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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送給加拿大的禮物

   

三月18日在台灣文化中心與社區鄉親懇談對話，

五位即將參加五月 9 日 BC 省選的傑出台裔，一

致展現其智慧與決心，將以專業、經驗、熱情 

與使命感，來為民發聲、為民服務、為社區爭取

進入省議會，共創更公平、富庶、進步的社會與

BC 省。

攝影 / Diego Lin
陳葦蓁 Katrina Chen

從國會議員的助理到學務委員，深刻體會到與選民溝通，把基礎建設做好的重要性。以親和與熱情，要建立傾聽
民意又有遠見的政府。

Burnaby-Lougheed, NDP
Katrina Chen Campaign Offi ce open on April 1, 2-4PM
Inside Lougheed Mall, 2nd Floor, use the London Drug entrance, Top of escalators.
Phone Number: 604-421-1297

邱麗蓮 Lyren Chiu

憑著使命感從教育界跨入政界，將致力為教育與醫療，以及省民日益增加的生活負擔請命，也為中醫納入醫療體
系來打拼努力。

Richmond North Centre, NDP
Lyren Chiu Campaign Offi ce open on April 8
105-5751 Cedarbridge Way Richmond, BC
Phone Number:  604-370-1042

康安禮 Anne Kang

從三屆市議員的經驗出發，相信一個好的政府一定會聽取人民的聲音。要為一般與特殊教育，以及 Burnaby 醫院
爭取應有的提升與發展。

Burnaby – Deer Lake, NDP
Anne Kang Campaign Offi ce open on April 8
229-5000 Kingsway, Burnaby, BC.  2nd Floor, use the Royal Bank entrance.
Phone Number: 604-346-6732

林欣呈 Conny Lin

從一個神經科學家到競選省議員，以科學數據加上絕不退縮的精神，要推動更多年輕企業家，回到靠近父母生活
的地方工作與居住。

Vancouver - Mount Pleasant, Liberal
Conny Lin Campaign Offi ce
603 East Broadway, Vancouver, BC
Phone Number: 604-606-6000

馬博文 Bowinn Ma

看見第一代移民的辛苦與努力，溫哥華機場擴建專案土木工程師， 志在改善教育與民眾生活水平，並推動建立長
期規劃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

North Vancouver – Lonsdale, NDP
Bowinn Ma Campaign Offi ce
1309 Lonsdale Ave (@13th St.), North Vancouver, BC
Phone Number: 604-770-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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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特殊的歷史情結，曾經有不少訪台人士，談到遇見台灣選
舉彷如全民運動，人人談起政治，其熱鬧與熱情程度，以及選前之
夜的沸騰，讓他們印象深刻。來到加拿大，相對地好像較冷漠，一
時不留意，聽到選舉到了，轉眼已選完，更遑論日常對政府政策與
社會議題保持高度地關切。這一方面或許說明台灣是一個正在進步
中的公民社會，另方面看似民主進步的加拿大社會，卻由於移民組
成的社會體質，投票率偏低。即便有去投票，但平日真正投入的關
注卻相對薄弱，疏忽了人人手中這一票所代表的民主意義與重要
性。

上一代台灣人在長久壓抑戒慎恐懼的環境中生活，有相當比例的
人，說歸說談歸談，還是有所謂不參與政治的習慣。相信大家都已
注意到，今年BC省選一舉出現五位傑出台裔年輕候選人，而且清一
色是專業優秀的女性。台加文化協會上月邀請她們五位前來與鄉親
社區會面，她們談吐間表現的專業與自信；致力投入選區公共事務
的熱情；要讓BC省更好的決心，在在讓人刮目相看。這是一個讓人
興奮的現象，台灣人鼓勵子女服務社會，不分男女，勇敢追尋自己
的理想。讓我們也一起來投入關心，支持這股提昇社會的力量。

「Reading Taiwan閱讀臺灣」，一個包含臺灣文學英譯作品書展、
作家紀錄片、文學電影欣賞及講座的活動，即將在五月亞裔傳統月
節中在台加－台灣文化中心舉行。其中靜態展出，有紐約哥倫比亞
大學發行的臺灣現代文學系列、前文建會，現今文化部長期推動的
文學作品英譯書籍、The Taipei Chinese Pen中華民國筆會所出版的
當代臺灣文學英譯季刊，以及美國其他出版社發行的單行本。幾乎
網羅所有北美出版發行的台灣文學經典。而剛獲得今年台北國際書
展大獎的出版品，以及文學電影的中文原著亦同時參展，機會難得
讓人興奮。請參看第31頁進一步的活動資訊，隨時留意這個月台加
網站、臉書消息，並請拭目以待！

提起一向深受會員喜愛的台加旅遊活動，不論是回台尋根，南下美
國，或是遠遊歐洲，參訪行程的精采除了帶來對自然與文化的心靈
洗禮，會員同遊的歡樂情感交流，也總讓參加旅遊的人回味無窮。
有些會員已等不及今年特長的冬天過去，頻頻詢問今年要到哪兒，
甚至簡章還沒出來已搶先報名。台加今年除了繼續幾個膾炙人口的
經典旅遊，讓曾耳聞卻尚未參加過的人再有機會之外，將特別為第
二代與非台裔女婿媳婦，籌辦一個英語台灣自然人文之旅，與上述
的「Reading Taiwan」活動一樣，無非想藉此增進English speaking
的加國親友，與台裔第二代對台灣的認識與了解。

自1991創會以來，台加歷任理事長與理事們，無時不以台加創會宗
旨的精神，致力匯集台裔社區的力量，提升台灣人在加拿大社會一
份子的形象與地位。剛舉行的2017年會後，新的台加理事會將以更
年輕的面貌與思維，繼續帶領台加往前行。在此台灣移民新生代更
深一層融入加拿大主流社會之際，台加－這個台灣人的家，期待您
繼續的關懷與支持，共同努力讓台裔社群不是人數多寡，而是因著
對加拿大多元社會發展的參與和貢獻，台裔被看見被認識被尊重，
更同時讓我們的故鄉台灣文化也在加拿大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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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認識台灣 ·

圖文 / 張幼雯

在台灣一些靠近人們生活圈的公園社區、街道路旁的櫻花樹，人稱「櫻花菜市場」，雖拍不出山

嵐飄中櫻花林之絕色，但朵朵寒櫻在陰天暮日光影幻化中，或白嫩紅粉淡如少女，或倏然濃妝如

嫁婦，有牡丹色澤的貴氣，也迷了行春探櫻人的眼。

今年台灣先暖冬後寒流，許多中高海拔的櫻花林多亂了花期。台灣中部山谷的武陵農場是少數沒

有誤期，八重櫻盛裝準時笑顏迎人。台灣茶人藝術家張文在七家灣溪畔櫻花林下擺茶席品茗賞櫻，

泰雅族奶奶 Sige-Hayon( 漢名宋牡丹 ) 吹奏口簧琴 (竹片製作的泰雅族樂器 )，這樣另類的櫻花

「一期一會」，美極！ 是 2017 年的台灣櫻花季節值得描繪的一章。

行春賞櫻在台灣

【鏡頭下的故鄉】

攝影 / 陳舜仁

攝影 / 陳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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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品牌台灣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在陪伴桃米社區進行921災後重建的

過程中，從決定以生態村為重建的目標開始，即思考如何偕

同居民們從行為、價值、產出都要與生態相關，經過一年的

學習，社區居民才了解自己的家鄉有多精彩，是一名符其實

的「寶山」。在了解在地人文自然特色後，社區集體意識被

啟發，形成新的團結力量，「願景目標」設定後就勇往直

前，讓桃米自地震以來累積了令人動容的「桃米經驗」。如

前兩篇文章所說明:從桃米生態村出發，以「紙教堂新故鄉見

學園區」為基地逐步邁向社會企業的經營理想。而「再現埔

里蝴蝶王國計畫」，即是社會企業將利潤再次投入地域改造

行動的具體實踐。

蝴蝶的故鄉 - 埔里鎮

以台灣地理位置來看，埔里位居台灣的中心地帶，群山環

繞，生態豐富。「桃米里」位於南投縣埔里鎮西南側約5公
里，是埔里往日月潭必經之路，人稱「挑米坑仔」，其地名

源自清代魚池五城一帶米糧不夠，居民翻山到埔里購買，這

裡是挑夫們的休息小站，因而有「挑米坑」之稱，戰後改為

「桃米里」。海拔高度介於四百三十到八百公尺的桃米，有

六條大小溪流貫穿其間，保有相當面積的自然及低度開發地

區，擁有多樣的森林、河川、濕地及農業生態系，生態資源

豐富，面積約十八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千兩百人；過去以種

植麻竹筍等雜作為主要經濟來源，隨著台灣整體農村產業沒

落，社區中土地陸續休耕，人口流失老化，地震前是一個日

趨沒落，可說是埔里最貧窮的傳統農村，但豐富的自然生態

卻也孕育了種類及數量豐富的蝴蝶資源。台灣的蝴蝶種類共

有418種，埔里就已發現220種。

1960年代埔里一年外銷蝴蝶高達2千萬隻，來自各地的蝴蝶

以埔里作為集散地，加工地，讓老一輩的埔里人對蝴蝶充滿

回憶，埔里因而博得「蝴蝶鎮」的美名。但也因長期濫捕淪

為做標本，甚至以彩蝶貼畫的行徑，被環保團體冠上「殺

蝶、取蝶」的罵名。

桃米社區品牌建立之路(三)
―以再現蝴蝶王國實踐社會企業
文/ 陳郁秀

藝術家王振瑋所創作的蝴蝶蜂起裝置藝術

【國家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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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台灣 5
品牌台灣 ·

由殺蝶、取蝶到愛蝶、護蝶

2010年一群關心埔里未來的有志之士，經思考、討論促成推

動「埔里生態鎮」的想法，結合生態保育與生態產業的發展

為埔里找到未來發展新希望，洗刷罵名，爭取「愛蝶、護

蝶」的美譽，再現蝴蝶王國的風采。

延續「桃米經驗」的精神，首先進行資源調查工作，並由教

育學習切入，已培養出一群相當優秀的蝴蝶生態解說員，規

劃賞蝶路線，啟動蝴蝶輕旅行，透過特色文化生態見學，營

造大埔里的內涵及形象，創造新的綠色產業。目前已啟動在

大埔里地區四個鄉鎮國小蝴蝶生態教育環境的推廣工作，並

在社區公共空間、賞蝶步道、學校幫蝴蝶造窩外，參與式的

蝴蝶棲地營造已累積33點，透過自力營造、義工互助、勞動

假期、企業參與等活動，每年種下超過一萬株之蝴蝶蜜源及

食草植物，為埔里生態城鎮的營造跨出堅實的一步。而經由

各級學校、社區、產業、社團、政府部門行政人員及民代等

的陸續加入，使得跨域協力的氛圍逐漸形成。2013年台灣第

一支由鄉鎮居民自發支持的交響樂團「埔里Butterfly交響樂

團」誕生了，它開啟生活與藝術結合的濫觴，未來如何以蝴

蝶的元素為基礎及創作核心，轉化創造出不同形式的藝術

品，並從中再擇選可供應用的藝術品將其產業化，讓城鎮的

轉型有紮實的經濟基礎，以實踐「社會企業」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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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台灣6 · 品牌台灣

桃米傳奇：實踐社會企業理想

一個老舊沒落的社區，在地震危機中創造了奇蹟，與世界同步發展生態保育的基石，結合生態環境

的營造，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創造一個可以學習的「桃米傳奇」。

值此世風日下，資本主義無限上綱之際，生態環境遇到浩劫，人人唯利是圖，人文道德墮落，文化

環境遭殃，極端氣候威脅到人類的生存權，人類何去何從正挑戰這個世界。

「桃米經驗」由最小的社區行政單位改革帶起，它的草根力量也許正是改變世界的起點，就如同人

的健康要擁有健康的細胞是同樣的道理，優質的社區絕對是翻轉社會的動力。由桃米、紙教堂見學

園區到蝴蝶鏈的構想，是因一步一腳印的執行才得以實現理想，這種一方面培訓外部的執行能力，

另一方面培育內在的能量累積，充分體現台灣人民具優質DNA的特質，而「新故鄉」藉由實踐將它

激發出來。

「桃米經驗」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現正進行下一波的挑戰--社會企業理想之實踐，我們拭目以待這個

不斷前進，以人民集體生活與生命累積的「台灣品牌」即將以社區之成就、社區之美躍上國際，為

台灣在世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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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認識加拿大

聯合國的報告，指出人類百分之八十的死亡率，皆由水的不

乾淨所造成。本人在1968年從台灣前來加拿大研究所攻讀衛

生工程，畢業後在大學、政府機構和工程顧問公司，工作將

近50年。跟大家分享，如何將污水變為潔淨水的經驗。

前言

在1971年Saskatoon市建了一初級污水處理廠。結束了65
年，都市污水直接排入South Saskatchewan  River(河流貫

穿市中心，流向北方，將Saskatoon分為東西兩邊)的歷史記

錄。由於流量的增加和出口水經過初級處理後的品質不盡理

想，造成河流程度上的污染。所以在1984-1985，市政府本

身作一河流調查，結論是出口水中含磷量和氮量過高，造成

河流的滋養作用。省政府決定要市政府，先從除磷量著手，

將出口水的含磷量，低於1.0 mg/L  as P。

在1991-1994，決定以明礬(Alum)加入處理過程，以將出口

水的含磷量降到出口水的標準。由於大量明礬的加入造成厭

氧消化槽產生大量的硫化氫(H2S)，造成臭味的問題。在

1994-1996期間，改以三氯化鐵(FeCl3)來替代。結果出口

水的含磷量和全部懸浮固體物(TSS, Total Suspended 
Solids)達到省府規定的出口水標準，但是生化需氧量(BOD,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則無法達到標準。省政府和市

攻府同意，以加入化學藥物處理，直到1996年為止。

為著達到省政府規定的出口水標準(Table1)，和將來的出口

水標準(Table2)，市政府決定以生物滋養袪除法(Biological 
Natrient Removal，簡稱BNR)來處理。

Table1：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Effluent Quality

Parameters 1971 1991 1996
BOD(mg/L) 120 65 25
TSS(mg/L) 75-80 30 25
P(mg/L) as P 6-8 1 1
Fecal Coliforms
(Counts/100ml) 10,000 <200 <200

Table2：Saskatoon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Predicated 
Effluent Quality Requirements

Parameters 1996 2006 2011 2016
Flow(ML/d) 96 108 114 120
BOD(mg/L) 25 25 25 10
TSS(mg/L) 25 25 25 10
Phosphorus
(mg/L as P) 1.0 1.0 0.5 0.5

Ammonia
(mg/L as P)

_ <1.0 <1.0 <1.0

Total Nitrogen
(mg/L as N)

_ _ _ <5.0

Fecal Coliforms
(Counts/100ml) <200 <200 <200 <200

這處理系統在1996年5月完成。當時全北美洲最大的BNR處
理廠在Saskatoon市

Saskatoon 最美的風景
最新科技處理都市污水(24小時後，污水變為清澈水)

圖文/黃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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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認識加拿大 ·

生物滋養袪除處理法

此污水處理法是利用厭氧作用(Anaerobic)，限氧作用(Anoxic)和喜氧作用(Aerobic)的組合，以微生物和生物來去除污水中

的磷和氮的處理法。Saskatoon市BNR的處理流程(Figure2)

Figure1 ：Plant View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Figure2：生物滋養袪除處理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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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認識加拿大

此處理法的優點：

可節省操作費用：如以處理每日10,000立方米的廢水為例，較以加

強化學的一級處理法的操作費用便宜，每年約可省加幣700,000。

減少環境污染：此處理法不需添加任何化學凝結劑，如明 礬或是三

氯化鐵等。

無需菌種：處理過程中不需添加任何額外培養的菌種，可利用各種

不同的微生物在不同的環境下，來處理廢水。

節省處理時間：以除氮為例，此處理法需固體停留時間為8天，而

活性泥法的固體停留時為則需98天，但仍然無法達到同樣的處理效

果。

增加收益：由於廢水中的磷被去除，因而提昇生物污泥的肥料價

值。

循環利用：處理後的放流水，其生菌數約在每100毫升中含10以
下，利於回收循環作用如灌溉或再處理可達到食用水的標準。

回復生態平衡：以加拿大沙市為例，其都市廢水經過一級處理並加

上化學處理後，放流入環繞該市之沙河中，由於長期污染，致河水

缺氧，水草滋生。 自1996年起利用BNR處理法來處理，4年後沙河

的河水己回復原來的澄清面目，達到生態平衡的效果。

除上述的優點外，綜合其他的優點，見Table3

結論

在Saskatoon市的都市污水，經過BNR 24小時處理後，變得十分地

清澈。處理後的出水口的水質，不僅達到省政府規定的標準，更重

要的是使環境的生態得到平衡。

Table 3：生物滋養袪除處理法的優點

作者：黃政平工程師

Former Branch Manager, Wastewater Treatment & Lifts 
Branch, City of Saskatoon, SASK.,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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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認識加拿大 ·

Making Every Day Earth Day
Earth Day began in 1970 when a perfect storm of public awareness, political will, and dedicated activism converged to cre-
ate one of the largest demonstrations in human history.  More than 10,000 events engaged 20 million people across Amer-
ica.  Everyone from housewives to Hollywood actors took part in the fi rst Earth Day events. The passage of the landmark 
Clean Air Act, Clean Water Act, Endangered Species Act and many other ground breaking environmental laws soon followed.  
Over the years, Earth Day has continued as an annual call to action from classrooms to board rooms.  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fi rst Earth Day has only grown as Earth Day events have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Twenty years later, Earth Day went global, mobilizing 200 million people in 141 countries and lift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onto the world stage.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now participate in Earth Day activities each year, making it the largest civic 
observance in the world.

Since then, Earth Day has been a catalyst for ongoing education, action, and change.  Our mission is to carry the enthusiasm 
and spirit of Earth Day into the 21st Century to meet today'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Five things we can do on Earth Day to celebrate the Earth and observe the environment:

• Think globally while acting locally through our Earth Day
celebration at Stanley Park! Join us for a day of hands-on
ecology through restoration activities, conservation ac-
tion, crafts and booths for the whole family, and a tour to
visit our local heron colony. Learn about the various con-
servation initiatives of the Stanley Park Ecology Society
and how our work is supporting wildlife. Festivities kick
off at the roof deck of the Nature House!

When: Saturday, April 22, 10 a.m. to 3 p.m.
Where: Stanley Park Nature House, Lagoon Drive

• What better way to observe Earth Day than to learn about
those buzzy little protectors of the planet. Learn about
Burnaby’s mason bee condo volunteer program and join
beekeeper to observe an active demonstration hive at the
Happy Earth Day Pollinator Workshop.

When: Saturday, April 22, 10 a.m. to noon 
Where: Discovery Room in Burnaby Village Museum 

• Possibly the largest free Earth Day event in the Lower
Mainland, Surrey’s Party for the Planet is on again this
year on Saturday. There will be concerts and performanc-
es on different stages throughout the day.

When: Saturday, April 22, 10 a.m. to 7 p.m.
Where:  The Plaza at City Hall, 13450 104th Ave., Surrey

• The Earth Day celebration in North Vancouver this year
is at Mahon Park. Help us plant native trees and shrubs
in the revitalized Mahon Park native plant demonstra-
tion garden. There will be a variety of community display
booths and great prizes to be won. It’s a day full of fun and 
activities for the whole family! Tools to dig the plants and
light refreshments will be provided.

When: Saturday, April 22, noon to 4 p.m.
Where: Mahon Park, North Vancouver

• In Vancouver,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Earth Day events
is the Commercial Drive celebration. There’s a parade at
Commercial and Broadway and then a festival continues
throughout the afternoon at Grandview Park.

When: Saturday, April 22, 1 to 5 p.m.
Where: The parade will begin at Commercial and Broadway

When: Saturday, April 22, 10 a.m. to noon 
Where: DiDiiDiiDiiiiiDiiiiD scscscscscsscscscscscscscsccscscccs ovooooooooooo ery Roooooomomomomomomomomomoo iiiiiiinnnnnnnnn BuBuBuBuBuBuBuBuBuBuurnrrrrrrr aby Villag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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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歷史專題

口述 /廖純如   記錄 /許慧珠

我的父親廖萬督醫師，生於 1917 年雲

林二崙鄉來惠村。因他的祖父是地主，

所以父親從小就生長在相當富裕的家

庭。

二崙鄉醫療的先驅

父親小時候常看到佃農來家裡向他祖父

求情，希望少繳租稅，他的祖父基於同

情也只好答應，卻說：「我少收你的，

但你不能告訴其他人喔！」父親年紀雖小，卻認為既然要少

收租稅就該人人平等，不應有差別待遇。他從小就有平等觀

念及悲天憫人的胸懷，長大後赴日習醫多年，畢生以關懷弱

勢、濟世救人為職志。

父親在日本完成學業返回台灣幾年後，開始積極投入二崙鄉

衛生所的籌備工作（於 1950 年 6 月 1 日正式成立）。當時

衛生所沒有醫務設備，父親就以自己的家當醫務所，開始為

鄉民服務。同時首創二崙鄉的衛生保健制度，讓鄉民擁有免

於疾病的恐懼。

他後來得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計劃，特別注意學童疾病

的防治，同時靠自己研發及調配的藥物，為兒童及鄉民治療

頭癬、頭蝨、砂眼、瘧疾等疾病，在當時環境衛生不良，流

行疾病猖獗的情況下，父親本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

教導民眾注意衛生防治疾病，對社區醫療貢獻很大。

我童年時（大約 5 歲）最快樂的回憶就是，父親每天從衛生

所下班回家時騎著腳踏車，車上掛著一串香蕉或其他好吃的

東西。父親稍事更衣後，隨即牽著我和妹妹的手，在鄉下住

家四周圍巡視我們的水稻田。父親閒暇時，對水稻品種的改

良研究最有興趣，也因此獲頒許多獎狀。

1950 年，父親第一次被國民黨捉捕入獄，因查無證據，不

久即被釋放。那時二崙鄉新建的衛生所已經落成，父親在衛

創傷的回憶：我的政治犯父親廖萬督

我

林

所

庭

二

父

求

情

生所看病人時，總看到有人在監視他。1951 年有一天，我

在鄉下住家院子玩耍，看到衛生所職員騎著腳踏車氣急敗壞

的來告知母親，說父親已被紅吉普車載走（國民黨捉人的車

子），關禁在斗六。

母親與叔公黃文陶醫師隨即四處奔走打聽，才知道父親因

「匪諜」罪被捕。二崙鄉民見到敬愛的醫生無緣無故含冤被

捕入獄，遂集體向政府陳情。誰知愈陳情罪愈重，父親本來

被判刑七年竟加到十年，後來又陳情，結果判刑十二年。父

親請求鄉民不要再陳情，否則如此有群眾基礎的人物，必定

死罪難逃。

酷刑 +12 年苦牢，家人受盡屈辱

此此時我們一家人即開始嚐盡人情冷暖。親戚朋友都怕被牽

連，不敢與我們來往，人們在背後對我們指指點點，稱我們

為「匪諜的孩子」，受盡歧視屈辱。有什麼事比小孩受到傷

害，令一個母親更為悲痛？母親當時又要獨自撫養小孩，所

承受的巨大壓力可想而知。國民黨政府如此殘暴無虐對待善

良百姓，匪夷所思。

父親入獄後，受盡慘無人性的酷刑，包括被輪番審問不准睡

覺、用針刺入指甲等。1953 年，被送到位於台北市青島東

路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當時清晨五時被點名者，就帶出去

槍斃。當我看到電影《悲情城市》演出這一幕時，就如同我

父親告訴我們的一樣。我再也不能自己而痛哭失聲。想到父

親這樣一位充滿愛心、熱衷音樂藝術、又頗富研究精神的青

年精英（入獄時 37 歲）竟受到暴虐政府的無由殘害。

1954 年父親判刑確定後，被送往新店安坑的軍人監獄服刑。

媽媽每次帶我們去探監，都帶著大包小包吃的東西，因路途

遙遠要坐客運、火車、三輪車還得在親戚朋友家借宿。去到

監獄又要通過層層關卡，還把帶去的東西分送給警衛及獄卒

人員，等見到爸爸時已所剩無幾了。如今每想到爸爸穿著短

褲拿著臉盆出來裝東西的那一幕景象，我還會心酸落淚。

父親曾說獄中生活其實很自由，隨你愛做什麼愛說什麼；但

父親曾因痛毆被安排在獄中打小報告者，而被關小屋（編按：

即單人禁閉室，政治犯稱為黑房）三天三夜，動彈不得苦不

堪言。

蔣經國多次去獄中視察，鼓勵受刑人說出心中不滿。那些人

後來卻被痛打，甚至被槍斃掉，這種欺騙人民的做法與共產

黨有何不同。

出獄後，繼續被臨檢騷擾

1960 年我國中一年級時，父親因生病需住院開刀，而被送

往基隆軍醫院。開刀前一天我們去探視父親，父親被關在精

神病院的鐵籠裡，當我們穿過兩旁關著狂喊尖叫伸長手要抓

我們的瘋人時，幾乎被嚇得魂飛魄散。

親

年

1
媽

遙

監

人

褲

父

父

即

堪

蔣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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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年，純樸的雲林二崙鄉發生一件白色恐怖案

件：「鍾心寬案」，牽連二十餘人坐牢，案首鍾心

寬被處死刑。廖萬督醫師，官方方指控他加加入組織，

閱讀左翼刊物，就這樣他坐了 12 年牢，這還不包

括酷括酷括酷刑刑、刑 虐待虐待虐待等「等「等 基本基本基本消費消費消費」。」 其實其實其實他是他是他是 位一位位充滿充滿充滿

愛心愛心 熱、熱衷音衷音樂藝樂藝術術、很有很有研究研究精神精神的青的青年年，當年當年

二崙鄉的衛生所和保健制度，就是由他一手籌建

的。的

手術癒後，父親接著被送往台東泰源監獄服刑。台東因位置

偏遠，醫療人員非常缺乏，父親被准許在監獄的醫務所重操

舊業，為受刑人及原住民看病。父親在泰源監獄服刑的四、

五年，過得算是比較愉快。

1964 年我高中二年級時，父親服刑期滿，我們因在台北就

學，無法前去接他，由表叔到台東接他出獄。父親回鄉時，

受到鄉人熱烈歡迎。因母親已在台北開設惠仁診所，父親旋

即北上到診所看診。但國民黨政府還不善罷干休，每每三更

半夜，催命似的敲門進來臨檢；翻箱倒櫃一番後，又順便到

左右鄰居去騷擾，擺明要讓我們無臉見人。

1968 年，父親因始終無法

忘懷沒有醫生的原住民，一

心一意想去無醫村工作，遂

帶著我和妹妹去花蓮縣光復

鄉，開設惠仁綜合醫院。記

得當時我們深夜到達，新來

乍到，行李都尚未打開，隔

天一大早，就有人送來一個

臉色已發黑的嬰兒。因缺乏

設備，剛開始父親只能口對口人工呼吸進行急救，經父親三

天三夜不眠不休的照顧，嬰兒才脫離險境，父親卻因此感染

肺炎。父親說如果嬰兒不治，他就要帶著未打開的行李，打

道回府。還好救活了，從此父親在台北與花蓮兩頭奔波，忙

於兩邊的院務。

1970 年我出國赴美，與夫婿施興國團聚。1975 年，父親應

美國醫院之邀，赴美演講針灸的方法及療效，我才知道父親

在獄中讀了許多針灸的書，並以

自己當實驗對象，自行摸索研究

學會針灸。我出國後，父親與台

北、新竹一些醫療院所合作，治

療許多耳聾、小兒麻痺等病患。

當時因醫療的對象都是貧窮及殘

障人士等弱勢團體，並且是義務

服務，拿不到診療費，父親出國

前想傳授他所學的技術，竟沒人

想接替他的工作，使他十分失望。

出國行醫救人，又遭不測之禍

父親來美國時，當我們經過麻州時，有位台灣人教授因打球

腳受傷已有 8 個星期不能行走，經朋友介紹，立即拄著拐杖

趕來求助。父親就幫他做針灸，15 分鐘以後，父親請他站起

來走走看，我們都半信半疑，不敢相信，沒想到那教授竟慢

慢站起來，而且真的能走路了。教授非常高興，隔天立刻開

車載我們去玩，他說他已 8個星期不能開車了。

父親既然出國，我們就沒打算讓他回台灣。當他結束美國行

程後，曾來渥太華（那時我們已搬到加拿大）跟我們同住半

年。同年（1975），住在日本的大姐、姐夫（也是醫生），

也幫父親申請到日本紅十字醫院工作。父親充滿愛心、認真

負責的態度，受到日本病人的愛戴及敬重，並到處受邀演講。

1978 年，我們在國外驚聞父親在獄中的好友十多人，又株

連被捕入獄（因 1976 年 12 月發生的陳明忠案），要不是父

親已經出國，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我們暗自慶幸做了正確的

決定。

不幸的是，1982 年 4 月一個深夜，父親應病人要求深夜趕

去醫院（東京礦工醫院）急診，竟被一名喝醉酒的日本人一

拳打倒，從樓梯上滾下來摔成重傷。我立即飛去陪他，見父

親傷勢嚴重，悲痛不已！

我無法明白這麼一位不為名利、無私奉獻自己、做人家所不

願意做的、付出別人所無法付出的偉大情懷的爸爸，為何上

帝及菩薩沒保佑，而屢遭如此殘酷不幸？我也只能無言問蒼

天。

1984 年 8 月，父親逝世於日本神戶，享年 68 歲。

口人工呼吸進行急救 經父親三

在

自

學

北

療

當

障

服

前

想

廖萬督醫師與夫人▲

▼ 廖萬督醫師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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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 李秀

總裁獅子心，躍向東台灣

豬頭嚴長壽，教育的方式

「這次返台灣，來去台東拜訪汝的老長官嚴總裁。」李蓮子

對兒子說。

「伊的團隊攏是付出的工作，咱袂當奉獻啥，恐驚會增加伊

的困擾。」蘇成有些猶豫。

「幾年前遇著伊，是伊腎癌開刀了後，準備退休欲搬去台東

隱居。」

「在台北，我和伊作伙八年作伊的部屬，到現此時，伊的理

念對我，無論在職場或者生活上，攏用會著，真正是受益無

窮。」

「竟然有人影響汝赫深，當然我愛感激伊，也想欲多了解

伊。」為母者準備著行旅，一面回憶著：「十幾年前伊全家

移居來溫哥華，咱兩家作伙食飯，伊將汝欲請的錢硬塞入汝

的口袋仔，疼惜晚輩的舉動叫人深刻，後來伊閣搬返去台灣

矣。」

李蓮子記得在台灣和嚴長壽第一次見面，是他才出版《總裁

獅子心》。她自己出了十幾本書，除《井月澎湖》外，大都

一刷而已，但嚴總第一本著作就造成轟動，並成為台灣出版

史的暢銷書。

「歹勢！在大作家面前講冊。」他哈著腰謙虛的說：「這世

人無想著我會出冊，彼是當年對一群少年朋友的演講，出版

社希望用冊名《總裁獅子心》來出版，本來我感覺這个標題

有霸氣，但是編輯講予少年人讀就是需要號這款的名才有

力。」

他的謙卑措辭彷彿就在昨日，但卻已飄過幾十年的風雨歲月

了。

溫哥華窗外楓紅橫飛，這趟回台灣，老母享受商務艙，抽到

獎和出錢的人反而坐經濟艙，感受家庭女性的特權。但是如

何讓一家人坐位靠近些，這時母子在電腦前操作機票事宜，

一下就處理妥當。

「就按呢簡單？我毋知在電腦會當自已處理，害我一直打電

話，閣去旅行社請人幫忙。」老爸鬆一口氣。

「汝毋知的代誌是誠濟矣，現在是啥咪時代，閣用傳統的方

法，笑死人。」他們三不五時有代溝，而且爭執起來沒完沒

了。有一年過年，小子在醫院渡過，因他好不容易錄取當義

工，大年初一到 Burnaby Hospital 上志工訓練。之前老子在

醫院倍受照顧，他要報答。這世間，單觀賞他們父子互動就

熱鬧非凡。小子被公認孝子，但跟老爸鬥嘴也很厲害。通常

父子衝突，為母者自然站在兒子這方，生命中的輕和重，有

時是沒有界限，李蓮子試圖轉話題，轉到兒子喜愛的主題，

嚴長壽！

「嚴總就有講過，傳統已經無法度適用現今的社會。幾年前，

提伊彼本《教育應該不一樣》去揣教育部長希望教育有所改

善，因為現代是一个將欲消失的時代，比如兒童的未來，欲

解決的問題現在猶未發生，未來怹欲做的頭路，現在猶未出

現，袂使閣使用幾十年前的教育體制，訓練台灣未來的主人

翁，結果伊發現家己閣做一擺豬頭，其實伊不時攏咧提醒每

一个有管理權力的人。」

嚴長壽的思維像極了荒雞的行為，荒雞常在半夜人們沈睡

時，不顧一切地啼叫，讓迷夢被吵醒的人惡感惱怒。儘管荒

雞有徒勞無功的無奈，但他可是一個先知。

「嚴總時常和伊的好朋友，明明知影無效果，但是看時政偏

到太離譜，猶原戇戇提出建議，當等予官大人拒絕時，才親

>>> 接續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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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作夢初醒仝款，事後用這句《豬頭》來自我消遣。續落來，

伊去台東設一个公益平台，推廣政府無法度作的理想。」蘇

成開始侃侃而談，果然引起他的興趣，多少消減家中快燃起

的火藥氣味。

總裁獅子心

「感謝關心，我個人主張自己站起來。」2016 年� 7 月天，
一個超級颱風橫掃東台灣，蘇成一家人在溫哥華擔心均一學

校的狀況，嚴總裁如此回應。

「尼伯特颱風重創台東，均一也無法避免。當時有一百多各

地音樂營伙伴住在宿舍，十七級颱風有地震的感覺，整個操

場變成游泳池，屋頂太陽能板全被摧毀。」

「第一時間決定，不依靠外力，號召所有同學家長老師自己

重整校園。作為客人的音樂營同學繼續練場，15� 號在台東演

藝廳照常表演。將來兩極化的氣候會越來越嚴重，面對災難

相對變大。」

「儘量不濫用外面資源，始終覺得每一災情大量的募款，往

往為了分配變成爭議。主張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把資源留

給更該幫助的人，對孩子也是一種學習。」

「人生本來就是充滿挑戰，要學會自己站起來。大家都是辛

苦賺錢養家活口，有精神的鼓勵就是最好的給力，台東永遠

等著您！」

人生每個階段，都充滿驚喜。從美麗的溫哥華別墅，搬回台

灣到偏遠地區作公益平台。開始有人要頒榮譽博士或總統勳

章，他都謝絕了，正式宣布不再接受任何獎章名位。人到無

求品自高，不再為任何的表象成就而工作，有取有捨，人生

依然無限美好，這是總裁獅子心，目前的境況。

「我已經七十，得過癌症只有剩一个腎，一步一步放落過去

輝煌的事業，從來無擔心和懼怕，舊年才將最後一筆房貸付

清，但是生命是無比豐富。共恁逐家當作我終身的學生，看

我猶原無放棄，走在頭前，恁就愈有勇氣面對困難。」他凝

視著伙伴，沉思一下繼續說：「如果上帝給我� 10 年生命，

予我回到� 60 歲，我無願意，因為這樣就沒公益平台，如果

上帝要給我� 20 年生命，予我回到� 50 歲我也無願意，因為這

樣就沒總裁獅子心，和後來出版的� 10 本冊，如果上帝要給

我� 30 年，予我回到� 40 歲我也無興趣，因為這樣就失去我做

觀光協會會長，推廣台灣到世界的機會，如果上帝要給我� 40
年的壽命，予我回到� 30 歲我愈無興趣，因為這樣就沒有亞
都飯店！夥伴們，真感謝，我的生命是因為有大家的參與和

認同才精彩豐富。」

叱吒風雲的法國皇帝拿破崙� (Napoleon 1808 〜� 1873) 曾寫
信給小學畢業的法拉第說：「讀著汝在科學的重要發現，才

了解我過去的歲月，浪費太濟的時間，在無聊的代誌。」

這時的拿破崙是滑鐵盧戰敗後，被流放到聖赫勒拿島� (Saint 
Helena Island)� 的心情。嚴總裁獅子心，放下輝煌，摘取平
淡，這和拿破崙放下身段的意境是不一樣。世間的榮耀利祿，

如沒有慈悲和道德的兩股力量作翅翼，能算真正的勝利和成

功嗎？

秋雲，空極無雨的秋雲，在成熟的稻田裡，看到了自己的充

實和美滿。

>>> 接續上文

【教出好孩子】

媽媽抱抱

從子宮來到花花世界，對嬰兒來說，一切都是新鮮的，

但也是陌生的。在子宮中緊緊被羊水包裹著的溫暖和安

全感：必然還在記憶裡，所以幾乎所有嬰記都喜歡被抱，

而且有些孩子要被抱好久才滿足。

心理學家艾瑞克森 (Erik Erikson) 從社會心理危機的角

度指出，零到一歲的嬰兒是發展對人的安全感。培養對

人的信任感和親密感的重要時期。不管是肚子餓了哭，

尿布溼了哭，或是需要人抱而哭，都是一種求救的呼喚。

有人去回應這些需要，孩子就會產生滿足和安全的感

覺。

別讓孩子失去自主力

三歲決定一生的說法，往住讓父母們擔憂會不會少做了

什麼，耽誤了孩子；也會心急，是不是錯過了，孩子會

真的輸在起跑點。

孩子大約三歲時。腦細胞數量會達到成人的百分之

八十，不過，即使腦部大小已和大人十分接近，但在認

知和社會心裡需求的發展上，仍在學習階段。

幼兒階段是孩子建立安全感和對人信任，萌發自主性、

好奇心和自動自發學習精神的關鍵時期。只要引導得當，

孩子將會對自己有能力學習這件事充滿信心，那是孩子

一輩子最需要的動力，這才是三歲就不能決定一生的關

鍵。

親子學習樂園

孩子大約一歲左右時會發現自己是個獨立的個體，在這

之前，他以為他和媽媽 (或是主要照顧者 )是一體的。

這發現是喜悅的，孩子會開始到處去探索，尤其配合走

路，更擴大了他的活動範圍。生命在這時充滿了好奇，

但也充滿了恐懼，因為最大的恐懼是媽媽會不見。

文 /陳姝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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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位於溫哥華市東北部的安寧院，有些古堡式建築的味

道，我以前曾經來過，探視由我們醫院轉來的病人。這次舊

地重遊，它的房舍依舊整潔，環境依舊清幽，花園的草木依

舊扶疏，只是裡面的住客已不知更換了幾百個回合 ?! 斗換

星移，人去物存。此情此景，讓人對於生命無常更有一番特

別的體會。

在加拿大，安寧院或安寧之家 (hospice) 和安寧病房

(palliative care unit) 有些不同：前者通常是獨立的房舍，類

似生命末期者 (醫生評估大概還只有三個月左右存活期 ) 的

照護中心；後者則附設於大醫院，是專門處理末期病人一些

包括疼痛難當、呼吸困難等特殊棘手急性症狀的地方。雖然

絕大多數的病人都在醫院走完他們的一生，然而症狀處理完

畢，回家接受居家安寧療護，或被送到安寧之家渡其餘生的，

也不在少數。

我們志工在醫院的主要任務是陪伴病人和家屬。有時和他們

熟稔了之後，偶爾會遇到少數病人在被轉送安寧院或出院回

家前，邀請我們前去探訪他們。這種事醫院不鼓勵，但也不

禁止；順其自然，由當事人自行斟酌決定。在我將近八年的

志工生涯中，遇到過這種要求的，其實屈指可數；其他志工

的經驗也是類似。而我們也都盡量配合，騰出時間去訪視他

們。

這天，我來這家安寧院，卻完全出於「主動」，沒人邀請或

要求我；甚至連我要探視的病人 – 茱蒂 (非真名 ) 都不曉

得我要來。我來，是因為我想再看看她。

茱蒂是我兩個星期前值班時認得的末期肺腺癌病人。才

三十八歲，枯瘦的她，頭髮已經完全掉光，兩眼深陷，在在

顯示她已經走到人生的盡頭。年紀輕輕就得絕症，而且在世

時日寥寥可數，照理說，當事者一定會覺得冤枉、倒霉，而

怨天尤人的，但是，茱蒂表現出了讓我意外的安祥、自在、

從容。

她不只大方地和我談論她的病情與治療經過，而且笑容滿

面，甚至時而發出「呵呵」爽朗的笑聲。另一方面，在她床

邊陪她的先生吉姆 (非真名 ) 反而靦腆而寡言；只是深情且

不捨地兩眼緊盯著即將離他遠去的愛妻。

【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

知足 感恩 珍惜

文 /許建立

“陪伴，在離別前”一書收集了一些曾在台加月刊發表與許多未曾發表過的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書中將作者在安

寧病房所見種種，分門別類；希望讀者可以從裡面學得一些書本或學校從不曾教過的功課。

“陪伴，在離別前”每本 $15；如果需要，他也可以為購書者簽名。所有書款均將捐贈羅東聖母醫院的安寧基金。有

意贊助購買者，請前往台加文化協會 (TCCS - 8853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謝謝 !

茱蒂說她和吉姆是中學同班同學，當時卻非情侶；直到兩人

到不同的城市上大學，在一次同學會重逢後，才迸出了愛的

火花。交往了幾年，感情直線上升，恨不得天天廝守在一起。

畢業後，就結婚了。

「嗯，有情人終成眷屬；真好。」我為他們慶幸的同時，又

問道：「算起來，你們結婚有十幾年了。幾個孩子？」

我問得好像很自然，然而，聽了我的問話，吉姆沒說話地低

下了頭；茱蒂原先的笑靨也僵住了。我直覺地想到我也許觸

犯大忌地問了不該問的問題，正要道歉時，卻見到茱蒂臉上

立時又堆滿笑容，爽朗地說：「我們沒有孩子 – 那是我們

共同的決定。」

我沒說話，不敢再自作聰明地胡亂發問；只是靜靜地等待，

希望她會說下去，或者轉換個話題。時間度秒如年，整個病

房安靜得好像每個人都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不一會兒，只

見茱蒂伸手去牽拉住吉姆的手，一邊深情地看著她的丈夫，

一邊說出他們的故事：

原來，茱蒂來自五個孩子的家庭。她是老么。從小就深得父

母、兄姊的疼愛；說她「集三千寵愛在一身」也不為過。但

是，好景不常，她高中期間，父母相繼因癌症離開；大學時

期，兩個哥哥、一個姐姐也罹患不同的腫瘤惡症而先後去世。

碩果僅存的大姊在茱蒂結婚那年，也被查出有腦瘤…。說到

這裡，茱蒂低下頭，停了一會兒，輕聲地說：「現在連我也

逃不過這一劫數！」說完，重重嘆息著。吉姆趕快靠到床邊，

環抱著愛妻的雙肩，把下巴輕輕靠在她的頭頂上，同時，嘴

裡喃喃地，應該是在說著安慰她的話吧？

有這麼慘的事 ?! 真是多災多難的家庭！我心裡這麼想著，

卻言拙詞窮地不知說什麼好。「既然我們家癌症的基因這麼

強，於是，結婚後，徵得吉姆的同意，我們決定不要有孩子，

以免無辜的他們將來極可能也要連帶受罪。」茱蒂下了這個

結論；說完，緊接著向吉姆說：「謝謝你的諒解與合作，吉

姆！」

正當我替他們難過時，耳邊又傳來茱蒂如鈴般輕快的笑聲：

「不過，雖然還這麼年輕就得絕症，我卻無怨無悔，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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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文學天地 ·

起沒先告知；你們有話談，我稍後再來吧！」一邊說著，就

一邊轉身，預備退出。

「啊！是你？」茱蒂看到是我，忙著要我留下，「你不算外

人了！」一句話讓我頓時覺得非常窩心。聽她這麼說，我就

在吉姆旁邊坐了下來。想到含淚欲滴的吉姆，我卻不知如何

開口，就只輕描淡寫地問茱蒂這個地方住得慣不慣。

她仍不改她爽朗的個性地哈哈大笑了幾聲，然後說：「不錯

了！雖然不是五星級飯店，這兒樣樣俱全，還有護理師呢。」

我跟著點點頭，卻不知如何接口，只好轉頭過去看看吉姆，

拍拍他的肩膀。想不到這一拍，把他的眼淚給「拍」出來了。

我正有些驚慌失措，只見吉姆已經自己拿了面紙拭淚，而茱

蒂則是面有淒色，一邊握緊先生的手，一邊清了清喉嚨地對

我說：「不怕你見笑，我們剛剛就是在談生離死別這件事。」

接著，又「唉！」了一聲嘆氣道：「吉姆就是看不開。」說

著，又面對吉姆說：「我知道你會難過，但是，事情既然發

生了，我們就共同來面對它。難過是無濟於事的；要緊的，

是用正面的態度來看待它。」看看吉姆沒說什麼，茱蒂又繼

續下去：「我們雖然在一起只有短短的十幾年，好像有些不

甘心，但是即使天長地久也會有時盡的，不是嗎？還不如充

分把握在一起的每一分鐘，就像我們一樣！」說完這，她用

慎重其事的口氣對吉姆說：「請你記住了：我們都要時時知

足、感恩 – 對於你我的緣分，對於你我彼此的情誼。不管

以後我在哪裏，我都會抱持如此的態度，我也希望你這麼做。

然後呢？就讓我們期望來生再聚首、續緣。有了強烈的信心，

願望就會實現的！目前呢 ? 就讓我們珍惜還能夠聚首的每一

秒鐘吧！」

一番話說得吉姆頻頻點頭，也聽得我泫然欲泣。

我離開前，除了請他們兩位都保重之外，也謝謝茱蒂教我「要

知足、感恩、珍惜」的生命功課，更預祝他們來生再續盟約。

走出大門時，外面迎接我的紅花綠葉象徵著欣欣向榮的生

命，但是我知道繁花終會落盡，就像不管再風光的人生都終

將結束一般。我希望自己此時學會真正知足、感恩、珍惜；

而在那天到來時，也能夠像茱蒂那般豁達坦然、安詳自在。

(2016/08/01)

是個重質不重量的人；我和吉姆過了極為幸福、美滿、恩愛

的十幾年，那是我最珍惜、也最感恩的事。」說著，邊把吉

姆的手拉到嘴邊親了親，邊問吉姆說：「你說是不？」吉姆

顯然沒有茱蒂的灑脫，卻也不願掃愛妻的興，只噙著淚地點

點頭。

知夫莫若妻，當然茱蒂也深深了解吉姆的感傷，於是她乾脆

別過身去，向著吉姆，對著他說：「吉姆，我知道你會難過；

其實，我又何嘗不想跟你廝守到地老天荒呢？但是，我們都

知道那是天方夜譚，是童話裡才會有的事。你說是不？」

最後那句話是她轉過身來，向著我說的；我趕忙點點頭地

「嗯！」了一聲。

聽了我的回答，茱蒂又轉過去對著吉姆，繼續說道：「人生

沒有十全十美的。有的夫妻白首偕老，但是，他們之中有很

多怨偶是在無感、甚至艱苦中維持著那毫無意義的婚姻的；

不一定過得美滿…。」沒說完，茱蒂突然皺著雙眉，右手放

開吉姆的手，而去撫著自己的背部，顯得非常痛苦的樣子。

吉姆見狀急急問說：「又疼了嗎？」原來茱蒂的癌細胞已經

擴及脊椎骨，那兒神經滿布，使得她經常疼痛難當。我見狀

趕忙按鈴，同時又到護理站請救兵。

護理師維琴妮為茱蒂打了一針後不久，她就沉沉睡去，原來

緊鎖著的雙眉也舒展開來了；吉姆看了，顯然放了些心。我

請他趁機會在陪伴床也小睡一下，就離開那裏。下班前，我

再到茱蒂住的 200 病房探視，發現他們夫妻都睡得酣熟；沒

驚動他們，我悄悄地幫他們拉起床簾。

上星期值班時，我得知茱蒂疼痛得到緩解，吉姆的生意又無

法讓他想離開就離開，兩口子商量的結果，就請社工幫他們

找到了離他們住處還算不遠的這座安寧院。

在詢問處問得資訊、也知道此時茱蒂會客沒問題之後，我很

快就找到了房門半掩的茱蒂的房間。

從門外，我看到吉姆正背對著房門坐在茱蒂的床邊。我輕輕

敲了房門，吉姆邊說：「請進！」邊轉過身來。看到我，他

顯得有些不好意思；我注意到他眼眶裡的淚水，同時也看到

他們夫妻倆正牽著手。

我有些猶疑是否該闖入他們私人的時間，所以就說：「對不

【生活的條件】 

出離心 文 /李秀

「妳要學會與灰塵共存。」這是了解我習性的知友建言。

事實上，我是梭羅信徒：「人生都被消耗在細節裡，要簡化！」生命有限、時間寶貴，生活簡化，然而知易行難，
我時常乃被生活瑣碎擺佈，例如不能在髒亂中創作，太軟枕頭會徹夜難眠，看到帶皮豬肉會噁心，我是不真自由的人。

不再執著過去執著的事，是步向佛學出離心第一步。不再執著一件事或一種習慣，它就失去宰制我們的作用，這才
真自由。

先哲教導我們如何有一個出離心：「過去對你重要的事，現已不重要了，過去輕易激怒你，現己不在乎了。」出離心，
帶來單純美味，體驗深沉幸福和從悲傷走出來。過程沒有排斥什麼，只是把一切簡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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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多元文化訊息

When Science Meets Art: 
How Neuroimaging Could Be Applied to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我們常常覺得「科學」與「藝術」是兩個完全不同甚至沒有交集的主題。在學校裡，科學與藝術學科是分開授課；在工作崗
位上，藝術工作者跟科學家似乎很難一起執行一項工作。然而，在這個提倡「跨領域」的時代，在不同領域中被廣泛運用的
技術觀念，越來越常被運用在另一個領域。一開始常有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但是實際了解「跨領域」如何運作後，很多人
會很驚訝這其實是個很新穎又好用的點子。譬如：數學演算法運用在醫學神經網路、科學研究觀念被人文藝術家使用、心
理學理論被用在商業行為…等等。今天我們想要討論的，是科學中的神經影像方法如何在人文領域中被使用。神經經濟學
(neuroeconomics) 跟神經語言學 (neurolinguistics) 是目前最被廣泛討論也是研究人員最有興趣的議題。這篇文章就在說
明神經影像 - 功能性磁振造影 fMRI- 如何嘉惠經濟學跟語言學。

  Sue-Jin Lin

For several decades, science and art have been 
recognized two extremely distinct subjects. There used 
to be less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fields since they have 
been talking in two different “languages”. Science focuses 
on objective evidence; while art relays more on subjective 
opinions. However, it has changed nowadays. Scientists 
are trying to apply their approaches to art research. Art 
majors are seeking scientific evidence to support their 
observations and theories. The enthusiastic trend boosts 
highl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wo examples of this 
interesting and popular research are neuroeconomics and 
neurolinguistics.   

Neuroimaging is a non-invasive approach, which allows 
scientists to measure physiological changes in vivo. In other 
words, this approach allows us to look at the brain without 
a surgery in humans. Among these imaging modalities,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other fields in order to assess neuronal 
activity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behaviour. For 
example, economists are keen to know which brain area 
dominates financial decisions in humans. Moreover, 
linguists have tried to conceptualize the mechanism of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define the brain region which is 
possibly the core of speech production.     

 Unlike macroeconomics research, which studies the 
economic trend of the world and the sum of individual 
economic activity, microeconomics examines the individual 

behaviour of basic elements and preference in the economy. 
In order to perform microeconomic activities, subjects 
require several cognitive processes such as atten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Thus, researchers are investigating the 
neuronal activity which is related to individual’s financial 
decisions [1]. Several brain areas have been reported in 
financial tasks, that they are important to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  With the fMRI technique*, researchers have 
shown that the nucleus accumbens (a brain region that is 
important for human brhaviour) is associated with expected 
values (anticipated value for a given investment) and the 
neuronal activation is proportional to gain magnitude 
(how much they earn) (figure 1)[2]. The study profiles the 
neuronal basis of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In addition, 
the nucleus accumbens shows relations with risky choices 
and risk-seeking mistakes; whereas the anterior insula 
(another brain region that is related to consciousness and 
emotion) is associated with riskless choices and risk-
aversion mistakes [1].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neuronal 
activity contributes to different types of financial choices 
and investing mistakes,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economic models.

*Usually volunteers perform tasks in MRI scanner with
a monitor presenting the stimulus while the scanning is 
happening. When volunteers execute tasks, neurons in the 
brain require oxygen in order to generate neuronal signals, 
which changes the oxygen level. Therefore, the fast image 
acquisition would be able to detect the changes that are 
due to neuronal activity. This is constantly referred to BOLD 
signals (BOLD: Blood-oxygen-level dependent), which is a 
type of fMRI measures as well as the most common one.    

 Linguists are fascinated by how language is generated 
and processed in the brain. New evidence has suggested 
that different languages involve different neuronal circuits 
in the process. A comparis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has been done in an fMRI connectivity study [3]. Compared 
to non-tonal language (English), tonal language (Mandarin 
Chinese) process requires information flow from the 
bilateral anterior portion of the temporal cortex (meaning 
both hemispheres are involved) (figure 2), which is slightly 
contrary to what neuroscientists and linguists have been 
appreciating: left hemisphere dominates languag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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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多元文化訊息 ·

in the brain. Another study also shows that even different 
tones in the same language engage different neuronal 
activation patterns in the brain [4]. Since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tones require the neural activity from different brain 
areas. Then a question has raised: Is there a master neural 
network for language processes? To date, only some specific 
areas have been studied in linguistic research,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language processes. 
However, new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some 
indispensable features other than the previously studied areas 
such as motor-sensory interaction and auditory feedback  
[5]. Therefore, it is still debated whether there is a uniform 
network for language processes, but through neuroimaging 
approach, nowadays we are able to gradually conceptualize 
the language networks in humans. 

Interdisciplinary neuroimaging research is just one of 
the successful examples of how science and art can be 
integrated. If we do not have firm biological evidence, it is 
hard to convince people that the observations and theories 
are reliable. If there are no unique populations or ideas 
involving in a scientific project, there would be no “flavour” 
for the audience, resulting in no interest in the research even 
though it is an excellent investigation. 

Applying scientific techniques to study art subjects has 
become a trend in the curren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rational world where evidence tells everything, adding 
some flavour of subjective feelings, social impacts, and even 
literature romance would definitely enrich scientific research. 
This modern trend brings all kinds of expertise together and 
attracts outstanding people with a variety of backgrounds, 
which boos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benefits 
human beings as a whole. Howeve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never an easy way to go. We not only need to overcome 
the initial difficulties of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but also compromise what should be addressed and what 
should be eliminated in order to emphasize the main points 
and attracts people with distinct backgrounds and interests. 
Therefore,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should be more open-
minded and unbiased toward each other. Finally, leadership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team has become challenging and 

communicating skills cannot be highlighted more. Believe 
or not, many shocking and high-impact studies get 
started from a crazy and creative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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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適的台語】

 緊   紡    無   好  紗，

Gin   pàng   bhōr   hor   se，

 緊  嫁  無   好  大  家。

gin   ge   bhōr   hor   dā   ge。

【釋義】大家是指婆婆。此俗語與台語「食緊弄破碗」

的意思相通，與華語「欲速則不達」的意思相

近。

【意喻】凡事應三思而後行，若操之過急，反而容易誤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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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台灣美食

材料：
小丁香魚（約1吋） 4盎司
去皮花生 ⅔杯
蔥（切蔥花） 1支
蒜（剁碎） 3瓣
紅辣椒（去子，切小段） 2支
太白粉  ½小匙
炸油 ⅔杯

調味料（先調勻，分成兩份）：
醬油 1大匙
米酒 4小匙
柴魚粉  ½小匙
糖 ½小匙
白胡椒粉 ½小匙

作法：
1. 油鍋內加1/2杯的油和花生，以中火繼續炒花生到呈金黃

色為止（約3分鐘）撈起。
2. 丁香魚加調味料半份，先拌勻，再撒上少許太白粉略

絆。
3. 原鍋及鍋裡的炸油以中火再燒熱放入拌好的丁香魚，轉

小火，一面翻炒，炸到油中的泡泡變少且魚變金黃，放
入蔥花，辣椒，蒜末，稍拌，立即一起撈起，瀝油。

4. 再度燒熱鍋裡的炸油，放入作法1和作法3，及剩下半份
的調味料拌勻，即可盛盤。

註：
1. 本道小菜合適與清粥搭配，可當下酒菜也是一般家庭必

備的家常菜。
2. 如果份量不能一次吃完，為保持花生的脆度，可與小魚

干分開存放，要食用前才混合。

Fried Anchovies And Peanut

歡迎至台加文化協會購買「懷念的台灣菜」中英文雙語食譜。
（感謝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北加州分會提供）

小魚干花生

Ingredients:
4 ounces dry anchovies (~1 inch)
⅔ cups raw de-skinned peanuts
1 stalk green onion (dice)
3 cloves  garlic (mince)
2 red chilli pepper (de-seed, dice)
½ teaspoon cornstarch
⅔ cups oil

Seasoning (mix & divide in two):
1 tablespoon soy sauce 
4 teaspoons rice wine
½ teaspoon dried fi sh fl akes (hondashi)
½ teaspoon sugar
½ teaspoon white pepper powder

Preparation:
1. In a frying pan, add oil and peanuts, turn heat to medium,

stir peanuts constantly until golden brown (about 3
minutes), remove from oil, drain on a paper towel and
set aside.

2. Combine anchovies with 1/2 of seasoning, stir and coat
evenly, then sprinkle constarch over the fi sh mixture and
mix lightly.

3. Reheat the oil in the same frying pan at medium heat,
add mixture from step 2, and turn to low. Stir until the
bubbles in the oil subsides and the anchovies turn
brown. Add green onions, red chili pepper, and minced
garlic. Mix lightly, remove, drain, and set aside.

4. in the same frying pan (with the medium heat), combne
cooked peanuts, anchovies, and remaining 1/2
seasoning, then mix and serve.

Note:
1. The small dish can be delicious accmpaniment to rice

porridge. It can also be enjoyed as a bar snack.
2. Anchvies and peanuts can be stored seperately and

combined before serving.

Credited by : Carol Yang from Los Ang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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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台灣音樂 ·

身為台灣第一代音樂家，陳泗治創造了不少「台灣第一」：

他是第一位留學加拿大的音樂家；第一位在電台演出貝多芬

《熱情》鋼琴奏鳴曲的鋼琴家；也是第一位在本土寫出較多

鋼琴作品的作曲家。後者的說法是對照與他生於同一時期的

台灣作曲家江文也而言，因為當陳泗治開始寫作時，江文也

在日本、乃至國際上已經贏得讚譽，然而江文也畢竟身在日

本，音樂學習環境與發展情況與陳泗治是有所不同的。陳泗

治於音樂上的受教、發展，與西洋音樂在台灣流傳的歷程息

息相關，他個人的音樂活動反映的，正是西式新音樂在台灣

萌芽發展的軌跡。

1911 年出生於台北士林的陳泗治，在十三歲以前，並未真

正接觸過西洋音樂。直至初中進入淡水中學，接續在台灣神

學院就讀，始有機會師從吳威廉牧師娘 (Mrs. William Gauld, 
1867-1960) 與德明利姑娘 (Miss Isabel Talor,1909-1992)
學習鋼琴。來自加拿大的吳威廉牧師娘與德明利姑娘都是學

有專精的音樂家，也都是遠渡重洋到台灣致力於傳道與教會

聖樂的傳播者。得力於兩位恩師的教導，陳泗治成為第一批

在台灣得以系統接受西洋音樂教育的學子。他彈得一手好鋼

琴，並於 1934 年在台灣神學院畢業之際，旋即赴日本就讀

東京神學院，師事木崗英三郎教授學習作曲，開啟了作曲之

路。

然而陳泗治並非專職於作曲。事實上，在當時「作曲」這個

名詞，在台灣還是相當模糊的，「作曲家」也尚無發展的空

間。在日本學成歸國之後，他一面傳道，一面教書。先是擔

任台北士林長老教會傳道師，1947 年擔任純德女子學校音

樂老師，1952 年改任該校校長。1955 年出任由純德女子中

學與淡水中學合併而成的淡江中學校長，至 1981 年退休，

是歷任淡江中學校長中任期最長的一位。

光復前的音樂活動與創作

鋼琴伴奏的不二人選

集神職與教職於一身，陳泗治的生活與工作始終與音樂息息

相關，並以演奏家的身份活躍於樂壇。他剛赴日本求學的

1934 年暑假，曾參與由旅日留學生所組成的「鄉土訪問音

樂團」，回國在全省各地舉行了七場音樂會。

文 /簡巧珍

在當時，這真是創舉，《台灣新民報》連日為之宣傳，也是

台灣第一代音樂人的大集合，演出者包括江文也 (男中音 )、

高慈美 (鋼琴 )、林秋錦 (女高音 )、柯明珠 (女高音 )、林

澄沐 (男高音 )、林進生 (鋼琴 )、翁榮茂 (小提琴 )、李金

土 (小提琴 )等，陳泗治則擔任所有演出的鋼琴伴奏。

學成歸國後，他更常在音樂會或廣播節目中演出，並推動音

樂會的展演。根據音樂家呂泉生回憶，每當他有獨唱演出時，

陳泗治總是擔任伴奏的不二人選，而呂泉生於 1943 年得以

在日本人創辦的 YMCA( 基督教青年會 )舉行宗教歌曲獨唱

會，以及翁榮茂也曾在同一場地舉辦小提琴獨奏會，都是拜

陳泗治與日方交涉與安排之賜。

音樂創作特色

這一段期間，陳泗治創作的作品包括：聖詩合唱曲《如鹿欣

慕溪水》，清唱劇《上帝的羔羊》，以及鋼琴曲《淡水幻想

曲》、《台灣素描》。

《如鹿欣慕溪水》旋律優美，和聲流暢，聽來有如沐大自然

的清新。

《上帝的羔羊》採用聖經「行洗禮約翰」的故事為題材，動

聽並有豐富的戲劇張力，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首兼有獨唱

與合唱的「清唱劇」。1942 年於台北中山堂首次發表時，

由雙連、萬華、大稻埕三個教會詩班聯合組成「三一聖樂團」

演唱，陳泗治親自指揮。在日據時期首次由國人發表自己的

作品，且合唱團皆為台灣人，而聽眾大部分卻是日本人的情

況下，陳泗治將台灣光復前的音樂活動帶入一個高潮。

由 B 小調寫成的鋼琴曲《淡水的幻想》，曲式自由，充滿瞬

間的印象與即興的流暢，是陳泗治對淡水景緻的描繪。首段

三個八度的大二度裝飾音的出現，畫破了沉寂，多處高音域

的附點音符，使用斷奏來演奏，展現了鳥兒在枝頭跳躍的活

潑。樂曲中間使用較多的琶音，則流洩著淡水的寫意。

鋼琴曲《台灣素描》由十首小品組成，十個標題恰如十幅簡

單的素描，曲式大抵為二段體，或三段體，無論在音型、結

構中都能充分感受到相應的情境。

例如《蕉葉微風》，以連續的八分音符節奏左右手交替，來

表現香蕉葉在下午後輕飄搖曳的景象，雖然僅僅二十四小

節，卻令人印象深刻。

集宗教情懷與音樂藝術於一身的音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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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台灣音樂

來帶領淡江橄欖球隊，在他督促與訓練之下，淡江橄欖球隊

不僅是一支最優秀的球隊，也是一個最會唱歌的球隊。

以培育「文化人」為教育目標，也是他獨樹一格的治校風格。

在以升學主義掛帥的年代，他始終堅持小班制、美育為先，

以身教代替言教，不以功課高低論學生價值，又賦與學生極

大的表現空間，造就了淡江中學濃厚的人文氣息，日後知名

的畫家吳炫三、鋼琴家卓甫見、本土唱家洪榮宏等均先後出

於此一藝術的搖籃。不少音樂人才，例如詹懷德、陳冠州、

戴逢祈、宋榮春-----等，也都是他所培育出的樂壇生力軍。

遠赴加拿大學習作曲並有新創

他個人最大的突破是在 1957 年暫停教職，遠赴加拿大多倫

多皇家音樂院，隨莫拉維茲教授 ( Dr.Oskar Morawetz ) 學
習作曲。

在此之前，他作品的手法與結構比較單純，此後，就顯得自

由與多變，並試圖以現代的手法來追求民族風格。代表作如

1958年完成的《龍舞》，與1978年的《幽谷—阿美狂想曲》、

1980 年的《十首前奏曲—建盤上的遊戲》。

這三個作品，主旋律都是五聲性，《前奏曲》的十個小品更

以中國樂器的音響效果作為想像空間，

卻是融合了大小調

與非調的元素，

並多用四度與五

度的和聲。另外兩

個作品中民族的節

奏清晰可見，《龍

舞》鏗鏘有力刻畫

的是漢民族舞龍舞

獅的熱鬧歡騰，《幽

谷—阿美狂想曲》規

律與多變所表現的是

原住民載歌載舞的身

體語言。

尤值得關注的是，陳

泗治常以對位的形式來

營造主旋律的進行，或

將主旋律放在左手，也

常使兩手交叉彈奏以相

呼應，因此，若非彈奏

者技巧純熟，可以靠著力

度、踏板的使用恰當控 制左、右手的銜接，無法

彈出優美的曲調。這些特性，在台灣同時期的鋼琴作品中是

少見的，凸顯了陳泗治以鋼琴家身兼作曲家的特質與優勢。

鋼琴作品之外的聖詩寫作

鋼琴作品之外，陳泗治也持續寫作聖詩。1965 年全國各教

會聯合盛大紀念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由杜英助所寫的歌

詞《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紀念歌》，樂曲即為陳校長所譜

寫。莊嚴肅穆之中，帶有豐富民族風格。

此外，他於 1960 年代所寫的《咱人生命無定著》、《在主

內無分東西》、《讚美頌》、《西面頌》等四首，至今仍收

錄於基督教長老教會的《聖詩》當中。

《水牛背上的八哥》輕快明亮的右手旋律搭配附點節奏，表

現了水牛背上的八哥輕快的身影。

《台灣高山之舞》，以 6/8 拍的舞曲，刻劃原住民節慶中手

足舞蹈的動感。全曲有剛、有柔，速度落差明顯，生動地形

塑原住民的熱情，與山林靜謐的對比。

《蟾蜍戲群鴨》，以低音的切分節奏代表鴨子，高音旋律代

表蟾蜍，多處的短裝飾音，以及偶爾的半音，仿若頑皮的蟾

蜍逗著鴨子嬉戲，相當傳神。

《台灣少女》，透過八分音符間連奏或斷奏的方式表現了台

灣少女可愛俏皮的形象。

這些以西洋共性寫作時期的語法所完成的作品，體現的是古

典與浪漫的風格，但是在了解曲意之後，卻頗能從中獲得台

灣意象的共鳴。而富有鄉土的標題，也顯現陳泗治作曲之初，

即有著以音樂書寫台灣的意念。

光復後的生活與創作

《台灣光復紀念歌》應該是陳泗治最廣為人知的作品了。

這是台灣剛光復之際，應教育部委

託而寫的曲子。

「張燈結彩喜洋

洋，勝利歌兒大家

唱，唱遍城市和村

莊，台灣光復不能

忘。不能忘，常思

量，----。」曲調

好聽好唱，五聲音階

的旋律尤凸顯本土色

彩。走過殖民的歲月，

歡欣鼓舞迎接勝利，

可以想見大家當初在唱

這首歌時的感動！這個

曲子日後也成為音樂課

本中的教材，在台灣流

傳多時；同時也受到加

拿大教育當局的重視，將

此曲選入該國的小學音樂

課程。

生活以治校為中心，不忘音樂推展

台灣光復後，陳泗治由於擔任教職，並歷任校長之職，生活

以治校為重心，卻也沒偏離音樂的推展。

1947 年，開始出任純德女中音樂老師時，陳泗治即與當時

也任教於同一學校的恩師德明利姑娘共同創辦了音樂科，首

創台灣中學有開設音樂科的紀錄。

擔任淡江中學校長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他以宗教家的精神

照顧學生，也以精湛的藝術修養培育傑出人才。

他經常利用學校的禮拜帶領學生唱詩歌，在整個儀式中親自

司琴，讓學生感受音樂與宗教的薰陶。更以音樂素養的要求

，應教育部委

，

唱

個

課

流

加

，將

音樂

以中國樂器的音響效果

個

奏

舞

的

獅

谷—

律與

原住

體語

尤值

泗治

營造主

將主旋

常使兩

呼應，

者技巧

度、踏板的使用恰當控 制左、右度 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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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泗治紀念專輯

台北縣立文化中
心出版

▲
三月中我們先後失去兩位曾用生命愛台灣的宣教師。

1965 年底奉衛理公會差派到台灣宣教，任教於台灣台南

兩個長老教會神學院。抵台初期，先後認識了彭明敏教授

和他的學生魏廷朝與謝聰敏，成為至交好友。由於幫助彭

明敏脫出絕望的深淵，在彭明敏脫逃離台後隔年，成為傳

教士遭到中華民國政府逮捕並驅逐出境的首例。

回到美國後，因被國民黨政府以恐佈分子控訴，近二十年

無法申請到美國護照，未能踏出美國一步。毫無怨言，默

默繼續關心台灣與人權。離台 32 年後，在 2003 年應邀首

度回到民主化的台灣，以其在 6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初期

的人權工作接受表揚。他在 2005 年從神職退休，開始追

求畢生夢想寫小說。2009 年開始著手撰寫回憶錄「撲火

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2011 年 2

月在美國出版。該書是其心路歷程，也是極難得地台灣歷

史見證。

唐培禮和太太 Connie 和兩條狗，四隻貓住在奧     

瑞岡州多年。三月八日病逝 Bend,Oregon.

唐培禮牧師 Milo Thornberry
(Nov 19, 1937 - Mar 8, 2017) 

Geddes and his wife Betty were appointed as 
missionary partners by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 加拿大長老教會 ) in 1958 and first arrived in 
Taiwan January 1959. They had six children who were 
raised in Taiwan.

Jack Geddes dedicated his gifts as teacher and 
his passion for language and history to teach and 
serve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In Tam-Kang High 
School( 淡江中學 ), Tam-Kang University( 淡江大學 ), 
Taiwan Theological College and Seminary( 台灣神
學院 ), Prsbyterian Church General Assembly.  With 
appreci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his work in 1989 and 
again in 1994 he received the Outstanding Professor 
Award, Tam-kang University.  They served in Taiwan for 
42 years until retirement in 2000. However, Jack and 
Betty returned to Taiwan for another two and half years 
in a volunteer capacity and finally “retired” to Canada 
in June 2003. Sadly not long after retirement,  Geddes’ 
health situation declined until 2011 he needed long-
term residential care; and he was lovingly supported 
and regularly visited by his wife and children. Jack 
Geddes passed away on March 27th in Waterloo, 
Ontario.

郭德士先生� John(Jack) E.Geddes
(Nov 21, 1930 - Mar27, 2017)

23台灣音樂 ·

音樂哲人的時代經典

由於陳泗治身兼神職、教職、與音樂家三種身分，生命史當

中，有更多融合音樂、宗教、教育於一體的活動與事跡，對

於台灣早期音樂教育的推展、基督教的傳播，無疑是具有一

定的影響力。他個人謙懷、誠懇與熱愛鄉土的精神，更在在

反映在音樂作品當中。

因此，身為陳泗治的學生，至今彈奏最多他的作品，並多次

為其書寫傳記的鋼琴家卓甫見以「音樂哲人」尊稱他，真是

名至實歸。

從音樂風格上來看，身為台灣第一代作曲家，陳泗治的作品

從一開始就無從避免於探索，而書寫民族對他而言似乎是天

經地義。相較於早他一年出生的江文也，由於成長於中國，

日後又長期於中國生活，作品較多呈現中華文化精神，陳泗

治所展現的是台灣鄉土風情的寫照。

日據時期，也正值陳泗治寫作初期，他的作品在音樂語言上

呈現的是古典、浪漫的風格，然而光復後，面對 1960 年代

以來，由許常惠、史惟亮等人所發起的現代音樂創作，他的

風格也並不保守。當他於 1957 年再次留學，無論是當時在

加拿大所寫，或是日後所創作的作品，都有了豐富的現代探

索。然而他的現代並不以突兀與陌生的音響取勝，相對的，

或許因著身為鋼琴家的條件，他的鋼琴曲總能在兼顧巧妙的

作曲技法與可彈性之下，展現流暢的織體，喚起共鳴。因此，

陳泗治的作品以數量而言並不算多，卻足以成為時代的經典

曲目，也是我們寶貴的文化資產。

著者 : 簡巧珍，台灣藝術大學 /台南藝術大學副教授

參考資料： 卓甫見《陳泗治－鍵盤上的遊戲》。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02。

《陳泗治紀念專輯 /作品集》。

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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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紙上藝廊

            1940 年出生於四川，1949 年尸隨父母移居台灣。1963 年畢業於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師承黃君壁，傅心畣，廖繼春，李石樵等大師。1973 年
一家四口移民加拿大。康麗女士是一位全方位的畫家，國畫西畫都有極深的造詣。
帆布，紙張，木板，水墨及壓克力，都是常用的素材。她更喜歡用很大的畫面及
鮮艷的色彩，來表現內心與大自然。

移民故事一 . 上路 移民故事二 . 似聾

移民故事四 . 餬口

金康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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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紙上藝廊 ·

Connie King's  “Metamorphosis"

移民故事五 . 惆悵

移民故事六 . 雲開

   the story of a young family of four,
         adjusting to their new life in Canada  

移民故事三 .像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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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認識溫哥華

海貓櫻擁有大島櫻的堅挺枝幹，豆櫻的小巧雪白花卉，襯托

著翠綠的樹葉，好似雪白的海鷗。而白妙櫻則以日本白布命

名，眾多美麗的白色花瓣，呈蝶狀花卉，以旺盛的生命力而

聞名。

大山櫻原產於北日本山區，花大而色艷，耐寒健康，為美國

哈佛大學植物園園長視為櫻花上品。鬱金櫻的花瓣呈淡黃綠

色，花緣帶有淡紫色，帶有貴族皇室服裝的尊貴。

完美粉紅櫻的花瓣邊紅中白，好似棉花糖，花蕊多變異，花

梗花幹纖細，有如弱不禁風的少女。關山櫻的花瓣鹽漬後可

以用於櫻湯，日本結婚式所喝的茶。垂菊櫻是數百櫻花品種

的極端。粉紅色花瓣 90~180 枚，就像似聖誕樹樹枝上的燈

飾。

松月櫻的嫩葉翠綠，花蕾紅色，花色淡紅，開放後漸變為白

色。蕾絲花瓣，彷彿芭蕾舞者。白普賢櫻的花瓣，多瓣的白

花類似普賢菩薩的六牙白象，雍容華貴的花姿及花色，值得

細細品味。八重櫻花屬於後期造訪的嬌客，隨後只好明年再

見。

伊麗莎白皇后公園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美麗的樹種，如落葉

松、木蘭花、加州紅杉、黎巴嫩雪松、日本楓、山毛櫸、洪

桐樹、東方雲杉、銀杏、英國橡樹、黃金垂柳、高山巨杉，

以及各種美麗的杜鵑花樹叢。

卑詩省的省花太平洋山茱萸自四月中旬開放，四月底達到高

峰。至於東部山茱萸與白奇山茱萸五月才開放，我們可以在

女王公園內欣賞到。山茱萸為數萬年前的古老樹種，因其花

瓣狀苞片美麗，而受廣泛栽培觀賞。

溫哥華市的櫻花季跨越整個春天，比日本的櫻花季有過之而

無不及。溫哥華市擁有三萬棵櫻花樹，種類多達 54 種，且

遍植於整個社區，各種櫻花接二連三地開放，數千朵的櫻花

開滿整棵樹，美如人間仙境。年度鑑賞櫻花時機稍縱即逝，

希望及時參與櫻花文化生態解說。

(作者林聖哲為資深自然歷史解說員，活動請參閱綠色文化

教育網站 www.greenclub.bc.ca)

伊麗莎白皇后公園的櫻花祭
圖文 / 林聖哲

伊麗莎白皇后公園 (Queen Elizabeth Park) 佔地 52 公頃，為

加拿大溫哥華市第三大公園，為全世界最美麗的市立公園之

一。每年有將近 600 萬遊客為它高水準的園藝花卉所吸引，

訪客數僅次於史丹利公園。

它位於溫哥華市中部高處，為都市叢林中難得的休閒去處，

也是許多侯鳥過境或棲息的好地方。你很容易從大溫哥華附

近的高處，看見伊麗莎白皇后公園及其溫室保育園，它宛如

溫哥華半島上的一頂鑽石后冠。

春天正是數以千計的櫻花 (Cherry)、李花 (Plum)、木蘭花

(Magnolia)、山茱萸 (Dogwood)、杜鵑花 (Rhododendron) 
盛開的季節。春天的樹花中最為人們所喜愛的花，莫過於櫻

花與李花。所有野生種皆為五個花瓣，白色或粉紅色，園藝

種大多為重瓣。

這裡有紫葉櫻桃李樹，以及黑葉櫻桃李樹兩種李花。紫葉櫻

桃李的葉子呈紫紅色，是野生李種的變種，原產於中亞，百

年前引進法國，輾轉來到北美洲。黑葉櫻桃李的葉片深紫色，

為北美洲 16 個李樹品種中最美麗與鮮艷的，是園林彩化的

重要樹種。

溫哥華市伊麗莎白皇后公園有溫哥華地區最早種植的染井吉

野櫻，也是美國吉野櫻的最佳賞花名所。該區擁有不少櫻花

特有品種，包括大山櫻、美國吉野櫻、染井吉野櫻、海貓櫻、

紅垂櫻、星垂櫻、八重紅枝垂櫻、白妙櫻等。我們可比較三

種大島櫻子種的特徵，以及三種垂櫻的差異。

白妙櫻俗稱富士山櫻，但並不生長於富士山區，日本人為何

酷愛白色，傳統白布又如何製作。白妙櫻相信是江戶浴恩園

栽培出來的櫻花品種，我們將述說幕府時代的浴恩園，重建

為國家歷史古蹟，且成為賞櫻名所。星垂櫻為垂櫻的美國變

種，花瓣內捲成星型，3~10 朵櫻花叢生於下垂細枝，樹型

呈傘形。紅垂櫻是江戶彼岸的變種，花心花色濃厚。因為樹

枝下垂優美，有很高的欣賞價值。八重紅枝垂櫻是江戶時代

古老樹種，樹型層層疊疊宛如瀑布般垂洩下來。

染井吉野櫻是日本的國花，花色白晰。這是日本以及世界最

受歡迎的櫻花，日本賞櫻前線的指標花種。而美國吉野櫻是

染井吉野櫻的美國加州變種，花色粉紅。原由大島櫻和江戶

彼岸櫻雜交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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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 曾秋文

哥斯大黎加（Costa Rica）西班牙文意

為「豐庶的海岸」。相傳 Costa Rica
就是哥倫布於第四次航抵新大陸時，水

手看到此地豐庶海岸線時所發出的驚嘆

之語。面積 51,100 平方公里 (約為臺

灣面積的 1.4 倍強 )的哥斯大黎加由於

地處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咽喉，且地形從

平原濕地到高原火山皆保留了獨特又

原始的多樣性生態環境，因此蘊育了

924 種極具特色的野鳥，加上低開發的

公路網、良好的治安、專業又完善的生

態旅館，讓哥斯大黎加成為鳥類生態旅

遊的最佳首選國。此行已經是我第四度

來到哥斯大黎加拍鳥了 ! 因為那裏有

很多美麗的鳥、有很多奇特的鳥、有很

多拍不完的鳥、有很多很多鳥在呼喚

我 ......!

Flamingo 紅鸛 : 一種英文鳥名比中文鳥名還耳熟

能詳的大型鳥類，就算不是賞鳥人也能認識這隻

鳥，由於牠們動作優雅、顏色討喜、壽命長、易

於飼養，是許多動物園喜歡飼養的明星鳥種。全世

界有 6 種 Flamingo，數量最多的當屬非洲的大紅

鸛，而分布於墨西哥、古巴、加勒比海的美洲紅鸛

卻是最紅最美麗的 Flamingo。此行為了要拍攝到

美麗的美洲紅鸛畫面，我們每天早上 4 點不到就

起床準備裝備，吃完早餐後再摸黑搭小船出海尋找

Flamingo，有時還要下到潟湖裡行走，因此還有團

員不慎滑倒相機和鏡頭都報銷了 !

Scarlet Macaw 緋紅金剛鸚鵡

Collared Aracari 領簇舌巨嘴鳥

Resplendent Quetzl 鳳尾綠咬鵑

Magnifi cent Hummingbird 大蜂鳥

4 月 19 日 (三 )10:00am，歡迎到台加欣賞曾老師更多哥

墨的精彩野鳥生態照片 (參閱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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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2017-2018新舊理事交接

經過三月 25 日台加第 27 屆會員大會，台加正式邁入自 1991 年創

會以來的第二十七個年頭。本屆有六位理事到任，包括廖純如、王

蔡妃珠、林漢章、田興和、林煥常、黃威傑，台加特別感謝過去三

年他們在理事會任內無私地協助與貢獻。當天同時也選出五位新任

理事，包括蔡雅香、蔡雅玲、英秀青、華偲然與林奇鋒。台加也非

常感謝他們願意站出來為社區服務，貢獻他們的才情、奉獻他們的

時間。特別是更多的年輕一代加入陣容。

二十七年來通過無數鄉親出錢出力，熱情地投入台加文化協會的推

展，許多移民家庭在這兒互相幫助彼此扶持，終在這個加拿大新故

鄉落地生根。台加始終扮演著 "娘家 "的角色。總期待讓來到台加 

- 台灣文化中心的人，自然而然感受到台灣的文化氣息，鄉情的溫

暖，有回家的感覺。

台加這一路，且無時不以台加創會宗旨的精神，致力匯集台裔社區

的力量，以促進並提升台灣人積極參與對加拿大多元文化發展做出

貢獻 ; 與其他族裔合作，提升台灣人在加拿大社會一份子的形象

與地位 ; 通過各種社區活動的參與，在眾多族裔當中，讓台灣被

看見與被認識。在這些經驗中，台灣也確實一再讓人驚艷，相對地

台裔也獲得社區的尊重。

過去幾年台加更用心在思想，台灣人在經歷移民超過半世紀之後，

今天要留一個什麼樣的台加 ?什麼樣的台僑社區給加拿大這個多元

文化社會 ?上一代交棒給這一代，這一代何時接棒給下一代 ?這幾

年更多地機會與不同世代相遇，台加以文化協會之角色，更需積極

集結前人的智慧與意志，傳承我們的文化資產，讓下一代更進一步

帶著尊嚴貢獻到整個加拿大多元文化社會的各個層面。

特別藉此機會要感謝所有台加的支持者與參與者，幕前的講師、活

動負責人、幕後的理事、義工，辦公室同仁，沒有大家的盡心付出，

許多工作與活動肯定無法順利推動與進行。台加需要您 !讓我們一

起勿忘初衷，共建更美好更有願景的台裔加拿大社區，讓台灣文化

成為加拿大多元文化中小而美的一份子。

台加宗旨

本會匯集海內外台灣人的力量，以促進並提昇台灣人在加拿大
的文化交流，為達到此目的，本會致力於： 

1. 協助或教育移居加拿大之台灣人瞭解及適應加拿大的社會與
文化。 

2. 舉辦有關台灣語文歷史與文化之活動，以傳承發揚台灣文化，
積極對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 

3. 鼓勵移居加拿大之台灣人參與各地社區活動，提昇台灣人之
活動層次及協助加拿大各階層對台灣人的瞭解。 

4. 推廣台灣人與台灣人社團的互助觀念與活動，發揚台灣人刻
苦耐勞精神，提昇台灣人與社團間的關懷與愛心。 

5. 與其他種族或社團合作舉辦各種文化活動，分擔工作責任，
提昇台灣人在加拿大的社會地位。 

6. 爭取各級政府，台灣有關機構，民間團體，企業界及個人包
括經費等各方面協助，以利上述各項活動之推行。

1. To educate and assist new immigrants to understand and 
integrate into Canadian life and culture.

2. To contribute to multiculturalism through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programs related to Taiwanese art, cul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

3. To encourage new immigrants and other new comers to 
take part in the local community through educational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with the goal of grea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ethnic groups in the 
community.

4. To introduce Taiwanese culture to Canadians and 
to promote within the community at larg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iwanese contribution to 
Canadian society.

5.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exchange with people from 
othe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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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台灣語文 ·

就如同你也可能會問“為什麼中國語文在各地有如此大的

差異� ? "� 以前交通不便，南北相距很遠，部分手語使用者就

自創一些手語，但是僅限於他自己居住的地區使用，造成日

後台北與台南兩所啟聰學校手語之差異。就如同台語有南部

腔、北部腔、海口腔、宜蘭腔等。

手語本身實際上也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兩個聾人彼此間用來

交談的語言，我們通常稱之為� "� 自然手語� "，此種自然手語

與聽人及聾人間用以交談的手語，常常有很大的差別。 主要

是後者打出的各個手語單字，雖與自然手語並無太大差異，

但他習慣根據口語的文法重組了自然手語的順序，暫稱之為� 

"� 文法手語� "。除此之外，還有第三種，即所謂的� "� 文字手語� 

"，也就是每一個中文字都用一個手語表達。 雖然� "� 文字手

語� "� 並不是一種便於彼此交談的工具，但它的發展卻仍有助

於教國語，可以按字打出人名及地名，甚至把科學或技術上

之專有名詞從國語一字字翻譯成手語，藉此可拓展台灣手語

之表達力。

歡迎來到手語世界，讓聽人與聾人藉著手語交融在一起，彼

此增加肢體與語言的表達張力，相信有許多人會意想不道地

深深愛上這個美麗的語言。 

常常有人會問說，手語是不是只有一種全世界都通行，當然

不是 !因為受到生長的地方之文化與語言的影響，自然產生

不一樣的手語，就像全世界有那麼多不一樣的語言一樣。台

灣手語即是指台灣本地聾人所使用的語言。

約在四五十年以前，台灣手語僅是台灣的聾人自己及啟聰學

校的老師，還有一些家中有聾人的聽人所使用。1970 年代

中期，一時間手語成為台灣最為熱門的語言之一，經常被用

於戲劇、歌曲及電視之表演，並且帶動了台北及其他地方展

開幾十個聽人手語班。一時之間，為台灣聾人增加了許多聽

人朋友，無形間豐富了他們的生活與視野。

由於歷史的因素，台灣手語在字彙及文法結構上與日本及韓

國的手語呈現出很多類似之處，基本上這三個國家的許多手

語起源都是日本。然而當今這三種手語中，台灣手語算是最

富變化也最具多樣性，因為在二戰後，許多中國的手語使用

者陸續來到台灣，且參與了台灣的聾人教育，台灣手語如同

台灣社會開始吸收大量中文的字彙。

就和口說語言一樣。在世界各國手語中，我們可以說有日本

手語系統 (台灣手語屬此語系 )，中國手語系統，法國手語

系統 (美國手語屬此語系 )等。而台灣手語本身又細分成許

多方言，就像許多人會問，"為什麼南北手語如此不同 ?"   

台灣手語一二三

文 /鍾惠晨

台灣 手語 文化 朋友

右 "拳 "在口前轉動 左右 "手 "正向輪轉 左右 "手 "反複虎口相插 左右 "方 "相握 (或相拍 )

右 "一 "觸右頰，

伸往斜前方變右 "男 "

右 "一 "觸右頰，

伸往斜前方變右 "女 "

右 "二 "在你我之間

(或他我之問 )擺動
"男 "" 女 " 兩個手語相併

父 母 我們兩個 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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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文學天地

一場為期三週的「閱讀臺灣 -臺灣現代文學經典」的展覽活

動，將於五月 10 日 (三 )起至五月 30 日 (二 )在臺灣文化

中心舉行。整體活動將包含文學作品書展、作家紀錄片�文

學短片、電影欣賞及臺灣文學講座等多項活動。

活動現場將展示的書籍，以臺灣現代文學之英譯作品為主，

從早期鍾理和的《原鄉人》、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

到現代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興《家變》、李昂的《迷

園》，再到朱天文的《荒人手記》、黃凡的《零》，具體而

微地呈現台灣文學的發展概梗。其中包含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發行的臺灣現代文學系列、臺灣自文建會到文化部長期推動

的文學作品英譯書籍、中華民國筆會所出版的當代臺灣文學

英譯季刊 (中英對照 )，以及美國其他出版社曾發行的英譯

單行本，幾已將在北美出版發行的台灣文學經典全部網羅。

此外，今年獲得臺北國際書展大�的出版品，以及文學電影

的中文原著，亦同時參與展出。

台灣文化中心將設置展覽與閱讀區，提供舒適的�謮空間。

現場提供購書協助，並不現場販售。此外特別製作的一些珍

珠板介紹台灣文學的發展階段、作家、照片、台文作家與作

品的查詢等，應足以讓愛書人消磨一下午。同時為了更生動

地介紹台灣文學，將邀此間台灣作家於五月 10 日開幕當天

與五月 30 日閉幕前，舉行座談會。

台加文化協會在三週展覽期間並將配合放映文學電影，計有

「他們在島嶼寫作」作家紀錄片，及「閱讀時光」楊逵《送

報伕》、季季《行走的樹》、夏曼．藍波安《老海人洛馬比

克》等文學作品改編之短片。《惜別海岸》、《父後七日》、

《一八九五》等文學長片。

這項活動是由文化部派駐在洛杉磯的台灣書院支援，除了讓

久違的鄉親再次重溫熟悉的台灣生活的酸甜苦辣，也通過文

學與影像真切感受台灣。同時藉著英譯作品與容易親近的影

片形式，與熟稔英文的第二代及他族裔熱愛文學的朋友對

話。

「閱讀臺灣 -臺灣現代文學經典」展覽、電影放映及座談會

均開放給鄉親與社會大眾免費參加，現場也歡迎捐款支持這

個有意義的文化交流活動。詳情請參閱台加網頁 www.tccs.
ca、臉書的進一步公告。

「閱讀臺灣 -臺灣現代文學經典」

五月亞裔傳統月期間隆重登場 explorASIAN 2017

Reading Taiwan – Modern Taiwanese Literary Classics

Literacy classics form common memories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This engaging, multi-dimensional literary 
event includes:  a mini book fair, talks on literature, 
fi lm screenings of writers' documentaries, short and 
featured fi lms from literary works.

The books featured in the exhibition are predominantly 
English translation copies, from early novels to modern 
classics. The book fair boasts a comprehensive but 
thoughtfully curated collection that represents the cor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long with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series is a vast 
selection of quarterly journals. The Taipei Chinese 
Pen, containing poems, short stories and more which 
captures the heart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rom 
Taiwan. Aside from the collections mentioned above, 
the award-winning publications from the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Book Exhibition is also available on site.

In order to encourage reading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in 2014, the Taiwan Ministry of Culture issued 
a special invitation to director Shaudi Wang to plan 
and fi lm a series “Are We Dust in the Wind” to give a 
voice of modern Taiwanese literature. The results were 
much anticipated as they incorporated ten literacy 
classics and reconstructed them on screen in a variety 
of styles. 

Aside from the reading corner, Reading Taiwan will 
screens all these ten literary fi lms daily. A few Writer’s 
documentaries and featured fi lms from literary works 
will be also available for viewing throughout the event.

Inquiries/more info: 604-267-0901 / www.tcc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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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出版社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三腳馬  Three Legged Horse
寒夜  Wintry Night
最後黃埔  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ed
古都  The Old Capital City of the Queen
亞細亞的孤兒 Orphan of Asia
行到天涯  Love and Revolution
奔跑的母親 Running Mother and Other Stories
零  Zero and Other Fictions
奇萊山回憶 Memories of Mount Qilai
原鄉、故鄉 From the Old Country
頻果的滋味 The Taste of Apples
迷園  The lost garden
野孩子  Wild Kids
餘生  Remains of Life
荒人手記  Notes of a Desolate Man
「城」三部曲 The City Trilogy
玫瑰玫瑰我愛你 Rose, Rose, I Love You
台灣原住民作家文選集  Indigenous Writers of Taiwan
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  My South Seas Sleeping Beauty
慢船到中國及其他故事  Slow Boat to China and Other Stories
千江有水千江月  A Thousand Moons on a Thousand Rivers 
現當代台灣詩選  Frontier Taiwan -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中書西譯

背海的人  Backed Against the Sea
台北人  Taipei People
孽子  Crystal Boys
流放在家  Exiles at Home
家變  Family Catastrophe
書寫台灣  Writing Taiwan
島與島之間 Between Islands
燕歌行  Decayed Lust
笛鸛  Sorceress Diguwan
複眼人  The Man with the Compound Eyes 
台灣兒童小說集 Children’s stories from Taiwan
日據時期台灣歷史、文化、記憶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895-1945: History, Culture, Memory
沉默之島  Island of Silence
傷歌行  Decayed land
花街樹屋  Tree Fort Over Carnation Lane
千手玫瑰  As Flowers Bloom and Wither
航向福爾摩莎 - 詩想台灣 Sailing to Formosa - A Poetic Companion to 
              Taiwan
向陽詩選  Grass Roots: Hsiang Yang Selected Poems
山林地景 - 當代台灣原住民文學短篇小說集 Voices from the Mountain: 
      Taiwanese Aboriginal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時間與美的律動 Melodies of Time and Beauty
江自得詩集英譯    Anthology of Chiang Chi-der’s Poetry          
台灣歷史上的女人 - 三齣閩南與客家社區劇場創作選 Voices of Taiwanese 
  Women Three Contemporary Plays 
美人尖  "Widow’s Peak
梅仔坑傳奇 Legends of Meizikeng 
不朽的失眠   Immortal Sleeplessness
繁華散盡  When the splendor is gone

新世紀臺灣青年散文精選 New Century Youth Prose from Taiwan
文創波爛  Rippling Waves of the Pen
二十世紀臺灣現代散文精選 A Selection of 20th Century 
Taiwanese Prose
旅夜書懷  Down Memory Lane
二十世紀臺灣短篇小說精選 A Selection of 20th Century Taiwan 
Short Stories
回首塵寰  Grand Impressions

2017 臺北國際書展大出版品 Taipei Book Fair Award Winners
虎地貓、靜寂工人、公門菜鳥飛、旋轉門、龍頭鳳尾、雨

期刊 Periodical
當代台灣文學藝術系列 - 繪畫卷 Contemporary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Art Series-Art
當代台灣藝術系列

－詩歌卷 - Poetry
－散文卷 - Essays 
－小說卷 - Short Stories 
當代台灣文學英譯 A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 2011- 2016

台文筆會 Taiwanese Pen
2013 年刊 2013
2014 年刊 2014

文學電影中文原著

晚風細雨  Breeze and Drizzle
後來  My Mother
消失打看  Honey PuPu
父後七日  7 Days in Heaven
行走的樹：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
  Those Days When We Are Young
台灣現代文學覺程 :小說讀本增訂版 (上 ) ( 下 ) Short Stories
老海人  Old Seafarer

北美台裔作家作品

Return To Me by Justin Chen
Starry River Of The Sky by Grace Lin
Dumpling Days by Grace Lin
The 228 Legacy by Jennifer J. Chow
Face by Julia Lin
It’s Actually a Good Thing by J.L. Witterick
My Mother’s Secret by J.L. Witterick

作家紀錄片

兩地    Home in Two City
逍遙遊  The Untrammeled Traveler
化城再來人 The Coming of Tulku
如霧起時  Port of Mists
尋找背海的人 The Man Behind the Book
朝向一首詩的完成 Towards The Completion of a Poem
午後書房  Afternoon in The Study
驀然回首台北人 The Sudden Recollection of Taipei People
如歌的行板

「閱讀時光」文學作品改編之短片

送報伕  Paperboy
世紀末的華麗 End of A Century: Miea’s Story
降生十二星座  Spring Beauty
冰箱  The Freezer
蛾  The Moths
行走的樹  Those Days When We Are Young
晚風細雨  Breeze and Drizzle
老海人洛馬比克 Old Seafarer
後來  My Mother
大象  The Elephant Apartment

文學長片

父後七日  7 Days in Heaven
兒子的大玩偶 The Sandwich Man
惜別海岸  The Farewell Coast
消失打看  Honey PuPu
我這樣過了一生 Kuei-Mei, A Woman
一八九五  Blue Brave: The Legend of Formosa in 1895
灣生回家  Wansei Back Home

31文學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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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哥華台灣松齡會
4月1日（六）10AM
講題：一日遊說明會
講者：謝明珠
下午活動：慶生會、一日遊討論會

4月8日（六）10AM
全天卡拉OK

4月15日（六）10AM
講題：參勤交代
講者：吳德輝會友
下午活動：賓果遊戲

4月22日（六）10AM
講題：「新南向政策」簡介
講者：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李志強處長
下午活動：湯雪雲老師音樂教唱時間

4月29日（六）10AM
講題：BC省選
講者：林聖崇老師
下午活動：卡拉OK

入會：年齡55歲以上，台灣籍
年費40元

地點：溫哥華奇化街601號
士達孔拿社區中心
Strathcona Community Centre 
601 Keefer Street, Van. 

范發寬會長：604-291-8186
604-616-0066（Ｃ）

BC省台灣商會
4月1日（六）2PM
四月份論壇：遠離電磁波的健康生活／
增值增能的成功事業與人生
地點：列治文中區社區中心 Richmond 

Community Centre - City 
Centre

費用：現任會員及永久會員免費；
非會員 $10

主題一：人體的現代科技隱形殺手 -  
電磁波輻射
時間：2PM - 4PM
您對天天生活中使用的：家用電器、電
子產品認識多少？這些無影無蹤的形殺
手已長久嚴重蠶食、重傷人體而多數人
卻仍不知不覺！為了自己與家人（尤其
青少年孩子們）親友的健康，歡迎一起
來認識與探討！歡迎所有老、青、少年
朋友們參加此專講座！

主講人: 許延樵 （Gary Hsu）
BC省台灣商會現任理事；
環海雲端監控公司顧問

主題二  增值增能的成功事業與人生
時間: 4PM - 6PM
成功的事業不只是個賺錢的工具，更是
個為生命加值的平台。如何把一家負債
六百萬的公司，轉虧為盈，並且成為加
拿大最受信賴與尊重的米商！如何替自
己增值增能。開張第一天，就要準備脫
手。要賺錢，就要考慮開除客戶。

主講人: 孫魯萍 （Eva Sun）
The Rice People 總裁；
BC省長婦女經濟諮詢委員

4月6日（四）6PM
TCCBC 四月份會員交流及公司參訪
費用：會員免費並招待晚餐，非會員自
付晚餐 (A&W)
地點：Surrey & Delta 

(120 Street 夾 64~72 Avenue)
名額：20人成團 (人數不足即取消)，
最多40人 (先到先得)

踏出列治文，沿 91 號公路，跨過Ｈ
型 Alex Fraser 大橋，在第一個 72 
Avenue 出口左轉，抵達 Surrey & 
Delta，探討 A&W 速食店從門可羅雀到
門庭若市，社區居民人人稱讚的五星級
服務，白人老闆Chris 如何把這間店轉
虧為盈，並獲得4.7顆星的極高評價。
這是作為一名生意人，非常值得去探討
的案例。此外，還可順道去品嚐北美馳
名的 Krispy Kreme 甜甜圈等商店（由
本商會招待）。每位參加者皆可以獲得
價值30元的負離子鈦吊帶一只。

請上網報名 tccbc.ca 
電洽 604-771-8585

慈濟基金會加拿大分會
活動地點均在：慈濟加拿大分會

8850 Osler St. Van.

4月2日(日)  9 : 4 0 AM 
清明追思感恩會 
 清明時節倍思親恩，身居海外的您我或
因距離遙遠，無法返鄉祭拜祖塋。慈濟
加拿大分會秉持「教之以禮、育之以
德」文化本懷，以清淨源頭行大孝，敬
邀您一起感念祖德與親恩，慎終追遠。 

4月 3日( 一 )  9 : 5 0 AM
 《菩薩廣行無量義》讀書會 
 主講人：陳志動先生 
 前中僑行政總裁、前道明銀行的太平洋
區副總裁陳志動先生，將蒞臨分享他的
精彩人生故事。

4月23日(日) 10:00 ~ 11:30AM
養生健康講座：華陀五禽戲(二)
主講人：胡永輝醫師
  「五禽戲」是神醫華陀模仿虎、鹿、
熊、猿、鳥五種動物所研創的保健體
操，配合呼吸吐納，有助於調理筋脈運
行。本次主題為補腎壯腰之「鹿戲」及
健肺益氣之「鳥戲」。

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金齡大學
提供長輩充實健康活動的好去處
3月15日- 6月16日 每週三、五 9AM
地點：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733 41st Ave. Van. 
22、41公車可達

費用：$80
連絡：778-297-9290, 604-266-08203
內容包括：每次都有「新新聞」和「大
家來唱歌」分別由王惠風先生、陳懿娜
老師帶領，每週五則固定由賴香年老師
教大家講英文。

4月5日  新的建築法規（張政雄老師）
高齡人口醫療保健常見的問題  
（陳守平醫師）

4月7日  加拿大150周年（一）
（闕雅美長老）

4月12日 從非洲的黑奴市場到教會 
（潘立中先生）
醫學健康講座：身體的發電
機：心與肺（上）
（鄭啟曜醫師）

4月19日 鉅富的阿拉伯和飢餓的非洲
流鼻血（郭家欣醫師）

4月21日 十字架救人的記號－耶穌基督  
（謝大立牧師）

4月26日 金融市場動態簡介
（蔡宗達老師）
醫學健康講座：身體的發電
機：心與肺（下）
（鄭啟曜醫師）

4月28日 最偉大的近代科學家－牛頓
（謝大立牧師）

5月3日  日本自由行（張政雄老師）
安寧病房（許建立老師）

5月5日  加拿大150周年（二）
（闕雅美長老）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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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文化俱樂部 
4月7日（五）10AM：溫哥華市區櫻花與

歷史解說（免費）
即日起公佈賞櫻時間與地點，溫哥華櫻
花自然歷史文化解說
4月8日至9日11AM至5PM：溫市植物園櫻

花節（購票）
4月9日（日）10AM：列治文市自然公園

蜂鳥生態解說
4月13日（四）10AM：音樂普及講座（2

）調性（吉他示範）
4月15~16日兩天：溫哥華島黑雁瀑布圖

騰、野百合旅遊（報名）
4月16日（日）10AM：列治文愛歐娜海

灘野鳥生態解說
4月18日（二）10AM：音樂普及講座（3

）調性（吉他示範）
4月20日（四）10AM：國際時勢分析、

人類文明探討
4月23日（日）9AM：太平洋精神公園野

鳥生態解說
4月23日（日）3PM：高丘野百合與森林

解說（免費）
4月25日（二）10AM：探索講座：神風

歷史的真相
4月27日（二）10AM：藝術賞析：克林

姆的生死與性愛
4月29~30日兩天：鹽泉島綿羊、藝術

坊、海洋生態旅遊（報名）
4月30日（日）10AM：三角洲市國境海

灣野鳥生態解說
5月7日（日）9AM：伊麗莎白皇后公園

黃鶯解說（免費）
5月7日（日）10AM：鹿湖歷史建築與杜

鵑花生態解說
5月20~21日兩天：溫哥華島蛇頸龍、杜

鵑花生態旅遊（報名）

每個月有20多次社區與公園健行，義工
免費領隊（事先報名）

林聖哲會長604-327-6693
綠色文化活動：www.greenclub.bc.ca
臉書分享資訊：www.facebook.com/

josephlin.greenclub

法鼓山溫哥華道場
4月8日、4月29日（六）
2:00PM – 4:00PM
金剛經共修
靜坐、誦經、繞佛、聖嚴法師《金剛
經》開示，不著海青，歡迎隨喜參加。

4月9日（日） 2:00PM – 4:00PM
童趣班（6 – 12歲的小朋友）
在歡樂有趣的活動中，學習佛法、體驗
禪法。

4月15日 （六） 5:30PM報到
4月22日 （六） 10:00AM 結束
精進禪七
需事先報名通過審核，全程住宿。

4月30日 （日） 1:00PM – 3:00PM
演講：「地球暖化的急速惡化」
認識慢慢剝落的陳舊軌跡和蘊育誕生中
的新面貌。

5月6日（六） 9:30AM – 12:00PM
浴佛法會
藉浴佛的功德，淨化自心、祈願社會安
定祥和。

更多詳情：604-277-1357
www.ddmba.ca

妙法基金會
4月9日（日）10AM
歡樂感恩親子營
孩子的成就，源自於懂得感恩
課程內容：
以寓教於樂的方式，
傳遞中華美德，
透過輕鬆的體驗，
有趣的親子活動等，
引導孩子成為懂得感恩的人。

年齡：5－10歲左右的兒童與家長參加
費用：全免

（提供簡餐或三明治，點心）
地點：加拿大皇家學院

8610 Ash St.Vancouver
報名專線：604-275-5678

604-273-3389
Email:　miaofa.van@gmail.com

加拿大中華道教關帝協會
4月21日（五）
天金堂成立五週年堂慶

5月6-7日（六、日）11AM-4PM
「天金廟會」
有親子遊戲、精彩多元舞台表演、美味
正統台灣小吃、摸彩活動等，精彩、好
玩、好吃、好有趣，是闔家踏春出遊的
好地方。

活動餐券每本20元，內含獎品豐富的摸
彩券，即日推出至5月5日止 (活動當日
不發售)，歡迎踴躍訂購。

詳情請洽本堂服務台：
服務電話：604-568-9880

地址：3426 Smith Ave. Burnaby

BC省台灣青年商會
4月27日（四） - Start A Business.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Corporate Law & Business Insurance
6月 (date TBD) - Entrepreneur 
Experiences. Sharing & Professional 
Netowkring

詳細活動時間地點，請見：
www.typeabc.ca

北一女加拿大校友會
4月29日（六）11:30AM
2017年度會員大會-地球嘉年華
今年年會的主題是地球嘉年華，代表校
友們雖然立足加拿大，胸懷與才能卻是
擁抱世界的地球人。
歡迎校友們穿著各個國家、地方服飾或
配件參加。年會有精彩的活動、表演、
競賽與抽獎。

地點：Alan Emmott Centre
6650 Southoaks Cres. Burnaby

費用：會員＄20 / 非會員$25 / 
5 - 12 歲 $10 / 5歲下以免費

報名請洽：北一女加拿大校友會 
TFGHAA-CA_comm@live.ca

溫哥華台僑社區聯合慶祝母親節
5月13日（六）2PM-5PM
Walk for Motherland 慶祝母親節
「愛母親說母語」鹿湖健行活動
2PM至4PM自行前往鹿湖公園停車場與
Playground旁野餐區報到，健行Deer 
Lake一圈，途中幾個趣味遊戲與母語
站，相互學習台灣通用的華、台、客
語。最後來到終點站划船區，分享母語
歌曲，且享受茶點。有特別製作Canada 
150thＴ恤，歡迎事先預訂或現場購買

地點：Burnaby Deer Lake Park 
（Canada Way從Sperling右轉直行進入
公園停車場）
查詢：台加文化協會 604-267-0901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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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Canadian Monthly Distribution List / 台加月刊取閱地點

Vancouver
Broadway Dental Plaza
601 W Broadway
Bubble World大頭仔
3377 Kingsway/ 604-451-7658
Century Chiropractic Clinic崴傑脊椎骨科
#204-2786 West 16th Ave
7667 Nanaimo St./604-678-9967
Corner 23rd 萬巒豬腳
4008 Cambie St./604-879-8815
Dustin Tour & Travel Inc. 藍天旅遊
8881 Selkirk St. Vancouver
Flamingo House Chinese Cuisine紅鶴酒家
7510 Cambie St/ 604-325-4511
Formosa Travel Ltd 大華旅遊
102-3399 Kingsway/ 604-606-0636
Grace Noodle House恩加麵廠
#6-9079 Shaughnessy St./604-322-3538
Greater Vancouver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7663 Nanaimo St./604-688-3738
Green Club 綠色文化俱樂部
185 W.Woodstock Ave/604-327-8693 
Huang's Beef Noodle Shop 老黃牛肉麵
6940 Victoria Dr./604-324-8884
Hsin Framing $ Moulding 欣欣畫框
#103-8828 Heather St./604-336-6938
International Arts Gallery 國際畫廊
#2083-88 West Pender St, International 
Village Mall/ 604-569-1886
Kalvin’s Szechuen Restaurant 松林居
5225 Victoria Drive/604-321-2888
Kensington Community Centre
5175 Dumfries St./ 604-718-6200
Killarney Community Centre
6260 Killarney St
Kindom Photo
3263 W Broadway/ 604-737-6839
La Cuisson Cafe老桂松咖啡坊
2050 41st/ 604-558-2589
Love My Smile 愛我微笑牙醫診所
8307 Oak St./604-647-6453
Marpole Oakridge Community Centre
990 W 59th Ave
MacDonald Realty Kerrisdale麥當勞地產
2105 W38th Ave
Modern Dental Clinic 現代牙醫診所
#320-5655 Cambie St/604-263-8413
MPM多元數學教育中心
3036 W 41st Ave./604-266-6762
Renfrew Community Centre
2929 E 22nd Ave/ 604-257-8388
Ridge Dental 謝佳紋牙醫診所
3018 Arbutus St./ 778-903-1590
Sunrise Community Centre
2620 E Hastings St./ 604-717-3584
T. Flamingo Hair Salon 千鶴髮廊
8538 Granville St./604-879-7211
Taipei Dim Sum Food Ltd台北點心麵廠
7109 Victoria Dr/ 604-322-5088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台加文化協會
8853 Selkirk St./604-267-0901
TUNN EX 我愛我車
 #20-970 SW Marine Dr./604-263-9533

Vancouver Formosa Academy
溫哥華東寧書院
5621 Killarney St./604-436-2332
Wang’s Taiwan Beef Noodle House
王記台灣牛肉麵
3250 Cambie St/604-872-3618
XO Tours Canada新聯華假期
600-1788 W. Broadway/ 604-738-6188
天仁茗茶
550 Main St/604-684-1566
加拿大多元文化活動中心
537 Main St/604-638-3493
碧瑤美髮
3580 Fraser St/604-876-6438
鵬程教育學院
2027 W 42th Ave./604-263-8586

Burnaby
Beautiful Island 風信子
#1-4648 Imperial St./604-438-0258
Burnaby Public Library
Bob Prittie 
HighGate
McGill
Tommy Douglas
Caritas 9 Coffee Roasters
#104-7655 Edmonds St./604-553-0316
Chinese Taoism Kuan-Kung Association 
in Canada加拿大中華道教關帝協會天金堂

3426 Smith Ave/604- 568-9880
Dr. Wayne Niou 牛家庭醫師診所
4500 Kingsway/604-436-1231
Fondway Cafe
4462 Beresford St./604-283-6997
Garden Village Church 園鄉教會
4950 Barker Cres/604-433-7711
Lilly CP Chen Ltd李金萍會計師
#603-4538 Kingsway/604-438-7575
Lion Travel 雄獅旅遊(麗晶廣場)
#1323-4500 Kingsway/604-438-6578
Nature's Essence永信健康食品
#1309-4500 Kingsway/604-451-9377
No. 1 Beef Noodle House 京園牛肉麵
4741 Willingdon Ave/604-438-6648
Pearl House 珍珠小館
7152 Sperling Ave/ 604-522-3177
Pearl Hot Pot 珍珠小火鍋
7154 Sperling Ave/604-516-0238
Sasaya Restaurant 全州豆腐鍋
7538 Royal Oak Ave./604-433-3652
Seeds for Kids Language Art
種子中文教室
7782 Royal Oak Ave /604-338-3978
Signet Tours 超值旅遊
2F, 4705 Hasting St./604-688-9881
XO Tours Canada新聯華假期
#1823-4500 Kingsway/ 604-899-8886
台芳麵點 (麗晶廣場)
#1108-4500 Kingsway/604-655-2187

Richmond 
12 Baskets Nutrition & Health Co.
12籃健康食品集團
6600 No 3 Rd./604-270-7831
Carrie Travel Ltd.凱麗假期
(Aberdeen Square)
2315-4000, No 3 Rd./604-231-0580
Cafe Savoureux 
#1326-8368 Capstan Way/604-207-2589
Century Chiropractic Clinic崴傑脊椎骨科
#118-5811 No. 3 Rd./604-678-9967
Delicious Cuisine 一品怪廚
100-7911 Alderbridge Way
Dinesty Dumpling House聚
#160-8111 Ackroyd Rd
#2788 - 4151 Hazelbridge Way
604-303-7772/ 604-303-9998
Jen's Hair Salon 任太美髮
7080 No. 4 Rd./604-241-7463
Kuohua Trading Co. Ltd. 國華台灣食品
#120-4551 No.3 Rd./604-276-8858
L.A. Chicken
160-11780 Thorpe Rd./604-278-4737
Lansdowne Canada Post
942-5300 No. 3 Rd.
Maxeme 醫車坊
2-2300 Simpson Rd./778-881-9988
Minoru Aquatic Centre
7560 Minoru Gate, Richmond
Memory Corner 有香
6900 No. 3 Rd./604-362-4442
Pearl Castle Café 圓香生活餐飲
1128-3779 Sexsmith Rd./604-270-3939
Richmond Public Library
100–7700 Minoru Gate/604-231-6432
Riva莉坊髮型美容工作室
1038-8700Mckim Way/ 604-232-1119
Snack King Eatery 美食美客
2280-8888 Odlin Cres./604-362-4442
Soul Natural Holistic Medicine
陳昶仁 漢醫師
1355-8888 Odlin Cres/ 604-261-8313
Upopia Travel Inc. 富邦旅遊
#2180,8766 McKim Way/604-248-1433
Vance Financial Group 吳麗珍投資理財
604-779-2268
Youneed Enterprises Ltd 高登健康生活館
#130-4231 Hazelbridge way
778-895-8116
Yuan Hai Frames Manufacture & Art 
Gallery 源海畫框畫廊
#148-11180 Coppersmith 
Place/604-272-3558
長宏食品
1068-8700 Mckim Way/604-207-1678
美廉食品公司
150-13911 Maycrest Way/604-273-1365
施坤郎 BC省註冊中醫師
Unit 177-8171 Ackroyd Rd./604-273-3993

West Vancouver
West Vancouver Memorial Library
1950 Marine Drive

North Vancouver
Capilano Library
3045 Highland Blvd
Lynn Valley Library
1277 Lynn Valley Rd.
North Vancouver City Library
120 14th Street West/604-998-3450
Parkgate Library
3675 Banff Court

New Westminster
New Westminster Library
716 6th Ave

Port Moody
Lazy Den Tea House懶人窩
#105-3003 St. Johns St.

Coquitlam
Coquitlam Public Library (City Centre)
1169 Pinetree Way/ 604-554-7323
Coquitlam Public Library(Poirier Branch)
575 Poirier St/ 604-937-4141
Sammi's Juice Bar一龍奶茶
#2908-1163 Pinetree Way/ 604-941-1688
TUNNEX 我愛我車
2796 Barnet Hwy /604-554-0258
鄉香小館
1202-1163 Pinetree Way/604-977-1688

Maple Ridge
The One Bubble Tea
#150-22529 Lougheed Hwy/604-479-
5511

Surrey
Bubble 88
10209 King George BoulevaRd. #102
Canada Volumes總進食品進出口公司
Unit 106, 2630 Croydon Drive
604-761-7895

Aldergrove
Asia Pacific Farm
3577 268 St./604-856-8558

Other
大溫地區台灣人教會

溫哥華所有圖書館
VPL(Central & all branches)
350 West Georgia St./604-331-3603
所有大溫地區的T&T大統華超級市場

取閱點免費贈閱

郵寄付費訂閱

加拿大國內每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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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S Calendar

台加月曆 ·

星期日 Sun 星期一 Mon 星期二 Tue 星期三 Wed 星期四 Thu 星期五 Fri 星期六 Sat

藝廊展出時間
週一至週五 9AM-5PM
週六 10AM-5PM 

4 月 1 日 - 29 日
潘建中個展：雪泥鴻爪

桌球聯誼社
週一至週五
  9AM-5:30PM
週二 / 週四 
  7PM-9:30PM
週六 10AM-5PM

1
健行社 9:15AM
Queen Elizabeth Park

鄭子太極拳 10AM

2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3
土風舞 10AM

日本語進階 10AM

國標舞初學 12:15PM

國際標準舞 1:30PM

兵乓球班 3:30PM

4
平甩&太極 8:30AM

免費報稅 10AM

日本語初級 10:30AM

英文時事 1PM

排舞 1PM

土風舞 7:45PM

5
土風舞 10AM

國際標準舞自習 1PM

台灣民俗手藝 3:30PM

圍棋班 3:30PM

兵乓球班 3:30PM

6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專題講座 1PM
都市廢水處理

藝術治療工作坊 7PM

7
排舞10AM

iPad 和iPhone課程11AM

橋牌社 1PM

8
健行社 9:15AM
Semiahmoo Heritage
 Trail
鄭子太極拳 10AM

卡拉ok俱樂部 2PM

園藝盆栽俱樂部 7PM

9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10
土風舞 10AM

日本語進階 10AM

國標舞初學 12:15PM

國際標準舞 1:30PM

兵乓球班 3:30PM

11
平甩&太極 8:30AM

免費報稅 10AM

身心靈：在危機中，我
如何建設自己 10AM

日本語初級 10:30AM

英文時事 1PM

排舞 1PM

土風舞 7:45PM

12
土風舞 10AM

國際標準舞自習 1PM

台灣民俗手藝 3:30PM

圍棋班 3:30PM

兵乓球班 3:30PM

Toastmaster 7PM

13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音樂欣賞 1PM
陳泗治其人其樂

藝術治療工作坊 7PM

14 15
健行社 9:15AM
Mountain Park,, Burnaby
免費報稅 1PM

16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17 18
平甩&太極 8:30AM

免費報稅 10AM

身心靈：善用自我康復
的本能 10AM

日本語初級 10:30AM
英文時事 1PM
排舞 1PM
國標舞初學 3PM
土風舞 7:45PM

19
土風舞 10AM

專題講座 10AM
哥斯大黎加／墨西哥
拍鳥行

國際標準舞自習 1PM

台灣民俗手藝 3:30PM

圍棋班 3:30PM

兵乓球班 3:30PM

20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影片欣賞 1PM
稻草人

藝術治療工作坊 7PM

21
排舞10AM

iPad 和iPhone課程11AM

橋牌社 1PM

22 

健行社 9:15AM
Lulu Island Dykes, Rmd.. 

鄭子太極拳 10AM

免費報稅 1PM

23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運動復健操 10:30AM

30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Empower me 2PM 
@ Burnaby 

24
土風舞 10AM

日本語進階 10AM

兵乓球班 3:30PM

25
平甩&太極 8:30AM

日本語初級 10:30AM

英文時事 1PM 

土風舞 7:45PM

26
土風舞 10AM

台灣民俗手藝 3:30PM

圍棋班 3:30PM

兵乓球班 3:30PM

Toastmaster 7PM

27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健康講座 1PM
幸福其食很簡單

藝術治療工作坊 7PM

28
iPad 和iPhone課程11AM

橋牌社 1PM

29
健行社 9:15AM
UBC Gardens, Van.

鄭子太極拳 10AM

卡拉ok俱樂部 2PM

Easter Monday

4 月 April 2017

Good Friday

台加休館

Easter

台加休館 台加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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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S Activities

· 台加課程 & 活動

健行社

備註：1. 務必穿登山鞋 (或球鞋 )，且自備雨具，風、雨、雪無阻。沿途風光明媚，請別忘了攜帶相機。
2. 健行詳細內容請依編號參閱 Douglas & McIntyre 出版 “109 Walks in British Columbia’s Lower Mainland”(6th Edition)。
3. 地點及詳圖請電洽當日領隊。

時間時間 健行地點健行地點 109109
walkswalks

行程行程
(km)(km) 領隊領隊 集合地點集合地點

4/1（六）
9:15AM Queen Elizabeth Park

詹元稹

604-581-6191
Parking close to 37 Ave.

4/8（六）
9:15AM

Semiahmoo Heritage Trail
South Surrey 8

高騰輝

604-207-0533
#99 HWY(exit 10)  >King George >Crescent 
Rd> 3530 144 St., Elgin Centre

4/15（六）
9:15AM

Mountain Park
Burnaby 14 8

葉茂雄

604-299-0496
Hastings St. (or Gagliardi ) > Burnaby Moun-
tain Parkway > Centennial Way > parking

4/22（六）
9:15AM

Lulu Island Dykes,
North Richmond 59 6.4

鐘淑汝

604-275-1357
West end of River Rd, across Terra Nova

4/29（六）
9:15AM

UBC Gardens,
Vancouver 1 9

李贊星

604-688-0550
Old SW Marine Dr. UBC

5/6（六）
9:15AM

Mosquito Creek
North Vancouver 47 6.8

詹元稹

604-581-6191
#1 Hwy(exit 17) > Westview Dr. S > Larson 
Rd W > Fell Ave N > parking @ 17 St.

園藝盆栽俱樂部
時間：4月8日(六)7PM
園藝：漫談紫藤
講師：高源雄
盆栽：創作豆（迷你）小型盆栽
講師：王永輝

園藝社年費$20，單次上課$5。

經常性所有課程詳細時間內容，請參看台加課程活動月曆。歡迎到台加網頁www.tccs.ca詳閱。

Toastmaster Club
負責人：馬苔菱
指導：Chris Lee
時間：4月12日（三）7PM

4月26日 (三）7PM

主持：詹元稹604-581-6191/ 778-985-1136 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3

復健運動操
時間：4月23日（日）10:30AM
負責人：黃威傑醫師

TCCS Toastmaster Club 目前每月第
二、第四週三聚會。歡迎您加入，來
賓免費。這是一個經過國際認同，對
學習英文與在公眾演講的平台，參加
Toastmaster除了增進個人演說能力技
巧，也對您個人學經歷資料有很大的加
分效果。

台加免費稅務診所
時間：4月4、11、18日（二）

10AM-12PM
4月15、22日（六）1PM-4PM

資格：低收入以及簡單稅務情況人士，
包括老人、學生、來加拿大的新
移民以及低收入的稅務人士。

低收入標準如下：
單身人士：3萬元以下
有一個小孩的一個成人：3萬5千元以下
夫妻：4萬元以下且沒有資本收益且利

息低於1000元

欲報稅的人，請準備以下所需的文件： 
1. 政府核發身分證件 
2. 社會保險卡號 
3. T4, T4A, T3, or T5, RC62 ...等

可以報稅的表格，各項可扣抵的
收據

※ 報稅方式採一對一方式，為避免您
白跑一趟，請有意前來者，務必事先打
電話給本會來預約服務時段。

高爾夫球俱樂部
2017球季於今春即將開打，
報名請洽林德清604-277-7589。
或留電話給台加辦公室轉達，
我們會很快跟您聯絡。

保齡球俱樂部
保齡球活動恢復正常，
每週日10AM準時開球。
地點：The Zone Bowling Centre

180-14220 Entertainment Blvd. 
Richmond（No.6 Rd.夾Stvenston 
Hwy），SilverCity電影院和Sub-
way對面。

催眠藝術治療工作坊
時間：4月6、13、20、27日（四）7PM
講師：李江歌治療師　　費用：$100

4月 6日：Free Association
4月13日：House Tree Person Assessment
4月20日：Self Image Projection
4月27日：Color Conversation

土風舞
老師：田興和
時間：A班，星期一＆三 10AM

B班，星期二 7:45PM
費用：A班，$25／月；

B班，$40／三個月

國際標準舞
老師：謝依霖
進階班：星期一 1:30-3PM 

$30／月；Drop in：$10
初學班：星期一 12:15-1:15PM

$24／月；Drop in：$8
自習：星期三 1-3PM

鄭子太極拳教學
老師：沈于順＆吳明芳 604-985-8687
時間：星期六 10AM
費用：會員$150／期；非會員$175／期

（一期8堂）；Drop i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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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School

台灣學校 ·

讓人期待也讓人驚艷的 2017台加魔術棋彩 Fun春假營，在
靜態作品展、動態成果發表會後，終於在3月24日下午下午4
時劃下句點。但許多家長、孩子、教師包括 6 位高中生義
工，仍久久流連於台加二樓的會場大廳。

今年的最大亮點，是把原本籠統定義的Fun，從『歡樂的動
態課程』，進化至『快樂領導力體驗營』。負責課程設計的 
Liz老師說，這是以7 Habits of Happy Kids為基礎架構，
透過故事和活動設計，讓孩子培養自信、溝通、團隊合作、
自我管理等積極好習慣。

每次清晨看家長送孩子來，親子之間不捨離開的畫面，都是
令人感動的。欣慰的是，在黃昏放學時，每問孩子『今天喜
歡什麼課？』，孩子們都有說不完的喜歡。喜歡魔術、喜歡
圍棋、喜歡卡通畫、喜歡北美手語，喜歡Harp、Chess、紙
Lego、Table Tennis，因為喜歡，所以邊走邊揮手，我也喜
歡回以See You Tomorrow！

很高興看見今年的義工群，非常的完整和稱職。他（她）們
除了當教師助理外，下課時間，還要帶領學生至下一節教
室，午餐時間更會安排活動，如畫畫、猜字遊戲、鋼琴演奏
等，樂當當孩子們喜歡跟隨的孩子王。因嚴格要求他（她）
們儘快背熟學生的名字，所以孩子們初到台加的陌生感，很
快地就消失於無形。

孩子是未來的希望，孩子的笑聲真美妙！感謝家長帶孩子來
台加，讓台加台灣學校的天空更顯亮麗。

圍棋班

指導：戴振華老師　
時間：週三 3:30PM - 5PM
費用：$150／每期10次，Drop-in　$17

三分鐘學圍棋，一點都不誇張，圍棋ＡＢＣ是從「圍起來」
開始的。只在門外看又看，以為難又難，何不輕輕入門來，
你會很喜歡。

台灣民俗手藝坊

指導：周元英老師／蘇育菁老師
時間：春季班3月29日-5月31日（三）3:30PM-5PM
費用：$120／10堂課（含材料費），Drop-in　$15

以環保材料，推廣環保概念的民俗手藝，用家家戶戶信手拈
來的環保回收紙張物品，老師的創意指導，啟發孩子無限想
像空間與潛力。絕對適合家庭親子共同參與、學習、創作。

台加2017年魔術棋彩Fun春假營
文/戴振華

成果發表會表演

廖純如校長、戴振華負責人與6位義工合影

台加親子夏令營
8月21-25日

8月28日-9月1日

敬請期待
簡章備索

604-26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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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stic Health

· 台加身心靈中心

學習身心靈成長　開創幸福圓滿人生學習身心靈成長　開創幸福圓滿人生

台加文化協會成立「台加身心靈成長中心」是協助有意願在身、心、靈成長的朋友走向更

寬敞、更自在、更寫意的人生。每個月二次的活動，為大家提供一個追求身體的健康、情

緒的平坦、靈性的增長的資源。需要個人成長探索，請打預約電話 604-267-0901。

文/徐碧霞

以沒有期待、不比較、不判斷、不否定的心，
來迎接所有發生的事，會帶來內心的自由。

這個自由會吸引很多幫助我們快樂、
健康的訊息來到我們生命裡。

在危機中，我如何建設自己
時間：4月11日（二）10:00AM-12:30PM
主講：張理瑲老師

世事充滿各種變數，因此，人生過程中就有高潮、也
有低潮；有順境、也有逆境。快樂、成功的人，並不
是因為他們一生中事事都一帆風順，無往不利，而在
於他們知道如何處理各種境界，尤其是如何在低潮、
逆境、甚至驚滔駭浪之時，不受負面的影響，堅持自
己的信念，調適自己的心態，肯定自己的目標，而化
險為夷。

今年大溫地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張理瑲女士，是大家心
目中快樂、成功的典型。然而，她美滿的人生中，在
家庭、事業、與健康方面，也曾有一些低潮、逆境。
但是，她繼續憑著堅定的理念，把握每一天，努力過
著快樂、充實、有意義的日子。她之所以能夠達到今
天的境界，絕非偶然。請大家來聽他的分享。

講員介紹：張理瑲女士生長於虔誠的基督教長老會家
庭。初中即離家到外地升學；高中畢業時，放棄保送
中興大學的機會，參加大專聯考，而考上台大。畢業
後，到美國麻州大學念研究所。與夫婿潘立中先生結
婚後，曾和公婆同住於渥太華。後來，也曾因夫婿的
工作，而住過波特蘭、維多利亞；最後，定居於溫哥
華之後，張女士創設公司，從事玫瑰石珠寶之推廣，
凡二十多年。2008年發現罹患黑色素腫瘤，張女士除
配合醫生，積極治療外，更樂觀面對。

她與夫婿共育有二女一男，人人皆有成就。夫婦兩人
平時除含飴弄孫之外，更參與各種社團，熱心公益，
廣結善緣，得到大家的敬重。

善用自我康復的本能
時間：4月18日（二） 10:00AM – 12:30PM
主講：張鍾玲老師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我康復的本能。在日常生活中是可
以體會到的。我們疲倦時，晚上睡一覺，早上精神就
恢復了；我們手指頭被割到時，經過一、兩天，傷口
癒合了。因為這些經驗太平常，我們都忽視了。我們
也常以為只有小毛病身體才能自我康復；碰上大毛
病，我們就忘了自我康復的能力，而向外求援。我們
要有信心，在大、小毛病上，我們都可以使用我們康
復的本能。張老師要用幾個重點來和我們討論如何啟
動康復的本能：注意自己的感受、用心念創造美好的
現在、與自然能量相接、以病為師、找回生命真正的
渴望。希望靠我們努力找回生命的意義，大家共同創
造更合協的社會。

講員介紹：張鍾玲老師對於愛護地球，有著無可救藥
的熱情。只要是對地球好的事，再苦再累都甘之如
飴。 2000年，聽到雷久南博士在推廣身心靈整體健
康，提到吃素是最環保的，當天就下定決心吃全素。
為了環保放棄美味，將近17年了，還是覺得非常開
心。 原先，一家五口只有她一個人吃素，孤軍奮鬥
堅持下來，現在兩個女兒也決定跟進；令人開心、感
動。這也證明了身教的效益。讓我們共同為維護我們
的環境，都盡一份力。

她小時候夢想當老師或是醫生，因為可以幫助他
人。2000年跟著雷久南博士學習身心靈整體健康，把
雷博士的教導用在孩子身上之後，女兒的過敏也都慢
慢的消失不見。現在家裡完全沒有化學成分的清潔
劑。飲食也儘量買有機品，或天然無毒的。結果，不
靠打針吃藥，孩子都健健康康地長大。孩子也很自豪
她們是全校唯一不打預防針而不生病的小孩。一切遵
循自然的法則，我們可以真正地得到健康。自己體驗
了好處之後，張老師也很希望把美好經驗分享給其他
的人。

開心 --- 康復自己， 康復家人，康復他人。

人生的淬煉，總會經過
『山， 山耶？ 山也。』
人生的態度，總要學習

『恩慈相待，相互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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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齡中心

金齡中心 ·

四月 6日 (四）  1:00PM 專題講座 
主題 : Saskatoon 都市廢水處理

講員 : 黃政平教授

黃教授 1968 年從台灣前來加拿大研究所攻讀衞生
工程，畢業後在大學、政府機構和工程顧問公司，
工作將近 50 年。他將跟大家分享如何將污水變為
潔淨水的經驗。在 Saskatoon 市的都市污水，經過
BNR 24 小時處理後，變得十分地清徹。處理後的
出水口的水質，不僅達到省政府規定的標準，更重
要的是使環境的生態得到平衡。(詳閱 p.8 ) 

四月 13 日 ( 四） 1:00PM 音樂欣賞
主題 : 台灣音樂哲人陳泗治其人其樂

講員 : 陳慧中

集宗教情懷與音樂藝術於一身的陳泗治，創造了不
少台灣第一：他是第一位留學加拿大的音樂家；第
一位在電台演出貝多芬《熱情》鋼琴奏鳴曲的鋼琴
家；也是第一位在本土寫出較多鋼琴作品的作曲
家。曾以 48 歲高齡，遠赴加拿大多倫多皇家音樂
院進修作曲。其作品以數量而言並不算多，但所展
現的是台灣鄉土風情的寫照，足以成為時代的經典
曲目，也是台灣寶貴的文化資產。我們將一同欣賞
其最拿手的鋼琴作品，包括 "台灣素描 "組曲與最
膾炙人口被演奏最多的 "龍舞 "。(詳閱 p.21)

四月 20 日（四）1:00PM 影片欣賞
影片：稻草人

運用近代台灣歷史搭配細膩描述台灣人遭遇。故事
劇情描寫台灣在日本的殖民政策下，人民生活在一
個荒謬的時代，運用非常戲謔的筆法呈現出來，卻
無處不彰顯著成為殖民地的悲哀。整個舞臺環繞在
宜蘭雙連埤的秀麗風景，重現昔日台灣農村的生活
環境，藉由靜默無言的稻草人，勾勒出戰爭對人民
的傷害，以及台灣人努力適應環境的尷尬。片中濃
郁的人情味，呈現日治時期庶民生活的悲歌。

金齡日活動

10:00AM - 11:00AM 肢體律動 - 蔡雅玲老師                                      
11:00AM - 12:00AM 歡樂歌唱 - 英秀青老師  
1:00PM - 3:00PM 專題演講 /影片欣賞
＊ 65 歲以上金齡長輩免費 *65 歲以下單日＄3
會員全年＄50/ 非會員 $100

四月 27 日 ( 四）1:00PM 健康講座 
主題：幸福其食很簡單 

講師：妙法基金會慈心蔬食小組

台語有句俚語“吃飯皇帝大”,國語也說“民以
食為天”, 那麼健康的“幸福高湯”你家有嗎？
在這通訊科技瞬息萬變無刻不進步的時代裡 ,你
被垂手可得，不請自來的的資訊淹沒了嗎！

人生看似更如萬花筒般的繽紛多彩，無遠弗界，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又不免虛華不實，真假莫
辯無所的從！

大家覺得好吃的東西，真的好嗎 ? 大家覺得不好
吃的東西，真的不好嗎 ? 幸福其食很簡單，顧名
思義就是並不難！讓我們一起來關心、一起了解
我們吃的東西背後的真相!一起切磋，吃出活力，
吃出幸福與健康！

特別講座

四月 30 日（日）2:00PM 專題講座
主題：省電節能計畫講座 Empower Me
講師：節能大使 Kylie

地點：Garden Village Church

4950 Barker Crescent, Burnaby

Empower Me 是一個針對房子和大樓公寓，專
門為在大溫地區居住的華裔和印裔，所提供的節
約能源的計畫。由於許多新移民來自不一樣的
氣候環境，對本地的家電，熱氣設備並不一定
有全面瞭解，而無法達到有效的抑止全面暖化
的現象。此計畫由社區人士發起，主要想幫助
抑止全面暖化現樣，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創
造更好的未來。同時幫助新移民適應本地生活。
節能大使曾於二月 16 日在台加文化協會舉辦講
座，應會員與聽眾要求，此次特別在 Burnaby
舉辦節能講座，歡迎 Burnaby 的會員參加。

四月 19 日（三）10:00AM 生態講座
主題：哥斯大黎加與墨西哥拍鳥行

主講：曾秋文

哥斯大黎加 (Costa Rica) 西班牙文意為「豐庶
的海岸」。 地處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咽喉 ,地形
從平原濕地到高原火山皆保留了獨特又原始的
多樣性生態環境 ,因此蘊育了 924 種極具特色的
野鳥 ,讓哥斯大黎加成為鳥類生態旅遊的最佳首
選國。已經第四度到哥斯大黎加拍攝野鳥的曾秋
文，此次要與大家分享哥斯大黎加與墨西哥美麗
與奇特的鳥類與其有趣的生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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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S Cultural Tour

· 台加會員文化之旅

奧匈捷德文化知性之旅

10 月 6 日 - 10 月 20 日

奧地利→匈牙利→捷克→德國→奧地利

美國華盛頓州旅遊

7 月 1 日 - 7 月 3 日
Diablo Lake → Winthrop → Coulee Dam → Dry Fall

→ Leavenworth → Columbia River → Snoqualmie Fall

→ Seattle → Chihuly Garden → Vancouver

亞德里亞海自然人文之旅
10 月 19 日 - 10 月 30 日

奧地利→克羅埃西亞→蘇洛維尼亞→

黑山共和國→奧地利

西班牙葡萄牙
古蹟驚艷之旅
10 月 19 日 - 11 月 3 日

葡萄牙→西班牙

3 日遊
15 日遊

16 日遊
12 日遊

詳細資訊簡章，請直接查詢台加文化協會辦公室 604-267-0901。           ※ 台加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

台加倍受歡迎經典旅遊，即日起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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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S Art Gallery

台加藝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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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 Pan's Exhibition
April 1 - April 29, 2017
TCCS ART GALLARY
8853 Selkirk St, Vancouver
604- 26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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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國家考試及格

卑詩省註冊家庭牙醫

美國賓州大學牙周病學碩士

美國賓州大學牙周補綴專科醫師

美國賓州大學人工植牙專科醫師

前台北臺安醫院牙科主治醫師

7109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BC ( )

Closed on Sunday

604-322-5088

 

台灣文化中心出租辦法
台灣文化中心有許多空間與教室可供出租使用，
歡迎上台加網站參考租借辦法：

http://www.tccs.ca/zh-hant/rental/rooms
Room 房間 / Size 大小

Upper Auditorium
樓上大會議室 24' x 31'

8859 Dancing Studio
舞蹈教室 23' x 102'

Art Display 
文創空間  17‘ x 21'

8857 
小廳 23' x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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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com/GogetGroup gogetgroup.com

HPO Licensed Builder 

BREAK GROUND  

全

Josephine Chen

TEL: 604-257-3588
500-4211 Kingsway, Burnaby, BC V5H 1Z6
Email: josephine@lundrielaw.com
www.lundrie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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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 Summer Programme
Make the most of your Summer break by following a specialised 
programme at one of Switzerland’s leading hospitalit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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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C

www.vfalinc.com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5621 Killarney Street 

Vancouver, BC V5R 3W4 
 (604) 436-2332  
 info@vfa.bc.ca 

www.vfa.bc.ca 

VVFA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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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狀態Century Health Care

ICBC WCB

Chiropractic

DR. Jeffrey Hwang
(B.SC.D.C)

DR. JASON CHENG 
(B.SC.D.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Acupuncture

Massage

Kriz Maludzinski
(RMT)

Physiotherapy

Kelvin Tu
(MPT)

DR. SAM CHEN
(R.AC.,R.TCM.P, M.D.)

DR. MELINDA CHENG
(R.AC.,R.TCM.P)

JAELYN TSAO (R.A.C)

 

PsychoTherapy

APRIL LI (BA, DVATI, CHT)

204-2786 W. 16th 
Ave., Vancouver, 
B.C. V6K 3C4

 
7667 Nanaimo 
St., Vancouver, 
B.C. V5P 4M6

118-5811 No.3 
Rd. Richmond, 
B.C. V6X 4L7

604-678-9967 www.centuryhealthcar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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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gaging, multi-dimensional literary event includes: 

PrPrPrProououdldldly y y y prprp eesesenenenentetetet d dd bybybyby TTTaiaaiaiaa wawwwanenenesesese CCaananadadddiaiaiaan n CuCuCuCuuultltlturururu alalal SSSSococcieietytyPP ieiennnntttetedd ytyaanenen rradly pr alalal SSSSocciTTTTaiaaiaaa wwwddououdd bybybyyy T iwawawawa oo

Wednesday, May 10 - Tuesday, May 30, 2017
Taiwanese Cultural Centre

8853 Selkirk St., Vancouver

Inquiries/more info
604-267-0901      www.tccs.ca

Taiwanese Canadian Monthly proudly presented by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8853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P4J6/604-267-0901/www.tcc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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