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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7年度觀光節慶活動行事曆1份(33005100A00_ATTCH1.xlsx)

主旨：檢送「107年度臺北市觀光節慶活動行事曆」，請貴會惠

予協助轉知並鼓勵會員包裝行程，請查照。

說明：「107年度臺北市觀光節慶活動行事曆」依本市大型觀光

活動、運動主題、文化活動、大型祭典等主題彙整而成，

另將於107年1月1日前於登錄本局臺北旅遊網(www.travel.

taipei)並適時更新，若需確切資訊或進一步詳情，可上

臺北旅遊網查詢或電洽主辦局處之聯繫窗口詢問。請貴會

轉知所屬會員，俾利會員協助宣傳包裝行程，以共同推廣

本市觀光旅遊。

正本：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觀

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入境旅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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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概述 (300字以下) 預期人數 主辦局處 聯絡人 聯絡人電話 聯絡人EMAIL

2018臺北年貨大街 2018/2/1 2018/2/14

迪化街商圈、 寧夏

夜市商圈、 後站商

圈、 華陰街商圈、

臺北地下街、 榮濱

商圈等周邊商圈

迪化年貨大街於2018年2月1日至2月14日熱鬧登場，現場設有上百家特色攤位及在地經典或新潮店

家，歡迎遊客至迪化年貨大街採購年節用品。

永樂廣場於活動期間將由15間店家擺設年貨餐車，假日邀請廚師示範作年菜，還可免費體驗製作

真心話紅包及創意斗方，亦規劃拍照留念區供遊客租借復古或狗狗套裝等合影留念，還有AR科技

拍照背板。

今年年貨大街亦擴大至寧夏夜市、後站商圈、華陰街商圈、榮濱商圈、臺北地下街等商圈，讓遊

客可在臺北體驗濃濃年味。

5000人以上 商業處 李芸樺 27208889#6490
cx_10483@mail.taip

ei.gov.tw

2018樂活夜櫻季 2018/2/3 2018/3/11 樂活公園

樂活公園位於東湖內溝溪畔，是臺北市近年的熱門賞櫻景點。從康樂街開始，沿著溪邊步道種植

了3公里的櫻花，讓內溝溪堪稱臺北市最美麗的櫻花河。

樂活公園櫻種眾多，每年春節前後，公園內第一區上層的上百株寒櫻率先盛開，從粉白逐漸轉為

粉紅、深紅，粉嫩柔美，非常美麗。之後八重櫻、霧社櫻、天成吉野櫻等櫻種也接力綻放，為東

湖櫻花林增添無數浪漫。遊客欣賞完樂活公園的櫻花後，還可沿著石磚步道沿溪欣賞昭和櫻、吉

野櫻、福爾摩沙櫻、河津櫻等各種櫻花，並到內溝溪生態展示館認識內溝溪的故事及生態環境。

5000人以上

臺北市政府

工務局公園

路燈工程管

理處

周怡萱 02-26586601

db-

11956@mail.taipei.

gov.tw

2018陽明山花季 2018/2/23 2018/3/25
陽明公園、前山公

園

每年吸引百萬以上花迷前來朝聖的陽明山花季，農曆春節期間人氣破表，2018陽明山花季以「櫻

花獅」為主題，主要景點在陽明公園、花卉試驗中心等地，八重櫻、昭和櫻、吉野櫻、平戶杜鵑

等花卉同時上陣，大自然芬多精搭配上濛濛小雨，讓陽明山花季更添意境。

5000人以上

臺北市政府

工務局公園

路燈工程管

理處

李欣樺 02-28616361

db-

12426@mail.taipei.

gov.tw

2018臺北燈節 2018/2/24 2018/3/4

中華路人行道（忠

孝西路二段至貴陽

街一段間）、北門

及西門町一帶

「臺北燈節」整體活動以傳承中華文化、融合創新藝術與科技，行銷臺北觀光為主軸，結合臺北

市品牌特色及城市意象，成為臺北市城市觀光指標性活動；策展方式朝故事性、創意性及永續性

，不僅將新年的歡慶氣氛導入城市行銷，更傳承民俗元宵節慶文化，其規模足以媲美外國有名的

盛大慶典，並透過邀請國際明星或劇團參與活動，提升國際知名度，吸引觀光客來臺；加上特色

文創市集、互動科技及聲光藝術展演，增添燈節魅力，打造成臺北市國際觀光新景點，提供賞燈

遊客更多城市參與及創新體驗。

5000人以上 觀光傳播局 熊彥

02-

27208889/1999

轉3371

qa-

yenhsiung@mail.tai

pei.gov.tw

2018國際自由車環臺賽-臺北站 2018/3/11 2018/3/11

臺北市政府市政大

樓周邊道路及仁愛

路1-4段

賽事創立於1988年，為國際自由車總會（UCI）評定為1級(2.1)之頂級國際賽事，環法賽、環義

賽、環西賽等三大賽事之國際知名選手皆獲邀來臺參賽，約有24支具頂尖職業實力之車隊參加。

自由車愛好者不可錯過!官網：http://www.tourdetaiwan.org.tw/。

5000人以上 體育局 鄭詠達
2570-2330轉

6607

tms_marda@mail.tai

pei.gov.tw

2018臺北杜鵑花季 2018/3/14 2018/4/15

大安森林公園、中

山堂、台大周邊商

圈

自2017年起首度辦理的「臺北杜鵑花季」，期以「杜鵑花」為創意發想，配合花季舉辦系列活動

擴大行銷，整合產業、文化、觀光等面向進行整體包裝宣傳，在城南中正區、大安區賞杜鵑、聆

聽音樂會、逛創意市集，加深與地方社區力量的結合，營造杜鵑花城市形象，讓臺北市走向國際

，成為常態性的城市代表活動，吸引國際觀光人潮。

5000人以上
臺北市政府

觀光傳播局
陳筠凡 27258629

qa-

chenyunfan@mail.ta

ipei.gov.tw

2018竹子湖海芋季 2018/3/15 2018/4/15 陽明山竹子湖地區

竹子湖海拔670公尺，氣候冷涼多雨，終日雲霧繚繞，讓竹子湖彷彿似個蒙上面紗害羞的小姑娘，

更增添一份浪漫氣息與神祕色彩；然而竹子湖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及其擁有豐沛潔淨的山泉水

源，形成蘊育海芋成長的最佳環境。每當初春乍暖時節，在雲霧飄渺之間，常有急馳而過的藍鵲

及悠遊自在的鷺鷥身影，在白綠交錯的海芋花田來回穿梭，吸引賞芳愛花客駐足品味。

5000人以上 產業局 李蘊蓉 27208889#6592

ea-

60323@mail.taipei.

gov.tw

日期暫定

「又在這裡，又在那裡」﹣2018

寶藏巖光節
2018/3/24 2018/5/6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繼「燈著你回來」、「邂逅那道光」，「創作像海洋，愛你像光」，2018寶藏巖光節將深化關注

寶藏巖現地的直接經驗，並試圖與其他單位發生連結。「平行時空」是本次光節主軸，置身寶藏

巖，總會在某些時刻出現時空錯置的經驗，而歷年來駐村藝術家，也不時出現以藝術作品關注此

地獨特的時空經驗，從它的歷史與現況、居民、藝術家與民眾、園區與周遭，耙梳可能的線索。

5000人以上

臺北市文化

局、臺北市

文化基金會

韓慶玲
02-33937377＃

107

chingling@artistvi

llage.org



2018北投樂活節 2018/3/27 2018/5/20 北投區

「2018北投樂活節」以「春日復古饗宴」為系列活動主題，品味北投人文韻味，體驗懷舊的樂活

風格。2018年適逢台鐵淡水線最終營運滿30年，亦為新北投車站回娘家滿周年紀念，並結合公民

會館北淡線相關展覽，設計各項具人文特色之系列活動，營造樂活之氛圍，適合闔家參與，鼓勵

民眾樂活北投，來場懷舊的春日復古饗宴。

5000人以上

臺北市政府

民政局、臺

北市北投區

公所

林課員怡君
(02)28912105

轉272

bo_pinky@mail.taip

ei.gov.tw
日期暫定

2018臺北傳統市場節 2018/4/14 2018/4/15 花博公園長廊廣場
以「觀光市集」為主軸，並透過主題議題串連一系列的活動，結合地方資源，舉辦系列競賽、行

銷活動，促進整體市集觀光行銷，吸引國內、外遊客前來消費。
5000人以上 市場處 呂品萱 23415241#2125

cw-

2134@mail.taipei.g

ov.tw

日期暫定

2018保生文化祭 2018/4/21 2018/6/30 大龍峒保安宮

農曆3月15為保生大帝之神誕日，大龍峒保安宮每年於這一天舉行聖誕祭典，並於農曆3月起，舉

行長達近2個月的「保生文化祭」。文化祭活動內容包含一連串以宗教、民俗、文化為主題的系列

活動。熱鬧歡騰的遶境踩街、聖誕祭典、放火獅、過火儀式，高潮迭起。還有最具臺灣民俗及文

化特色的藝陣競演、重新賦予民俗文化風貌兼容並蓄的「家姓戲」表演、中西樂曲音樂會演出，

以及古蹟導覽、養身講座、中醫義診、藝文比賽、文物展覽等，讓人目不暇給。

「保生文化祭」以傳統的民俗信仰祭典為基礎，再賦予新的文化素質，已成為一個兼具宗教、文

化、觀光、民俗特色的活動，每年均造成地方上的轟動，並成為北臺灣的年度盛事，歡迎遊客前

來品味這場宗教文化饗宴。

5000人以上
財團法人臺

北保安宮
趙欽桂 02-2595-1676 plan@baoan.org.tw

2018霞海城隍文化節 2018/5/26 2018/7/1 台北霞海城隍廟

城隍信仰在漢民族社會中已有相當悠久之歷史，而台北霞海城隍廟自1856年由大稻埕地方人士發

起建廟，150多年來不僅成為大稻埕地區的信仰中心，也見證大稻埕的發展。而每年的農曆5月14

日為城隍爺聖誕日，期間所舉辦的「台北霞海城隍文化節」除將重現每年一次的盛大祭典及儀式

外，傳統的「宴王」城隍壽宴及讓信眾消災祈福、事事順利的「梁皇祝壽法會」也依例舉行，另

外加上展覽、演出、城隍乘龍舟、講座、導覽、店家串聯等，透過不同方式，一同走進大稻埕迷

人的故事裡，體驗在地的宗教文化、傳統藝術和產業，感受最道地的老城風情。

5000人以上

臺北霞海城

隍廟、中華

霞城文化發

展協會

吳孟寰
ing.tai.wu@gmail.c

om

水岸臺北2018端午嘉年華 2018/6/16 2018/6/18 大佳河濱公園

水岸臺北2018端午嘉年華係結合臺北市城市意象、水岸發展及端午龍舟競渡民俗文化等元素，其

內容包含龍舟練習、民眾體驗活動與龍舟點睛活動，每年皆吸引來自國際好手前來競渡，增加競

賽精彩及多元性。亦規劃與端午傳統節慶相關之立蛋、包粽等活動，與市民朋友一同體驗端午佳

節氣氛。

5000人以上 體育局 楊茜惠
2570-2330轉

6128

tms_nadia@mail.tai

pei.gov.tw

臺北電影節 2018/6/29 2018/7/15

中山堂、新光影

城、光點華山電影

館等

臺北電影節自1998年創辦以來，經過十八年的耕耘逐漸成為臺灣電影界度盛事在國際上也形成口

碑。未來將定位以發掘「電影新銳」、鼓勵原創未來將定位以發掘「電影新銳」、鼓勵原創精神

」、梳理「年度電影觀點」及搭建「交流平台」為精神主軸，並開啟世界電影大門與民眾分享在

提供最新臺灣電影脈動的同時，積極邀請國際新導演來臺灣參加競賽及交流，使臺北電影節繼續

在國際影壇深化。

1000-1999人
臺北市政府

文化局
李嘉倩

02-27208889分

機3542

bt-

chiachien@mail.tai

pei.gov.tw

2018第十九屆臺北兒童藝術節 2018/6/29 2018/8/5
臺北市各展演場地

及戶外展演空間

臺北兒童藝術節堪稱每年夏天的全城盛事，不分大小，全家動員排隊買票、擠身公園廣場，為的

就是能親眼觀看、親身參與國內外藝術團體專為童心打造的創作世界。為此，臺北兒童藝術節每

年設定一個主題，以期讓參與觀眾將這個主題當做探險的出發點，從當年為民眾所選取的各式節

目中，領會藝術創作與生活的密切關係，以及最富創造力的生命哲學。

官方網站 http://www.tcaf.taipei/

5000人以上

主辦:臺北市

政府 承辦:

臺北市政府

文化局、財

團法人臺北

市文化基金

會

江佩紋 1999#3607

bt-

peiwen@mail.taipei

.gov.tw

日期暫定

2018臺北夜市打牙祭 2018/7/1 2018/8/31 寧夏夜市等

臺灣夜市美食種類多元美味，獨有的夜市文化早已享譽國際，更是外國遊客來臺必訪之處，故臺

北市政府每年皆推出「臺北夜市打牙祭活動」，結合各夜市自治會辦理系列促銷活動、網路媒體

行銷活動等，以吸引國內、外遊客，提高臺北市夜市知名度，提升市集營業績效及塑造市集新形

象。

5000人以上 市場處 潘鳳凰 23415241#2405

cw-

0519@mail.taipei.g

ov.tw

日期暫定

光華數位新天地十周年慶活動 2018/7/1 2018/8/31
光華數位新天地商

場

「光華數位新天地」於1997年7月19日開幕，商場內商品包羅萬象，舉凡書籍、電腦及週邊設備、

光碟及電子零件、音響器材、電子零件、流行運動用品、電玩軟體、視聽產品等，不僅樣式多，

價格也公道，堪稱全台最大的電子購物商圈，結合了各項最新和優惠的產品，讓民眾走一趟即可

一次購齊所需，而透過舉辦光華周年慶活動，吸引消費民眾及資通電子相關產業共同參與周年慶

，為光華帶來人潮拉抬買氣。

5000人以上

由市場處補

助商場自治

組織辦理

呂湘菱 23415241#2118

cw-

2070@mail.mail.tai

pei.gov.tw

日期暫定



2018臺北親水節 2018/7/1 2018/8/31 自來水園區

配合臺北市政府暑假青少年育樂活動，於自來水園區舉辦臺北親水節，透過親水設施及多元活動

，增進民眾對健康戲水、生態環境及人文藝術等課題的重視。活動期間，園內開放水鄉庭園並增

設臨時戲水設施，打造遊客戲水休憩空間；另一方面，舉辦主題唱跳秀及原民歌舞表演，讓遊客

讓親子共度歡樂暑期生活。

5000人以上
臺北自來水

事業處
林佳宜 02-83695091

gai520@water.gov.t

aipei

臺北河岸童樂會 2018/7/7 2018/7/29 大佳河濱公園
為發展臺北市河域觀光，吸引市民親近河岸，規劃2018年7月於大佳河濱公園，依活動場地特性並

融合周邊環境，舉辦適合全家參與的親水遊樂、藝文表演、趣味遊戲等活動。
5000人以上 觀光傳播局 王清若

27208889轉

7541

qa-

5544eva8@mail.taip

ei.gov.tw

日期暫定

2018第十一屆臺北藝穗節 2018/8/1 2018/9/30 臺北市各展演場地

「臺北藝穗節」基於服務大眾的精神，持續開發可激發表演者創意發想的非劇場空間，擴展藝術

深入大眾生活的層面。許多場地為位於巷弄內的多層次空間，穿越市場、繞過小巷、爬個小山、

走到河邊，藝穗節使用場域擴大整個臺北市區，多層次的空間使用，將會激發團隊更多的創意，

也將增加藝穗吸引力。雖然沒有提供製作經費，但是報名單位可以擁有全部票房收入。為加強觀

眾買票的便利性，團隊將統一使用售票系統並整合更多合作的可能性。官網：

http://www.fringefestival.taipei。

5000人以上

主辦:臺北市

政府 承辦:

臺北市政府

文化局、財

團法人臺北

市文化基金

會

江佩紋 1999#3607

bt-

peiwen@mail.taipei

.gov.tw

地點及日期暫定

2018臺北河岸音樂季-大稻埕情

人日
2018/8/17 2018/8/19 延平河濱公園

107年「臺北河岸音樂季」規劃於夏季(7月至8月)每週末舉辦音樂表演、文創市集等各式活動，並

依照不同場地考量當地民眾屬性及文化特色調整演出及活動內容，將河岸音樂季打造為臺北夏季

必遊慶典活動。

5000人以上
臺北市政府

觀光傳播局
林軾勛 1999*7576

qa-

rellarce@mail.taip

ei.gov.tw

2018年臺北爵士音樂節 2018/9/1 2018/10/31 臺北市

臺北市自2007年開始辦理臺北爵士音樂節，每年以音樂節展演平台邀請國內外爵士好手參與，同

時舉辦爵士講座、工作坊等一系列推廣活動，並辦理國際名爵售票音樂會及大安森林公園大型戶

外音樂會等活動，豐富臺北爵士樂節目，並讓市民得以欣賞來自世界各地不同的爵士樂風，打造

臺北爵士音樂節成為一個具有深度的城市音樂品牌。

5000人以上
臺北市政府

文化局
沈亮儀

02-27208889

分機3519

bt-

liangyi@mail.taipe

i.gov.tw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辰釋奠典禮 2018/9/28 2018/9/28 臺北市孔廟

為緬懷大成至聖先師孔子有教無類的精神，紀念其對中華文化的深遠影響，臺北市孔廟每年在9月

28日上午6時舉辦紀念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辰釋奠典禮。臺北市孔廟八十多年來考證祭孔禮制，以

傳承釋奠古禮雅樂，保留完整的三獻禮及雅樂舞，共37項儀程，充分體現儒家人文之精華。釋奠

典禮結束後將接續舉辦一系列藝文活動，結合古蹟活化及觀光慶典之特色，歡迎民眾共襄盛舉，

體驗古禮祭典文化之美。

1000-1999人 臺北市孔廟

臺北市孔廟管

理委員會幹事

鄧翔發

02-2592-3934

#12

cd_820530@mail.tai

pei.gov.tw

2018臺北市第九屆娜魯灣文化節 2018/10/1 2018/10/31
臺北市天母運動公

園

第九屆的「臺北市娜魯灣文化節」，自2010年開辦迄今已成為北臺灣代表性的原住民文化活動，

連續八年分別以魯凱族、賽德克族、卑南族、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太魯閣族及布農族等文

化特色呈現，邀集北北基桃等各縣市原住民族團體及單位共襄盛舉，整合傳統祭儀、運動會及文

化藝術展演等主題，讓都市原住民族人凝聚族群意識、相互交流溝通與加強自我認同，塑造臺北

市為多元與友善之都的最直接註解。

1000-1999人

臺北市政府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珐济‧伊斯坦

大 Vaci‧

Istanda

02-27206001轉

63/1999轉2080

8a-

Vaci@mail.taipei.g

ov.tw

小禾埕市集 2018/10/13 2018/10/14
臺北市客家文化主

題公園

配合2018臺北客家義民嘉年華，於義民嘉年華期間規劃辦理「小禾埕市集」展售會，強調客家文

化特色，推廣全臺各地客庄產業及在地文化，並透過客家文化體驗系列活動，呈現客家產業之多

元性，讓旅居臺北的客家人及其他族群，得以接觸客家原鄉風味產品，打造專屬客家文化的交流

平台。

5000人以上

臺北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

員會

沈哲鋒
02-2702-

6141#212

th-

eric@mail.taipei.g

ov.tw

日期暫定



2018臺北客家義民嘉年華 2018/10/13 2018/10/15
臺北市客家文化主

題公園

「臺北客家義民嘉年華」為臺北客家具指標性重要慶典，活動預計從10月13日至15日一連三天在

臺北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舉辦。活動將邀請全臺代表性義民廟共襄盛舉，從移民節慶的角度展現客

家文化，以義民信仰為基底，透過「祭典」、「遊行」、「藝文」重等三大主軸活動，將客家文

化的內蘊及特色，用簡練的方式與風格重現臺北城，呈現客家文化價值，豐富臺北市多元文化。

5000人以上

臺北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

員會

彭文美
02-

27026141#226

th-

mei@mail.taipei.go

v.tw

日期暫定

2018白晝之夜 2018/10/14 2018/10/15
臺灣大學、客家文

化園區、台電大樓

與國際接軌，拓展國際文化首都交流，白晝之夜活動讓參與者在城市公共空間場域參與展演活動

，透過藝術展現出臺北兼具傳統與都會的魅力，將臺北設計力及創意軟實力廣揭於國際，共享藝

術文化豐沛的能量。
5000人以上

臺北市政府

文化局
李嘉倩 1999分機3542

bt-

chiachien@mail.tai

pei.gov.tw

臺北溫泉季 2018/10/19 2018/10/23 新北投捷運

為了讓民眾更加了解到溫泉文化的魅力與特色，臺北市每年協辦北投溫泉業者辦理觀光活動，今

年邁入第16年的「2017臺北溫泉季」將於10月19日至10月23日在新北投捷運站旁七星街盛大登場

，此次還特別設立親子潑湯區、祈福繪馬區及美食小吃區，活動部分特別打造了祈福湯轎結合兒

童神轎與國內外特色吉祥物熱鬧踩街遊行，還有充滿北投文化回憶的那卡西PK賽及浴衣設計比賽

，讓遊客在短短五天內感受到臺灣第一泉的魅力。

5000人以上

觀光傳播局

協辦(臺北市

溫泉發展協

會)

王慧玲 1999轉7553

qa-

helenwang@mail.tai

pei.gov.tw

天母搞什麼鬼萬聖節活動 2018/10/21 2018/10/31 天母商圈

結合天母地區民間資源與店家力量，利用天母商圈在節慶氣氛突出的異質性，透過活動的

HALLOWEEN氣氛造街，形塑出專屬天母萬聖節好玩的氣氛，製造天母萬聖節亮點，希望藉由此活動

吸引市民至天母商圈同遊玩耍。

5000人以上 商業處 王麗貞 1999#6490
cx_409@mail.

taipei.gov.tw
日期暫定

北投溫泉博物館20周年館慶系列

活動
2018/10/27 2018/11/25 北投溫泉博物館

北投溫泉博物館有百年浴場的歷史積累，也有著20年來成為社區博物館的嶄新開創，溫博館結合

在地社區力量，為堅持融合北投文化傳承與創新的「北投味」而努力。值本博物館20週年館慶，

特別串聯周邊館所，規劃主題慶生活動，如2018北投藝術嘉年華、藝術匯演及生活市集等，藉由

活動散發濃濃的人情味，讓在地朋友與遊客深刻感受到溫博館暖暖的熱情。

5000人以上
臺北市政府

文化局
林佳樺 28939981*23

bt-

20323@mail.taipei.

gov.tw

臺北國際賞鳥博覽會 2018/10/28 2018/10/29 關渡自然公園
延伸野鳥及生態環境保育的精神，並結合生物多樣性的議題探討，讓遊客認識生活與自然的聯結

，同時將邀請相關生態團體分享行動成果。
5000人以上

臺北市野鳥

學會
林立容 87897158#7014

tcapo156@mail.taip

ei.gov.tw
日期暫定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2018/11/4 2018/12/31 關渡自然公園
透過自然藝術家與素人合作，以環保素材、自然環境及裝置藝術的結合，於現地完成藝術品的創

作，讓藝術品透過藝術家的巧思把對自然環境的觀點傳達給民眾，營造藝術與自然的完美對話。
2000-2999人

臺北市野鳥

協會關渡自

然公園管理

處

李海瑞 87897158#7018
tcapo108@mail.taip

ei.gov.tw
日期暫定

2018士林官邸菊展 2018/11/24 2018/12/9 士林官邸公園

士林官邸菊展為臺北秋季最大菊花展，以大菊、懸崖菊、大立菊、造型菊、大菊、小菊及菊科草

花等搭配展場造型物佈置，呈現主題樣貌，同時於例假日舉辦菊花講座、街頭藝人表演、音樂表

演、藝文活動，以活絡展場。

5000人以上

臺北市政府

工務局公園

路燈工程管

理處

蕭培君 02-88615365

db-

13188@mail.taipei.

gov.tw

艋舺青山宮-青山王祭典 2018/11/27 2018/11/29 艋舺青山宮

每年農曆10月23日為青山王聖誕日，艋舺地區都會舉行大拜拜。農曆10月20、21日青山王率部將

進行轄區夜巡暗訪。22日舉行盛大的的遶境活動；每年當日迎神賽會，遶境遊行，人山人海，熱

鬧非凡，其祭典之盛，可與大稻埕霞海城隍祭典和保生大帝出巡相媲美，並稱臺北市三大民俗廟

會，堪稱臺北地區宗教祭典一大盛事！

500-999人 艋舺青山宮
青山宮管理委

員會
02-2382-2296 無



耶誕季 2018/12/1 2018/12/25 百貨及特色商圈

為推廣臺北市特色商圈產業，有效運用節慶動能，2016年首次辦理「臺北．繽紛耶誕季」活動，

2017年擴大整合臺北市12家百貨業者，及朝陽、後站、華陰和五分埔等4處商圈，辦理「臺北COOL

耶誕」，107年則將持續結合耶誕節慶元素，整合百貨及商圈，以大商圈帶小商圈模式，於耶誕檔

期辦理主題性串聯行銷活動，以提升產業能量、活絡臺北市商機。

5000人以上 商業處 張懷元 1999轉6501

ea-

10642@mail.taipei.

gov.tw

名稱及日期暫定

2018公館聖誕季 2018/12/1 2018/12/31 自來水園區

自來水園區歲末舉辦公館聖誕季，除於園內搭配自來水博物館打造主題燈飾外，並在園區及周邊

佈置聖誕燈飾與日間花卉造景，營造公館地區獨特歲末聖誕溫馨氣氛，提供休憩與拍攝亮點。另

邀請知名音樂團體舉辦聖誕音樂會，傳達聖誕溫暖祝福，並達到聚集人潮、促進公館地區活絡之

功效，同時讓民眾感受公館水岸藝文魅力。

5000人以上
臺北自來水

事業處
林佳宜 02-83695091

gai520@water.gov.t

aipei

2018臺北馬拉松 2018/12/16 2018/12/16 市民廣場

臺北馬拉松吸引來自全球與國內路跑菁英齊聚一堂，且臺北馬拉松引領了臺灣的健康路跑風潮，

越來越多人加入路跑行列，更為臺灣培養許多專業跑者，儼然已為臺灣年度最具指標性與壓軸馬

拉松賽事。

5000人以上 體育局 游鎮嘉
2570-2330轉

6124

tms_seminar99@mail

.taipei.gov.tw
日期暫定

臺北最High新年城-2019跨年晚

會
2018/12/31 2019/1/1

臺北市政府府前市

民廣場

臺北市政府辦理跨年晚會已有多年歷史，自1995年底辦理首度跨年晚會後，一直到2003年年底與

臺北金融大樓合作，開始以「臺北最High新年城跨年晚會」為品牌舉辦活動；並透過前期的暖身

活動，將整個臺北市政府周邊營造出臺北新年城之氛圍。晚會每年舉辦日期為12月31日至隔年1月

1日於臺北市政府市民廣場辦理，並搭獨特倒數橋段設計與臺北101燈光煙火秀，與民眾一起迎向

新的一年！

5000人以上
臺北市政府

觀光傳播局
羅慧甄

02-

27208889#2046

qa-

irene@mail.taipei.

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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