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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校園社區表演團隊】

雙園國中舞蹈班 彩球獻瑞

華江高中管樂團

慈愛幼稚園 歌唱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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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整體效益評估

一、媒體效益

類別 規格說明 曝光期間 曝光數量 媒體效益

文宣製作類

宣傳海報-萬華區里長辦公室、主協辦
單位辦公處

4/10-4/29 100份*10人*20天 2萬曝光數

宣傳海報-萬華區各里里長辦公室、萬
華區公私立各級學校、主協辦單位各地

辦公處
9/17-10/14 200份*10人*28天 5.6萬曝光數

直布旗-活動宣傳用 4/27-4/29 100組

路燈旗幟-萬華區重要道路及西門徒步
區懸掛

10/1-10/14 200組

A4雙面節目單 4/27-4/29 1500份

A4雙面節目單 10/12-10/14 1500份

4/25
加蚋文化節
記者說明會

6家媒體參予記者會─
聯維有線電視、中國時報、聯合報、自

由時報、中華聯網、琥珀新聞網
4/25  

1家電子媒體報導
4/25 聯維有線電視

3家平面媒體報導 4/26 180萬曝光數
自由時報/中國時報

/聯合報

4/27-4/29
加蚋文化節

楊聖廟廣場攤位數=40個 4/27-4/29
40個攤位*200人次

參予*3天
2.4萬人次參予

神明踩街遶境 4/28 6000人次參予 6000人次參予

1家電子媒體報導 4/25 聯維有線電視

1家平面媒體報導 4/29 60萬曝光數 中國時報

地方有線系統臺節目託播
CH7大臺北地方頻道

6/17 晚上9:30 
6/24 晚上7:00
6/24 晚上9:30

8萬收視戶*4人=32
萬收視人口

32萬收視人口*0.6(
約6成民眾收視觸及
率)=19.2萬曝光數

CH34聯維有線,寶福有線電視

6/18、6/25 14:00  
6/19、6/26─ 00:00 

,08:00 ,11:00 
6/19、6/26 14:00 

6/20、6/27─  00:00 
,08:00 ,11:00 

6/20、6/27 14:00  
6/21、6/28─ 00:00 

,08:0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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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0/14
網路媒體

活動網站+官方網站串連 8/1-10/14
3萬曝光人次 3萬曝光數

萬華意象網路票選 8/1-9/15

票選活動EDM 8/1-8/15 19.6萬筆名單 19.6萬曝光數

10/3
艋舺文化節
記者招待會

12家媒體參予記者會─
聯維有線電視、臺北新聞、壹周刊、中
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中華聯
網、琥珀新聞網、TAIPEI NEWS、時報

數位、大華日報、聯統日報

10/25  

3家電子媒體報導 10/3-10/5
聯維/臺北新聞/中

廣新聞網

3家平面媒體報導 10/4 180萬曝光數
中國時報/自由時報

/聯合報

10/9-10/10
捷運站跑馬

燈字

臺北市大眾捷運公司
候車月臺跑馬燈

10/9-10/10
捷運網路每日總運
量達130萬人次(95
年市府公佈數據)

10/12-10/14
艋舺文化節

南北廣場攤位數=25個(含一府二鹿三艋
舺、地方特產展銷及政令宣導攤位)

十字樓攤位數=20個(KUSO創意市集攤位
)

10/12-10/14 45個攤位*300人次
參予*3天

4萬人次參予

1家電子媒體報導 10/27 聯維有線電視

2家平面媒體報導 10/28
捷運報約20萬閱讀

人次
U-PAPER捷運報/文

化快遞

全國性有線電視頻道節目託播
東森娛樂臺

11/24
PM12:00-13:00

二、活動效益

（一）建立精緻特色產業文化

加蚋文化節40個特產攤位展銷活動期

3天，包含稅捐宣導、消防局、萬華分局、

漁產運銷公司、農產運銷公司，並於活動

期間開辦一元漁產、農產競標賽活動，不

僅提升產業文化特色，並達成極高活動宣

傳效益，為活動聚集大批人潮，活動3天預

估計3萬以上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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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文化節則以一府二鹿三艋舺為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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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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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提昇萬華文化精神品質

加蚋文化節的保儀大夫誕辰，神明遶

境宗教及藝文展演活動，提升加蚋地區文

化意涵，吸引民眾及觀光客於活動期間前

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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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各類地方文化交流

社區文化

鄰里及社區共襄盛舉，有助於凝聚萬華居民互助合作精神，落

實文化向下紮根。預估加蚋文化節應邀參與之社區、學校表演團隊

計23隊，各表演場次總表演人數達350人，地方表演團隊積極參與表

演之精神以及高水準的節目演出，深獲好評。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

會帶來的印尼風情表演，更為地方促進多元文化交流，開創國際視

野，實為本次活動達成重點效益之一。

開創國際視野，實為本次活動達成重點效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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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府二鹿三艋舺─民俗表演文化

艋舺文化節由萬華在地的慶和館醒

獅團鼓陣序曲，更特別邀請遠道而來的彰

化縣鹿港鎮頂番國小詩詞吟唱團以及代表

展現臺南民俗風情的東方藝術團車鼓陣表

演，專業的舞蹈藝術表演博得現場來賓滿

堂喝采。

一府二鹿三艋舺─藝術歌曲文化

艋舺文化節開幕晚會最後由臺北知音合唱團以「一府二鹿三艋舺之歌」，

演唱安平追想曲、鹿港小鎮、河邊春夢等三首府城、鹿港、艋舺最具代表性的歌

曲，壓軸歌曲以臺北的天空，象徵一府二鹿三艋舺齊聚臺北天空下為艋舺文化節

開幕晚會掀起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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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追想曲  許石作曲  陳達儒填詞

(一)身穿花紅長洋裝

風吹金髮思情郎

想郎船何往音信全無通

伊是行船朱風浪

放阮情難忘心情無快講

想思寄著海邊風

海風無情笑阮憨

啊…不知初戀心茫茫..

(二)相思情郎想自己

不知爹親二十年

思念想欲見只有金十字

給阮母親做遺記

放阮私生兒聽母所講起

愈想不幸愈哀悲

到底現在生也死

啊…伊是荷蘭的船醫..

(三)想起母子的運命

心肝想爹也怨爹

別人有爹痛阮是母親晟

今日青春孤單影

全望多情兄望兄的船隻

早日回歸安平港

安平純情金小姐

啊…等你入港銅鑼聲

    這段歌詞揣摩的是一位佇立臺南安平海邊的金髮女子，她從思念情郎想到自己的坎坷身世。她的母親在

二十年前與一位荷蘭船醫相戀，但在那艘荷蘭船離開港口後，這段異國姻緣只留下一個十字架信物，以及「不

知爹親二十年」的混血女主角，港邊的船螺聲牽動著兩代安平姑娘的哀悲。

    《安平追想曲》是由許石作曲後，請陳達儒填詞，發表於一九五一年。陳達儒在一次踏訪臺南安平古堡的

旅程中，想像了這段三百多年前的異國戀情。《安平追想曲》雖屬虛構，但它的傳唱與迴盪在歌謠四周的種種

民間傳說，卻隱約地觸動臺灣社會潛意識中，關於大海與遠航的記憶，從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二年，那個逝去的

荷蘭年代，彷彿是臺灣史上最具國際性格的一段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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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小鎮 作詞：羅大佑　作曲：羅大佑　演唱：羅大佑

(一)假如你生先來自鹿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爹娘
我家就住在媽祖廟的後面
賣著香火的那間小雜貨店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愛人
想當年我離家時她一十八
有一顆善良的心和一捲長髮

臺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鹿港的街道
鹿港的漁村

媽祖廟燒香的人們
臺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鹿港的清晨
鹿港的黃昏

徘迴在文明裡的人們!

(二)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告訴我的爹娘
臺北不是我想像的黃金天堂
都市裡沒有當初我的夢想
在夢裡我在度回到鹿港小鎮
廟裡默拜的人們依然虔誠
歲月掩不住爹娘純樸的笑容
夢裡的姑娘依然長髮迎空

臺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鹿港的街道
鹿港的漁村

媽祖廟燒香的人們
臺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鹿港的清晨
鹿港的黃昏

徘迴在文明裡的人們!

(三)再度我唱這首歌
我的歌中和有風雨聲

歸不得的家園
鹿港的小鎮

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臺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繁華的都市
過渡的小鎮

徘迴在文明裡的人們!

(間奏)
啊!聽說他們挖走了

家鄉的紅磚
砌下了水泥牆

家鄉的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
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
門上的一塊斑駁的木板

刻著這麼幾句話
子子孫孫永實用
世世代代傳香火
鹿港的小鎮!

    羅大佑以離鄉背井到大都市打拚的年輕人的心境，到都市工作心裡卻惦念著故鄉的爹娘、心儀的女孩，最
後發表都市化對鄉村形象造成破壞的感慨。鹿港曾是個充滿家鄉情味的繁華小鎮但是近15年除了古蹟保存區，
其他都被霓虹燈遮掩。就像歌詞中：家鄉的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歸不得的家園，當年
離家的年輕人，徘徊在文明裡的人們。

河邊春夢  作詞：周添旺　作曲：周添旺

(一)河邊春風寒    怎樣阮孤單
   舉頭一下看    幸福人作伴
   想起伊對我    實在是相瞞
   到底是按怎    不知阮心肝
(二)昔日在河邊    遊賞彼當時
   實情甲相義    可比月當圓
   想伊做一時    將阮來放離
   乎阮那想起    恨伊薄情義

(三)四邊又寂靜    聽著鳥悲聲
   目惆看橋頂    目屎滴胸前
   自恨歹環境    自嘆阮薄命
   雖然春風冷    難得冷真情

    河邊春夢為知名閩南語歌曲，作曲作詞者為周添旺，為土生土長的萬華人。因為歌曲作於1934年的臺灣日
治時期，演唱者為日本人松原靜韻，此間的「河」係指淡水河。河邊春夢隨後由周添旺所屬哥倫比亞唱片製
播成臺語唱片，以臺灣北部最大河川淡水河為創作標的的《河邊春夢》，詞曲內容主要敘述民風保守下，男女
愛意無法表達的鬱悶心情。該曲除特有的臺灣小調曲式外，也以四段歌詞與四種完全不同韻腳，闡述於淡水河
邊，因為河水湍急引發的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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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服飾文化

在艋舺文化節中與臺北服飾文化館

合作，於西門紅樓北廣場舉辦「艋舺衫

服飾走秀」並結合艋舺服飾商圈「自創

品牌服裝展示」，一方面在提升國人創

新設計能力，另一方面則展現萬華區公

所推動臺北巿服飾文化館及艋舺服飾商

圈產學合作成效，進而帶動艋舺服飾商

機。

艋舺茶藝文化

艋舺文化節邁入閉幕當天邀請八鼎

炭焙茶研究中心─李兆杰大師，薪傳艋

舺豐富多元的茶藝文化，介紹炭焙茶烘

焙方式及特色，不僅以600顆炭焙蛋現

場品嚐，吸引民眾聚集參與，更用心準

備300只精緻茶杯，讓現場民眾免費品

茶後即可帶回。李兆杰老師茶藝文化薪

傳，不僅極富教育意涵，更為現場參與

教育博覽會之青年學子宣導正確飲茶、

品茶觀念，同時「百人奉茶」活動之舉

辦將為「茶」風情活動帶至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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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造都市更新嶄新風貌

萬華地區經過近年來都市更新、文化資產

保存、都市設計的改造，以及對外重大交通建設

的改善，已漸漸展露出新的發展契機，創造萬華

嶄新風貌。今年度加蚋文化節活動舉辦地點，加

蚋地區寶興街、東園街六六巷東南側地區，為臺

北市都市更新處發展都市更新的重要建設地區之

一。

而艋舺文化節舉辦地點─西門紅樓廣場也同

樣為都市更新處大力推動都市更新政策的重要發

展地點。萬華文化嘉年華活動舉辦，無疑展現了

臺北都市更新處對於萬華地區建設更新成果的極

大重視並彰顯都市更新政策成功之效益。無論是

西門商圈改造或是十字樓(原西門市場)的翻新改

建，都為西門紅樓帶來嶄新面貌及發展契機。

（五）發展地方民俗體育藝文活動

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為配合臺北市政府

體育處發展深耕在地民俗體育藝文宣導政策，發

揚民俗精神，培植地方、校園優秀民俗體育藝文

團隊，於加蚋文化節及艋舺文化節中，邀請雙園

國中舞蹈班、西園國小踢毽隊、雙園國小武術隊

以及萬華區保德里太極拳等優秀校園地方體育民

俗藝文表演團隊，進而帶動地方民俗體育藝文風

氣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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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萬華文化嘉年華

古今並從的特殊情調，

形成一個具有傳統風貌與現代感生活文化的

萬華

帶著樂活護照，

巡遊古都艋舺，

看場萬華特色時尚秀，

置身國際鼓藝饗宴，

解放主義ING，

體驗艋舺，

一覽萬華絢麗風采，

讓您玩的盡興，

享受高品質休閒！

 

瘋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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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長 序

萬華的豐富內涵，親眼看了才知道！

萬華是個古樸的城市，南萬華加蚋地區早期以盛產茉莉花、麻竹筍

著名，有「臺北後花園」之稱，早期居民為去瘟除疫祈求地方平安舉行

保儀大夫神明遶境，後發展為慣例，每年農曆3月12日隊伍遶行南萬華

地區的主要宮廟，各個廟宇陣頭都一同共襄盛舉，為地方祈求平安與發

展，形成南萬華民俗盛事，本年度加蚋文化節活動於4月17日至19日在

廣照宮前廣場舉辦，活動內容安排有民俗、體育、教育、宗教、產業、

原住民及新移民藝術表演、加蚋文史展示及挽豆芽比賽等，吸引民眾前

往參觀，活絡地方經濟更凝聚了居民的向心力。

相較於南萬華的保儀大夫出巡，北萬華則有青山王夜巡，本年度艋

舺文化節活動特別結合青山王祭活動，自11月14日至16日的艋舺文化節

活動及11月17日至19日的青山王祭活動讓艋舺愈夜愈美麗。

本年度活動除保留自2005年以來廣受好評的「一府二鹿三艋舺」

續盟儀式，府城推派靈瓏舞蹈團帶來活靈活現的民俗舞蹈「府城驚艷

十二」；鹿港帶來了以前只有皇帝才聽得到的「雅正齋南管樂團」給予

萬華國寶級音樂響宴；推廣萬華各級學校成果的「2008教育博覽會」；

艋舺服飾商圈店家時尚服飾秀、在地臺北慶和館、陳威廷與天極鼓樂團

和國際級知名日本御花泉傳統鼓舞樂團同臺尬鼓演出。除此之外，今年

另配合一區一特色推出了「文史導覽自行車」巡遊古蹟活動，自艋舺公

園星象廣場出發，藉由文史導覽自行車繞行區內古蹟（龍山寺→青山宮

→清水巖祖師廟及本區萬史展示中心→龍山寺），民眾憑97年9至11月

的50張發票換取乘車券1張，11月14日及15日下午2時至4時，每小時各

有6臺車同時出發，本次試乘活動，民眾反應良好；此外配合申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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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認證而創作了臺語版「萬華之歌」，亦將

小城故事歌詞改為萬華故事，而成了「萬華之

歌」國語版，並於活動開幕邀請「雙下巴重唱

團」演唱「萬華之歌」（國、臺語版）、鹿港

小鎮、安平追想曲等「一府二鹿三艋舺」代表

性歌曲；而繼去年推出艋舺衫，本年更特別設

計了「唐裝式艋舺衫」，推廣屬於萬華的特別

服飾；同時本年度活動特別結合大理服飾商圈

「決戰艋舺服飾設計」大賽頒獎，透過「MOGA

時尚秀」與特賣會，打造萬華成為引導時尚流

行的最前線。閉幕典禮結合2008國際先生全

球總決賽，由參賽30幾國之國際先生穿著該國

國服及萬華艋舺衫登臺走秀，宣揚艋舺在地特

色服飾，活動最後在明華園歌仔戲(玄字團)的

「鴛鴦龍鳳槍」及全部參與人員在臺上歡跳臺

客舞的熱烈氣氛中，為艋舺文化節畫下熱鬧的

句點，現場民眾在沒有安可先例下，竟站立近

十分鐘，依依不捨離去，至為感人。

「2008萬華嘉年華」對於推行地方傳統文

化、推廣各級學校教育成果、促進商圈發展不

遺餘力，希冀透過活動舉辦重現艋舺風華，讓

萬華再次於國際舞臺上發光！

萬華區區長                     謹識

中華民國97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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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及目的

萬華文化嘉年華自2005年辦理開始，持續引領萬華朝向國際文

化教育、經濟、觀光之目標邁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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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宗教寺廟傳統

特色。

2006年區公所積極辦理萬華文化嘉年華－「加蚋文化節」、

「艋舺文化節」以及「青山文化節」的三大艋舺代表性活動，以民

俗、體育、教育、宗教、產業及國際表演藝術，創造５萬人潮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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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萬華文化嘉年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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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遠道的姊妹市表演團隊及府城鹿港特

色店家前來，達成地方文化推廣交流之目的。

2008年依市政白皮書發展一區一特色，完整結合中萬華、南萬

華之區里資源，提高文化節活動效益。於今年度劃分時程舉辦二階

段文化節慶祝活動－「加納文化節」、「艋舺文化節」，為落實文

化建設於基層，「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艋舺文化節」以促進國際

文化交流、整合社區文化資產、成功行銷萬華區獨有之特色、呈現

本區優質教育成果、提升區民文化水準、帶動當地繁榮商機，並提

供市民優質休閒環境，凝聚區民情感，帶動地方民俗文化、體育風

氣及打造觀光重鎮，創造國際都市風貌等重點發展計畫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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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蚋文化節

（一）辦理日期：97年4月17～19日（農曆3月12～14日）（四、五、六）。

（二）辦理地點：假財團法人臺北市廣照宮前廣場（萬華區長泰街54號）、地下

1樓、長泰街及萬年青大樓公共空間舉辦3天，投保全體之公共意外保險

（三）活動規劃內容：

1、97年4月17日（四）加蚋保儀大夫遶境祈福活動，上午11時30分集合，

12時出發，神明遶境祈福活動預計在下午5時至5時30分結束。晚上7～

9時為開幕歌仔戲（廣照宮前廣場）演出。

2、97年4月18日（五）晚上7～9時開幕晚會藝文活動暨舉行捐贈救護車交

接儀式（廣照宮前廣場舉辦，邀請表演團體）。

3、97年4月19日（六）晚上7～9時閉幕晚會藝文活動。（地點同上）

4、97年4月18～19日（五～六）兩天下午2時至4時以社區表演節目為主，

97年4月18日（五）下午15時00分在廣照宮前廣場舉辦挽豆芽菜比賽；

開幕晚會辦理豆芽菜大餐饗宴。

5、廣照宮地下1樓展覽提供各里及社區各項藝文活動成果展示。

6、廣照宮附近長泰街周邊設置公益及當地產業攤位展示。

7、活動節目流程表如附件。

（四）參與人數：預計每日4000人次參與。

（五）預期效益：

1、發展本區藝文、文化及產業特色為主軸，活動內容包括傳統廟會

遶境、救護車捐贈、社區藝文活動成果展、社區表演節目、國內

外演鼓或舞蹈等演出、臺北服飾文化館結合大理服飾商圈走秀、

地方產業展現、臺北各產銷公司展出等，透過辦理活動達到聚集

人潮，藉以展現臺北市政府在萬華地區的建設投資成果。

2、納入傳統宗教民俗、學校社團、體育、教育、產業、新移民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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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等藝術表演團體，讓更多民眾了解原住民、客家及

新移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表演藝術，展現傳統文化與現代

藝術的交流。為結合地方產業資源，促進社區互動，打

造促進文化、教育、經濟及觀光發展的目標邁進。

（六）經費總額：新臺幣216,560元，其中新臺幣198,170元為

民政局委辦經費，新臺幣18,390元自本所一般社教活動

費用支應。

（七）活動流程

4月17日(星期四) 加蚋文化節神明繞境活動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備   註

11：30—12：00 神明繞境各陣頭集結

12：00—17：30 神明繞境出發加蚋地區

19：00—21：30 歌仔戲展演 廣照宮前舞臺

 4月18日(星期五) 加蚋文化節活動流程(下午)

時間 節目名稱 曲        名 表演者

14:00-14:30 國樂演奏 1:賽馬 2豐收鑼鼓 光仁小學

14:30-14:40 現代舞表演 1:彩虹的微笑2:愛的分享 興德里

14:40-14:45 直笛演奏 東園國小

14:45-14:55 蕯克司風演奏 趙崇偉同學

14:55-15:00 扯鈴表演 東園國小

15:00-15:30 管弦樂表演 管弦樂組曲 華江高中

15:30-15:35 音樂組曲表演 德昌托兒所

15:35-16:00 卡啦ok歡唱 開放民眾演唱

16:00-16:15 胡琴演奏 保德里

16:15-16:30 熱舞表演 萬華國中

16:30-16:50 舞蹈表演 萬大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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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17:00 太極拳表演 保德里

17:00-17:30 卡啦ok歡唱 開放現場民眾歡唱

17:30-17:50 農產特賣

17:50-18:00 挽豆芽菜比賽 12里各派5位參加

18:00-18:20 卡啦ok歡唱 忠德里

18:20-18:30 有獎徵答 市政宣導

18:30-18:40 扇子舞表演 天崖歌女 銘德里

18:40-18:50 卡啦ok歡唱 銘德里

18:50-19:00 流行舞表演 1:新年快樂2:戀愛季節 銘德里

4月18日(星期五) 加蚋文化節活動流程(晚上)

時間 節目名稱 曲        名 表演者

19:00-19:05 開幕典禮 艋舺衫走秀 臺北服飾文化館

19:05-19:10
長官致詞及救護
車捐贈儀式

1.長官致詞2.廣照宮捐贈救
護車

19:10- 豆芽菜大餐饗宴

19:10-19:20 鼓藝表演 臺北慶和館演鼓會

19:20-19:25 街舞表演 雙園國中

19:25-19:30 個人舞蹈 雙園國中

19:30-19:35 中國笛演奏
1:鹿谷山上採茶忙2:揚鞭摧

馬運糧忙
張景祥同學

19:35-19:40 輪飊舞

19:40-20:00 服飾走秀
「衣」漾風采（臺北服飾文

化館）
亮依國際公司

20:00-20:10 山地舞表演 原住民團體

20:10-20:15 排舞表演 1:米奇 2:一個回憶 華中里

20:15-20:25 國際標準舞 王子珍舞蹈學會

20:25-20:35 流行舞表演 1:兩隻蝴蝶2:男歡女愛 華中里

20:35-20:45 韻律舞表演 1:魅力百分百2: 迪斯可 慈悲祥和隊

20:45-21:00 排舞表演
1:冰河2:墨西哥五月節

3:鄉村騎士
榮德社區

21:00- 晚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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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星期六) 加蚋文化節活動流程(下午)

時間 節目名稱 曲       名 表演者

14:00-14:10 民俗毽子表演 西園國小

14:10-14:20 排舞表演 排舞組組曲 新和社區

14:20-14:30 讚美操表演 萬華讚美操隊

14:30-14:40 民俗鼓表演 萬華讚美操隊

14:40-14:50 土風舞表演
1:賣花女之戀
2:甜蜜情網

萬華區婦女會

14:50-15:00 元極舞表演 1:元極有愛2:八福獻瑞 壽德里

15:00-15:10 空手道表演 萬華國中

15:10-15:20 胡琴演奏 保德里

15:20-15:30 流行舞表演

15:30-17:00 卡啦ok歡唱 開放現場民眾歡唱

17:17:30 農產特賣

17:30-18:00 有獎徵答 市政宣導

18:00-18:50 卡啦ok歡唱 開放現場民眾歡唱

18:50-19:00 佛舞表演                                                  佛舞組曲 富福里

4月19日(星期六) 加蚋文化節活動流程(晚上)

時間 節目名稱 曲       名 表演者

19:00-19:05 長官致詞

19:05-19:10 開場式 臺北慶和館演鼓會

19:10-19:15 手語表演 手語（妄想非非） 成功高中

19:15-19:20 熱舞表演 熱舞（成靜的午夜） 成功高中

19:20-19:30 山地舞表演 原住民團體

19:30-19:40 越南舞表演 越南舞組曲 新移民

19:40-20:10 服飾走秀 「衣」漾風采 亮依國際公司

20:10-20:15 排舞表演 忠德里

20:15-20:20 流行舞表演 1:小時候2:靜心等 壽德里

20:20-20:30 民俗舞表演
1:採磨菇的小姑娘
2:蝶兒蝶兒滿天飛

保德里

20:30-20:40 客家歌合唱表演 1:客家本色2:今年比較好過 吉祥如意演藝坊

20:40-20:45 客家戲曲表演 轎夫 吉祥如意演藝坊

20:45-20:50 山歌對唱 客家小調 吉祥如意演藝坊

20:50-21:00 民族舞蹈 吉祥如意演藝坊

21:00- 晚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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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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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艋舺文化節

計畫名稱 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艋舺文化節

主辦單位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政府商業處、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協辦單位

萬華區里長聯誼會、萬華區改善民俗實踐會、萬華區各級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臺北天后

宮、艋舺青山宮、艋舺服飾商圈促進會、豪景大酒店、麒麟大飯店、大順大飯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

北市立社會教育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亞洲廣播電臺、臺北慶和館、艾迪兒模特兒經紀公司

執行單位 亮依國際有限公司

執行日期 97年11月14日(星期五)至97年11月16日(星期日)

活動場地 龍山寺前艋舺公園

計畫經費 新臺幣壹佰零伍萬元整

活動主題 樂活瘋萬華

活動概念

具數百年歷史的艋舺，廟堂文化極具特色，此次活動以地方傳統活動、八家將、歌仔戲等廟口傳統元素，

演繹數百年歷史與廟堂文化之美的「艋舺」，結合年輕時尚秀及國際級團隊演出，以國際文化節形式呈

現，加上活動、遊戲、食、衣、住、行、媒宣造勢，以文化參訪、文化表演活動，呈現萬華之風采、風

俗、美食、藝文、古績、文化，團結地方力量，致力呈現地方古老與時尚交錯的特色，讓大家發現不一樣

的新「萬華」。

活動主題設計

1.巡遊艋舺－文史導覽自行車古蹟巡禮

艋舺是臺北市的起源，也是臺灣最具特色的歷史街區之一，萬華地區經過都市更新、文化資產保存，

展現出新的發展契機，呈現萬華地區特有的歷史人文風貌。

今年為落實臺北市政府「一區一特色」的計劃及節能減碳新環保風潮，邀請萬華鄉親、臺北市民及來

自世界各國的國際先生們來體驗「文史導覽自行車古蹟巡遊」的活動，提供遊客一種新的玩樂體驗，一起

分享萬華古都呈現的歷史文化饗宴。

2.一府二鹿三艋舺情比姊妹深再續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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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府城、鹿港、艋舺首度締結姊妹市盟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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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將再度邀請遠道而來的一

府二鹿三艋舺姊妹市表演團隊，使全國民眾一起分享臺灣的古都新風華，達成地方及國際文化推廣交流之

目的。

3.萬華「艋舺衫」摩登搖滾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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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FASHION』為概念，結合傳統八家將風格，來呈現萬華

地區傳統與時尚交錯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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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題設計

4.魅力萬華．鼓惑人心

為了帶給萬華多樣化的節奏饗宴，特邀請萬華在地慶和館與臺灣知名鼓藝團隊及日本鼓團同臺競技演

出，不但將各自展現他們的拿手絕活，更將在臺上互相「尬」鼓，震撼演出，讓民眾不用出國就可以感受

來自不同國家的鼓藝文化，展現國際文化交流的一面，節目的豐富性將讓所有觀眾一次聽個過癮，絕對不

虛此行。

5.MOGA賞衣會－裝點新萬華．衣起動起來

已有 50 年發展歷史的「艋舺服飾商圈」，是臺灣最早的成衣銷售商圈發源地，以『傳統商圈，經

營升級』的理念，將透過「MOGA賞衣會」活動辦理服飾商圈特賣會，規劃不同主題之品牌服裝秀，除了特

賣活動更同時能宣傳新品，增加商圈與消費者互動，達到形象宣傳效益，提昇商圈不再只是單純的批發商

圈，而是共同打造艋舺服飾商圈成為臺灣時尚設計的服飾重鎮，更是創造時尚藝術的新地標。

6.國際先生樂活代言

邀請2008國際先生為今年別開生面的艋舺文化節樂活代言，以最熱情、震撼的鼓藝，迎接2008萬華文

化嘉年華，象徵萬華古都邁向國際化城市，和世界接軌，並穿著萬華代表服飾「艋舺衫」，騎動萬華文史

導覽自行車遊艋舺，為古蹟巡遊活動增添光采，可說是臺灣古都觀光的一項創舉，提昇地方文化，增進市

民與國內外觀光客熱情參與一年一度萬華文化盛會。

7.萬華教育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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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教育成果，主要目的希望萬華鄉親有信心將子弟交給萬華在地學校教導。華江高中

的管樂團、雙園國中的舞蹈、華江國小及新和國小的扯鈴、龍山國中及老松國小的十鼓擊樂團、萬華國中

及大理高中的熱舞、西園國小的踢毽、雙園國小的武術、龍山國小的歌謠，學校同學們踴躍的表現優秀才

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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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教育的優質品牌。

8.萬華同樂「舞」PARTY

熱鬧動感森巴拉丁舞、流行現代舞、浪漫扇子舞、翩翩民族舞、極武功夫舞、快樂排舞，讓萬華的民

眾一起熱情飆舞，舞動身心健康。透過這次動感舞蹈PARTY，不只讓民眾認識、接觸舞蹈藝術，也拉近民眾

與舞蹈的距離，為萬華社區舞動生命、注入活力。

9.文化特色產業展示

民俗美食攤位、地方特色產品、農特產品及傳統手工藝販售與免費教學，吸引多數民眾參與選購。

10.大家來看戲－「明華園玄字團」

臺灣的傳統戲曲與廟口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傳統的臺灣社會裡，廟口文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娛

樂性角色，透過艋舺文化節力邀演出，燃起民眾對歌仔戲的熱情，展現歌仔戲充滿草根、靈活、親和力的

魅力特質，讓萬華地方文化與歌仔戲藝術結合，激發民眾對在地文化的懷念，為艋舺文化節畫下熱鬧的句

點。

11.精華電視專輯製播全國見面

為讓全國民眾分享萬華文化嘉年華饗宴，剪輯約45分鐘精華帶，於本（97）年12月全國性有線電視系

統頻道中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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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效益

建立精緻特色產業文化

加蚋文化節及艋舺文化節各近80個特產攤位展銷活動3天，包含

稅捐宣導、消防局、萬華分局、臺灣電力公司、萬華區健康服務中

心、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等宣導攤位，並於配合導覽手冊「萬華特色

店」、「MoGa精選店」、「美食護照萬華第一店」的介紹與結合形象

商圈店家購物消費折扣戰，參與店家活動期間達成極高宣傳效益，活

動3天聚集大批人潮，預估吸引６萬人次以上民眾及觀光客，帶動附

近商家營業額提升，帶動商機繁榮地方。

政風及租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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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國際地方文化交流

邀請國內外國際級專業表演團隊及一府二鹿三艋舺地方鄰里共襄盛

舉，應邀參與之學校、社區表演團隊計25隊，總表演人數達550人，地方

團隊積極參與高水準的演出，深獲好評，有助於凝聚一府二鹿三艋舺居民

互助合作精神，落實文化向下紮根。國際先生帶來的民族服飾表演、校園

交流活動及文史導覽自行車鮮體驗，促進多元文化交流，開拓國際文化視

野，為本次活動達成重點效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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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萬華文化精神品質

鼓藝薪傳及推廣一區一特色，結合地方文化、歷史典故，規劃文史導

覽自行車巡遊艋舺，呈現萬華特有的歷史人文風貌，導覽旅遊行程三天預

估吸引3萬以上民眾及觀光客於各階段活動期間前往參與。

創造都市更新嶄新風貌

萬華地區經過近年來都市更新、文化資產保存、都市設計的改造，以

及對外重大交通建設的改善，已漸漸展露出新的發展契機，創造萬華嶄新

風貌。

地方民俗體育藝文活動

為配合臺北市政府體育處發展深耕在地民俗體育藝文

宣導政策，發揚民俗精神，邀請地方、校園優秀民俗體育

藝文團隊，尤以校園民俗體育藝文推廣為最，進而帶動地

方民俗體育藝文風氣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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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視覺設計及妝點

貴賓媒體簽到處及宣傳品

豪景大酒店提供萬華美食茶會

文史導覽自行車

記者會會場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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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文化節艋舺公園主舞臺】【艋舺文化節艋舺公園主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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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邀請函】

【路燈旗】 【直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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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意象宣傳】

【節目表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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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招牌】

【攤位招牌】【導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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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護照】

【活動DM】

【文史導覽自行車乘車券】

【DVD】

【活動資訊告示】

【工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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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執行情形

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艋舺文化節活動日程一覽表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名 稱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11/6

（四）
14:00

15:00

2008

艋舺文化節

開幕記者會

萬華區行政中心

1樓廣場

一府二鹿三艋舺擊鼓續盟儀式

鼓舞萬華．躍向國際

艋舺衫展示及八將國服秀

騎動萬華文化嘉年華

11/14
（五）

14:00
16:00

巡遊艋舺
艋舺公園

周邊歷史街區
三輪車古蹟巡禮

文化特色
產業展示

艋舺公園
攤位區

樂活找「茶」趣

地方產業文化推廣
文化與美食攤位
公、民營社會服務臺

19:00
21:00

2008
艋舺文化節
開幕晚會

艋舺公園
主舞臺區

日本鼓陣 撼動萬華
See臺灣
萬華「艋舺衫」摩登搖滾上陣
一府二鹿三艋舺地方文化團隊表演
一府二鹿三艋舺之歌演唱

11/15
（六）

14:00
16:00

萬華教育
博覽會

艋舺公園
主舞臺區

萬華教育嘉年華－
校園表演團隊精采演出

艋舺公園
展示區

優質教育成果靜態展示

巡遊艋舺 艋舺公園周邊歷史街區 三輪車古蹟巡禮

文化特色
產業展示

艋舺公園
攤位區

地方產業文化推廣
文化與美食攤位
公、民營社會服務臺

19:00
21:00

妝點新萬華
衣起動起來

艋舺公園
主舞臺區

MOGA賞衣會
國樂藝術鼓
齊尬鼓．撼萬華
魅力青春肚皮舞

11/16
（日）

10:00
12:00

國際先生
巡遊艋舺

西門紅樓
龍山寺

國際先生文史導覽自行車鮮體驗
國際先生廟宇文化之旅

14:00
16:00

萬華同樂
PARTY

艋舺公園
主舞臺區

萬華同樂「舞」PARTY
決戰艋舺服飾設計大賽服裝發表秀

文化特色
產業展示

艋舺公園
攤位區

地方產業文化推廣
文化與美食攤位
公、民營社會服務臺

19:00
21:00

2008
艋舺文化節
閉幕晚會 艋舺公園

主舞臺區

魅力萬華．鼓惑人心
國際先生國家民族服裝秀
萬華特色服飾摩登SHOW

大家來看戲
熱鬧閉幕

廟口文化明華園玄字團歌仔戲熱鬧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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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長王鴻裕與臺南安平區、鹿港鎮代表擊鼓續結同盟，攜
手再現「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相挺情誼

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 艋舺文化節 開幕記者會

【活動時間】97年11月6日(星期四) PM 2:00

【活動地點】萬華區行政中心１樓廣場

【內容說明】邀請2008國際先生臺灣區代表為今年別開生面的艋舺文

化節樂活代言，以最熱情、震撼的鼓藝，迎接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象徵

萬華古都邁向國際化城市，和世界接軌，並和萬華區大家長王鴻裕區長穿著

萬華代表服飾「艋舺衫」，載著安平區林區長及鹿港鎮王鎮長騎動萬華文史

導覽自行車遊艋舺，為古蹟巡遊活動揭開啟動儀式，可說是臺灣古都觀光的

一項創舉，屆時來到萬華將可於文化節中來趟「文史導覽自行遊萬華鮮體

驗」，提昇地方文化，增進市民與國內外觀光客熱情參與一年一度萬華文化

盛會。

由王鴻裕區長致贈安平區林國明區長及鹿港鎮
王惠美鎮長萬華伴手禮-鹹光餅做為續盟紀念

2008國際先生台灣代表熱情打響，迎接2008萬華
文化嘉年華，象徵萬華古都邁向國際化城市，和
世界接軌

2008國際先生台灣代表身著融合歌仔戲與時尚元素的創新「國
服」走秀，並與地方知名的「慶和館」鼓隊合作，演出別具心
裁的「國服八將服飾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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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艋舺文化節 開幕晚會 

時     間  

19:00-19:02  

19:02-19:12  

19:12-19:15 

19:15-19:17 

19:17-19:19 

19:19-19:22 

19:22-19:25 

19:25-19:30 

19:30-19:50 

19:50-20:00 

20:00-20:10 

20:10-20:30 

20:30-20:50 

20:50-21:00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開場 

序曲─鼓動萬華 

王區長鴻裕致詞 

財政部國稅局局長致詞 

民政局黃呂局長致詞 

安平及鹿港代表致詞 

開幕永續結盟儀式 

頒發感謝狀 

See 台灣 

萬華「艋舺衫」摩登搖滾上陣 

鹿港地方文化團隊表演 

台灣日本鼓陣 撼動萬華 

府城地方文化團隊表演 

一府二鹿三艋舺之歌演唱

2008 艋舺文化節 開幕晚會 

時     間  

19:00-19:02  

19:02-19:12  

19:12-19:15 

19:15-19:17 

19:17-19:19 

19:19-19:22 

19:22-19:25 

19:25-19:30 

19:30-19:50 

19:50-20:00 

20:00-20:10 

20:10-20:30 

20:30-20:50 

20:50-21:00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開場 

序曲─鼓動萬華 

王區長鴻裕致詞 

財政部國稅局局長致詞 

民政局黃呂局長致詞 

安平及鹿港代表致詞 

開幕永續結盟儀式 

頒發感謝狀 

See 台灣 

萬華「艋舺衫」摩登搖滾上陣 

鹿港地方文化團隊表演 

台灣日本鼓陣 撼動萬華 

府城地方文化團隊表演 

一府二鹿三艋舺之歌演唱

2008艋舺文化節 開幕晚會

【活動時間】97年11月14日(星期五) PM 19：00-21：00

【活動地點】艋舺公園主舞臺

【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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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府二鹿三艋舺代表及各級長官共同讓天地墘坤棒的光芒串成更
多的火花，象徵萬華在國際發光發熱，綻放光芒。

由王鴻裕區長代表致贈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各協
辦單位感謝牌

序曲－鼓動萬華

鼓陣文化是萬華地方廟口文化特色之一，特邀2008國際

先生臺灣代表-吉祥與慶和館一同以氣勢磅礡的鼓陣為一年一

度的艋舺文化節熱鬧揭開序幕。

一府二鹿三艋舺情比姊妹深永續結盟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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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府二鹿三艋舺姊妹市表演團隊演出，共展古都新風華

鹿港鎮國寶級雅正齋南樂團南管樂曲演出 府城靈龍舞蹈團精采演出「府城．驚豔．12」

萬華「艋舺衫」摩登搖滾上陣

八家將是臺灣代表性的傳統藝術，

擁有神秘的舞步，在色彩上有強烈的爆

發力；「艋舺衫」融合了萬華的歷史與

宗教元素，在設計上呈現傳統與時尚交

錯的美感，今年以鼓藝及八家將的方式

來呈現另一種萬華的搖滾精神。

See臺灣

特邀明華園地團演出，將融合臺灣傳統

戲曲及宗教精神的臺灣國服，以「飛天」表演

方式完美演釋，震撼全場。將萬華傳統茶藝結

合臺灣現代藝術設計的國服，突顯臺灣在國際

中的「臺灣意象」，詮釋臺灣美好而獨特的風

貌，展現萬華文化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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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之歌 國語版】

萬 華 故 事

詞：小城故事原詞改編

　作曲：湯尼　編曲：翁清溪/顧嘉輝

萬華故事多　充滿喜和樂

若是你到萬華來

收穫特別多

看似一幅畫　聽像一首歌

人生境界真善美

這裏已包括

談的談　說的說

萬華故事真不錯

請你的朋友一起來

萬華來做客

【萬華之歌 臺語版】

詞/王意飛 曲/陳柏偉

淡水暮色 臺北門城

艋舺風華 百年名聲

龍山寺口 公園大埕

阿公阿嬤 相招來這

慈暉遠蔭 是觀音媽

萬事如意 身體勇健

艋舺是一個好所在

乎我慢慢報乎你知

華西街來逛夜市

山珍海味滿滿是

雙園咖蚋青草巷

勤儉打拼有希望

跑馬町內放風吹

穿雲過日自由飛

透過這首歌希望讓大家都能到萬華來玩，或

是多了解萬華的文化，藉由這首歌能夠引起

大家對萬華的注視，如果大家能夠注意到萬

華這個美麗之都，那麼希望你(妳)能夠帶著

你的朋友們來到萬華一覽萬華絢麗風采。

邀請自幼於萬華長大對萬華情感濃厚的在地

人王意飛作詞，及臺北市文化獎得主黑手那

卡西工人樂隊團長陳柏偉作曲。以萬華風土

民情、文史滄桑為基底，在社區營造單位及

協會理監事協助下，透過音樂傳遞萬華健康

城市的訊息。

雙下巴合唱團一府二鹿三艋舺之歌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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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教育嘉年華 之 教育博覽會

【活動時間】97年11月15日(星期六) PM 14：00-16：00

【活動地點】艋舺公園主舞臺區

【活動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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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教育的優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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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教育嘉年華 之 優質教育成果靜態展示

【展示時間】97年11月15日(星期六) PM 14：00-21：00

【展示地點】艋舺公園展示區

【展示內容】

校園經營成果展示、重要得獎佳績、優質教學特色、教學理念

萬華區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高級中學特色簡介：

校  名 社  團  特  色

華江高中

本校36個社團，新論社曾獲得九十年「蘇州盃全國高中辯論邀請賽」亞軍;棒球社

得北區棒球賽亞軍;空手道社在北市更是赫赫有名，管樂隊除連續二度應日本演松

市邀請參加「泛太平洋管樂節」擔任開幕演出，並己連續六年代表台北市西區參加

台灣區音樂比賽成績優異。

大理高中 本校推動重點項目為棒球、羽球、柔道、跆奉道等。

立人中學 本校有繪畫、英語歌唱、熱舞、英文歌唱、相聲等社團。

萬華國中
本校93年籃球賽冠軍、柔道賽季軍、青年盃空手道前五名均為本校獲得、溜冰賽冠

亞軍、直排輪全國巡迴賽亞軍等等。93年青年盃毽球賽獲國男雙打季軍。

龍山國中

本校93年全國中正盃巧固球賽國男組第一名，國女組第三名;93學年度台北市音樂

比賽直笛個人獨奏第一、第三名;獲全國科展「應用科學組」第二名;游泳、籃球、

足球、詩歌朗誦個人組及團體組特優;生科競賽獲台北市第三名。

雙園國中
本校參加全國現代舞92年獲第一名,有氧競技體操錦標賽團體組第一名，93年參加

台北市舞蹈比賽國中組民俗舞乙組優等第一名。

雙園國小
本校射箭隊連續三年獲得台北市團體冠軍呢有武術隊、躲避球隊、籃球隊、桌球隊

排球隊、合球隊等、本校金龍隊常受邀對外表演。

東園國小
兒童音樂短劇及扯鈴等民俗技藝團，常對外演獲特優等成績。扯鈴榮獲特優，棒球

隊多次代表北市對全國參賽，文建會兒童音樂短劇演出。

大理國小
扯鈴隊、舞獅隊成軍不久，但技藝精湛屢獲邀演出，深獲好評，尤其舞獅隊以女童

為主，舞步踏實，虎虎生風，參加各項慶典活動歡迎嘉賓增色不少。

西園國小
本校踢毽隊民俗團歷年來代表國家出國訪演，成果輝煌「踢毽」為本校推廣體育運

動項目,並列為學校發展特色之一。

萬大國小
獲93學年度台北市客語歌唱優等，英語演說優勝，2004年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

創國際賽銀牌獎，台北市國民小學數學競賽銅牌獎。

華江國小
本校排球隊、扯鈴隊、田徑隊分獲前三名，多語文競賽:閩南語、英語、客家語榮

獲台北市優勝;美術創作比賽:金銀銅牌。

西門國小 本校弦樂隊及小蝦米打擊樂團常受邀參加各類活動暨法務部舉辦反賄選活動。

老松國小
本校獲有臺北市多語文競賽，全國多語文競賽、臺北市美術比賽、全國美術比賽、

書法類、漫畫類、平面設計類等各項成績優異。

龍山國小 合唱團、圍棋、兒童珠心算、兒童舞蹈班、直排輪班及各類球隊等。

福星國小 本校常舉辦舞蹈、相聲、話劇、音樂、歌唱等活動。

新和國小 本校特色扯鈴、直笛、躲避球、英語演說、數學競賽、光碟及網頁製作成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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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同樂「舞」PARTY

【活動時間】97年11月16日(星期日) PM 14：00-16：00

【活動地點】艋舺公園主舞臺

【活動說明】熱鬧動感舞曲，邀請萬華的民眾一起熱情飆

舞，舞動身心健康。透過這次動感舞蹈PARTY，不只讓民眾認

識、接觸舞蹈藝術，也拉近民眾與舞蹈的距離，為萬華社區舞

動生命、注入活力。

裝點新萬華．衣起動起來

【活動時間】97年11月15日(星期六) PM 19：00-21：00

【活動地點】艋舺公園主舞臺

【活動說明】已有 50 年發展歷史的「艋舺服飾商圈」，是臺灣

最早的成衣銷售商圈發源地，以『傳統商圈，經營升級』的理念，將透

過「MOGA賞衣會」活動辦理服飾商圈特賣會，規劃不同主題之品牌服裝

秀，增加商圈與消費者互動，提昇商圈不再只是單純的批發商圈，而是

共同打造艋舺服飾商圈成為臺灣時尚設計的服飾重鎮，更是創造萬華成

為時尚藝術的新地標。

臺北市立國樂團

社區藝文團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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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艋舺文化節 閉幕晚會

【活動時間】97年11月16日(星期日)PM19：00-21：00

【活動地點】艋舺公園主舞臺

萬華特色服飾摩登SHOW－由來自30個國家的國際先生們穿著「艋舺衫」秀出萬華世界觀

明華園玄字團歌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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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遊艋舺－文史導覽自行車古蹟巡禮

【活動時間】97年11月14日(五)至11月15日(六)PM02:00~04:00

【活動地點】艋舺公園周邊歷史街區

【活動說明】

艋舺是臺北市的起源，也是臺灣最具特色的歷史街區之一。萬華地區經過都

市更新、文化資產保存、都市設計的改造，以及對外重大交通建設的改善，已經

逐漸脫離過去內城衰敗的命運，展現出新的發展契機。

本計畫以觀光為主軸，除了原來徒步遊覽歷史街區的方式之外，也整合懷舊

自行車的節能減碳新環保風潮，提供遊客一種新的遊覽觀看艋舺歷史街區方式。

【活動規劃】

三輪車巡遊路線

起迄點及停駐點：

1、龍山寺。　

2、青山王宮。

3、清水巖祖師廟/區史展示中心。

4、剝皮寮/鄉土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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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法】

提供自行車6輛，以定點定時的方式巡遊古蹟。

日期 時段 張數 備註

11/14(五)

PM2:00～3:00 12 每班次6輛，每輛限乘2人

PM3:00～4:00 12 每班次6輛，每輛限乘2人

11/15(六)

PM2:00～3:00 12 每班次6輛，每輛限乘2人

PM3:00～4:00 12 每班次6輛，每輛限乘2人

各停駐點協請萬華區公所協助支援觀光導覽解說人員，為遊客做歷

史街區、古蹟及百年老店的介紹。

第一站：龍山寺

第二站：青山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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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清水巖祖師廟

第四站：剝皮寮/鄉土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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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色產業展示

【展示時間】97年11月14～16日   PM 14：00-22：00

【展示地點】艋舺公園攤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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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系列活動精采集錦

巡遊艋舺－文史導覽自行車古蹟巡禮系列活動

【活動名稱】國際先生遊萬華－文史導覽自行車鮮體驗

【活動時間】97年11月16日(星期日)  AM10:00-11:00

【活動地點】西門紅樓北廣場、龍山寺

【主辦單位】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協辦單位】中華電影製片協會

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西門紅樓

財團法人艋舺龍山寺

臺北市議員吳志剛

亮依國際有限公司

【活動目的】

於萬華最負盛名的西門紅樓、龍山寺等觀光景點聚集來自世界各

地的「國際先生」，透過國際先生的媒體效益以及觀光、文化交流，

讓萬華的美經由媒體報導以及國際先生實際的體驗，行銷到世界各

地，促使臺北萬華加速擁有國際觀光舞臺。

【活動內容】

為落實市政白皮書一區一特色，萬華區王鴻裕區長特別邀請2008

國際先生參與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艋舺文化節，並帶領國際先生們

體驗新環保風潮－文史導覽自行車巡遊萬華，推動嶄新的國際觀光旅

遊活動。

萬華區王區長以萬華最具代表性的百年藝術建築－西門紅樓為此

次活動的出發點，結合臺灣傳統鼓藝及舞獅，熱鬧前導開路，帶領來

自40個國家的國際先生及來賓，親身體驗騎乘文史導覽自行車遊萬華

的樂趣，並至萬華最負盛名的觀光廟宇－龍山寺，藉由拜拜、過香爐

等宗教禮俗，讓國際人士感受不一樣的臺灣廟宇文化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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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09:30-10:00
報到集合(國際先生、萬華區
區長、來賓、媒體)

西門紅樓北廣場

10:00-10:20 文史導覽自行車鮮體驗
由萬華區王鴻裕區長帶領國際先生們體驗文史導
覽自行車遊萬華(西門紅樓北廣場→龍山寺)

10:20-11:00 萬華廟宇文化之旅
國際先生至龍山寺認識臺灣廟堂文化並體驗臺灣
拜拜禮俗風情

11:00- 媒體採訪拍照

文史導覽自行車於西門紅樓前準備出發 區長致贈2007年國際先生紀念品

2007年國際先生回贈簽名海報巡遊艋舺（自西門紅樓至龍山寺）萬華國中的小小導覽員詳細地為國際先生介紹龍
山寺及臺灣廟宇文化

萬華國中小小導覽員帶領國際先
生體驗台灣廟宇禮俗風情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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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國際先生回贈簽名海報

校園文化交流系列活動－國際先生參訪雙園國中校慶

【活動時間】97年11月14日(星期五)  AM 09:00-10:00

【活動地點】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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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艋舺文化節』文史導覽自行車開跑儀式

【時　　間】：97年11月14日 PM2:00

【地　　點】：龍山寺前艋舺公園主舞臺區&周邊歷史街區

【活動說明】

為提供遊客一種新的觀光體驗，特於2008艋舺文化節試辦推行「文史

導覽自行車古蹟巡遊試乘活動」，邀請大家一起「健康做公益．快樂遊萬

華」。

巡遊路線:如圖

起迄點及停駐點：

1、龍山寺。

2、青山王宮。

3、清水祖師廟/區史展示中心。

4、剝皮寮/鄉土展示中心。

日期 時段 人數 備註

11/14(五)
PM2:00～3:00 12 首次開跑儀式

PM3:00～4:00 12

11/15(六)
PM2:00～3:00 12

PM3:00～4:00 12

★限額48張，採發票兌換制，每50張9.10.11月份發票可兌換免費票券一張即可乘坐一人

（基於人潮管制，安全管控及乘坐舒適性，每班次以６輛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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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艋舺文化節』開幕晚會

【時　　間】：97年11月14日 PM7:00

【地　　點】：龍山寺前艋舺公園主舞臺區

【活動流程】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備     註

19:00-19:02 主持人開場 

19:02-19:12 序曲─鼓動萬華

鼓陣文化是萬華地方廟口文化特色之一，震撼的傳統鼓藝，遇上時尚創

新的民族服飾，由國際先生臺灣代表與國際級知名鼓藝團體以氣勢磅礡

的鼓陣為一年一度的艋舺文化節熱鬧揭開序幕，象徵萬華古都邁向國際

化城市，和世界接軌。

19:12-19:17 王區長鴻裕致詞

介紹與會貴賓19:17-19:19 財政部國稅局局長致詞

19:19-19:22 安平及鹿港代表致詞

19:22-19:25 開幕永續結盟儀式

由三道代表一府二鹿三艋舺之光結合擦出萬道絢麗的火花，象徵一府二

鹿三艋舺永續同盟，情比姊妹深，年年都在萬華的天空下一同綻放古都

美麗的光芒。

19:25-19:30 頒發感謝狀 由王鴻裕區長代表致贈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各協辦單位感謝牌。

19:30-19:50 See臺灣

特邀明華園地團團長陳昭婷率軍演出，將融合臺灣傳統戲曲及宗教精神

的臺灣國服，以「飛天」及彩帶舞的表演方式完美演釋，震撼全場。

現場更將萬華傳統茶藝結合臺灣現代藝術設計的國服，突顯臺灣在國際

中的「臺灣意象」，詮釋臺灣美好而獨特的風貌，展現萬華文化的多元

性。並一一為現場長官及來賓奉茶，邀請大家一起品好茶、看好戲。

19:50-20:00 萬華「艋舺衫」摩登搖滾上陣

八家將是臺灣代表性的傳統藝術，艋舺青山宮八將團的陣式及服裝深具

特色，在臺灣頗具盛名。「八家將」是動態的，擁有神秘的舞步，在色

彩上有強烈的爆發力；「艋舺衫」是靜態的，融合了萬華的歷史與宗教

元素，在設計上呈現傳統與時尚交錯的美感，今年特別以鼓藝及八家將

的方式來呈現另一種萬華的搖滾精神。

20:00-20:10 鹿港地方文化團隊表演

鹿港鎮公所帶領表演團隊－雅正齋南樂社屬於國寶級南管館閣，有285

年歷史，還保留最傳統的南管演奏形式，曾獲得教育部民族藝術薪傳

獎，並曾到美國紐約交流演出。

20:10-20:30 臺灣日本鼓陣 撼動萬華

為了帶給萬華多樣化的節奏饗宴，特邀請臺灣國際級鼓藝團隊－臺北慶

和館與日本知名太鼓－御花泉和太鼓團同臺競技演出，不但將各自展現

他們的拿手絕活，更將在臺上互相「尬」鼓，震撼演出，讓民眾不用出

國就可以感受來自不同國家的鼓藝文化，展現國際文化交流的一面，節

目的豐富性將讓所有觀眾一次聽個過癮，絕對不虛此行。

20:30-20:50 府城地方文化團隊表演

思想起，由安平小鎮〜開了臺南府城發展的序曲，安平區公所特別率領
躍登於瑞典「諾貝爾廳」展演中華民族舞蹈的靈龍舞團，以具傳統民藝
圖像的「12婆姐」為創作元素。傳統中展現前衛的新圖像，造型由傳統
到顛覆，於多層次的交疊情境中，衝撞出另一種讚嘆。

20:50-21:00 一府二鹿三艋舺之歌演唱

由國內著名的人聲樂團－雙下巴合唱團，，曾獲2008年金嗓獎－優等
獎，以無伴奏合唱方式也就是利用人聲當樂器演唱出曲曲動聽的府城、
鹿港、艋舺最具代表性歌曲，象徵一府二鹿三艋舺齊聚萬華，為晚會掀
起最後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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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媒體宣傳

2008艋舺文化節開幕採訪新聞稿

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

艋舺文化節

活動期間：97年11月14日起至97年11月16日止

活動地點：龍山寺前艋舺公園

主辦單位：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

北市政府商業處、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協辦單位：臺北市萬華區里長聯誼會、臺北市萬華區改善民俗實踐會、臺北

市萬華區各級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臺北天后宮、

艋舺青山宮、艋舺服飾商圈促進會、豪景大酒店、麒麟大飯店、

大順大飯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亞洲廣播電臺、艾迪兒模特兒經紀公司

古今並從的特殊情調，形成一個具有傳統風貌與現代感生活文化的「萬

華」。

帶著樂活護照，巡遊古都艋舺，看場萬華特色時尚秀，置身國際鼓藝饗

宴，解放主義ING，體驗艋舺，一覽萬華絢麗風采，

讓您玩的盡興，享受高品質休閒生活！

樂活．瘋萬華

萬華的美，親眼看了才知道，前進艋舺文化節，細細品嚐萬華之美

「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艋舺文化節」即將於11月14日至11月16日於

龍山寺前艋舺公園繽紛登場，臺北市萬華區公所把萬華打造成「吃喝玩樂．

盡在萬華」的「樂活天堂」，以「樂活．瘋萬華」為主題，結合百年廟堂文

化、年輕時尚秀及國際級團隊演出，以國際文化節形式呈現萬華之風采、美

食、藝文、古蹟、文化等地方古老與時尚交錯的特色，讓大家發現不一樣的

「新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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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三天繽紛燦爛的展演活動，將重現大艋舺地區萬人空巷的

繁華盛況。11/14（五）當天晚間七點將舉行盛大開幕晚會，「See

臺灣」特邀明華園地團團長陳昭婷率軍演出，將吳亮儀設計師融合

臺灣傳統戲曲及宗教精神的臺灣國服，以飛天的表演方式完美演

繹，並結合萬華傳統茶藝，突顯臺灣在國際中的「臺灣意象」，掀

起開幕第一波高潮。現場更將融合萬華歷史與宗教元素的萬華「艋

舺衫」以鼓藝及八家將的方式來呈現萬華的搖滾精神，展現萬華文

化的多元性。另一項重頭戲「魅力萬華．鼓惑人心」，為了帶給萬

華多樣化的節奏饗宴，特邀請臺灣與日本國際知名鼓藝團隊同臺尬

鼓， 11/16閉幕晚會當天更難得邀請到來自三十多個國家的國際先

生們展示各國民族服飾秀，讓民眾不用出國就可以感受來自不同國

家的鼓藝及服飾文化。活動最後更精心安排明華園歌仔戲玄字團邀

請大家一起來看戲，為艋舺文化節畫下熱鬧的句點。

古蹟巡遊．文史導覽自行車鮮體驗

艋舺是臺北市的起源，也是臺灣最具特色的歷史街區之一，今

年為落實萬華「一區一特色」及節能減碳新環保風潮，邀請大家及

來自世界各國的國際先生們來體驗「文史導覽自行車古蹟巡遊」的

活動，一起分享萬華古都呈現的歷史文化饗宴。

裝點新萬華．衣起動起來

已有50年發展歷史的「艋舺服飾商圈」，現在更是「MADE IN 

TAIWAN」臺灣最大的臺灣製衣批發商圈，透過「MOGA時尚秀」、

「MOGA服飾商圈特賣會」，打造萬華成為引導時尚流行的最前線。

吃喝玩樂．盡在萬華

「樂活找茶趣－體驗炭培茶及茶葉蛋」、「萬華教育嘉年

華」、「萬華同樂舞PARTY」等萬華地方特色主題活動，歡迎全國

民眾一起相約到萬華同樂，盡情享受『2008萬華文化嘉年華－艋舺

文化節』。★本次活動特別結合臺北市國稅局做一連串的租稅宣導

活動，活動精采，不要錯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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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7臺北旅遊網－旅遊資訊

2008/11/13 臺北市政府－訊息中心

2008/10/30 臺北旅遊網－旅遊情報 2008/10/28 玩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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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3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活動訊息 2008/11/14 臺灣房地王

 2008/11/14  LOOK臺灣入口生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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