

1.「教育連線．希望無限」萬華優

質教育博覽會

2.「教育連線．希望無限」萬華各

級學校表演

艋舺

公園臨三水

街長廊

艋舺

公園

舞    

臺

各 級

學校靜態展

覽

各 級

學校民俗 /

體育 / 藝文

社團表演

AM11:00~PM22:00

地方產業文化推廣

文化與美食攤位

(龍山寺地下商場B2)

＊百獅文化展覽

＊百年鼓展覽

＊八將&神將展覽

＊商街文化展

＊文史導覽登記

PM14:00~PM21:00

＊公民營社會服務

臺

＊萬華區各級學校優質教

育成果博覽會

PM14:00~PM17:00

邀請文史工作室人

員負責文化參訪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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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文宣

（一）活動海報

（三）活動路燈旗

（二）文史導覽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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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6萬華文化嘉年新聞稿

加蚋文化節 ● 艋舺文化節

【文化教育、民俗體育、娛樂產業】

由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體育處、臺

北市都市更新處共同舉辦的『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定於4月6.7

日連續兩天晚間各有一場「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開幕造勢晚會，

WDDA世界鼓舞運動總會所屬的日本「吟遊打人太鼓」、「鄉神樂太

鼓」、「颱人太鼓」、「御花泉太鼓」，以及我們萬華在地的國際

太鼓團體「臺北慶和館」等表演團隊，將於艋舺公園之廣場，搭設

大型舞臺接連數天演出熱鬧震天的鼓舞晚會。同時配合艋舺公園的

水舞光影，再次讓臺北市民嘆為觀止。

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主要是結合「加蚋文化節」、「艋舺文化

節」以及「青山文化節」的三大艋舺代表性節日，從４／６起，在

萬華各地舉辦為期十日的百年艋舺文化系列展演活動，當天馬英九

市長也將晚間出席加蚋文化節楊聖廟舞臺的開幕，為「2006萬華文

化嘉年華．加蚋文化節．艋舺文化節」揭開序幕。主要內容以「重

建廟堂文化意涵」、「重現產業文化精神」、「邁向國際文化都

會」及「深耕在地文化薪傳」為主軸，分別於4/6、4/7、4/13陸續

在「楊聖廟前廣場」、「艋舺公園」、「青山宮」開幕，屆時將重

現大艋舺地區萬人空巷的繁華盛況。

4月7日（五）艋舺公園主舞臺開幕當天，臺灣史上首度舉行

「一府、二鹿、三艋舺」締結為姊妹區的歷史性活動。「一府、二

鹿、三艋舺」是臺灣400年來最早開發的三個城區，能夠在400年後

締結為臺灣三大文化姊妹城，意義不凡。萬華區區長王鴻裕表示，

締結簽約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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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龍山寺正對面艋舺公園仍是今年「艋舺文化節」主舞臺

場地，４／７當天晚間七點將舉行盛大開幕晚會。晚間六點四十五



240

分，主辦單位先以千變多彩的「水舞光影光萬華」率先暖場，緊接著在日

本「吟遊打人太鼓」、「鄉神樂太鼓」、「颱人太鼓」、「御花泉太鼓」

以及我們萬華在地的國際太鼓團體「臺北慶和館」群獅鼓舞的熱烈氣氛

下，為艋舺文化節掀起開幕第一波高潮，以最熱情、震撼的鼓藝，迎接所

有前來共襄盛舉的來賓，可說是世界民族之國際鼓樂交流的一項創舉。

萬華區長王鴻裕表示，本次活動以(廟堂、文化、教育、產業)等四大

主軸串成活動之精神，這樣難得的機會也希望青少年朋友、家長、甚至對

文化有興趣的人，活動期間一起來觀賞和參與。王鴻裕特別指出，為了落

實都市更新、再造萬華、活化古蹟、促進商機計畫的觀念導引，在4/6日

加蚋文化節暖場節目，寶興街楊聖廟踩街陣頭繞境、歌仔戲、慶和館演鼓

會、日本太鼓傳統鼓舞樂團、民俗美食等活動為社區未來活力奠定根基。

歡迎全國各地對於傳統藝術文化有興趣的民眾，一起逗陣到萬華享受

『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國際鼓樂大融合的演出，給您永生難忘的世界級

感動。

（四）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記者流程

時間：4月6日（四）下午2：00

地點：龍山寺地下商場B2  A廣場

14:00:00  1.開場表演慶和館 （5-6 分鐘）

14:05:00  2.主持人開場簡介

14:06:00  3.主席致詞︰萬華區公所區長王鴻裕

14:10:00  4.貴賓致詞︰學校校長、里長代表、協辦單位致詞

14:20:00  5.表演：日本「吟遊打人」塩 原良（5-6 分鐘）

14:25:00  6.文史導覽說古 

14:30:00  7.表演：西園國小踢毽子（5分鐘）

14:35:00  8.獅展—潘師父、鼓展—游榮三老先生致詞

14:45:00  9.自由訪問拍照時間

15:00:00  10.祥獅獻瑞（慶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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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華文化嘉年華開幕晚會流程

1、艋舺文化節開幕晚會

時間：4/7　晚上6點30分進場

地點：艋舺公園

活動內容：

(1)水舞光影耀萬華－暖場

(2)鼓舞世界一家親（迎賓）臺灣鼓舞團（慶和館）／日本太鼓團
（長野太鼓團－秋田鼓樂團）

(3)臺北慶和館演鼓會

(4)原住民表演團隊

(5)仲夏爵士拉丁樂（社教館）

(6)日本「吟遊打人」＆「御花泉傳統鼓舞樂團」

(7)身障協會表演

(8)日本秋田鄉神樂太鼓團

2、加蚋文化節開幕晚會

時間：4月6日晚上7點

地點：楊聖廟

活動內容：PM19：00  開場節目

PM19：10  社區節目表演（加蚋地區12個里社區團隊）

PM19：20  臺北市市長  馬英九  致詞

PM19：30  萬華區區長  王鴻裕  致詞

PM19：40  臺北慶和館

PM19：50  日本御花泉傳統鼓舞樂團

PM20：00  日本吟遊打人

PM20：10 日本鄉神樂太鼓團

PM20：20  社區節目表演（加蚋地區12個里社區團隊）

PM21：00  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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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表演團隊介紹

（一）日本「吟遊打人」

來自日本長野縣的日本和太鼓團一人打--

「吟遊打人」塩原良先生，除斬、birth誕生、

生日快樂外，並帶來一閃、願舞、母親、八妙等

精彩鼓舞曲目。

（二）日本御花泉太鼓團

由塩原良先生指導的「御花泉太鼓團」，來

自日本長野縣由團長涉坂和美率團來臺表演，共

計7人；帶來—遙、生命之力、宴道中、海翔、

海藏—等精彩鼓舞表演。

（三）臺北慶和館

臺北慶和舘醒獅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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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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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慶和舘醒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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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慶和舘更將2006年的新創曲目--包括

風暴、蒙鼓、思念、潮汐、禪風、山海祭等--在

「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活動中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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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鄉神樂太鼓團

來自日本秋田縣男鹿半島「鄉

神樂太鼓團」，由團長小林義隆率

3名組員來臺，首度將男鹿半島上

每年除夕夜都舉行的傳統祭典民俗

活動--「生剝」（Namahage）--鬼

面太鼓的風格及步調完整的呈現出

來，此外，還有神波、來神、神鼓

及門踏等曲目表達對天神的敬畏。

（五）日本颱人太鼓團

一反傳統太鼓的表演模式，來自日本名古屋的「颱人太鼓團」透過活潑的

編曲及隊伍的變換，藉由波麗露、疾風、五黃、馬戲團等曲目，淋漓盡致的呈

現太鼓活潑輕鬆的一面，例如在「馬戲團」鼓曲中，讓觀眾如親臨現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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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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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4月6日〜95年4月12日

2、地點：西門町、萬華（加蚋、艋舺）古蹟區

行程計劃A：龍山寺艋舺行程

行程計劃B：紅樓行程

行程計劃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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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整體宣傳策略說明

（一）議題行銷

1、百獅百鼓

由龍山獅藝學苑及少林武極潘靖瓏師父提供的獅頭收藏，透過靜態國

際獅頭展覽—百年百獅大展；以「千鼓迴響大展」為名，由老仁和鐘鼓廠

創始人--製鼓經驗已逾50年之久的游榮三先生，提供自製的各式鐘、鼓及

在臺灣首次展出的「龍女」銅雕。

2、神將八將

在城市與城市的文化交流中，臺灣文化陣頭不但蘊含著深厚的文化淵

源與不可分離的產業關係；透由艋舺蓮音社社長林新發提供八將、神將的

相關文物，讓民眾與在地廟堂文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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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人物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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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深層地方文化期許。

4、國際表演團體

日本表演團體的共襄盛舉，不僅提升活動的國際形

象，更在演出內容中注入文化的深度。

5、萬華在地的精神演出

由王永雄團長率領的「慶和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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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星期四)下午2時舉行

2、記者會地點：龍山寺地下商場B2-A廣場

3、記者會表演節目：

（1）開場序幕： 慶和舘演鼓會

（2）日本「吟遊打人」塩原良&御花泉、西園國小踢毽子

（3）媒體邀請：電視臺、廣播新聞節目、平面媒體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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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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效益與產值

一、效益

本次「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與往年不同的是，不但展現了超過

50,000人次以上(根據現場計數，三組場地共計每日可達8000人次以上)

的凝聚力量，而透過連續7天的活動（包括加蚋文化節及艋舺文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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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透過現場文化藝術的呈現方式，更加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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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已經不太熱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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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蚋文化節產業文化消費情形約略估計如下

概估消費人次4月6日至4月9日每日約2,500人，合計10,000人

以每人平均消費約70元計算

產業文化攤位總產值約為10,000人次*70元=700,000元

2、艋舺文化節產業文化消費情形約略估計如下

概估消費人次4月7日至12日每日平均約8,000人，合計48,000人

以每人平均消費約70元計算

產業文化攤位總產值約48,000人次*70元=3,3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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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龍山寺地下街B2-A廣場

概估消費人次4月6日至16日每日平均約1,500人，合計16,500人

以每人平均消費約70元計算

產業文化攤位總產值約16,500人次*70元=1,155,000元

共計約產值為500餘萬元(NT.5,21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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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名莘莘學子感受到現場文化嘉年華會的意涵，學校互動

部分實質受益學生超過1,500人次計算，每堂課終點費每位學生需要繳交

100元學費，共計創造65萬元左右的教育價值。

（三）媒體宣傳部份

國內媒體報導共計30篇以上(計算方式︰每篇1.5萬元置入行銷費

用)，創造45萬元，以國際能見度價值，日本長野縣將立即舉辦「萬華文

化嘉年華臺灣凱旋」演出，透過當地媒體將大篇幅報導本活動傑出的表演

實況（計算方式：以長野縣飯田市媒體、法國平面媒體購買置入行銷價值

100萬計算），共計創造百萬以上的產值。

（四）地方文化呈現價值

「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打破臺北市辦理藝文活動的紀錄，結合地

方文化資源—「加蚋文化節」包括以豆芽、茉莉花、麻竹等地方產業文化

及廟會活動為主、「艋舺文化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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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創造的主體意識價值則無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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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大事紀

一、「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活動大事紀（一）

日期 時間 內     容 地   點 備  註

3/07 PM14：00 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評選會議
萬華區公所(12樓第2

會議室)

3/13 PM14：00 溝通萬華文化嘉年華活動相關事宜 萬華區公所區長室

3/14 AM09：30 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加蚋文化節協調會議
萬華區公所(12樓第2

會議室)
與加蚋12個里里

長

3/15

AM12：00 協調文史展覽及文宣相關事宜 龍山寺地下商場 與晶彩世集

PM14：00 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教育博覽會協調會議
萬華區公所(12樓第2

會議室)
與萬華區各級學

校

3/16

AM09：30 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活動執行協調會議
萬華區公所(12樓第2

會議室)
與各金融機構

PM14：00 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活動執行協調會議
萬華區公所(12樓第2

會議室)
與萬華區各商街

自治會

3/29 AM11：00 活動執行會議 萬華區公所區長室

4/06

PM14：00 記者會 龍山寺地下商場 B2-A廣場

PM19：00 加蚋文化節開幕晚會 楊聖廟

AM11：00
PM22：00

獅展、鼓展、八將展、神將展 龍山寺地下商場B2 4/6〜4/12

4/07

PM14：00 太鼓表演 龍山寺地下商場 B2-A廣場

PM14：00 加蚋文化節--太鼓/社區團隊 楊聖廟

PM19：00 艋舺文化節開幕晚會 艋舺公園

PM19：30 加蚋文化節晚會--太鼓/社區團隊 楊聖廟

4/08

AM10：00 2006萬華文化嘉年華活動遊行 萬華區

AM10：00 加蚋文化節—社區團隊表演 楊聖廟

PM13：00
PM15：00

艋舺文化節--文史導覽 艋舺公園

PM14：00 太鼓表演 龍山寺地下商場 B2-A廣場

PM14：00 加蚋文化節—文史導覽 楊聖廟

PM14：00 優質教育博覽會動態表演（一） 艋舺公園

PM19：00 艋舺文化節開幕晚會 艋舺公園

PM19：30 加蚋文化節--太鼓/社區團隊 楊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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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內     容 地   點 備  註

4/09

AM10：00 加蚋文化節—社區團隊表演 楊聖廟

AM12：00 加蚋文化節—遶境祈福

PM13：00
PM15：00

艋舺文化節--文史導覽 艋舺公園

PM14：00 太鼓表演 龍山寺地下商場 B2-A廣場

PM14：00 優質教育博覽會動態表演（二） 艋舺公園

PM15：00
PM19：00

加蚋文化節—歌仔戲表演 楊聖廟

PM19：00 艋舺文化節晚會 艋舺公園

4/10

AM8：00 鼓藝互動教學 西門國小

PM14：00 太鼓表演 龍山寺地下商場 B2-A廣場

PM19：00 艋舺文化節晚會
龍山寺地下商場B2-A

廣場
因大雨改表演場

地

4/11

AM8：00 鼓藝互動教學 大理國小

AM8：10 鼓藝互動教學 萬大國小

PM14：00 太鼓表演 龍山寺地下商場 B2-A廣場

PM14：00 艋舺文化節--社區團隊表演 艋舺公園

PM19：00 艋舺文化節晚會 艋舺公園

4/12

AM8：00 鼓藝互動教學 老松國小

PM14：00 太鼓表演 龍山寺地下商場 B2-A廣場

PM14：00 艋舺文化節--社區團隊表演 艋舺公園

PM19：00 艋舺文化節閉幕晚會 艋舺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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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加吶堡西門外  一葉蘆葦的扁舟

任它流啊流過艋舺的歲月悠悠

一條老街傳唱繁華萬千

百里紅磚  刻畫地方文化教育經濟傳承

曾幾何時  軸線翻轉  風華重現

古早神話  以全新樣貌重返時空

以新世紀的祈願重新舞動

西門故事  再次

以都會節奏嶄新創意  重現

艋舺百年來的繁華與美麗

2007年萬華文化嘉年華

活動名稱：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

活動時間：加蚋文化節96年4月27日～29日

         艋舺文化節96年10月12日～14日

活動地點：楊聖廟、西門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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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長 序

萬華舊名「艋舺」其名源自（莽葛）或（文甲），為平埔凱

達格蘭族之音，意指獨木舟或獨木舟聚集之處。艋舺是臺北市的起

源，也是臺灣最具特色歷史街區之一。自民國88年至94年萬華區

共興辦大小建設百餘項，投入經費超過149億元，其中重大工程約

有62項。一個充滿美麗記憶的西城「萬華」，在硬體建設陸續完成

後，未來建設目標將著重於居民對居住地集體感情記憶的凝聚及人

文資源總體營造，藉以喚起漸被遺忘的臺北過往繁華故事。

艋舺現為萬華區商業、宗教、民俗與休閒的中心。由西門町

的電影街與行人徒步區開始，公司行號與百貨公司林立，華西街觀

光夜市人群川流不息，龍山寺的鼎盛香火，青山王宮的暗訪及青草

店、佛具店等傳統行業充滿著濃郁的宗教與民俗氣息。為了傳承發

展萬華這座深具歷史意義的文化古都，2005年萬華區公所開始辦理

萬華文化嘉年華活動，2006年更積極結合--「加蚋文化節」、「艋

舺文化節」以及「青山文化節」三大艋舺代表性活動，以民俗、體

育、教育、宗教、產業及國際表演藝術，創造百萬人潮熱烈參與，

更循文化傳承及發揚目標完成「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結盟創舉。在

居民及商圈業者的期待下，公所秉持創新突破的決心，持續舉辦

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活動。

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劃分兩階段辦理，第一階段加蚋文化節

於96年4月27日至29日辦理完成，第二階段艋舺文化節則已於96年

10月12日至14日圓滿落幕。『軸線翻轉興萬華 風華重現豔艋舺』

為今年活動主題並表現本年度活動精神所在，軸線翻轉讓萬華以往

風華再現，「一府二鹿三艋舺」鼓、舞藝表演團隊則豐沛艋舺藝術

人文涵養。此外，繼2006年府城、鹿港、艋舺締結姐妹市盟約後，

2007年萬華文化嘉年華再次延續一府二鹿三艋舺締盟意涵，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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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二鹿三艋舺」為主題，呈現別具文化特色的地方特產市集，確實

遵循建立精緻產業文化之活動宗旨，達成地方文化推廣交流之目

的。

2007萬華嘉年華除了延續以往「重建廟堂文化」、「重現產業

文化」、「邁向國際都會」及「深耕在地文化薪傳」的精神之外，

並期望於未來持續引領歷史城鄉文化交流，推廣府城、鹿港、艋

舺民俗文化風情，更為結合地方產業資源而努力，朝著促進社區互

動，打造文化、教育、經濟、觀光的目標邁進。

萬華區區長                    謹識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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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主題規劃

一、活動主題

軸線翻轉興萬華 風華重現豔艋舺

─一府二鹿三艋舺 永結同心─

二、規劃概念

本年度萬華文化嘉年華共劃分兩階段辦理，第一階段加蚋文化節於

96年4月27日至29日辦理完成，第二階段艋舺文化節則已於96年10月12

日至14日圓滿落幕。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並以『軸線翻轉興萬華 風華

重現豔艋舺』為活動主題表現本年度精神所在。軸線翻轉讓萬華以往風

華再現，「一府二鹿三艋舺」鼓、舞藝表演團隊則豐沛艋舺藝術人文涵

養，除了延續以往「重建廟堂文化」、「重現產業文化」、「邁向國際

都會」及「深耕在地文化薪傳」的精神之外，更彰顯出在地居民對於萬

華集體感情記憶的凝聚及臺北人文資源總體營造的成果，藉此鼓舞全體

市民努力向前行，共同創造國家美好新願景！

三、活動主題設計

◆加蚋文化節 

（一）廟堂陣頭 神明遶境祈福活動

早期居民出入，非常依賴淡水河運，與沿

途的大稻埕、大龍峒、關渡往來密切。而木柵

尪公則和種花產業有關。昔日加蚋仔栽種的黃

枝花、茉莉花蟲害很嚴重，當時沒有農藥，庄

民就到木柵迎請尪公神像繞境驅蟲，庄民花朵

上的蟲就會被掃清了。有一年神像繞境後一場

大雨，害蟲都銷聲匿跡了，庄民視為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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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儀大夫的聖誕，按例由「加蚋仔」地

區五個角頭輪流殺豬公酬神大拜拜。全「加

蚋仔」地區以迎神繞境，通常前一天就到關

渡(干豆)迎請媽祖，當天陣頭排好後，神

轎起駕，隨後的其他神轎有木柵尪公(保儀

大夫)、大龍峒大道公(保生大帝)、霞海城

隍，一起出巡繞境庇護平安，也因此每年廟

堂陣頭、花車於加蚋地區12個里內遶境活

動，而成為加蚋地區最具文化宗教特色及民

眾向心力的活動。

（二）加蚋風味餐 豆芽菜千人饗宴

加蚋地區在萬華屬老舊社區，和平西

路以南的下崁與加蚋仔原為農業區，以茉莉

花、甘蔗等為作物，麻竹為特產。日據時因

設東園町與西園町，光復後乃稱為「雙園

區」，而後經行政區域重新劃定，與昔日龍

山區合併為今日萬華區，區內有代表臺北市

農漁畜三大產銷公司─臺北農產公司、臺北

漁產公司及臺北畜產公司，負責大臺北地區

居民農漁畜產之主要供需，住戶除少數公務

員外，大部份以經營家庭印刷及於農、漁市

場工作為主，而「孵豆芽菜」是自日據時代

延續至今仍保有之傳統產業。

麻竹筍、忘年花（茉莉花）及豆芽等產

業是加蚋地區三大特產，透過加蚋地區保德

里、銘德里、榮德里、壽德里、興德里、華

中里、日善里、忠德里、孝德里、和德里、

錦德里、全德里等12里，提供24道傳統在地

美食「千人豆芽饗宴」活動，讓加蚋仔在一

年一度的重要時刻歡聚一堂，並吸引各地遊

客來到萬華享受美食、大快朵頣。

美食饗宴的主要食材─豆芽菜。加蚋地區的鄰里媽媽們，
正在合力「挽豆菜」，為豆芽菜美食饗宴做準備

保德里的「總舖師」(圖左方穿著黑色上衣阿嬤)，主
廚阿嬤現場烹調佳餚的好手藝，令眾人讚不絕口

民政局黃呂局長開心享用由加蚋12里烹調24道傳統又
道地的豆芽美味料理

主辦單位萬華區公所放置充足碗筷，在服務臺供民眾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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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成果、文史特展暨新移民文化表演交流

加蚋仔自1700年漢人入墾迄今已有300年歷史，人文匯

流的歷史在2007加蚋文化節社區成果展示中，除了呈現過去

加蚋地區的歷史記錄資料，同時也展示萬華區公所深耕在地

社區里民的總體營造成果：校園、社區文化藝術作品、加蚋

傳統產業─「孵豆芽菜」文化等。透過活動舉辦得以薪傳加

蚋在地文化，展現社區再造的具體事蹟。

此外，秉持著關懷在地的活動精神，除了結合社區文史

成果展示外，更於本年度加蚋文化節中，加入臺北市政府民

政局扶植的印尼歸僑協會的新移民精采舞蹈表演，讓加蚋文

化節更添風采。

由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大力推動的新移民會館，館址即位於萬華區長沙街

上，隨著我國與世界各國交流日趨頻繁，伴隨而來的是國人與外籍或大陸地區

人士聯姻的情形日益增加。為貫徹實施打造健康城市的永續承諾精神，由臺北

市政府民政局積極規劃、全力催生的全臺首座「臺北市新移民會館」，於94年

2月26日隆重啟用。這棟會館的成立，意義非凡，可謂是政府關懷新移民朋友

們、使他們能適應臺灣這個新故鄉的具體成果，這無疑也是對國人及全世界展

現出：臺灣對於這群新移民朋友們最大的歡迎之意；並期藉由政府的力量，協

助他們更快在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邁向另一個嶄新的人生里程！

來自印尼歸僑協會的舞者穿著色彩鮮豔的表演服裝，帶來充滿印
尼風情的椰殼舞表演。

印尼舞蹈中蘊含豐富的文化意涵，舞者身上穿著的服裝，
都屬於印尼正式宴會表演時的穿著，相當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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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繪聲繪影萬華板凳電影院—油麻菜耔

這部被譽為「一筆寫盡臺灣婦女三十年悲苦生

活」的作品，詮釋了臺灣女人早期發展社會上扮演

的角色。本片於萬華實景拍攝，時空發展的背景都

與萬華有所關聯，加蚋文化節的尾聲，透過電影，

不禁為女性現今的自主能力感到喜悅。

萬華區在臺灣電影發展史上亦佔有重要的一

席之地。西門町電影街，有著臺北人共同的生活回

憶，大小林立的戲院曾經有著最輝煌的時代、川流

不息的觀影人潮。直至今日，西門町電影街仍為眾

多的青少年們所喜愛，國賓大戲院、日新戲院、豪

華戲院等老字號電影院以及屹立於電影街旁的炭烤

雞腿─三吉外賣，始終讓客人感受到最溫馨自在的

萬華情味。

讓電影代替光陰回憶過往的萬華面貌，以板凳

電影院方式露天播映並呈現影藝資源整合的電影欣

賞活動；共同關心社區，凝聚社區共識，激發民眾

對當地文化的懷念，真摯的情感。

阿公阿媽帶著小孫子，坐在板凳椅
上，看著電影訴說屬於萬華的故事

（五）區旗行銷、垃圾不落地

活動中區旗無所不在，充分展現萬華意象。區旗、區徽之設計「以

白底汲取萬華區寺廟及河運船隻等帶動繁榮富庶的縮影事物，結合中英

文字藝術及具象創意」；活動期間為響應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活

動零垃圾」政策之推行，活動現場設置足量垃圾桶、資源回收箱，活動

期間每日將垃圾集中洽請區內清潔分隊於會後即刻清運垃圾，以維護區

內環境之清潔，確保活動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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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區徽、區旗，係依 

市長政策白皮書「設計、傳播地方形象

─創造地方吸引力」，本區的區旗、區

徽之設計代表以白底汲取本區寺廟及河

運船隻等帶動繁榮富庶的縮影事物，及

結合中英文字藝術及具象創意等表現本

區特色之精神、概念及象徵為之辦理。

本區所屬區徽、區旗之宣導，96年度萬

華文化嘉年華活動加以宣傳，並廣泛運

用於活動及區政推動項目之中。已於各

項文宣品、文書資料之運用；區徽、區

旗因具本區代表性，民間團體於區徽、

區旗之使用模式及場域，應獲本所之授

權後方可使用。區旗依一般常用之正6

號或副6號尺寸為主，以方便與市售國

旗之配件如旗桿等互通規格使用。

◆艋舺文化節

一府二鹿三艋舺再續前緣 文化相連永流傳

由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體育處、臺

北市都市更新處共同主辦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系列活動。歷年來萬

華文化嘉年華活動舉辦，皆秉持著繼往開來的文化傳承精神，強調

以在地為本的活動宗旨，發揚萬華地區豐沛多元的藝術文化並深耕

萬華產業、宗教寺廟傳統特色。此外，繼2006年府城、鹿港、艋舺

締結姐妹市盟約後，2007艋舺文化節再次延續姊妹市結盟意涵，以

「一府二鹿三艋舺」為主軸，呈現別具文化特色的地方特產市集，

遵循活動宗旨建立精緻產業文化，邀請遠道而來的姊妹市表演團

隊，達成地方文化推廣交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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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主題活動規劃 十全十美邀您用心體驗

2007艋舺文化節今年首度將活動地點移師北萬華西門紅樓廣場舉

辦，讓萬華文化嘉年華與西門町正式接軌。更特別邀請萬華在地知名飯店

業者─豪景大酒店舉辦「萬華美食上菜 料理品嚐饗宴」，提供300人份

主廚精緻料理，銀芽涼拌加多加多、臺灣傳統滷蔴筍、茉莉花慕斯蒙布

朗，讓民眾現場品嚐到以3大萬華傳統食材─「豆芽菜」、「麻竹筍」及

「茉莉花」結合異國風味料理的美味佳餚。

由萬華區王鴻裕區長構想，臺北服飾文化館吳亮儀總監設計執行的

「萬華衣漾風采 品牌服飾走秀」活動，除了展示艋舺POLO衫、龍山寺概

念服飾，更以大理服飾商圈與臺北服飾文化館產學合作限量發行的「彩繪

臺灣」系列服飾牛仔褲、T-Shirt，結合人體彩繪和西門町刺青文化概念

為活動帶來嶄新視覺效果。

萬華文化嘉年華另外肩負的重要使命，就是讓萬華走出臺北、邁向國

際，讓大家看見蘊藏在萬華的龐大能量。無論食衣住行育樂，萬華都具備

有別其他地區的豐富文化、傳統特色。而為了展現萬華區優質的教育成果

及早期加蚋地區流傳下來的豐富茶藝文化，艋舺文化節舉辦「萬華教育博

覽會暨百人茶風情」活動，替為期3天的艋舺文化節掀起另一波熱潮。艋

舺文化節「閉幕晚會暨電影特映會」則以播映西門町實景拍攝的國片「六

號出口」，為活動劃下完美句點。艋舺文化節不僅帶您體驗艋舺傳統文化

精神，更與您共同開創屬於西門獨特的流行文化風格。

（一）一府二鹿三艋舺永結同心 開幕續盟儀式

2006年府城、鹿港、艋舺締結姐妹市盟約，2007

艋舺文化節再次延續姊妹市結盟意涵，以「一府二鹿三

艋舺」為主軸，呈現別具文化特色的地方特產市集，邀

請鹿港鎮公所、鹿港施金玉三房名香祖舖、怡古齋捏麵

人、臺南安平劍獅埕、臺南安平文教基金會以及艋舺在

地知名老店上海老天祿、三吉外賣、香里食品、臺北服

飾文化館艋舺衫服飾展售等，遵循活動宗旨建立精緻產

業文化，更邀請遠道而來的表演團隊，府城─「東方藝

術團-節慶民俗藝陣」及鹿港─「彰化縣頂番國小詩詞

童謠吟唱團」與艋舺代表性表演團隊「慶和館鼓陣」熱

情演出，達成地方文化推廣交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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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文化節開幕晚會中萬華區王

鴻裕區長、安平區林國明區長及鹿港鎮

王惠美鎮長率領城市代表，以「薪火傳

承」的火炬為文化節揭開序幕，府城鹿

港姐妹市表演團隊帶來精采表演，以及

臺北知音合唱團演唱一府二鹿三艋舺之

歌─代表府城之歌的安平追想曲；鹿港

的代表性歌曲是由歌手羅大佑演唱並作

詞作曲的鹿港小鎮；而艋舺則是以河邊

春夢，這首由萬華土生土長的作詞人周

添旺先生所作歌曲作為代表；最後的壓

軸歌曲，則是邀請府城、鹿港、艋舺共

同演唱「臺北的天空」讓艋舺文化節更

顯情義、團結及城市文化交流。

來自府城的東方藝術團，精緻采風舞藝獲得現場來賓一致喝采

臺北的天空─讓來自府城、鹿港、艋舺的貴賓聚集在臺北天空下一同齊聲合唱



（二）萬華衣漾風采 艋舺服飾商圈品牌暨艋舺衫服飾走秀

臺北服飾文化館由吳亮儀總監所率領的設計團隊，結合萬華艋舺服飾

商圈「自創品牌」服裝展示，一方面提升國人創新設計能力，另一方面展

展
示
服
飾
內
容
：

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

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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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服表演 

 

 

 

 

 

 

 

 

 

 

 

 

 

 

 

 

 

 

 

 

 

 

 

 

1. 2006 Top Model of The World 

   世界頂尖超級模特兒大賽 

臺灣代表―陳艾琳所穿著的國服，並榮獲亞洲區第 1名並列國際排

名第 4名。此國服的設計，基本架構以歌仔戲為主體，因為歌仔戲

被視為臺灣的歌劇，具有臺灣之傳統戲曲文化元素，融入了西方的

剪裁，正代表臺灣文化中的多元性。 

 

2. 2007 國際旅遊皇后大賽—國服第二名 

臺灣代表―黃怡燕所穿著的國服，而此國服也在這次國服設計中得

到第 2名的殊榮。此國服設計亦帶有歌仔戲的精神，但加入更多的

時尚元素，不論其配色與剪裁都有今年的流行元素，這也代表臺灣

的設計能力，除了保留東方的元素，更能結合西方特色。 

 

3. 2006 Miss Earth 地球小姐 

因為地球小姐是以環保為主要訴求，所以設計師以白色為主，代表

乾淨地球的含意，並融合西方的剪裁與東方的水袖設計，使整體更

為時尚，臺灣是一個重視宗教的國家，尤其以佛、道為主，所以在

裙子的前後片設計又加入了波羅蜜多心經的部份經文，除了符合地

球小姐宗旨，同時也代表了臺灣的另一種宗教文化。 

 

4. 2007 世界專業男模大賽—國服獎冠軍 

臺灣區代表―吉祥所穿著的國服，榮獲國服獎冠軍，同時也在這次

比賽獲得最佳人氣獎，在韓國有「臺灣裴勇俊」之稱。這套國服設

計同時也在臺灣知名的綜藝節目―綜藝大哥大與時尚雜誌中被介

紹出來，除了設計師想表達的帝王之氣，更以臺灣張燈結而這些國

服目前都正於臺北服飾文化館中展示。 

 

2 

萬華人ㄟ「衫」－艋舺衫 

 

 

 

 

 

 

 

 

萬華人一定要穿「艋舺衫」，來萬華更要穿「艋舺衫」 

由萬華區王鴻裕區長發想，特別委託臺北服飾文化館駐館設計師－

吳亮儀設計師，以萬華傳統名稱『艋舺』設計一系列具有艋舺地方

精神的服飾，來呈現萬華地區傳統與時尚交錯的軌跡。 

世界頂尖超級模特兒大

賽-亞洲區國服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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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萬華區公所推動艋舺服飾商圈產學合作成效，進而帶動艋舺服飾商機。

而臺北服飾文化館整合了2007年一府二鹿三艋舺及龍山寺時尚概念T恤、艋

舺POLO衫設計風格及國際服裝造型大獎等系列服飾，其中由大理服飾商圈

業者提供另類民俗風服飾、個性內衣以及艋舺服飾商圈促進會洪會長的自

創品牌孕婦裝，這場結合萬華在地服飾特色與國際視野的美學饗宴，足堪

萬華區第一時尚服飾秀。
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

3-3-14

3 另類民俗風格服飾 
寬寬鬆鬆的手臘染民俗服飾穿起來很舒服，透過設計師的巧搭，也

可以穿得又Young 又 Fashion 

4 
時尚孕媽咪 

－時裝篇 

「時尚」也可以是孕媽咪的專利，透過玉美人多變化與貼近流行的

設計師款孕婦裝，不只有孕味，更要穿出屬於孕媽咪的時尚品味 

5 
時尚孕媽咪 

－禮服篇 

特別為孕媽味所設計的禮服，讓孕媽咪出席正式宴會場合時亦能展

現特有的優雅與俏麗的穿著 

6 五彩繽紛芝加哥 
由五彩繽紛的彩繪內衣配上綴滿流蘇、珠子、亮片的背心，展現芝

加哥般的百老匯風情，頓時帶給觀眾嶄新的感官享受 

7 個性內衣秀 
各式各樣的內衣外搭個性又時髦的皮草，來展現現代女人的獨立自

主的迷人風采 

8 

彩繪臺灣 

 

「蝴蝶王國」－臺灣， 

一個代表臺灣的美麗名稱，也是知名人體彩繪大師－吳亮儀老師的

最愛，因此而設計出一系列「彩繪臺灣」－蝴蝶系列彩繪服飾及牛

仔褲，藉此傳達臺灣絢麗與多變的風采 

彩繪蝴蝶服飾 

一件件由彩繪蝴蝶製成的衣服，隨著一隻隻翩翩飛舞的彩蝶，

時而優雅，時而俏皮，時而個性，時而時尚 

彩繪牛仔褲 

搭配舒適的禪風服飾，讓彩繪牛仔褲呈現不一樣的個性東方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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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艋舺show新意 萬華意象網路票選活動

為打破民眾對萬華的傳統印象，並彰顯近年來都市更新後的萬華發展，透過

網站舉辦「萬華意象網路票選」活動，經企劃小組評選票選意象後，由主辦單位

核定紅樓(西門市場)、龍山寺、西門町、青山宮、清水祖師廟、萬華車站、艋

舺公園、阿宗麵線、上海老天祿、剝皮寮、大理街服飾商圈、青草巷、萬華區公

所、學海書院、青年公園、臺北天后宮、華西街觀光夜市、河濱公園、西門町電

影街(國賓、日新、豪華、樂聲)、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豪景大酒店等21個萬

華意象供民眾上網票選。

接著再由民眾網路票選心中最具代表性、前五大萬華經典意象，經由票選建

置重新體認萬華心生命。為期一個半月的票選活動，票選活動時間自96年8月1

日(三)開始至96年9月15日(六)截止，廣徠萬人以上民眾參與網路投票，票選結

果公佈，前五名分別為龍山寺、西門町、華西街觀光夜市、紅樓(西門市場)、西

門町電影街，票選民眾則有機會獲得精美好禮。活動獎項分別是歡喜禮─上海老

天祿精美禮盒10盒；心坎禮─豪景大飯店500元餐券10張；貼心禮─國賓影城電

影優惠券20張；紀念禮─精美紀念品50份。

豪景大酒店餐券 上海老天祿精美禮盒讓得獎民眾開心領回

國賓大戲院提供電影優惠券 萬華區公所提供精美紀念品-計步器手電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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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在萬華 異國風情料理品嚐饗宴

2007艋舺文化節除了首度將活動地點移師

北萬華西門紅樓廣場舉辦，讓萬華文化嘉年華與

西門町正式接軌外。更特別邀請萬華在地知名飯

店業者─豪景大酒店舉辦「萬華美食上菜 料理

品嚐饗宴」，提供300人份主廚精緻料理，銀芽

涼拌加多加多、臺灣傳統滷竹筍、茉莉花慕斯蒙

布朗，讓民眾現場品嚐到以3大萬華傳統食材─

「豆芽菜」、「麻竹筍」及「茉莉花」結合異國

風味料理的美味佳餚。萬華豪景酒店主廚上菜，

創意料理讓現場民眾無不食指大動。

（五）八鼎炭焙茶 百人「茶」風情

茶文化是加蚋地區的特色之一，早年的黃枝

花及茉莉花茶產製外銷，豐厚的利潤讓萬華甚至

有著「加蚋仔的黃金淹腳目」的諺語流傳至今。

即使因為時代背景變遷，加蚋的茶葉產業已式

微，但今日萬華地區仍有許多有心人，致力保存

著早年的茶行文化，甚至將品茗藝術遠播韓國、

日本發揚光大。在萬華區西藏路創立八鼎炭焙茶

研究中心的李兆杰老師即是因為堅持奉獻心力、

薪傳文化的精神，受到萬華區王鴻裕區長高度讚

揚並極力邀約李兆杰老師於今年度艋舺文化節活

動傳承萬華傳統茶道文化、增添茶藝風情。

李老師鑽研以木炭熱能折射穿刺作用，縮

短炭焙茶時間的實際理論，推出「健康茶」的概

念，艋舺文化節活動現場的民眾除了能夠享用限

量600顆絕無僅有只送不賣的「炭焙蛋」，免費

品茶後還能拿到李老師限量300只精製的活動主

題珍藏杯，為活動吸引大量人潮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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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High翻西門  街頭嘻哈勁歌熱舞

臺北市發展早期大都集中在西門町一帶，而西門町現為青少年假日

休憩聚集之地，是萬華集流行、文化、資訊、娛樂於一身的熱門商圈。西

門紅樓廣場不僅有著得天獨厚的地利之便，更緊鄰著文化薈萃的紅樓劇

場，因此其戶外廣場一直是青少年最嚮往的表演舞臺。本年度艋舺文化節

活動於西門紅樓廣場舉辦，由主辦單位提供青年學子表演平臺，開放大專

院校學生參與節目表演，讓青少年們的活力熱情充滿紅樓廣場，熱力四射

High翻西門！

節目表演邀請東吳大學舞研社嘻哈街舞秀、原住民青年樂團─黑澤

樂團熱門音樂LIVE BAND、大理高中熱門音樂社、華江高中吉他社、以及

壓軸世新大學合唱團斑馬線流行人聲樂團，以新穎的表演型態帶來不同傳

統合唱方式的聽覺享受。活動現場舞臺上表演者的精采演出以及臺下熱烈

喝采的年輕觀眾更為活動帶來充滿無限青春活力的氛圍。

東吳大學舞研社

世新大學斑馬線 流行人聲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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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High翻西門  街頭嘻哈勁歌熱舞

臺北市發展早期大都集中在西門町一帶，而西門町現為青少年假日

休憩聚集之地，是萬華集流行、文化、資訊、娛樂於一身的熱門商圈。西

門紅樓廣場不僅有著得天獨厚的地利之便，更緊鄰著文化薈萃的紅樓劇

場，因此其戶外廣場一直是青少年最嚮往的表演舞臺。本年度艋舺文化節

活動於西門紅樓廣場舉辦，由主辦單位提供青年學子表演平臺，開放大專

院校學生參與節目表演，讓青少年們的活力熱情充滿紅樓廣場，熱力四射

High翻西門！

節目表演邀請東吳大學舞研社嘻哈街舞秀、原住民青年樂團─黑澤

樂團熱門音樂LIVE BAND、大理高中熱門音樂社、華江高中吉他社、以及

壓軸世新大學合唱團斑馬線流行人聲樂團，以新穎的表演型態帶來不同傳

統合唱方式的聽覺享受。活動現場舞臺上表演者的精采演出以及臺下熱烈

喝采的年輕觀眾更為活動帶來充滿無限青春活力的氛圍。

東吳大學舞研社

（七）艋舺文化節遇見KUSO創意市集

2007艋舺文化節讓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與臺北市政府文化局首度攜手

合作，結合艋舺文化節與創意嘉年華─KUSO創意市集，共同創造雙倍活

動宣傳效益。

艋舺文化節於西門紅樓南北廣場舉辦為期3天活動，以及十字樓2樓

北翼主題區展示萬華區優質教育成果。創意嘉年華─KUSO創意市集則於

十字樓內展售各地設計、創意人員精緻手創作品。活動南北側廣場的一府

二鹿三艋舺民俗文化產品、文化局KUSO創意市集的創意商品相輔相成，

吸引民眾參觀選購。產值部份估計達：500人/次×11時/日×3天活動

×100元/每人平均消費=1,650,000元。

艋舺文化節、創意市集兩大活動的人潮交會，舞臺旁即
為創意市集入口處，入口旁設有創意市集活動入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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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連線希望無限—萬華教育博覽會

為展現萬華區教育文化的深度，以學校為主體、教育為導向，呈現

資源整合的教育博覽會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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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教育的優值品牌。

活動劃分靜態展示及動態表演兩部份。靜態展示部分結合優質教育

成果展，展示內容含括校園經營成果、重要得獎佳績、優質教學特色、

教學理念等，為期3天於十字樓2樓北翼主題區展示。參展學校共計20所

包含：市立新和國小、市立雙園國小、市立東園國小、市立大理國小、

市立西園國小、市立萬大國小、市立華江國小、市立西門國小、市立老

松國小、市立龍山國小、市立福星國小、市立萬華國中、市立雙園國

中、市立龍山國中、市立大理高中、市立華江高中、臺北市萬華社區大

學、私立立人高中、私立光仁小學、南海實驗幼稚園等。

動態表演呈現不僅讓學校走入人群，更得以展現萬華區重點發展的

藝文教育成果，各校的優秀才藝，透過老松國小鼓聲撼動人心的十鼓擊

樂隊、雙園國中舞蹈班的傳統民俗舞蹈、榮獲國際民俗體育競賽殊榮的

西園國小毽子隊、臺北市公立南海實驗幼稚園、雙園國小的虎虎生風的

武術表演、大理高中嬌俏嫵媚的動感爵士熱舞、萬華社區大學敦煌舞表

演及華江高中管樂團演奏，在在充分表現出萬華區公所重視多元教育深

耕成長的優質教育成果。

艋舺文化節於紅樓十字樓2樓規劃「萬華優質教育成果展示區」
展現臺北萬華區公私立學校優質教學成果及榮譽得獎事蹟。老松國小－十鼓擊樂隊帶來撼動人心的鼓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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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繪聲繪影萬華板凳電影院—六號出口

以板凳電影院形式播映在西門町實景拍攝，由

「翻滾吧！男孩」知名導演林育賢執導國片─「六

號出口」。以關懷臺灣青少年的觀點，藉著青少年

經常出沒的臺北西門町為背景，透過一連串少女失

蹤事件為故事主軸，呈現出當下青少年不為人知的

生活百態。此外，西門町充滿新舊交陳的特殊氣味

亦是本片企圖呈現的獨特風格。透過年輕人影片的

紀錄，也能觀看影片中由年輕人演出的萬華，是否

存有不同以往的家鄉情味。

★「六號出口」影片介紹：

 「西門町六號出口」，有著臺北市青少年

的獨特生活文化，電影「六號出口」描述，一個什

麼事都可能發生的地方…，在六號出口前尋找人生

出口的「西門飛俠」范達音，在這個夏天與麻吉

VANCE、FION、小薇，捲入一連串牽涉到輕功、綑

綁老妖、高校女生連續失蹤的神秘事件…，故事以

萬華西門町為背景，詮釋青春註定不斷地向前跑，

「人生的出口」到底在哪裡！

（十）精華電視專輯節目製播全國見面

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精采的活動內容也要

和全國觀眾一同欣賞。為廣徠各地民眾共同分享今

年度難得一見兼具視覺與藝術的文化饗宴，2007萬

華文化嘉年華精心挑選精彩片段剪輯為48分鐘精華

帶，並於本（96）年11月全國性有線系統頻道中播

出，也讓曾經參與盛會的朋友，再次回味令人難忘

的精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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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視覺設計及妝點

【加蚋文化節─楊聖廟前廣場舞臺】

【艋舺文化節─西門紅樓廣場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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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加蚋文化節 艋舺文化

【直布旗】

【路燈旗】 【記者說明會─指示牌】

【教育博覽會入口意象】【加蚋文化節文史展入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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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執行情形

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加蚋文化節

【活動名稱】：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加蚋文化節

【活動日期】：96年4月27日(五)～29日(日)

 　　　　　　(農曆96年3月11日～96年3月13日)

【活動地點】：加蚋地區--楊聖廟前廣場暨周邊道路

　　　　　　（農曆96年3月12日，星期六遶境）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體

育處、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協辦單位：聯維有線視股份有限公司、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康森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超宇網際網路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承辦單位：鴻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活動時間】：96年4月25日(星期三)上午11-12時

【活動地點】：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行政大樓13樓會議室

【內容說明】：加蚋文化節活動目的、特色說明

【出席媒體】：聯維有線電視、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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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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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艋舺文化節

【活動日期】：艋舺文化節—96年10月12日(五)～14日(日)

【活動地點】：西門紅樓南北廣場及十字樓二樓北翼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體育處、臺

北市都市更新處

協辦單位：臺北市文化局、萬華區里長聯誼會、臺北市安平區公所、彰

化縣鹿港鎮公所、龍山寺、臺北天后宮、聯維有線視股份有限公司、寶福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康森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超宇網際網路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臺北服飾文化館、艾迪兒模特兒經紀公司、臺北市艋舺服飾商圈促進

會、豪景大酒店、八鼎炭焙茶研究中心、大順大飯店、國賓大戲院、上海老

天祿、西園醫院

承辦單位：鴻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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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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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意象評選】

1.紅樓(西門市場) 

紅樓，原稱為市場八角堂，是一座紅磚

造的八角形二樓洋式建築；日治初期，是臺

灣較早所建的市場。96年2月政府公告為3級

古蹟，現為萬華區著名的文藝交流場所。

2.龍山寺

艋舺人的祖先多來自福建省晉江、南安

和惠安三縣（通稱頂郊人），為祈求航海、

事業順利，遂在距今約260年前渡海至晉江

縣安海鄉龍山寺參謁素來信仰的觀音菩薩，

並恭迎分靈返臺建寺奉祀。

3.西門町

西門町現為青少年假日休憩聚集之地，

是萬華集流行、文化、資訊、娛樂於一身的

熱門商圈。臺北市發展早期大都集中在西門

町一帶，故百貨、銀樓等都集中在此區。

4.青山宮

青山宮俗稱青山王宮，完成於咸豐9

年，主祀靈安尊王。咸豐4年（西元18 5 4

年）發生一場大瘟疫，是時惠安漁民返回家

鄉，奉請青山王來臺，罹病者紛紛前來求

助，據說頗靈驗，因而信徒倍增。

5.清水祖師廟

清水巖祖師廟與艋舺龍山寺、大龍峒保

安宮，並稱「臺北三大廟門」。廟內奉祀之

清水祖師，據文獻記載，又稱麻章上人、蓬

萊祖師、烏面祖師、落鼻祖師、清水真人和

昭應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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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萬華車站

位於交通要道，是為萬華區重要交通建設之

一。光緒27年「民前11年」8月25日建站，營業

迄今已有107年歷史，昔稱「艋舺」站。

7.艋舺公園

艋舺公園為市府「翻轉軸線、再造西區」的

重要市政建設之一，公園之啟用與龍山寺同為本

市歷史、文化與宗教之重要景點，可望為北市西

區活絡商機、重塑國際觀光勝地，再現艋舺二百

年之風華。

8.阿宗麵線

「阿宗麵線」設攤於1975年，曾獲陳水扁

總統所贈之匾額，其最大特色就是『無桌』，讓

所有想品嚐美味的顧客都得坐在店旁的板凳上，

是西門鬧區的一大奇觀。

9.上海老天祿

「上海老天祿」是臺北資歷最深的廣式滷味

老字號，成立於西元1950年，店內的鴨舌、鴨

翅、鴨肫、牛肚、雞腳等，都是值得讓饕客們一

再回味的好滋味。

10. 剝皮寮

剝皮寮古街位於艋舺龍山寺附近，即廣州街

與康定路交叉口。本區部份建物為日據時期與晚

清混雜的遺址，造形優美，並有綠釉花瓶及花格

磚的露臺，古典莊嚴，殘留有文藝風貌的歷史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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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理街服飾商圈

大理街因地利之便，臨近萬

華車站，因地緣關係，成立了臺灣

第一座成衣銷售批發市場，可說是

臺灣成衣業的發源地；此外批發市

場、製衣工廠皆聚集在萬華車站及

大理街一帶，極盛時期可達二千多

家。

12.青草巷

位於艋舺龍山寺旁，即廣州街

與西昌街交叉口，所見藥材有取自

現採的青青綠葉，也有已經是曬乾

便於貯存的乾燥藥材，是自神農氏

嚐百草以來的傳統行業，集中於此

或設立於週邊附近，儼然成為專賣

區。

13.萬華區公所

萬華區行政中心，座落於和平

西路三段，緊鄰龍山商場及龍山寺

捷運站。成立於民國79年，原位於

西園路2段，於93年2月進駐現址，

業務包括民政、社政、經建、兵

役、健保及調解業務等，均與民眾

息息相關。

14.學海書院

為臺北最早的學校，學海書院

的位置在現在的環河南路二段9 3

號，也就是高氏宗祠所在處。昔時

臺北的書院共有三處：登瀛書院

（今婦聯會現址）、明道書院（今

臺大醫院後庭）和學海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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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青年公園

青年公園於民國 6 4 年開放

使用，佔地約26公頃，是臺北市

第一大公園。公園內有高爾夫球

練習場、游泳池、溜冰場、網球

場、體育館跳傘塔及親子遊樂區

等，提供民眾一個遊憩的場所。

16.台北天后宮

舊名艋舺新興宮，西元1943

年因西園路馬路拓寬，神像寄於

龍山寺，而後改供奉在「弘法

寺」，但因戰後失火燒毀，新興

宮就弘法寺的正殿改建更名為

「臺灣省天后宮」，而後改稱

「台北天后宮」。

17.華西街觀光夜市

現今的華西街，已開闢為觀

光夜市，社區集資修建的中國式

排樓，每晚華麗耀眼的閃爍著，

吸引國內外許許多多的觀光客，

而早期的蛇肉店，現場殺蛇表

演，也算是「臺灣奇景」之一。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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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道路兩側已被

高大堤防阻隔，並規劃成「龍山

河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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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西門町電影街(國賓、日

新、豪華、樂聲)

憶起西門町的過往，一部臺灣

電影發展史乍然若現。西元19 1 1

年，臺灣第一家電影院「芳乃亭」

誕生在臺北西門町，此後也為該區

林立不少戲院及餐廳，使西門町成

為觀看電影的重要地區。

20.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座落於臺北市武昌街與康定

路口的「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早期是臺北最早生產煤氣的現代化

工廠，如今地上還保存當時臺北煤

氣公司的廠房、煙囪、煉焦爐等設

施。

21.豪景大酒店

坐擁觀音山脈的優雅，俯攬

淡水河景的壯闊。豪景大酒店以卓

越的自然景觀，提供住房餐飲最宜

人的所在。兼蓄中國固有的待客美

德，邀您在自然人文的丰采裡，感

受「客臨豪景，賓至如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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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萬華意象票選活動』

投票辦法 

一、票選活動目的 

    為突顯萬華地區在地特色，擴大行銷萬華印象，辦理萬華意象網路票選

活動。鼓勵全民參與，除提升萬華文化形象之目的，冀能透過此活動，再次彰顯

艋舺「傳統與創新」，兼容並蓄的獨特意象。 

二、票選活動時間：96年8月1日(三)至96年9月15日(六)。

三、票選方法：  

 (一).採網路票選方式進行，並於96年10月公佈票選結果及舉辦抽獎活動。

 (二).每一選單可複選5項萬華意象，每人限參加一次，不得重複參加。

 (三).每一選單將記錄參與票選者姓名、住址、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以供

      後續聯繫中獎者領獎事宜。

1.歡喜禮：上海老天祿精美禮盒      10/盒

2.貼心禮：國賓影城電影優惠券      20/張

3.心坎禮：豪景大飯店餐券          10/張

4.紀念禮：精美紀念品              50/份

四.抽獎及領獎方法  

 (一).由電腦自動依投票順序編號，並辦理電腦抽獎。

 (二).萬華區公所將於96年10月間舉辦抽獎活動，抽出得獎人後兩週內

     以電話通知得獎民眾，以便進行領獎。 

注意事項： 

      1.每人一天只限投票一次。

      2.請務必確實填寫個人資訊，以便領獎作業進行。 

      3.得獎人通知領獎後，需於一週內攜帶個人相關證明

       (身分證或汽機車駕照)至領獎處辦理獎品兌換事宜。 

      4.得獎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獎品或改寄他地，主辦單位概

        不負擔任何退換獎品郵資。 

      5.主辦單位應維護參與票選者個人及網路資料安全。

      6.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保有贈品更換獎項之權利。

      7.得獎人如不克前往指定地點領取獎項，需自行負擔獎品掛號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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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選活動網路宣傳文案】

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  艋舺文化節

艋舺show新意   萬華意象由你決定

上海老天祿、阿宗麵線        萬華美食你吃過嗎?

龍山寺、西門町、紅樓劇場    萬華景點你去過嗎?

誰是最能代表萬華的經典意象？由你來決定！！

精美好禮大放送   好康優惠等你拿

萬華意象網路票選活動：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96年9月15日止

活動網址：wanhua.ehosting.com.tw

趕緊去投票  為心目中的萬華意象加分

【票選結果於艋舺文化節記者會中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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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精采活動集錦

【最佳主持人】

萬華區公所民政課

陳煒光

【國際級國內、外舞蹈藝術表演團隊】

迷火佛朗明哥舞團

印尼歸僑協會 印尼風情歌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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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府二鹿三艋舺表演團隊】

府城東方藝術團 車鼓陣

彰化縣鹿港鎮頂番國小詩詞童謠吟唱團 艋舺慶和館醒獅團 鼓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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