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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關心的朋友問，為了月刊，台加辦公室人力未增加，但多了工作，在

有限的資源與經費下，幹嘛這麼自找事做？ 這樣的關心，常讓我們一再

去思考，為什麼需要一份台加月刊。其實台加文化協會作為一個加拿大非

牟利社團，本來就是要主動去看見、去發現有什麼是我們可以為台僑社區

或為加拿大社會做的事，就該積極推動，用心以眾人長久的益處來服務社

區。我們實在做得還不夠，只能更謙卑、更努力。

近年雖然不少移民回流，根據加拿大人口普查，大溫地區現今仍有超過四

萬人來自台灣。因爲有感台加月刊可以為台僑社區搭起一座社團或鄉親彼

此，甚至與加拿大社會間的一座橋樑。台加月刊期盼能逐步擴充內容的廣

度與深度，努力成為此間台僑消息傳遞、知識分享、聯絡感情、建立共同

價值、並建構長久台裔社區與多元文化社會間的一個常態平台。 

每次看到加拿大許多民謠，都加註是源自法國或蘇格蘭、愛爾蘭時，就想

到第一代移民如何看待、珍惜、傳承自己的文化，就將決定是否可以為後

代與後來者，在移民的土地上敲下第一根釘。近日陸續聽見不少鄉親反

應，有他族裔的加拿大朋友，因在不同地方看見台加月刊後，主動向其台

裔朋友表達對這份印刷精美的 Taiwanese Monthly 之欣賞與肯定; 以及常

有人來到台加索取月刊特定期數，表示想要補齊收藏，這些再再讓我們備

感興奮與欣慰。

台灣有許多寶藏，不說獨特的海島自然環境，就有許多獨特的人文資產，

那是包含南島語系原住民文化、漢文化、以及歷史上曾居住在台灣的許多

東西文化，多次洗禮交融後，代代相傳的獨特文化。這些年來，自由民主

開放的社會，讓台灣的多元文化更發揮其創意，更顯出其魅力。自本期開

始的品牌台灣，將一一為您細數台灣這個國家品牌，讓每一個台灣人昂首

自信走向世界。

有多少去到台灣的旅人，最後都不禁愛上這個讓人著迷的島國，而選擇長

久住下來。其中也不乏來到台灣的外國使節，在退休後決定留住台灣可見

一般。更讓人驚訝是，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將台灣列為移民首選地。台灣

受人喜愛之處，也正是我們更該珍惜的。

帶著台灣獨特的文化資產，我們來到溫哥華，選擇居住在這裡成為我們的

第二故鄉，也是我們子孫的出生地。如同戰後，不論是自己選擇或不得已

來到台灣的人，他們所帶來的各地文化，從飲食、生活、語言、風俗，幾

十年後已共建成為台灣多元文化豐富寶藏的一部分。今日我們在加拿大，

也一起來築夢，有一天我們的子孫，也能有尊嚴自信地生活在，包含有台

灣文化的加拿大多元文化和平的國度裡。

台加月刊會繼續為您站在第一線，並盡心竭力成為足可讓台僑社區引以為

榮的門面。

台加月刊需要您站在背後堅定地支持，任何一份心意與贊助都將是永續經

營的關鍵。



3認識台灣 ·

台灣北海岸靠近石門區的老梅綠石槽海岸，是全台灣唯一的特殊景觀。

所謂「石槽」，其實是一條條海蝕溝（或潮溝），排列整齊。這是大屯火山爆發後遺留在海邊的火山礁岩，因波浪長期沖刷

侵蝕，終形成溝槽，如石槽。每年四、五月，老梅石槽上長滿了大片綠色的海藻，整個海岸宛如鋪上了一大片一大片綠地毯，

令人讚嘆！

如果四、五月沒來，錯過了綠色奇觀，無妨。老梅的浪潮依舊迷人，卷波、崩波、拋物線波，排舞前前後後曼波⋯。搜尋妥

漲潮與退潮的「中間」時刻，請即時入場，聆聽浪濤交響樂的演奏，這是夏日的另類戶外音樂會。你心裡的指揮棒揮出了哪

一首樂曲呢？

那一天，我在海邊靜目，心隨波浪流動沖擊，輕輕響起的是「匈牙利進行曲」。

夏日浪濤交響樂 文圖 / 張幼雯

【鏡頭下的故鄉】



4 · 認識溫哥華

愛爾蘭的詩人Seamus Heany曾說過：泥煤苔地是個珍寶盒，

我們能藉此找到我們過去的線索，以及我們文化的認同。的

確，泥煤苔地儲藏著比森林更多全世界的未被分解碳資源。

伯恩斯苔蘚濕地 (Burns Bog) 今年 7 月 3 日發生樹林大火，

火勢在強風助長下迅速蔓延，再次引起人們的關切。它位於

溫哥華南方的三角洲市與附近國境海灣，為太平洋遷移飛路

上重要的濕地。

伯恩斯苔地為超過 150 種鳥類的家，包括大沙丘鶴，以及低

陸平原最多的白頭鵰 (Bald Eagles)。成千上萬的水鳥，包

括喇叭天鵝，以及候鳥，使用這苔蘚濕地作為季節性棲息地。

伯恩斯苔地也提供不少哺乳類棲息地。其中包括：黑熊、黑

尾鹿、紅狐、山貓、郊狼、水獺、麝香鼠、雪靴兔、斑點臭鼬、

西北美跳鼠，以及刺蝟。

許多年來，伯恩斯苔蘚濕地被用於採礦與耕種，造成濕度降

低，而泥炭被用作肥料與燃燒原料。2004 年起，各級政府

攜手以 7200 萬元購買了這 5,000 公畝的土地，將伯恩斯沼

澤地的絕大部分劃為生態保護區。

伯恩斯苔蘚濕地為北美洲最大泥炭沼澤生態保護區，它是一

萬年前冰河時期的遺蹟。由於它終年潮溼、酸性，而且土壤

貧瘠，因此只有少數生命旺盛的生物，能適應惡劣環境才得

以生存！

一萬年前冰河開始溶解，冰塊河水夾帶著沙石，自菲莎河

(Fraser River) 上游沖刷而下，逐漸地在 6,000 年前形成目

前三角洲市所在的沖積平原。

目前考古學的研究發現，當時地表長滿了莎草等草原溼地的

植物，爾後有山石南等植物，接著在 2,500 年前才陸續長滿

泥炭蘚，伯恩斯苔蘚濕地於是誕生！

目前，只有位在三角洲市西北方的三角洲自然保育地 (Delta 
Nature Reserve) 開放讓人們觀賞。除了苔蘚溼地外，它還

擁有季節性的池塘。這些池塘是青蛙與豆娘孵化成蟲，交配

下卵的季節。

泥炭蘚能吸收相當的水份，就像一塊大海棉一樣。它能生產

酸性，減少細菌的滋生。當您走在其上，您能感受到它持有 

 

的彈性。

這些植物包括泥炭蘚、藍莓、茶樹、蔓越橘 (Cranberry)、
岸松 (Shore Pine)、
白樺 (Birch)、沙龍

白珠樹 (Salal)，劍

蕨 (Sword Fern)，黑

莓 (Blackberry)，與少

見的茅膏菜 (Sundew)

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

於茅膏菜。它能藉黏性

的葉子捕捉蚊蠅，加以

消化。它不僅捕捉小昆

蟲，如果你發現它正在吃一隻豆娘，請你別驚訝。它同時也

藉著這些昆蟲散佈花粉。

歐洲人曾利用茅膏菜新鮮且具黏性的葉子，來做乳酪與酸

乳。它的分泌物含抗生素的功效，曾用以治療肺結核病、氣

喘、氣管炎與咳嗽。

這種苔蘚植物的特性可以吸收很多的水份，過去的原住民常

利用來當床墊，月經墊或尿布，現代人則使用於園藝與外科

敷料。大多數苔蘚溼地的植物都依賴它們的水份來生長。這

些苔蘚可以後達六公尺深，其下為泥煤 (Peat)，其實就是潮

濕的腐植土。

目前泥炭蘚只見於卑詩省北方凍原地區，以及低陸平原的少

數苔蘚溼地，除了伯恩斯苔蘚濕地，還有溫哥華的 Pacific 
Spirit公園、西溫哥華的Cypress公園、高貴林的Mundy湖、

以及列治文 Nature 公園等地。

夏末正是藍莓 (Blueberry) 成熟的季節，在列治文自然公園

內，除了苔原溼地特有的植物，我們也可能看見一些野生動

物。這些植物在這地球上已有千萬年的歷史，如今只有在北

極寒地，您才有可能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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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恩斯苔蘚濕地：
一個生態學的寶藏
圖文 /林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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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高源雄

植物的生長與開花跟溫度與日照有關，通常溫度控制植物的生長，而日照影響植物的開花；溫度與日

照的相互效應，就使一年四季裡有各種不同的植物開花結果。在溫度適宜的狀况下，有些植

物需要在每日十三小時以上的日照才會開花，這類植物稱為長日照植物；而有些植物只

需要十三小時以下的日照經過一段時期才會開花，這一類的植物稱為短日照植物。

短日照植物的花芽通常在九月中開始形成，再經過一段時期就會形成花蕾而開花。

這一類的短日照植物，在本地常見的有聖誕紅、蟹爪蘭及秋菊。

聖誕紅 是屬於熱帶性的花木，它的花期是從十一月下旬到翌年

三月，在本地一般要用花盆養在室內，可是養在室內的聖誕紅到了

十二月却不開花，原因是它沒有經過一段短日照的時期。在原產地

的墨西哥，到了秋天日照減少而氣溫仍然溫暖，因此聖誕紅到了冬天

自然就開花了。

而在本地，到了秋天氣溫就降到了 10℃左右，根本不能把它置於室外接受

自然的短日照，而必需在室內用人工遮陰處理來讓聖誕紅開花。它需要在開花

前數週做遮陰處理四十天，每日至少要有十五小時以上在黑暗中渡過。處理方法

是在每天下午從五點鐘開始，把整株聖誕紅移到暗室，或用密閉的紙

箱把整株蓋起來，不可有任何的光線進入，然後在翌日上午八點

鐘再把它移回窗邊光亮處。要這樣不間斷地處理六週之後，

就會看到頂端的嫩葉開始變紅，就不用再做遮陰處理，然

後它就會開花。

蟹爪蘭 又名螃蟹蘭，因為它的葉狀莖很像螃蟹的腳，它是原產於熱帶巴西。

它可分為兩類，一是在聖誕節前開花的品種，另一是在四、五月的復活節前

開花的；前者叫 Christmas Cactus 或 Thanksgiving Cactus，而後者叫 Easter 
Cactus。它們都是短日照植物，可是在它們的花芽分化之後，要在白天溫度

20℃而夜間 15℃的溫差下六週才會形成花蕾，花蕾形成後可放在 20℃處讓它繼

續形成花朵，如果室溫超過 25℃，可能會造成落蕾現象。養在

室內的螃蟹蘭，在九月中旬以後把它移到光線較弱的地方

(朝北或朝東的窗邊 )，以減低日照強度，那麼它也會

開花。如果在夏天放到室外的螃蟹蘭，在十月初要把

它移入室內，這樣它自然也就會開花。至於 Easter 
Cactus，它需要更短的日照，所以一般要經過「冬

至」以後才會開花。另一個促進開花的方法是把它

一直放在日夜溫度 10~15℃的環境下一個月，它

也會形成花蕾。

菊花 可分春菊、夏菊、秋菊及寒菊等，它們對於日照長短的需求各有不同，

因此能在一年四季的不同季節裡開花。而秋菊是屬於短日照植物，它也是要

在日照時數少於十三小時後才會花芽分化，再持續維持四十天就會形成花蕾，

然後就會開花。因此人們就利用這種性質，用遮陰或光照來控制它的開花期，

使一年四季都能提供開花的大菊花。

作者 :高源雄老師，是台加園藝盆栽俱樂部長期的義工老師，也是大溫地區資深園藝專家。



6 · 戶外生活

融入環境
「生活地理」的意境，是要跟你所拜訪的地方作近距離接觸，

關心其周遭的晨昏變化、觀察環境中時間的差異〔日出、夕

陽、星辰，是比較具體得不同官感〕；甚而季節變遷時，感

受其不同的美感；要是再能捕捉到人文的直接感觸，那就更

有逸趣和機緣了。

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大師，能夠不斷捕捉到這些特殊美景，

也是因為有較長時間的駐點、用心體會與感受，才得以捕捉

到令人驚豔的美景。

再回想我們一般人的旅行（或許說傳統旅行團的行程吧），

大多仍以「採點」為主，上了車、握緊方向盤、油門直摧、

一路飆去。試著慢慢回想，假使僅僅開車〔好一些的是健行〕

到達目的地、拍上人頭與景點影像，這樣的「速食」旅遊，

久而久之會比較無趣感，新鮮度會愈來愈少；這也說明了有

些朋友會說，玩膩旅行這回事了。因為連續踩點是很累的，

舟車轉換的日行千里行程，泰半在交通晃蕩中度過，少了一

那份接觸本質的紮實感，完全失去了「旅行」的真意。

反之，如果我們慢下腳步，將一個區塊作為根據地、待個半

天以上〔最好是一晝夜兼有的時段〕。再將周遭的相關地緣、

個人興趣，結合起來後，作較實際得探討，這就是「生活地

理」的初步體會了；經過這樣的漫活體驗，你會對每個地方

有更深的感受，也不會計較是否有大山大海的差異。地球的

每個角落，都將是你探索的好對象、經驗所在。

曾經在海灘遇到一對父子，兩人住在遙遠的不同州府，這趟

行程，父子約好來到美國的最西北角，在海邊待上幾晚，一

起享受拍時空星軌的樂趣，探索區塊海岸周邊的幽情密碼。

這種相聚，絕對是二人此生絕佳的經驗，永懷不墜。

駐點二三事

當我們聊到Long Stay或Overnight，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景

點所在的旅館，知名熱門點，會有高檔星級酒店一起來駐

點，國家公園的Lodge小木屋，都是應運而生的在地服務。

而平日較方便隨處可及的就是森林保護區、州立公園，-

Campground就是最方便的據點了。

對於喜歡原荒的朋友，Campground 另有一個加分效果：營

火，這是人類文化進步中，一個永不退燒的元素。當人在野

外，昇起營火的過程與享受中，這種原生感受的喜愛，是一

種安全可靠、溫馨暖意、與激情生動的氛圍。

我拿一個在森林保護區湖邊小住的驚豔來聊聊。這個湖區除

了固定露營點、還可以任選營地，自在一下。我開著車繞行

選點時，一下嗅出這個半島中的小半島，直覺它是一塊瀟灑

地點，決定在此紮營。

管理處將入口的瞿道以巨木擋住，因此所有行頭需要搬個 30
公尺才能就定位，但這更保證了它得私密與獨特。從這幾張

Google Earth 圖說，可以感受這塊營地簡直是一個私人別墅

般的盤據勝地。

因為原荒，此處連露營區的野餐桌、烤肉架、營火圈等基本

配備，全無。僅有前人用石塊圍成的一股火圈，反而更原始

純樸。好在我的F-150將所有家當全帶著了，逐一將小躺椅、

親近野外、 
生活其中， 
就是要融入
圖文：wild BLUE Bear 
協同攝影：Ruth Qi

活動桌、爐具、保冷箱拎到定位；即使走了好多趟，但雙腳

壓在針葉鋪坦的小徑上、穿過一小段密林的快活，心想著建

構自己擁有的小營地，有發現新大陸般的興奮愉快。

Ruth 拿著 Snow Peak「火噴」，先將營火昇起。待火勢穩

定後，燒上一壺好茶、又在營火旁邊，圍烤著玉米、蕃薯，

當作是晚餐前開胃小點。接下來，將冰著的比目魚塊香煎處

理、另鍋煮著雞肉湯麵，作為晚餐主菜。

隨著夜色漸暗，自釀的醇米酒、好比日式清酒般香濃，磕著

花生米的濃郁，悠哉享受日落的晚霞變化。當夜間正式來臨，

暮色、星空、火絮，配著不算孤寂森林、微酣享受這專屬小

半島的悠情，好比坐擁整座森林公園般的幸福。

野外宿營，除了保暖，還要注意墊底舒適度，這兩項備置妥

當，包你一覺好夢到天明；真正會有認床的朋友，可以帶上

自己習慣的枕頭，問題就解決一大半了。當然，喜歡拍攝銀

河、星軌的朋友，在這種完全無光害的環境，是絕佳的試鍊

機會。

清晨的朝陽，輝映到帳內，一道紅飾邊讓我更加感覺溫暖。

當行頭準備的愈充分，你會更覺得野外嘗鮮的感受是如此舒

敞。因此，一杯熱騰騰現煮咖啡，保證絕妙到山野雅癖的爽

朗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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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後，燒上一壺好茶、又在營火旁邊，圍烤著玉米、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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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宿營，除了保暖，還要注意墊底舒適度，這兩項備置妥

當，包你一覺好夢到天明；真正會有認床的朋友，可以帶上

自己習慣的枕頭，問題就解決一大半了。當然，喜歡拍攝銀

河、星軌的朋友，在這種完全無光害的環境，是絕佳的試鍊

機會。

清晨的朝陽，輝映到帳內，一道紅飾邊讓我更加感覺溫暖。

當行頭準備的愈充分，你會更覺得野外嘗鮮的感受是如此舒

敞。因此，一杯熱騰騰現煮咖啡，保證絕妙到山野雅癖的爽

朗清新。

Vacation相對於Traveling
「度假」旅行有別於「採點」旅行，這個差別在於「漫活」

與「急行」，「行家」與「新手」之分別。這是筆者感受的

觀點，讀者可以依此看法取捨，安排你個人喜歡或獨有的旅

行方式。重要的是，在不斷的旅行中，找到你的精神樂趣與

無限回味的好方式。天下之大，曾經走過的經歷是美好的回

憶、而且要品味出旅行的精義。

在結束本文前，我想用四張圖像再解釋一下「慢活」的精義：

我循著 Oregon Trail，行駛於 Columbia 河邊的 I-84 公路，

向東推進，在進入 Walla Walla 小鎮前，一處歷史遺跡吸引

我停下車來。徒步進入谷地，發現一大欉「薊」類草藤、開

著紫紅花朵，這是台灣千元鈔票上面、「玉山薊」的同科植

物。此時每株都盛開著，吸引小蜜蜂來幫忙傳粉。這個發現

比起山頂上的原荒峽谷，是不同意境，端看你如何發掘與欣

賞。

第二組圖示位在 Umatilla, Oregon 附近的 Hat Rock State 
Park，騎單車繞遍了帽岩四周，剛好遇到釣客戴著同型大盤

帽，正好輝映其外型，夠巧的比對機緣。這樣的接觸，一定

要閒情雅緻的敞開心情來關懷周遭環境，每回都會讓人有不

同的發現經驗；這也隱喻著，如果帶上一部 X-Road 適用的

Giant 單車，會更迅捷與揮灑。

圖左：只要是能振奮精神的場景，下來仔細端倪一番。圖右：

現場發現薊類植物盛開的花朵。Walla Walla, WA

圖左：Hat Rock State Park, OR；圖右：騎車繞至湖邊，恰

巧釣者戴著一樣盤帽。

嚴選配備：Snow Peak 野營用品；Giant 單車；FORD F-150
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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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aiwa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strives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impoverished people in the east 
African country.

Many children in the Mount Elgon region of Kenya walk 
barefoot for two to four hours to attend school. This journey 
along the area’s rocky dirt roads is not only tiring and 
painful, but is also fraught with danger. Without shoes, the 
students can fall victim to chigoe fleas, or jiggers, which 
live in warm dry soil and burrow into the skin to feed on 

blood. Infestations of these parasites can lead to the loss 
of toenails, the deformation or amputation of toes, or in 
extreme cases, even death. In this rural part of Kenya, as 
in the case in other regions where the fleas are found, the 
simple truth is that shoes save lives.

When Yang Yu-jen ( 楊右任 ), of Taiwan, and his wife Kara 
Remley, a Canadian, learned of the hardships and perils 
endured by these students, they felt compelled to help. The 
couple, who live in northern Taiwan’s Taoyuan City, decided 

Thirty Steps to Kenya
舊鞋．救命

文 /Tina Tsai 蔡佳純

Yang launched 
the Used Shoes 
Save Lives 
campaign to 
help impoverished 
people in rural 
Kenya. (Photo 
courtesy of Step 
30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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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launch a campaign called Used Shoes Save Live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send them unwanted footwear. Though 
they felt optimistic that their aid initiative would resonate 
with locals, they never imagined the scale of the response 
they would receive. Within days of posting the campaign 
on Yang’s blog and Facebook page in April last year, they 
received approximately 15,000 pairs of shoes and 7 metric 
tons of clothes – enough to fill a 40-foot shipping container.

“We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enthusiastic response from 
individuals and corporations around Taiwan,” Yang says. 
“Initially, we’d been hoping to collect enough shoes and 
clothes for a 20-foot container. But to our surprise, the 
donations poured in very quickly and soon our home, our 
church, and my brother’s computer store were filled to the 
rafters.”

Yang was inspired to create the campaign by his father-
in-law Allen Remley, a construction technician and former 
pastor living in Toronto. Remley uses the money he earns 
from his construction work to build clinics, churches, and 
schools in impoverished region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parts 
of Kenya. Yang learned about the jigger problem through 
conversations with his father-in-law. Once his footwear 
donation campaign had taken off, he decided to rename the 
initiative Step 30. The name is intended to highlight his and 
his wife’s desire to follow in Allen Remley’s footsteps and 
encourage people under the age of 30 to become involved in 
humanitarian aid work.

The messages that Yang first posted online last April have 
been forwarded ever since, leading to a constant influx 
of shoes and clothes. The young missionary says he has 
been amazed at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mobilize not 
only donations, but also supporters and volunteers. “In the 
beginning, the shoes streamed in so fast that the situation 
wa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o we issued an Internet SOS for 
people to help sort and pack them for shipping,” he explains. 
“We were thrilled to see that so many people wanted to 
volunteer to help our cause.”

In July last year, the initial shipment reached its destination 
in Kitale, an agricultural town situated between Mount Elgon 
and the Cherangani Hills at an elevation of around 1,900 
meters in western Kenya. Yang then made his first trip to 
the country last November to learn about the distribution of 

those shoes, which were handed out by a local church, as 
well as the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region.

“I originally thought I’d completed my task once the 
shipment was sent,” he says. “However, when I went there 
and saw people living in extreme poverty, I felt I should keep 
on helping them.”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he established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Step 30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and recruited full-time staff to assist him and his 
wife.

To date, the NGO has collected roughly 400,000 pairs of 
shoes and has already shipped about half this number to 
Kenya. “Most Taiwanese people are compassionate, as 
evidenced by their generous donations to disaster relief and 
humanitarian aid missions at home and abroad,” Lin says. 
“We want to establish a platform to facilitate the growth of 
philanthropy and volunteerism.”

Yang and Remley’s used shoes campaign also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Chou Wen-chin ( 周文欽 ), a director who 
has been involved in dozens of productions over the past 
decade. He won the top prize at the 2014 New Taipei City 
Film Festival for his documentary Spark on the Ocean, 
which highlights a traditional Taiwanese fishing method 
that involves the use of fire to attract fish. The filmmaker 
says he initially intended to donate shoes to Step 30, but 
then thought he could better serve the NGO by making a 
documentary about its aid efforts.

Chou started recording the group’s daily operations in 
November 2014. The director and his crew also joined 
Step 30 staff members when they embarked on a trip to 
Kenya in March this year. The documentary team filmed the 
aid workers during their 45-day stay as they helped carry 
donated items to remote communities, clean and treat the 
wounds of local people suffering from jigger infestations, 
and organize classes for school students.

The director hopes to finish his movi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expects to begin screening it shortly thereafter in local 
theaters and a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It’s my hope 
that this documentary can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plight 
of poverty-stricken people in Africa,” he says. “In addition, 
it can help global audiences learn about Taiwan and what 
its people are doing to reach out to the impoverished in a 
faraway land.”

At present, Yang is preparing to launch other initiatives to 
help those in need in rural Kenya, including projects to drill 
wells, provide job skills training, and convert the containers 
used to ship the used shoes into classrooms. “We believe 
that education can reduce, and perhaps even eliminate, 
poverty,” he notes. “By creating learning facilities and 
opportunities, we want to give disadvantaged children hope 
for a better tomorrow.”
( 英文與圖擷取編自外交部新聞報導 )

Yang launched 
the Used Shoes 
Save Lives 
campaign to 
help impoverished 
people in rural 
Kenya. (Photo 
courtesy of Step 
30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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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一切從當初在臉書 FACEBOOK 的一個網站開始。我看到在

臺灣一個叫 "舊鞋．救命 "的活動，我仔細閱覽後，有感這

是一個多麼有意義的創舉 !  我雖然人在溫哥華，但我也在

臉書上積極分享及邀請住在臺灣的朋友去捐鞋，響應這個聰

明又有意思的活動。

然後再想，如果有一天這個活動可以在有豐富資源的溫哥華

舉辦，一定也會有很大的迴響！

本來也只是一個念頭，但這個念頭一直在我腦中徘徊。所以

我主動聯絡"舊鞋．救命"機構的負責人，瞭解更多的詳情。

得知他們也一直想在加國舉辦，但面臨許多困難。的確，那

可是相當棘手的問題，為此我也一直禱告祈求可以得到什麼

指引。終於，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感恩的奇蹟

透過一個很好的朋友，介紹我認識到大溫哥華臺灣同鄉會會

長 Jeff 大哥。 感謝他邀請我參與 6/18 臺灣同鄉會五十週年

慶，給我(代表關愛生命基金會）有10分鐘上台講解"舊鞋．

救命 "活動。我清楚知道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所以我事前

十分緊張的去作好準備。當晚我面對台下有三百多位嘉賓，

在掌心因緊張而不斷出手汗的情況下完成演說，卻得到了莫

大的即時迴響。

其中有一位嘉賓突然拍我的肩膀說貴賓六號桌有人找我。當

我過去的時候，我看見一位雍容華麗的女士，她對我很有信

心的說 : 「妳剛才在台上說的十分鐘，我都有認真地聽。我

相信我們在溫哥華一定可以把這活動做起來，我願意贊助我

公司的倉庫來支持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 希望到時活動在溫哥

華一舉辦推動的時候，大家都可以團結起來﹐共享善舉！這

活動十分有意義，我支持妳！」 這位美麗又充滿愛心的人

士就是「全盛行」的蔡銀子小姐。

當下的我十分感動和激動，眼淚忍不住的馬上崩出。因我們

在這之前一兩個月面對相當棘手的最大問題就是倉庫及地

方，為此我一直禱告希望溫哥華有人願意贊助倉庫，讓這活

動可以成功溫哥華舉辦。這位關鍵人物終於出現了！

我相信很多很有心的人都想參與這個活動﹐但若是沒有人願

意贊助倉庫的空間容納這麼多，近三萬雙鞋的話，一切都不

可能發生！當我流著滿腔激動的熱淚，訴說著我難以表達的

感動時，坐在我旁邊的傢俱廠老闆溫柔地説 : 「哭什麼呢？

若你還有需要倉庫，我這裡也可以。」天啊 ! 突如其來的各

種感動，他們是想讓我所有淚水都湧出來嗎？ !

感恩，感謝各位貴人的出現和愛心，最大的難關終於突破了。

這個活動終於可以在溫哥華落實展開了。 從那一晚宴會後，

陸陸續續也獲得許多團體、機構的支持和參與。包括台加文

化協會的陳慧中老師支持，讓我們可在台加月刊裡響應活

動。

故事

一個善念，募集四十萬雙鞋，“舊鞋．救命”誕生

一雙被遺忘在家中角落沾染灰塵的「舊鞋」，飄洋過海到了

非洲，搖身成為不可或缺的「救命」關鍵。

2014 年 4 月 19 日，當時還是 27 歲的楊右任在部落格貼了

一張海報，發起「舊鞋．救命」活動。當時楊右任的女兒剛

出生，在非洲傳教的加拿大籍岳父來台灣探視，跟他談及當

地狀況：「肯亞很多人沒鞋穿，光著腳踩在泥土，沙蚤容易

從足底鑽入人體，輕則造成雙腳潰爛，重則致命。前往非洲

的宣教團隊，即使將鞋子裝滿三、四個行李箱，也才一百多

雙鞋，數量實在不夠。」楊右任頓生憐憫，想起家裡的鞋子

庫存。

楊右任父親曾是鞋廠老闆，因工廠歇業，家中仍遺留約兩千

雙庫存鞋。倉庫裡的鞋子正好可以送去肯亞。本想以貨櫃寄

出，卻發現兩千雙鞋子連半個最小的 20 呎貨櫃都無法裝滿。

於是，學設計的他，將非洲故事寫成文字，製作了「舊鞋．

救命」海報。與一群青年基督教友在網路號召「捐一雙鞋，

救人一命」募捐行動，「舊鞋‧救命」計畫由此展開。結

果這張海報竟被網友瘋狂轉貼幾萬次，幾天後，兩輛郵局送

貨車載來滿滿的包裹，舊鞋也陸續從全台各地湧入家中。「原

本心中還很雀躍，但接下來幾天，鞋子愈來愈多，才開始擔

心，該怎麼處理如此大量的舊鞋？」也讓他驚嚇不已：「沒

想到網路的力量如此強大。」

楊右任坦承，過去他從未號召過類似的招募物資計畫，除了

經濟、能力有限外，也沒有實務經驗。該如何整理、裝箱、

貨運，都是滿滿的疑問，但本著想幫助非洲孩童的心，他

一一打電話請教海關、聯絡場所做集鞋地，爸媽、親友也都

投入搬貨行列，過程相當辛苦。「回想起來，就像打了場辛

苦的勝仗，但心裡很滿足，」

意想不到，經過一年多的募集，共募得十個的四十呎大貨櫃，

總共四十多萬雙舊鞋，已陸續運往肯亞。

楊右任表示，四十萬雙鞋的愛心募集，再次印證台灣最美的

風景是人。其實當初只是一個善念。為了整理這四十萬雙鞋，

動員了全台有超過廿五所及逾千名學生當志工埋頭整理的愛

心。

原本楊右任計畫送了一批鞋子去肯亞就算功德圓滿，但當他

到了肯亞的貧民窟，目睹吃不飽的民眾因收到舊鞋、舊衣，

開心得又笑又跳，那一刻他深受感動，原來自己很小的付出，

也能成為別人生命裡的祝福，這個感動，驅使他願意做下去。

楊右任稱，埃爾貢山區沒水也沒電，且山路崎嶇，裝鞋的貨

櫃無法運抵山上，也就先放置山下的肯塔利市，不過肯塔利

學童也有沙蚤病危害困擾，於是就近發送這個地區，事後發

現“一個貨櫃不夠”。而後緊接着第二、三個貨櫃花了三個

月抵肯尼亞。



11人間愛 台灣情 ·

「我以父母的角度去看這些孩子，深刻感受到這裡缺乏的物

資實在太多，」楊右任說

他認為教育是讓童脫貧的機會，解決學童光腳問題之後，想

要替當地改建破舊校舍。楊右任希望在當地成立「貨櫃學

校」，當舊鞋透過貨櫃海運到當地，發放完鞋子的空貨櫃可

改裝成教室。讓教育從小扎根，使貧困地區孩童也有學習場

所，扭轉非洲教育低落的現況。「鞋子會磨損，而教育會為

明天種下希望，」楊右任充滿希望的說。

沙蚤

非洲肯亞位於海拔 2000 公尺以上的 Mount Elgon 埃爾貢

山上，目前約有 5000 戶人家正忍受著寄生蟲的肆虐，各種

病菌及寄生蟲會從泥土裡鑽進他們的腳底，不但會影響行動

力甚至影響他們的生命

沙蚤（chigoe flea）是一種在熱帶地區常見的寄生性昆蟲，

體型約 1 公釐，公沙蚤會藉著吸人類與牛羊狗鼠等溫體動物

的血維生，而母沙蚤則會侵入腳跟或腳趾孵卵，造成患者腳

趾甲脫落、腳趾變形、截肢，甚至喪命。據估計，在肯亞就

有 140 萬人遭沙蚤叮咬，但這種疾病只需消毒與穿包鞋就能

防範。

鞋子是保護雙腳的重要物品，然而非洲肯亞卻有許多居民因

生活困苦，連買一雙鞋都有困難，只能光腳踩地，造成沙蚤

容易從腳底鑽入體內，使得雙腳潰爛。

作者 : Tina Tsai 蔡佳純 

出生於臺北，在臺灣從事教師工

作，2008 年隻身移民來到完全陌

生的加拿大發展，熱心投入公益活

動。為社會貢獻的心與能力，備受

肯定。榮獲 2008、2009、2011
年加拿大列治文傑出青年獎。

目前是「關愛心命基金會」及「加拿大青年領袖中心」的青年

董事 (全義工 )，而且也是「World Vision」(台灣稱「世界展

望會」) 籌款部 Campaign Leader。2013 年榮獲全加拿大兒

童資助活動第一名最佳籌款及作為唯一一位華人代表前往出

席世界宣明會全加拿大 Campaign Leaders 會議 ! 據「世界

展望會」兒童資助活動籌款記錄，至今已經拯救及改變了過千

兒童他們家庭的生活。

2015 年 1 月親身前進南非探訪貧窮地區和孤兒院，冀望以身

作則，為影響更多的青少年一起投入公益，回饋社會。並帶著

感恩的心，將愛心宣揚到世界每一角落。

現為「舊鞋‧救命」x溫哥華站的總策劃及負責人。

https://m.facebook.com/step30vancouver

有關

“舊鞋．救命”X溫哥華站

活動資料

期望有更多機關、學校，

以及充滿愛心的夥伴參與其中，以下是活動詳情，

Facebook 可搜尋 Step30xvancouver 
舊鞋救命 x溫哥華

「集鞋站」 

巴洛克傢俱店（列治文站）
地點 : 2000-2551 no.6 road Richmond
時間 : 8 月 1 日 ~ 9 月 9 日 

     每星期二 ~六 3:00~5:00pm
* 限已包裝好的清關集鞋袋 * 

2016 TAIWANfest臺灣文化節       
地點：Granville St 封街

      (W Hastings St 至 Smithe St.) 
時間：9 月 3 & 4 日 ( 六 & 日 ) 12:00~7:00pm
      9 月 5 日 (一 )12:00~6:00pm 

台加文化協會 ( 台灣文化中心一樓 )

地點：8857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時間：9 月 6~8 日 ( 二、三、四 )12:00~5:00pm

全盛行總倉庫 (溫哥華站 ) 
地點 : 1290 Odlum Dr., Vancouver
時間 : 9 月 9~11 日 9:00am~4:00pm 

* 限已包裝好的清關集鞋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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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中剛來加拿大讀書時，有一

天，我應幾位同學之邀去大學附近

一家餐館吃披薩。因為以前從未

嚐過，當外皮酥黃、乳酪香四溢

的披薩送上桌時，我不禁胃口大

開，於是興致勃勃地叫了杯咖啡，

準備好好享受在異國的第一頓義式

西餐。但才啜飲了一口，我卻差點吐了

出來。

「這是咖啡嗎？」我略感尷尬地問旁邊的同學。

「不是咖啡，是什麼？」她奇怪地反問。

我把「陰溝水」幾個字硬吞了回去，心裡卻不禁暗暗嘀咕：

這口感單薄、還帶點酸澀的液體，哪像是我大學時代在台北

的咖啡館裡和朋友談天聽音樂時喝的那種芳香濃郁的咖啡？

當時我以為是這家餐館的咖啡不新鮮變了味。但後來在其他

不同場合中喝到的咖啡也都同樣粗澀，我不禁懷疑是不是因

為自己過去與咖啡有關的記憶中含帶了太多感情的成分，而

使味蕾和嗅神經產生了錯覺。

我第一次聞到咖啡香其實更早於大學時代。讀小學時，有天

晚上我和哥哥弟弟們正在做功課，忽然有股奇特的香味從廚

房飄來。大家不約而同放下筆，擁到餐廳的送菜口往內窺探。

只見爸爸忙著幫媽媽把一只剛煮滾的長嘴壺從爐火上移開。

兩人像小孩一樣，喜滋滋地掀開壺蓋朝裡看，彷彿在分享什

麼秘密。那只壺當時在我看來，像極了童話書裡的阿拉丁神

燈。暈黃的燈光下，壺頂散出的熱氣似乎隨時會變出個精靈。

濃郁的咖啡香裡有種我所不熟悉的異國風味，就像爸爸和媽

媽無意中表露的親密，帶點浪漫的情調。雖然後來他們以小

孩子不宜喝為由，只讓我嚐了一小口，我的記憶裡卻從此留

下了香濃的餘味。

但那畢竟只是童年時的一個小插曲。咖啡那時在台灣可說是

奢侈品。要不是一位在洋機構工作的朋友送給父親，市面上

還不易買到。事實上一般人習慣喝茶，對這洋玩意兒並不知

如何品嚐，只會猛加糖和煉乳想蓋過那股苦味。而多年後商

家開始進口銷售的也大多是即溶咖啡。真正用咖啡豆現磨現

煮的，必須到咖啡廳才喝得到。

我第一次上咖啡廳是在考取大學後的那個暑假。終於脫除了

制服和短髮的束縛，換上花衣裳的我有種像蝴蝶般自由飛翔

的欲望。先前每天背著大書包沿書局林立的重慶南路走去等

車時，我偶然注意到三兩個指向二樓的招牌，上面寫著「純

咖啡」。有些如「田園」之類的店名頗為雅致，讓人不由地

興起浪漫的聯想。因此放榜後和好友蓓相約見面時，我就自

然想到了這個地方。

約會那天，我到得略早。興奮地上了樓後，我卻發現裡面的

光度不比放著影片的電影院強。眼睛稍稍適應後，我才依稀

分辨出靠牆及靠窗各有

一排高背咖啡座。窗簾拉得很嚴，除了走道上

方的小燈外，只能靠零星幾盞昏黃的桌燈來辨識輪

廓。為了不被人當作鄉巴佬，我硬著頭皮跟在女侍身後落

了座。隨後進來的蓓顯然也嚇了一跳。但既來之則安之，兩

個髮長才過耳的女孩子故作鎮定地在昂貴的價目單上點了兩

杯最便宜的咖啡，開始和往常一樣談文學和理想。

聊了好一會兒後，我起身上洗手間。因為已習慣了暗室，我

走去時並無困難。但踏出較光亮的洗手間時，我的眼前立刻

又變得黑茫茫的。沿著走道摸黑走了幾步，我無意中卻撞見

一對中年男女倚在一張高背座上撫摸擁吻。我又窘又慌地走

回座位，心裡卻忽然明白這家咖啡館的燈光為何如此暗。所

謂「純咖啡」原來並不純，漁翁之意其實不在魚啊。我趕忙

拉著蓓付錢離開了那裡。

日後回想起來，大概只有我們這種涉世不深的女學生才不知

道「純咖啡」招牌後的暗示。然而，許多年後當我從國外回

到台北，看到滿街「純理髮」的招牌時，仍多虧了一位朋友

點明，才沒傻兮兮地再誤闖迷宮。

到中部讀私立大學後，每年的學雜、住宿和生活費花了父母

很多錢，我已感到萬分心虛，自然不敢浪費在奢侈品的咖啡

上。只有在寒暑假回到台北賺點家教錢後，才會和朋友去咖

啡館享受一下那裡浪漫自由的氣氛。

當時台北的咖啡館不單賣咖啡，從冰淇淋蘇打到啤酒樣樣都

供應。因為間接受到六十年代西方反戰思潮的影響，林懷民

的小說《蟬》裡所提到「明星」和「野人」之類的咖啡館都

有那麼一點時髦又頹廢的氣息，對年輕人頗具吸引力。我喜

歡的則是中山北路上一家高踞二樓的咖啡館，可臨窗而坐，

邊看街景邊聽古典音樂。那個年紀的心思很亂，常在愛情中

徘徊掙扎。有時恰巧碰到咖啡館請來的民歌手抱著吉他坐在

角落上自彈自唱，我心中所有屬於那世代的無名愁和夢想彷

彿也都琤琤琮琮地傾流而出。

那幾年間，台北的咖啡文化時時求新，過不久就冒出個新點

子。有一次，我和朋友去過的一家咖啡館忽然改變了服務方

式，要求女侍蹲跪在桌旁為顧客一杯杯現煮咖啡。這過度殷

勤的姿態對我們這些年輕學子而言，實在有點承受不起，以

後反而不敢再去了。

我的咖啡情結
文 /吉羽

>> 接續右頁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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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或許正是因為咖啡在台灣被視為奢侈品，人們對待它的

態度就比較慎重，在烹煮及服務的品質上都有較高的期待。

我是到了加拿大之後才知道這裡的人把咖啡當水喝。每家餐

廳都供應咖啡，便宜的只要一塊多錢任你喝個夠。有時煮好

的咖啡放在保溫爐上一放老半天，難怪越「燉」越澀，難以

入口。我原先對咖啡的戀情遂在這「普羅」得毫無情調的狀

況下淡釋了。

沒想到，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七十年代初才寄身在西雅圖派

克街市場裡的一家小咖啡店，居然在八十年代末期開創出一

個咖啡王國。「星巴克」的出現在接下來的十幾年間顛覆了

整個北美洲、甚至亞洲和中東等地的咖啡文化。義大利人

向來自豪的咖啡傳統，竟由一個深有遠見的美國人 Howard 

Schultz 發揚光大起來。

1987 年星巴克往國際市場進軍的第一站就是溫哥華。第一次

在住家附近的分店喝到「拿鐵咖啡」時，我真是驚喜萬分。

那濃郁的香味和口感證實了我過去對咖啡的感覺並不純出於

想像。我對咖啡的舊情不由地復發了。丈夫也和我一樣著了

迷，每日上班之前下班之後總要停車買杯「亞美利卡諾」。

他更開始研究咖啡豆的烘烤過程、研磨的粗細以及各種煮咖

啡的方法。過不久，家裡就陸續出現了實驗瓶模樣的真空虹

吸咖啡壺、法式手壓濾壺等玩意兒，只等朋友來好大顯身手。

然而日子久了，兩人的熱度卻逐漸冷卻下來，開始發現不論

自己能煮出多好的咖啡，似乎總缺乏了某種滋味。最初我怎

麼也想不通。有一天我接到丈夫的電話，約我下班後和他在

附近的星巴克會面喝杯咖啡。當我穿過一個小公園前去赴會

時，忽然感到嘴裡有股咖啡的餘香。

原來我這半生追尋的並不完全是一杯好咖啡，而是和自己、

朋友或親愛的人在咖啡館裡約會的那種心靈的交會和愛的感

覺。自己煮的咖啡裡缺的不是香味和口感，而是咖啡館的氛

圍長留在我心中的浪漫情緒。

（本文摘自吉羽散文集《是誰呼喚我的名字》）

青春期孩子的父母，常常因擾孩子不和他們說話很沮喪，覺

得離孩子越來越遠。

和孩子沒辦法溝通。

兒子高中時，曾經問他：“為什麼你這個年紀的孩子不願意

和父母說話，爸媽都不知道要如何和他們溝通？”

兒子回答，“不和父母說話的原因很多，有時候是說了父母

也不懂，或是說了會被批評，有時候是沒什麼好說的。”他

還補充說：“這個年紀的孩子，想要獨立。不過，不和父母

說話，並不表示不喜歡或不愛父母。也不代表溝通不好。”

所以不是說話才算溝通。

高曼博士（Daniel Goleman）在他 SQ（Social Intelligence）
I-You 共融的社會智能一書裏，將社會智能分成二大類：社

會覺察和社會能力。

“從當下感知他人的內心世界，理解對方的感受和思想，到

掌握複雜的社會情境，都是社會覺察”（P.117）又可細分為

原始同理心、調適呼應、設身處地、和社會認知。

社會能力奠基在社會覺察上，能夠促成融洽而有效的人際互

動。包括幾個要素：同步效應、自我表現、造成影響、和展

現關懷。（P.118）

其中原始同理心是指可以與他人感同身受，察覺非語言的訊

息；同步效應則是在非語言層面與他人融洽互動。

這個理論很明白的指出非語言的溝通的存在和重要性。

溝通可以是非語言的。臉部表情，肢體動作，其實都可以達

到溝通效果。有些媽媽在孩子犯錯時，嘴裏說“沒關係，沒

關係！”但皺著的眉頭，往下垂的嘴唇，沮喪的神色，孩子

知道“媽媽很在意，媽媽很懊惱。”

而父母的“口是心非”則往往阻礙了孩子原始同理心的發展：

我察覺到媽媽的不高興是錯了嗎？那種表情是“沒關係”的

表情 ??? 所以在情緒的表達上要誠實以對，以免給了孩子困

惑的訊息。 

又如雙方在氣頭上，比個 Time Out 手勢，可以緩和氣氛。

兒子做功課時，遞上一盤他最喜歡的水果，常常換來很開心

的“謝謝媽媽”。一個擁抱、拍拍肩膀都可以傳遞關懷。女

兒春假回來，我們並肩坐一起，她做功課，我讀我的書，感

覺也很甜蜜。 

有些話不容易說出口，感謝現代手機的方便，送個簡訊給對

方來交換想法，也是個很有力的溝通方式。

如果親子溝通的目的是要增長親子間關係，不說話絕對也可

以達成。

溝通，不一定要講話

文 /陳姝伶

【教出好孩子】

>> 上接左頁「我的咖啡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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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理站拿到了最新的床位分配表後，我照例先快速瀏覽了

一遍；發現 300 病房的主人已換了人，我心頭馬上湧起一陣

不祥的感覺。看到護理師凱利正走了過來，我急急地問道：

「我們的新娘子呢？她…」我話沒說完，凱利黯然神傷地點

點頭：「是昨天清晨的事。」我心中有像是喪失至親一般的

不捨與失落。

在病房裡服務，本來就應該對所有病人一視同仁，不分高下、

深淺的。但是，對於其中與團隊成員互動比較多，或有其他

特別原因的，自然就會有較多的感情，他們情況的好壞也會

左右大家的心境。或許這就是「緣分」使然吧？

第一次看到翠薇 ( 非真名 ) 是兩個多月以前的事。那時她剛

由腫瘤科轉過來，調理因為卵巢癌而引起的疼痛問題。

翠薇是本地出生的廣東裔華人，會說一點廣東話，才三十出

頭的年紀。她長得不算非常漂亮、卻有著很甜且「容易感染

他人的笑容」。”She has a contagious smile” 是所有與她接

觸過的人一致公認的看法。第一天，我注意到她用粵語拼出

的姓，漢字與我的相同；告訴她後，她說：「那我們幾百年

前是一家喔！」說著，那討人喜歡的笑容隨著在她病懨懨的

臉龐展了開來。

常來陪翠薇的是她母親瑪麗 ( 非真名 )，與一位白人男子保羅

( 非真名 )。翠薇是瑪麗的獨生女，也是掌上珠；英裔的保羅

則是翠薇的新婚夫婿 – 他們兩人交往已有五年，在翠薇被診

斷出患有末期卵巢癌、且已開始轉移之後，馬上在腫瘤科病

房成婚。知道這個故事的人莫不為這對愛侶甫成佳偶、卻就

要硬生生被迫死別而嘆息造物之弄人。

翠薇討人喜歡之處，除了那「會感染人的微笑」之外，主要

是她那份隨時感恩的心。對於護理人員以及志工，她不只嘴

裡說著感謝的語言，內心的那份真誠更是溢於言表；就算到

她生命末期，說話吃力時，她也會以微笑與點頭示意。

在加拿大，我沒有使用英文名字；中文拼出的，不好叫，更

不容易記住，很多初次見面的朋友經常為了怕念錯我的名字

而傷腦筋，但是，我總告訴他們：我知道他們叫的是我，那

就得了。然而，令我感動的，翠薇在我第二次值班時，就清

楚地叫出了我的名字；而且，連帶地，保羅也被她「調教」

得很好，我的名字由他嘴裡念來，一樣順口。

保羅對翠薇的照顧與關愛真是無微不至，叫大家感動。他留

職停薪，專心全職照顧、陪伴愛妻，希望在她可以數得出來

的有限時日裡，給她更多的照拂與疼愛：不只一天二十四小

時都待在病房，連餐點也在醫院的餐廳解決，或者靠瑪麗由

家裡帶來；而且親侍湯藥，也為她按摩。

翠薇對夫婿的愛意與感激也由一些細微的動作和言語、甚至

默默的含情注視中表現出來，不過，她也為自己「拖累」他、

卻又無法「報答」而常常感到歉疚。瑪麗信奉天主教，但是

翠薇卻傾向佛教，而相信來生與輪迴。因此，她常告訴保羅

說下一輩子要輪到她好好加倍「奉還」他。

他們原先的計劃是住進病房、把疼痛處理妥善之後，就要出

院，去辦理冠夫姓的手續。本來，根據這裡的法律，結婚時，

女方可以有所選擇：可以保留原姓、可以使用夫姓、可以加

冠夫姓、也可以另創兩人同意的「新姓」。也許當初在腫瘤

科病房結婚時，太過倉促，沒想到這些細節，因此，翠薇的

病例表上用的還是她娘家的本姓，也才有讓我「認宗」的機

會。另外，保羅也想帶翠薇到英國去旅行、看看他成長的地

方，一嘗翠薇一直藏在心頭的夙願。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病房醫師預備讓翠薇出院的前一

天，她的疼痛加劇，而且轉移部位；電腦斷層掃描證實癌細

胞已經大量侵入骨骼。就這樣，她再也沒離開過病房。

上個星期值班去看翠薇時，她已經很衰弱，時睡時醒，額頭

也冒著汗，而且因為咳嗽咳不出來，感到相當難受。保羅用

護理師教他的方法，幫翠薇由腹胸處往上推。我也在旁為她

做能量調整，希望宇宙的能量能夠在她體內產生作用，使她

得到舒適與平安。我搭在她手腕的脈博處，可以感到她呼吸

的短促與不規則，知道生命力已逐漸、卻快速地流失，我必

須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排除萬念、克制自己的感傷，才能

繼續下去。

我做完之後，她努力擠出笑容，也用嘴形傳遞她的感恩。

我覺得她笑得依然真誠、有感染性，卻多了一份淒苦

與無奈；莫非她也在向我道別？那天我下班前再去

探視她時，她睡得酣熟，保羅也累得躺在陪伴床休

息。我一邊為翠薇運修「自他交換法」，希望我

的生命力能夠協助她平安地上路，一邊也為這

一對愛侶祝福，期待他們來生續緣、再結連

理。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翠薇。

根據宣告翠薇死亡的護理師珍妮的記載：

翠薇走時，保羅和瑪麗都陪伴在她身

邊；待呼吸停止之後，珍妮為薇薇淨

身、洗頭，幫她擦上她平時最喜歡

的乳液，又幫她換上新娘服，耳

邊也插上一朵花。珍妮說：翠薇

平靜、滿足得像個剛行完婚禮

的新嫁娘，更像個正飛往天

上的小天使。

【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

再見了， 新娘子！
文 /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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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

2016台語研習營

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是日一群疼惜台灣文化的台裔加拿大

人，想以台灣為主體來傳承台灣的語言文化，於 2001 年 3
月共同成立了【溫哥華台灣通用語言協會】。繼於 2003 年

4 月，經會員大會修訂協會名稱為【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

修訂宗旨為：藉由台灣通用拼音的教學，傳承台灣人通用的

語言，包括華語、福台語、台客語、原住民語；通過語言文化，

傳播台灣價值，凝聚台僑和世界各地的朋友更認識台灣。

 

轉眼間 15 年的歲月已過，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仍持續耕耘，

辦教學，辦活動。以【生活華語】教材與福台語、客台語教

材，推及西雅圖、波特蘭、多倫多 -等北美各地教師研習。

近年更積極推動海外學華語兼學台客語，期待海外第二代繼

續保有傳承母語的能力。

今年 8 月 2 日 3 日兩天，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將在台灣文化

中心，再度舉辦兩年一度的台語研習營。特邀請到中山醫學

大學台灣語言學系副教授何信翰擔任講師，內容豐富，機會

難得，歡迎鄉親與對語言文化有興趣的朋友，大家告訴大家，

一起來參與進修。

上課時間：8 月 2 & 3 日 (二 & 三 )9:30am-4:30pm
上課地點：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費用 : 包含教材、兩天的午餐、茶點和會員費，每位 30 元。

報名電話：604-688-0500/ 778-868-6268/ 604-298-7894

8/2( 二 ) 8/3( 三 )

9:30am-10:00am 報到及始業式

10:00am-11:10am 台語復振的文化及
實用意義

華台雙語混用的
台灣文創新趨勢

11:10am-11:20am 休息 休息

11:20am-12:20pm 台語基礎發音及
各地腔調

學台語，順便學華
語

12:20pm-1:20pm 午餐 午餐

1:20pm-2:20pm 童謠與兒歌學臺語
(胡玉華校長 )

海外臺語教學實務
(胡玉華校長 )

2:20pm-2:30pm 休息 休息

2:30pm-4:00pm 最新臺語教學法暨
臺語數位教學

看卡通學臺語
從微電影學台語

4:00pm-4:30pm 休息

4:30pm-5:00pm 結業式

大家來參加

一、台語文整體發展

1. 台語復振的文化及實用意義

2. 台灣的母語政策及展望

3. 台語教育的現況及展望

4. 台語文出頭天 – 台語文創新趨勢

二、台語基礎教學

1. 台語基礎發音及各地不同腔調

2. 炒米粉？米粉炒？台語文語法特色

3. 台語羅馬字書寫

4. 台語輸入法及線上資源

5. 台華雙語翻譯策略 (以短片為例 )

三、台語教學策略

1. 看卡通學台語

2. 看電影學台語

3. 海外台語教學策略

4. 台語沉浸式教學 – 理論與實務

四、台語和台灣文學、文化

1. 台語現代詩分享

2. 台語散文與小說分享

3. 台灣傳統戲曲

4. 台語俗諺與其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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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逢家庭鉅變，失去父親這一年，林宗義二十七歲，當時他

的職務是台大醫學院精神醫科主任。這樁關係林家日後全盤

命運和方向的家庭悲劇，其實也是台灣近代史上最不幸的歷

史慘劇之一。我們可以想想因為這些悲劇造成多少家庭的破

碎，心靈上永遠無法癒合的創痛。二二八受難家屬很多在經

濟上頓時失去支柱，他（她）們的兒女彷彿一下子被推進萬

丈深淵。

林宗義這時想起自己就讀東京帝大時，向父親表示決定選擇

專攻精神醫學時，父親對他說的話：

「這條路可能是醫學領域中最困難，最具挑戰性的了。宗義，

你已經接受了一流大學醫學部的基礎課程和訓練，你當然比

我更清楚這是非常冷門、寂寞而艱苦的道路。無論是自然或

人學科學領域，只有一流的人才願意投入基礎研究，留在臨

床醫學的崗位，不急於去當開業醫生，或一位地去追求世俗

的名利，不同的領域才能出現新的曙光。正由於這些無名英

雄，能堅守崗位，埋首研究，醫學才能不斷地進步。

這是一片未被窺探過的處女地，選擇這條路，你在心理上先

要做好準備。這是冒險，也可能是毫無斬獲的賭注。宗義，

你勇敢做了這樣的選擇，我要特別祝福你。」

洞察幽微、才氣煥發、充滿智慧的慈父的這一番話，林宗義

如今回想起來更是聲聲入耳，永誌難忘。

父親說到日本五十年殖民的統治政策，使原本是一個孤島的

台灣和外界的聯繫，形同切斷的絕緣體。

「現在陳儀為首的國民黨治台政策，是否會重複日本統治的

模式，更叫人憂心，看到這種胡作非為的作風，原本以為台

灣光復，自由光明在望的夢想，還有想作欲台灣英才的畢生

心願，現在恐怕難以實現了。

宗義，你在這條精神醫學的道路探索時，一定要打破孤立的

藩籬，盡快想法子和歐美的精神醫學界建立聯繫，搭起合作

的管道……。」

父親的話果然一一成為事實，而林宗義後來在精神醫學大海

的孤舟航行，從而與國際醫學界攜手合作一步一步攻頂的滋

味，也完全被父親料中並鉤出了藍圖。

「啊，我的父親，你是多麼睿智而有遠見的哲人……。」

宗義二十三歲從東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回到台灣大學醫院

精神科開始披荊斬棘的奠基工作，學然後知不足，一直渴望

有機會再到外國深造，於是四處探尋去美國留學充電的方

法。

三十歲那一年，一九五〇年九月，林宗義實現了這個夢想，

赴哈佛大學進修。就如同他在青年時代一路過關斬將一樣，

他在這一年美援基金遴選醫生赴哈佛大學深造，僅有的四個

名額中名列金榜，這是朝著國際學術領域攻頂的第一步。

三十三歲時，林宗義獲得母校東京大學醫學博士。三十六歲

他有一年的時間到倫敦大學研究，對社會精神醫學及精神醫

學教育投注了無數心血和努力，並且對歐洲主要精神醫學中

心展開巡禮且接受短期講學。這時林宗義博士在國際醫學領

域已經漸漸受到矚目，成為一顆醫學界閃亮的明日之星了。

林宗義博士的表現雖然這麼搶眼，而且這方面具備的條件也

很完整，可是因為父親林茂生在陳儀主政時代，離奇死亡，

林家在戰後國民黨蔣家統治時代，這個印記顯得格外鮮明，

也變成了林宗義一生的夢魘。

林宗義除了出國留學、充電，他在台大醫學院足足服務了

十八年（一九四七—六五）。

林宗義博士守在這個位置上，經常像荒島上的魯賓遜眺望海

面，時時想從過往的船隻找到和外界取得聯繫的浮木。

一九五五年春天，當時擔任台灣省政府衛生處處長的顏春輝

博士告訴他：「日內瓦 WHO（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總部

的精神衛生部部長羅納德・哈格理威斯博士，想來台灣訪問

三天，考察台灣精神衛生發展的現況和各種設施……希望你

代表政府接待他。」

這是林宗義第一次聽到 WHO 這個名稱，見到白髮蒼蒼的哈

格理威斯博士，才知道他從日本學術雜誌裡讀到林宗義發表

的論文。並且重視肯定他的研究成績。

這是他和國際醫學界搭上天線的開始，也是他後來由台灣自

我流放的契機，這一年他受聘為 WHO 顧問，並共同參與研

究計畫的進行。

真正遠航期是（一九六五—九〇），這比荷馬史詩的英雄伊

塔卡國王奧德賽斯（註十六）的流浪還要漫長，難怪加拿大

女作家瑪妮・柯布蘭（註十七）所寫的「林家故事」要以英

文書名「A Lin Odyssey」 來當作書名了。

四十五歲到六十歲的十五年間，應該是林宗義博士最成熟的

盛年時代。他馳騁國際精神醫學領域，足跡橫跨全球。除了

在世界衛生組織裡是一位推動者和舉足輕重的領導人物，

一九七四到七九年，他擔任世界心理衛生聯盟主席，並先後

擔任美國密西根大學精神醫學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

學精神醫學教授、東京大學教授。六十一歲時他受聘為終身

職世界心理衛生聯盟名譽主席，十五年的流放歲月，他在精

神醫學領域一寸一寸攻頂，攀上了專業領域的高峰，他的活

躍層面由台灣擴大到國際醫學界。

林宗義的故事  
( 七 ) 在精神醫學領域遠航

文 / 曹永洋；插圖 /曹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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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五年的流放生涯中，母親王采繁出國後一直和宗義一

家人子孫三代生活在一起，她的心底深處埋著兩個人生夢，

一個是像外祖父王子瓊一樣遊歷中國，這個夢終其一生並未

實現。第二個夢想是去歐洲參觀名勝古蹟。這個夢想王采繁

在林宗義一家人遷居到瑞士後實現了。

一九六八年，為了慶祝母親七十大壽，林宗義全家安排了為

期三個星期的旅行，漫遊德國南部、奧地利和瑞士。由宗義

的兒女劃分責任區，分別擔任導遊。在旅途中母親不時地問

宗義：「你父親來過這裡嗎？」因為父親林茂生當年獲得哥

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繞道歐洲回台灣時，曾在柏林大學演

講過。這時宗義才明白，母親原來想利用這一次的旅行機會

重踏父親當年的足跡。

「啊！我的母親，她是這麼深愛自己的先生！父親，你真是

一個幸福的人……」

一九七六年，王彩繁在兒子林宗義溫哥華的住宅安息主懷，

臨終前，她握住宗義的手，輕聲的說：

「宗義，我真想念你父親，這三十年來，我每天都想念他。

我很高興，我就要去見他了。」

註十六：奧德賽斯（Odyssess）伊塔卡國王，希臘羅馬神話中的英

雄人物，亦稱尤利西斯。以「木馬屠城」的妙策攻入特洛伊城，特

洛伊戰爭後回國途中，一路歷經各種艱險，克服萬難，在海外流浪

二十年，才重歸故鄉。

註十七：《林家故事》（A Lin Odyssey）英文本作者 Marnie 
Copland 是關於林宗義博士一家人的傳記。

The year when the Lin’s was faced with the traumatic losses, 
Tsung-yi was 27 years old, and had just become the director 
of the Psychiatry department in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he terrible event, Two-two-eight Incident, that had 
devastated the Lin family and changed their fates forever 
was also one of the most tragic event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Taiwan. Families were broken because of the atrocity, 
and people are left with scars that would never heal. All of a 
sudden, many of the victims’ families lost their only source 
of income, which also meant that their children were abruptly 
pushed into the abyss.

Tsung-yi remembered a talk with his father when he made 
the decision to specialize in Psychiatry in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Psychiatry may be the hardest and most challenging subject 
of all medical fields. Tsung-yi, you know better than I do, with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raining from the medical 
department of the very best university, that it will be quite 
lonely and strenuous to work in a field that is not in popular 
demand. Similar to the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s, only 
the best of the best are willing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research. Instead of chasing after fame and profits in this 
material world and starting their own practices, they stay in 
clinical medicine, presenting new hopes to whichever fields 
they work on. It is because the perseverance of these unsound 
heros, the medical science is able to progress continuously.

You should prepare yourself before walking down the path 
towards an uncharted territory. This could either be an 
adventure, or a fruitless pursuit. I will give you my best, for 
you’ve made a courageous choice.”

Tsung-yi’s gentle father was insightful, brilliant and wise. When 
Tsung-yi thought back to that unforgettable conversation, he 
could now fully appreciate the wisdom.

Tsung-yi’s father also talked about how the 50-year Japanese 
occupation had isolated Taiwan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Story of 
  Dr. Tsung-yi Lin
 
  7. An Expedition in the Field of 
       Psychiatry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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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truly disturbing to think that maybe the current 
Kuomintang administration, led by Yi Chen ( 陳儀 ), would 
deploy the same policies as the Japanese. Seeing the 
undisciplined styles of our current government, my dream 
of freedom after the retrocession of Taiwan, and my lifelong 
aspiration to nurture the young Taiwanese talents seem so out 
of reach now.

Tsung-yi, when you are exploring the field of Psychiatry, you 
must remember to reach out and make connections with 
Psychiatry experts of the Western world. You must find a 
way to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and establish a cooperating 
network with the world…”.

Everything Tsung-yi’s father said was on the mark. After 
working in solitary in Psychiatry for a while, like a lone boat 
sailing on a vast ocean, Tsung-yi gradually made his way to the 
top by collaborating with those that also worked in the medical 
field across the world. 

“My father is such a wise and visionary philosopher…”

Tsung-yi graduated from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t age of 23. Then, he started his ambitious work to build 
the mental health system for Taiwan from the ground up at 
the Psychiatry department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After a certain point, he felt his knowledge was 
insufficient, and began looking for ways to pursue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hance to study abroad came in September, 1950, when he 
was 30 years old.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Harvard 
Medical School to further his education. Like how he excelled 
in school throughout his teenage years, he was one of the 
four doctors selected to receive an American sponsored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Harvard, which was his first step 
towards becoming a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Tsung-yi Lin received his Doctoral degree from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when he was 33 years old; 
and when he was 36 years old, he spent a year in Maudsley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in London doing research. He worked 
hard and devoted himself completely to the the educ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He went on tours 
to speak to many major institutes of Psychiatry, and gave 
lectures around Europe. It was then that he was starting to be 
recognized as a rising star in the medical fields around the 
world.

Despite hi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and how he 
encompassed all the knowledge and necessary qualifications 
to soar, Tsung-yi was weighed down by his family’s tragic past. 
Having a father who died mysteriously under Yi Chen’s rule 
meant the Lin family was branded throughout the time when 
Chiang family and the KMT was in power.  This mark haunted 
Tsung-yi like a nightmare that’d never go away.

Other than the time he spent abroad to study and recharge, 
Tsung-yi Lin worked in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for 18 years (1947~1965).

During the time he worked in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sung-yi had always kept his eyes open for any 
chance to make contact internationally, like how Robinson 
Crusoe would look for driftwoods, hoping to re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Spring of 1955, the Minister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t the time, Dr. Chun-hui Yen ( 顏春輝博士 ) reached out to 
Tsung-yi: “The director of Mental Health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r. Ronald Hargreaves, is visiting Taiwan 
for 3 days. He hope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Taiwan. I hope you can entertain our guest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Tsung-yi had never heard o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efore, but Dr. Ronald Hargreaves knew of Tsung-yi Lin. 
On Tsung-yi’s first meeting with the grey-haired director, he 
realized that Dr. Hargreaves had read his research papers that 
were published on a Japanese medical journal, and he really 
enjoyed them.

Accompanying Dr. Hargreaves on his visit to Taiwan was 
Tsung-yi’s first step into the door of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mmunity, which also sparked his desire to adventur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same year of Dr. Hargreaves’s visit, 
Tsung-yi was brought on as an advisor fo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initiated several research projects.

Tsung-yi lived abroad from 1965 to 1990, which means his 
days abroad was longer than the journey of Odysseus1, king of 
ithaca in Homer’s epic poem, “Odyssey”. No wonder the book 
written by the Canadian Writer, Marnie Cobland, on the Lin 
family was titled “A Lin Odyssey”2.

The author of "A Lin Odyssey" - Marnie Cobland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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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ng-yi was most active professionally between the age 45 
to 60. He prospered in the field of Psychiatry internationally 
and made his marks all around the globe. Other than being 
an important advocate and leader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from 1974 to 1979. Also, he had 
consecutively taken on positions as a Professor of Psychiatry 
i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f US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n Canada, and Tokyo University in Japan. Moreover, he was 
elected a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at age 61.

In 15 years, inch by inch, he made his way to the top in the field 
of Psychiatry, reached the heights of his area of expertise. He 
became a prominent figure not only in Taiwan, but in the entire 
global medical community.

In his 25 years of exile, Tsung-yi’s mother, Tsai-fan Wong ( 王
采繁 ), had been living with Tsung-yi, Tsung-yi’s wife and her 
grandchildren. She had two lifelong dreams: the first one was 
to travel all over China like her father, Tzu-chiung Wong ( 王
子瓊 ), and her second dream was to visit heritage sites in 
Europe. The first dream was never realized in her lifetime, but 
her second dream came true when Tsung-yi and the family 
moved to Switzerland.

In 1968, in order to celebrate Tsai-fan Wong’s 70th birthday, 
Tsung-yi took the family on a trip to the south of Germany, 
Austria and Switzerland for 3 weeks. Each of Tsung-yi’s 
children took on a destination and acted as guides. Tsung-
yi’s mother knew that when her husband, Bo-seng Lin ( 林茂

生 ), received the doctorate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he made 
a detour in Europe to give a speech at University of Berlin. 
Therefore, whenever they stopped, she would ask Tsung-yi if 
his father had been to this place. Tsung-yi suddenly understood 

why his mother wanted to tour Europe all these years: she 
wanted to see what his father had seen.

“My mother loved her husband so! Father, you are truly a lucky 
man…”

Before Tsai-fen Wong passed away in Tsung-yi’s Vancouver 
residence in 1976, she squeezed Tsung-yi’s hand and said:

“Tsung-yi, I have been missing your father every day for the 
past 30 years. I am filled with joy knowing that I will be seeing 
him soon.”

Odysseus1: Also known as Ulysses. He was the king of Ithaca, 
and a hero in Greek Mythology. Under his command, the Greek 
built the famous colossal Trojan Horse, which eventually subdued 
Troy. Following the Trojan War, he embarked upon a long and 
adventurous voyage, where he faced many challenges and had to 
overcome numerous obstacles. The journey lasted 20 years, until 
he finally returned to his kingdom.

“A Lin Odyssey”2: “A Lin Odyssey” was an English biography about 
Dr. Tsung-yi Lin and his family, written by Marnie Copl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Geneva, Switzerland

From Left: Mrs. Lin, Dr. Ronald Hargreaves, 
Dr. Tsung-yi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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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早期本土畫家】

畫家劉啟祥 (1910-1998)，是最

早到法國學習繪畫的台灣人之

一。出生於台灣台南縣柳營鄉的

第一世家中，父親為聲望卓著的

仕紳。父親劉焜煌 (字德炎 )，

前清貢生，日治時期曾擔任查畝

營庄長之職務。十三歲時父親即

過世。1917 年 3 月，劉啟祥就

讀台南柳營公學校接受日式教

育，並在家中私塾學習傳統儒

學。受到當時美術老師陳庚金的

賞識，引發他學習繪畫的興趣。

1923 年秋，以十四歲之齡，在

兄長的鼓勵下隨其二姊夫陳瑞明

前往東京，就讀於澀谷區有名的

美國基督教教會所創辦的貴族學

校青山學院中學部。劉啟祥在校

期間頗著迷於文學、音樂與美術。四年級後，至川端畫學校

勤力學畫，平時參觀展覽則對當時日本反官展的在野最大的

美術團體「二科會」風格最傾慕。1928 年 3 月考入與二科

會畫家關係密切的名校東京文化學院美術部洋畫科，奠定了

深厚的繪畫基礎。這青山學院與文化學院兩所學校都是學風

開明、重視人文素養、鼓勵獨立思考、自由創作的學校。劉

啟祥在這裡除了培養美

術創作能力與自信外，

也厚植了他對文學、音

樂欣賞的條件與興趣。

十九歲時，1930 年 9
月，即以學生身分以《台

南風景》如右圖，入選

東京的「二科會」，次

年首次參加第 5 回台展，作品《持

曼陀林的青年》如左圖、《札幌風

景》如圖一，獲入選。在這之後，

劉啟祥的作品在日本已相當受重

視，二科會是新派、激進、前衛的

在野美術團體，劉啟祥以此作為藝

術競技的舞台，自有其對西歐美術

風潮的獨特視野。

1932 年毅然與同窗好友楊三郎共

文 /廖武藏

(1910-1998)

赴歐洲，船抵法國馬賽港，同為畫家的顏水龍趕來馬賽港

相會，三人同行一路轉往巴黎習畫，是少數同時在歐、日

兩地學習的前輩畫家。旅法期間，劉啟祥積極學習，但並沒

有進入學校接受學院訓練，歐洲的藝術氣氛與大師作品都讓

劉啟祥沈醉，更激發了他的雄心，孜孜不倦於畫事，繪畫成

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在初到的第一年除了熟悉環境及在

畫室作畫外，便是遍訪各個美術館，觀摩歷代大師的名作，

或走訪景仰已久的大師故居，如此愜意自在地過了一年。到

了第二年，按時到羅浮宮報到，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臨摹馬

奈 (Manet 1832-1883) 的《吹笛少年》、花半年時間擬模

馬奈的《奧林匹亞》、塞尚 (Cezanne 1839-1906) 的《賭

牌》及雷諾瓦 (Renoir 1840-1926) 的《浴女》、柯洛 (Corot 
1796-1875) 的《風

景》等作品，他

揣摩這些大師的筆

觸、表現形體及繪

畫技巧、色彩等一

絲不苟。1932 年，

更以《紅衣》作品

入選巴黎秋季沙龍

展，在國際藝壇嶄

露頭角。見右圖。

此歐洲少女的畫

像，以黑色線條約

略勾勒其輪廓，暗

淡背景烘托出平滑

結實帶有光澤的肌

膚，身體結構在含

蓄柔軟的暗紅色洋

裝下隱約若現。如此修長的軀幹比例大致成為畫家往後的習

慣，傾側的頭部也是畫家的偏好的姿勢，不過在此約略可見

古希臘石雕像的理想美，可以看出他的畫作在構圖表現上的

特色， 亦可明顯的可以看出劉啟祥對馬奈及塞尚作品分析

研究的痕跡。

1934 年，遍遊義大利、比利時、荷蘭、英國、摩納哥及南法

等地後，劉啟祥認為自己正吸收新的知識，一些理念正在醞

釀，加上那時期較注重個人藝術的追求，台灣的藝術環境比

不上日本，以及他對日本的藝術環境與畫友都較熟，況且當

時日本在野的二科展及自由的藝術氣氛更深深地吸引著他，

因此遊歐後，他很自然地又回到了日本。1935 年左右劉啟

祥重返東京，在東京市郊目黑區買了房子，並在此設畫室潛

心創作，此後持續參加每年的二科展，並在 1943 年以《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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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圖二、《收穫》，二件作品獲得第 30 屆二科展的「二

科賞」，受推薦為二科會會友。

二次戰後，1946 年，劉啟祥舉家自日返台，寓居於台南柳

營故居。1948 年遷居高雄，劉啟祥由於看到當時台灣南部

的文化氣氛過於冷清，遂與同好張啟華、鄭獲義、劉清榮等

人籌組畫會，包括「高雄美術研究會」(1952 年 )，及 1953
年籌組「高雄美術研究會」，與由郭柏川主導成立的「台南

美術研究會」合組「台灣南部美術協會」，並定期展出，稱

為「南部展」。指導當地的業餘畫家與愛好者，開始帶動南

台灣的藝術創作及欣賞風潮。持續推動南部展至 90 年代，

成為南部七縣市最具規模的藝術團體，及培育藝術人才的重

要搖籃。

1956年，劉啟祥在新與區成立繪畫班，「啟祥美術研究所」，

到了 1958 年，被聘擔任高雄三信高商美術指導老師指導美

術社團活動，這是劉啟祥展開美術教學的開始。1960 年，

劉啟祥又任高雄醫學院「星期畫會」指導老師，至 1966 年，

正式任教於台南家專及東方工專，台南家專是劉啟祥任教最

久的學校，前後達十年之久，至 1977 年中風之前，他全力

投注於創作與教學，並持續推動展覽、鼓勵後學，希望透過

展覽會的方式全力擴展美術的社教功能，進一步帶動起社會

上的藝術風氣。對南台灣美術教育有很大貢獻。為了定期展

出作品，劉啟祥寫生創作的足跡遍及南台灣各地。他以台灣

為立足點遍訪群山，探索山脈的氣勢與雄偉，將內化後的濃

鬱感情表現於畫面上，落筆簡潔凌厲，色彩穩重優美且和諧

統一。他的人物描繪並不刻意追求表面的華美，而追求含蓄

的內在美感，他應用光線的變化與背景烘托來表現女性的內

在氣質，傳達出靜謐優雅且含蓄的氛圍，雋永而純粹。

劉啟祥的作品早期以群像及人像為主，所畫的人物典雅而端

莊，六十年代中期作品以風景寫生居多，如小坪頂、馬頂山、

甲仙、阿里山。到了晚年，他的思緒像是回歸自然的行吟詩

人。常以居家題材入畫描繪靜物，作品更顯出對生命的祝福

與心靈的淡雅寧靜。劉啟祥溫和善解人意的個性都表現在畫

面上對週遭人物、環境濃鬱的感情中。

綜觀劉啟祥作品的繪畫風格的，在日治時期，畫面結構較為

規整，描繪的筆觸線條較為柔軟，與晚年時期的筆觸瀟脫、

爽利的揮灑描繪態度，顯然有所差異。早期的風格是受美術

學校老師的影響，及在羅浮宮美術館臨摹西洋名畫首重”精

準的描繪對象”的手、眼、腦必須靈活運用和描繪技巧純熟

度的訓練所致。雖然劉啟祥所承接的是自由創作的精神但早

期仍較不注重個性的發揮，直到戰後至高雄後，他的主觀性

風格才完全發揮出來。

劉啟祥在巴黎臨摹大師作品，只是為了探討、研究名作的結

構、造型、色彩等繪畫語言的問題，而不是一位個人化的趨

向。臨摹名作，旨在解決「怎麼畫」的外在形式問題，觀摩

大師作品，旨在探討「畫什麼」的精神內涵的問題。他臨摹

過印象派畫家雷諾瓦的「浴女」，除了色彩的豐富性直追雷

諾瓦之外，在構圖造型的經營上，卻以馬奈、塞尚為研究的

重點。因此可知他的創作的態度和美學觀念，其淵源是基於

西方後期印象派，所強調和主張的創作精神，需要仔細觀察

並表現出物象的內涵、質與量感。而非只是反應物象表面的

寫實性，這些基本觀念，其實也是與他為何選擇參加日本新

派、激進、前衛的在野「二科會」的淵源及在日本文化學院

所學之先進的，傾向於「構成的」、「野獸的」、「表現的」

繪畫風格有關。另外，也是劉啟祥的天性使然，他自小寡言

好靜，善於觀察人以外的事物，他眼觀四季成長的穀物和收

穫的特殊景觀，心領在大地上的蓬勃生命氣息，自幼有「靜

觀」的特質，用心領神會來感受大自然萬物較為深刻，不為

視覺現象所惑。而在文化涵養高尚著稱的東京文化學院更具

有濃厚的布爾喬亞風味、成長於此氣氛中，自然薰陶出典雅

細膩的獨特品味。

劉啟祥的創作在早期最為突出的是他的人物群像，他的繪畫

創作，既然追求自由與講究自然法則，且重視畫家個人感情

的注入，當然有其主觀的看法。他自稱，早期的群像作品多

半是想像的，也具有較多的主觀性，並且加以變形，他的畫

也一直沒有完全寫實，只要能

將對象與心理的感覺相合，表

現出來就好。早期的人物群像

具有的特色是 :1. 人物群像整

體構成具有一種疏離感，每個

人所代表的都是一個主體。

2. 表現的女性特質，是一種

昇華的美感之女性特質。露出

一種超現實的柔美、夢幻的情

調。1938 年的《肉店》如右

圖。畫中戴小圓帽穿黃衫的少

婦，提著盛肉的籃子，站在肉

販與一位觀者之間，三人連成

波浪狀關係，直立的方柱分隔肉攤與人，以及肉攤的內外界

限。攤上的肉塊好像跳動的音符，

也呼應三人的波浪狀組合。壁面

抹出緻密、厚實而富光澤的質感，

少婦的黃色則均勻明亮，表現其可

親性。1939 年的《畫室》如左圖。

畫室的空間始自右下方有狗護守

著，側坐的妻子與出浴狀的裸女，

延伸至街上行路的情侶與左右兩

側玩球的少女，乃至於懸掛在上

方閒盪於空中的裸女畫。畫家探

索畫面空間錯置的極限，乃至於

人物組像之間交錯互應的可能。最核心的妻子坐像穿著橙紅

有光澤的衣服，其後的裸女以及黃衣女郎都是暖色主調，其

餘人物則為配襯色，墨綠色隱隱發

光的牆面烘托出絢麗雅緻的情調。

1940 年的《魚店》如右圖。是劉

氏自法返日的代表作之一，獨特的

空間分割，構圖、人物造型優雅與

刻意的變形，畫刀筆觸靈活生動，

薄塗但層次豐富的黃、綠色變化，

這一切共同組成一幅淡雅細緻的作

品，雖取材自平凡生活場景，但劉

氏卻能營造出獨特的吸引人的神秘

氣氛。(台北市立美術館館藏精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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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的《黃衣》，如左

圖。畫中這位少婦好像在

早晨盛裝正準備出門的模

樣，清新的陽光灑過她安靜

的臉。寬鬆膨脹的黃袍子，

細線勾出她身體波狀滑動

的輪廓線，連椅子也像是

向上浮動。劉啟祥很愛他

的太太雪子，因此早期描

繪女性的畫作，他以雪子

的形象、神態作範例來呈

現心中理想的女性，那是

屬於一種溫婉典雅的體態，

加上一點柔弱依賴人的貴

婦氣質。

《少女》如右下圖，是一幅非常有特色的力作。畫面描繪了

一位臺灣少數民族少女，形體健美，姿態大方，略帶憂鬱的

神情，渾身都透出一股健康活潑的青春活力，兩隻置於畫面

前部的手，大小略有誇張變形，手背豐滿而有力，特具質感，

引人注目。暗示著這是一

位經常從事體力勞動的農

家少女，決不是那種弱不

禁風，無病呻吟的大家閨

秀。構圖簡繁有度，避免

了喧賓奪主，主體鮮明突

出。整幅作品筆觸灑脫奔

放，在人物的身體與衣飾

的刻畫上不追求細節的修

飾，但對人物的面部表情

與眼神的刻劃，卻有獨到

之處，表現人物生動，神

形兼備，少女帶著些許憂

鬱表情，畫面下部少女的

裙飾，非具象地運用色塊

的強烈對比，大刀闊斧，豔麗而粗獷。

1949 年的《桌下有貓的靜物》如左

圖。畫裡有堅實的質、量感，也有溫

潤典雅的氣氛，從構圖、氛圍、造形

的約束裡解脫，從繁複凝重的畫面裡

解放，怡然自得的畫面雖不驚人，

但卻溫馨親切。(台北市立美術館收

藏 )。

自 1954 年又遷居高雄縣大樹鄉小坪

頂農場後，則就地取材，主題皆以農

場的人、事、物為主要對象，並且開始以此地為教育傳承的

根據地。小坪頂成為劉啟祥後半生重要的生活及創作之地，

許多經驗在此傳承，許多理想在此實現，他的創作也在此走

入平實生活，更貼近自然。所謂「耕畫小坪頂」即指此後的

作品。於鄉居生活的劉啟祥，從優雅的貴族到快樂的自耕農，

畫風也有類似的轉變，逐漸趨向於客觀事物的感性抒發，畫

家所欲表達的遠較以往平實且明確。風格則介於印象、後印

象、野獸等早期二科會風格中。亦將客觀的現實予以主觀地

簡化並訴諸強烈的情感表達，他以此暢快明朗的風格樹立了

他為人所熟知的「高雄風格」。

劉啟祥在東京所繪之作品，實際上是他留歐數年之後的心得

總結，無怪乎畫中處處洋溢著法

蘭西情調，但在耕畫小坪頂，不

再精心營造畫境，早年受日本式

野獸派的影響不自覺流露出來，

歐洲大師們的影子也潛藏其中，

因此這時期的作品並不能再以

法蘭西情調來涵蓋他的作品。更

確切的說，是劉啟祥創造了一種

屬於東方氣質的歐洲情調，一種

含蓄、平實而近於淺酌低吟的牧

歌式景緻。《左營巷路》右圖，

1972 年的畫作，右面三角形的

馬背與壁面成弧形線伸展開來，灑落交錯的金黃色調筆觸成

了畫家寫意表情的記號。左邊幾

乎與畫面垂直的壁面，再度強調

了明暗的效果。佇候巷口的女孩

身影有如昔時玩伴的幻影。舊街

小巷在艷日中呈現出華麗炫亮的

一景，這正是畫家不可思議的創

造力所在。1972 年的《太魯閣峽

谷》如左圖。兩側山峰挾峙，右

側直刀劈砍成陡峭、直上天霄的

岩壁，左側圓石累累，和緩活潑；

兩者色調明暗對比強烈，右側緻

密堅硬，左側則鬆動多變，中央

主峰則

在陽光

下，好像蒙著薄雪般閃閃發光，特

別耀眼。三面直壁一氣呵成，佔滿

畫幅，然而又各有特色，互爭光輝。

1979 年的畫作《搖椅中的少女》

如右圖。線條的抽象美，是這幅畫

中最清楚的旋律。搖椅的棕色垂直

線有如管風琴的表徵，端莊大方。

側臉的少女，身材纖長而結實，橫

置的雙手與斜擺的雙腳，形成有趣的曲線迂迴變化。上半身

的線條特別鬆活以取其靈活變化的輕鬆感覺，下半身則多塗

抹成面，以求穩重效果。

1977 年劉啟祥不幸患了血栓症，病癒後雖然體力大不如前，

但其子劉俊禎為鼓勵其恢復創作，只要一有空，常常載著父

親到處寫生(左營、美濃、恆春等地)。在家時，陳金蓮女士，

把果園中隨手可得水果擺在桌上讓劉啟祥隨時作畫。因此，

此時的創作力反而更旺。或因為病癒後的手臂不宜使力。他

放棄了以往果決有力的調色刀與畫刀的表現，而純以畫筆隨

意塗抹，薄薄的色彩、輕輕的揮灑，交織出輕重有序、抑揚

頓挫的曼妙效果。晚年作畫，總是能將越是平凡的靜物信手

拈來地直抒胸臆，靜物畫中的構圖總是明亮的桌面佔據三分

之二的畫幅，而陰暗的背景佔三分之一，彩度較高的水果置

於桌上，看似千篇一律的構圖，實則畫家根本不在乎構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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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任由自己情

緒的流動來使畫

筆交錯流轉，產

生自由明快的筆

觸、靈活生動的

氣韻。也許作品

不夠嚴謹，缺乏

凝聚力及張力，

但那悠然自如的

形色律動，正彷

彿一曲舒暢的生

命節奏。1983 年

的畫作《成熟》如上圖。劉氏晚年特別喜愛荔枝與芒果。白

色的桌布佔整個畫面的三分之二，使用塗抹的筆法，表現出

桌布柔軟的質感，背景則是用直線條的刷筆，呈現豐富的層

次感。淺盆裡裝著各色成熟度不同的水果，桌面上兩把荔枝，

一把水平方向橫著放在幾近畫布的中央，一把垂直方向佔據

了畫布的右下角。在荔枝與桌面的空間裡，錯落的放著兩粒、

一粒、三粒的芒果，整個畫面的構圖生動有趣，據劉啟祥說

芒果的各種色彩都是想像的並非原有的色彩，由此可知他之

寫生水果靜物的目的並不是在求形似，而是在求布局、色彩、

筆法的各種研究。1990 年的《靜物》如下圖。全面背景的

乳黃色壁面及黃褐色桌面，好像融合一片寧靜的海與天，陽

光充足而柔和地普照天地。紅、黑盒匣所盛的兩盆水果之間

距稍微拉開，而更具有風景的氣勢。白色的桌巾，好像山間

小徑，也好像淡淡的思緒，遊走過熟悉的大地。

因為愛好自然的寧靜祥和，劉啟祥的藝術世界一向是和諧

的，他不喜歡濃烈的色彩，避免補色對比造成的魅力或破壞

力。他慣用白色，經過調和而有層次變化的白色，可使諸

色間的變化更加微妙。也唯有對色彩感覺敏銳的人才能體會

到在平淡的色彩中有極為微妙的豐富變化。劉啟祥的作品最

為特殊之處，即在於潛藏着一股隱而未顯心緒，這使作品中

流露出一種低調的抒情、淡泊、含蓄、優雅而和諧的境界。

1998 年 4 月 24 日病逝於高雄小坪頂家中，享年 89 歲。

1975 著紅衣的小女兒

圖一 札幌風景

圖二 1943 野良

1989 倚着白枕

1976 美濃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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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特的自然與人文風貌相較於其他先

進國家，可用「壓縮的空間」與「壓縮的

時間」來形容。

「壓縮的空間」指的是台灣山林至海域之

間，以及平地至高山之間劇烈的景觀與氣

候變化，在面積狹小的空間中孕育複雜

的生態環境，涵容多樣之生物物種。「壓

縮的時間」意指台灣現代文明的躍進，在

短短百餘年間達成；台灣從十九世紀末的

農業社會轉型為二十世紀末的高科技生產

國，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極快速形成的；此

外，台灣歷經多種文化衝擊的洗禮，在西

方、東方以及南島文化的歷史邂逅交織

中，發展成豐富、多元而特殊的台灣文化。

而長期與大自然災害如：地震、颱風、土

石流等的搏鬥，則塑造出台灣人民彈性與

堅韌的性格，以及不屈不撓、勇往直前、

屢挫屢起的生命力。

台灣多樣性的生態以及多元文化（包括生

態、歷史、族群、表演藝術、視覺藝術、

科技產業、生活時尚等），像極了鑽石的

切割面，晶瑩剔透，熠熠發光，我稱它為

「原鄉台灣」；而台灣現代所擁有的藝術

文化、科技發明與現代的經營、管理、行

銷之能量等，我稱之為「時尚台灣」。 

【國家品牌】

品牌台灣 
- 以高雄世運為例
文 / 陳郁秀

 玉山主峰雪景

 高雄世運開幕 蘭嶼拼板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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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在深山曠野中只是一顆礦石，有時我

們從旁走過還不知道它是寶石，可能踢它一

腳都還不自知；但如果它被選擇，經過整理、

切割、磨光，就是一顆價值連城的高級珠

寶。這顆珍貴的「原鄉台灣」，要由誰來磨

光呢？當然是你，是我，所有的台灣人民。

如何磨光它呢？運用「時尚台灣」的能量、

生命力來磨光它。所以「鑽石台灣」〔原鄉

台灣+時尚台灣〕1的所有內容即是創造「品

牌台灣」的基石。台灣所擁有的 DNA 正是

歷史與現代流傳給我們的寶藏，在此基礎

上，我們要以「品牌台灣」〔原鄉台灣ｘ時

尚台灣〕2 為最高理想，以行動來達到一日

千里之速，在這變化萬千的二十一世紀，創

造出真正屬於現代台灣的品牌。高雄世運之

實例，正是據此精密策畫的成果，在此與大

家分享過程與經驗。

2007 年初秋，高雄市長陳菊女士邀我擔任

「2009年高雄世運」開閉幕式的藝術總監，

負責節目的籌畫製作。接下任務後，首先清

晰地定調開幕以「台灣」、閉幕以「高雄」

為主題，內容分別是「台灣 -- 原住民、漢

族、現代」和「高雄--現在、過去、未來」；

接著，邀請專家學者收集與主題相關的文史

資料，進行研究分析與選擇；而在主題和文

本內容決定之後，即進入創作階段。

兩場節目均以「音樂」為基本架構，邀請錢

南章、鍾耀光、櫻井弘二三位作曲家創作新

曲，為開幕帶來精彩、緊湊、氣勢磅礡的《台

灣組曲》；閉幕部分則由史擷詠老師以流行

音樂的創作手法，創作四十五分鐘年輕、活

1 以加法表示累積之意。

2 乘號代表擴散效應，以「鑽石台灣」為基

石所開創的各式各樣「台灣品牌」，將近一

步擴散形塑「品牌台灣」的意象。

 高雄世運 開幕式

 排灣族在祭典上共飲連杯酒

 北海岸野柳風化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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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四射的《高雄組曲》，把高雄人的熱情、生猛、進

取之精神詮釋得淋漓盡致。就在主題、文本、音樂的

基礎上，邀請二十多位表演團體的負責人，以及大專

院校藝術、文創、造型設計系的系主任為表演節目分

工合作、討論思考。在多次會議後，各自認養內容及

音樂，分別進行編劇、編舞……等。就在多次來來回

回，冗長又頻繁的互動中，節目輪廓漸漸浮出，雛型

誕生。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集體創作」工作模式，

而參與的每一個人，在過程中雖感辛苦，但在成功演

出之後，個個都熱淚盈眶，「集體創作」所帶來的喜

悅，是人生中難能可貴的經驗。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現代高雄」段落中，為彰顯高

雄海洋城市意象而創出的「鰈魚之舞」。這個作品是

由製作單位提供數十張鰈魚美麗身影的攝影作品及其

遨遊水中自由自在的影片，而編舞老師從中得到靈感

所創作出美妙翩翩的「鰈魚之舞」，舞者身上穿著的

舞衣是仿效艷麗的鰈魚造型及色彩，充分地傳遞台灣

是「鰈魚王國」的訊息。我們也以同樣方式完成「木

棉花之舞」、「牽牛花之舞」的創作，當晚的表演，

透過四十七國現場轉播，讓世人在很短時間內看到

「現代台灣」。

台灣品牌之建立即如此般的以千萬個實例累積成塔，

而「台灣的容顏」將在世界版圖中成為鮮明的標誌。

 黑背蝴蝶魚

 高雄世運 鰈魚之舞

 台灣香蘭

 高雄世運閉幕 

  舞者化身為高雄市花

 陳慧坤畫作 淡水風景

 東港平安祭典於最後一天清晨火化王船送王遊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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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世運 閉幕式

 烏毛蕨

 青斑蝶

 帝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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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redients:
5 pounds pig-feet, pre-cut (1 front, 1 back)
8 slices ginger
4 stalks green onion (cut in half)
10 cloves garlic (smashed)
2 tablespoons Szechuan peppercorn
4 star anise
2 stalks dried chill pepper (remove seeds)
3 tablespoons oil
5 cups water (cover ⅔ of meat)

Seasoning:
1 ½ cup soy sauce
1 tablespoon sugar
3 tablespoons rice wine

Preparation:
1. Immerse pig feet in cold water, heat to a boil in high, 

and continue boiling for 2 minutes. Remove feet, clean, 
remove hairs with tweezers, and separate chunks.

2. Heat cooking oil in a skillet at medium heat and add 
ginger slices and Szechuan peppercorns. Slowly fry 
to bring out the flavor and add onion and garlic. Add 
cleaned pork chunks, stir fry for 5 minutes until the meat 
is browned evenly.

3. In the same skillet, add star arise, dried spicy pepper, 
seasoning, and water (enough to cover ⅔ of meat). Heat 
to boil on high, then cook on medium heat. Flip the meat 
every 15 minutes for an hour until the meat is soft.

4. To plate, arrange the meat in a big bowl, strain the sauce 
to get rid of particles, then pour it over and around the 
meat and serve.

Note: Large quantities can be cooked at once, then frozen in 
separate bags to be eaten later. Reheat in a rice cooker, with 
1 cup water on the outside pan to steam.

Braised Pork Hock
紅燒豬腳

歡迎至台加文化協會購買「懷念
的台灣菜」中英文雙語食譜，自
用送禮兩相宜。（感謝北美洲台
灣婦女會北加州分會提供食譜）

材料：
豬腳（1前腿，1後腿，剁塊）	 5磅
薑	 8片
蔥（切半）	 4支
蒜（拍碎）	 10瓣
花椒	 2大匙
八角	 4個
乾辣椒（去籽）	 2支
油	 3大匙

水（蓋住豬腳的	⅔	份量）	 5杯

調味料：
醬油	 1⅔杯
糖	 1大匙

米酒	 3大匙

作法：
1. 於大鍋中，放入豬腳跟冷水（蓋過豬腳），以大火煮
滾，繼續滾2分鐘，取出清洗，除毛，切塊。

2. 於炒鍋中，放入3大匙油燒熱，以中小火先加入薑片、
花椒慢慢炒香，續加入蔥、蒜略炒，再加入清洗過的豬
腳，炒至香味散出，約5分鐘。

3. 加入八角、乾辣椒、調味料，加水（蓋住約⅔豬腳），
以大火煮滾後，改中火，每15分鐘上下翻一次，約翻4
次，至豬腳酥軟。

4. 取出酥軟的豬腳排於大碗中，鍋中的湯汁用網濾過，淋
於豬腳上。

註：一次可煮大量，分裝冷凍，食用時可放入電鍋，外鍋加

1杯水週蒸熟。



一個小男孩幾乎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 

因為患脊髓灰質炎而留下了瘸腿和參差不齊且突出的牙齒。 

他很少與同學們遊戲和玩耍，老師叫他回答問題時， 

他也總是低著頭一言不發。

在一個平常的春天，小男孩的父親從鄰居家討了些樹苗， 

他想把它們栽在房前。他叫他的孩子們每人栽一棵。 

父親對孩子們說，誰栽的樹苗長得最好， 

就給誰買一件最喜歡的禮物。

小男孩也想得到父親的禮物。 

但看到兄妹那蹦蹦跳跳提水澆樹的身影，不知怎麼的， 

萌生出一種陰冷的想法：希望自己栽的那棵樹早日死去。 

因此澆過一兩次水後，再也沒去答理它。

幾天後，小男孩再去看他種的那棵樹時， 

驚奇地發現它不僅沒有枯萎，而且還長出了幾片新葉子， 

與兄妹們種的樹相比，顯得更嫩綠，更有生氣。

父親兌現了他的諾言，為小男孩買了一件他最喜愛的禮物， 

並對他說，從他栽的樹來看， 

他長大後一定能成為一個出色的植物學家。

從那以後，小男孩慢慢地變得樂觀向上起來。

一天晚上，小男孩躺在床上睡不著， 

看著窗外那明亮皎潔的月光， 

忽然想起生物老師曾說過的植物一般都在晚上生長。 

何不去看看自己種的那棵小樹？

當他輕手輕腳來到院子裡時， 

卻看見父親用勺子在向自己栽種的那棵樹下潑洒著什麼。 

頓時，一切他都明白了， 

原來父親一直在偷偷地為自己栽種的那棵小樹施肥！ 

他返回房間，任憑淚水滾熱地流淌…

幾十年過去了， 

那瘸腿的小男孩盡管沒有成為一個植物學家， 

但他卻成為了美國總統，他的名字叫富蘭克林‧羅斯福。

愛是生命中最好的養料，哪怕這只是一勺清水， 

它都能使生命之樹茁壯成長。

也許那樹是那樣的平凡，不顯眼； 

也許那樹是如此的瘦小，甚至還有點枯萎， 

但只要有這養料的澆灌，它就能長得樹繁葉茂， 

甚至長成參天大樹。

愛是生命中最好的養分

（本文截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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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兒童福利金計畫正式上路
從七月底開始，絕大多數家裡有十八歲以下孩童的家

庭，將可以收到更高金額的兒童福利金。

新的加拿大兒童福利金預計能幫助數萬民孩童脫離貧困

線，同時也可能刺激低迷的經濟。

貧困家庭在這新的制度下將受益最大，而富裕家庭則不

會收到任何補助金。

在舊的體制下，每個家庭不管收入高低，都會收到基礎

的補助金。新的制度將完全按照家庭所得來分發。有六

歲以下幼童的家庭每年最高每個孩子可收到六千四百

元。有六到十七歲的孩子的家庭則是每年最高每個孩子

可收到五千四百元。

年收入低於三萬的家庭將會收到最高的補助金，而收入

超過二十萬的家庭則不會收到任何補助。

自由黨政府表示新的兒童福利金將能讓三十萬名兒童脫

離貧困線。貧困兒童的比例也將從 11.2% 降到 6.7%。

大眾自行車上路
溫哥華的大眾租用自行車在七月底終於正式啟用。目前

有兩百五十輛自行車可供創始會員使用。

創始會員優惠在七月三十一日截止，一年的費用是

九十九元，會員可以免費無限制的騎乘不超過三十分鐘

的路線。

溫哥華大眾自行車系統將計畫擴大到一千五百輛自行

車，民眾需要購買會員卡，而乘車費用則是依使用時間

計算。

Legislature approves law on ill-gotten party 
assets
The legislature yesterday passed legislation govern-
ing ill-gotten political party assets, which states that 
all properties obtained by political parties after 1945 
— not including party membership fees and political 
donations — are to be considered illegal and must be 
returned to the state.

The Act Governing the Handling of Ill-gotten Proper-

ties by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Affiliate Organizations (政黨
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 was passed after an 11-
hour review on the legislative floor in Taipei.

The act states that all assets of a political party are consid-
ered frozen the moment the act is promulgated, with violators 
facing a jail term of up to five years. Any attempt to avoid, 
deny or obstruct investigations into party assets could lead to 
a fine of between NT$100,000 and NT$500,000.

The legislature also voted to approve a key provision of the 
act that stipulates that assets obtained since Aug. 15, 1945, 
would be subject to the proposed law.

The date listed in the provision, which passed 72 to 31, was 
chosen because it was the day Japan relinquished all of its 
Taiwanese assets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and its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caucus whip Wu Ping-jui (吳秉叡 ) said....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16/07/26/2003651800

Tsai rejects Itu Aba ruling in US interview
President Tsai Ing-wen (蔡英文 ) reiterated Taiwan’s stance 
of not accepting an international court’s ruling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Washington Post, calling 
for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s.

“We will not accept their decision,” Tsai told the newspaper 
when asked about Tuesday last week’s ruling by the Perma-
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Taiwan opposes the ruling because although it is an interest-
ed par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ountry was not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edings, Tsai said.

In a transcript of the interview released by the Presidential Of-
fice yesterday, the president also said Taiwan objected to the 
country being referred to as “the 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 
and to Itu Aba Island (Taiping Island, 太平島 ) being described 
as a “rock” rather than an “island” in the ruling.

The arbitration case, brought in 2013 by the Philippines 
against China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determined that Itu Aba, along with other land 
formations in the Spratly Islands (Nansha Islands,	南沙群島 ), 
are legally rocks and are therefore not entitled to 200 nautical 
mile (370.4km)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Taipei believes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should be solved 
peacefull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UNCLOS, and 
the nation should be included in multilateral talks to solve the 
disputes, Tsai said.

Translated by Austin 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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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文化俱樂部
8月1日(一)上午十時：懸崖海岸海洋

與森林生態解說(午後藝術音
樂會)

8月2日(二)上午十時：古文明探索系
列：古代人智慧的探討

8月3日(三)下午三時：西溫燈塔公園原
始森林生態解說(黃昏藝術音
樂會)

8月4日(四)下午三時：溫哥華海濱商區
建築藝術與歷史解說(戶外音
樂會)

8月5日(五)下午三時：北溫西摩山高地
湖野花生態解說(黃昏藝術音
樂會)

8月6日(六)上午十時：列治文漁村造
船廠國家歷史古蹟解說(海事
節慶)

8月7日(日)下午三時：西溫哥華黃柏瀑
布森林生態解說(黃昏藝術音
樂會)

8月8日(一)下午三時：溫哥華植物園樹
木與花卉導覽(需門票)

8月10日(三)上午十時：高貴林區邦千
湖森林能量生態解說(可載人
報名)

8月11日(四)上午十時：大地探索分
享：音樂的維也納

8月13日(六)上午十時：溫哥華市艾佛
雷特公園黑莓生態解說

8月14日(日)下午三時：列治文市愛歐
娜海灘黑鸝與燕鷗生態解說

8月16日(二)下午六時半：溫哥華美術
館：畢卡索藝術特展賞析

8月17日(二)上午十時：高貴林貝爾卡
拉海星海洋生態解說(可載人
報名)

8月18日(四)上午十時：國際時勢分
析、歷史文化探討

8月20日(六)上午十時：列治文自然公
園苔蘚溼地與藍莓生態解說

8月22日(一)下午三時：溫哥華植物園
樹木與季節性花卉(需門票)

8月23日(二)上午十時：素里邦斯頓島
生態解說與野餐(可載人者報
名)

8月25日(四)上午十時：居家修繕講
座：電力維修DIY

8月28日(日)上午十一時：列治文市猛
禽節野鳥教育攤位(徵求義工)

8月30日(二)上午十時：高貴林區莎紗
美特湖森林生態解說(可載人
報名)

9月3日(六)上午十時：溫哥華市娛樂商
區建築歷史解說(台灣文化節)

9月4日(日)上午十時：高貴林濕地森
林生態與省督屋解說(可載人
報名)

9月5日(一)上午十時：北溫卡皮蘭諾河
森林與鮭魚生態解說(午後音

樂會)
10月1日至2日兩天一夜：溫哥華島瀑布

鮭魚、原始森林生態旅遊(及
時報名)

每個月有二十多次溫哥華社區與公園健
康步行，義工免費領隊(事先報名)

活動查詢：
林聖哲會長 604-327-8693
綠色文化活動：www.greenclub.bc.ca  
臉書分享資訊：www.facebook.com/

josephlin.greenclub 

台灣中國醫藥大學
國際志工中醫醫療服務隊義診
7月29-31日 & 8月1和3日
10:00AM-12:00PM
1:00PM-4:00PM
地點: 加拿大天金堂

3426 Smith Ave, Burnaby
604-431-0972

8月6-8日 (8月7日，僅開放上午)
10:00AM-12:00PM
1:00PM-4:00PM
地點: 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Vancouver
604-267-0901

秉持「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
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
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
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
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之
精神。台灣中國醫藥大學為讓學生有接
觸臨床與人文關懷的學習機會，第七屆
國際志工中醫醫療服務隊，將由兩位醫
師老師領軍，全團二十三位，七月下旬
抵溫進行中醫醫療巡迴義診服務。

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
聯絡：李贊星會長604-688-0500
以下活動地點皆在台灣文化中心

2016年海外台語研習會
8月2日(二)9:30AM-4:00PM
8月3日(三)10:00AM-5:30PM
費用：30元(含午餐、茶點、教材和會

費)
師資：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何信翰教授
內容：台語復振的文化，各地的台灣腔

調，台灣文創新趨勢，學台語順
便學華語。

與台加文化協會合辦
台語文進階班
提升台語文的閱讀和書寫能力，
欣賞優美的台灣文學
每星期五10:30AM-12:00PM
會員免費

台語文初級班
適合對台灣話有興趣的初學者，從拼音
開始學起，皆為日常事務性的教材，生
動，活潑，實用。
每星期五1:30PM-3:00PM
費用：每次$10

溫哥華大都會管弦樂團
免費戶外音樂會
8月4日(四) 7:00PM-9:00PM
地點：Jack Poola Plaza at Burrard 

Landing (1055 Canada Place, 
Vancouver)

PCI and Ledcor are pleased to 
present a free, family-friendly 
live symphony performance in a 
world class waterfront setting. 
This year's musical program will 
feature iconic movie music.

For more info: www.pci-group.com/
vmo-performance

溫哥華台灣客家會
2016年夏季一日遊— 陽光海岸 
Sunshine Coast之旅
8月6日 (六)
地點: BC 省陽光海岸 Sunshine Coast 
費用: 會員-- 加幣55元, 非會員-- 加
幣65元 (包括車資、渡輪船票、輕食餐
包和司機小費)

看完國慶煙花正式進入藍天白雲、晴空
萬里的盛夏，提醒您我又是走向戶外享
受旅遊的好季節了！

今將藉此函通知您客家會的「一日遊」
活動又來了，過去在理事群花費許多心
思時間，精心的尋覓安排下，總有讓您
驚艷，耳目一新的景點，秉持以往服
務鄉親的精神，今年再次策劃了不一
樣的旅程－邀請您同遊美麗的BC北岸
風情－陽光海岸 Sunshine Coast的明
媚風光。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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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名額有限，以會員為優先，額滿
為止。

＊報名之聯絡電話,請與您所屬各區理
事聯絡報名:

張麗娜: 604-261-8966 
鍾伯林: 604-420-8979
彭康緯: 604-738-9369 
彭淑鶯: 604-274-8648
余秀貞: 604-599-7260 
戴秀娥: 604-279-0222
陳振誠: 604-474-2268 
劉士榮: 604-889-5261
蔡雲瑞: 778-386-9800 
傅彥堂: 778-889-7356
葉順源: 778-899-1688 
邱ı白: 604-828-8661
黃玉琴: 604-363-2889

九月初的台灣文化節，本會也將有臺灣
客家文化活動的參與。

大溫哥華台灣松齡會
8月6日(六)10:00am
講題:荷蘭藝術之旅:梵谷高庚默克
講者:張筠君
下午活動:珠城酒樓慶祝父親節聚餐

8月13日(六)10:00am
講題:新科技保健方式
講者:胡玉華(溫東台灣學校校長)
下午活動:卡啦ok

8月20日(六)10:00am
講題:台灣花布之美
講者:吳清桂女士(台灣第二屆國大代
表,台灣創意花會)
下午活動:賓果遊戲

8月27日(六)10:00am
講題:介紹鳥類之生態
講者:曾秋文(鳥類專案)
下午活動:電影

入會:年齡55歲以上,台灣籍,年費40元.
地址:士達孔拿社區中心

溫哥華奇化街601號
Strathcona Community Centre
601 Keefer St., Vancouver

范發寬會長: 604-291-8186
604-616-0066(c)

法鼓山溫哥華道場
◎ 初心禪三
8月12日 5:30PM - 8月14日 3:00PM
(英語禪修活動)

跳脫種種內心的束縛，以自由自在的心
靈，透過眼、耳、口，感受未曾有的新
經驗。活動內容多元豐富，無禪修經驗
者亦歡迎報名體驗。

◎ 青年工作坊 
8月14日(日)4:00PM–6:00PM 
(英語活動)
活動主持：Rebecca Li

美國紐澤西學院社會學教授
歡迎18–35的青年朋友報名參加，探索
全新的自己，開發無限潛能。

◎ 孝親報恩中元法會
8月20日(六)9:30AM-5:00PM 
內容：恭誦地藏經
8月21日(日)9:00AM-5:00PM 
內容：慈悲三昧水懺
設有消災、超薦燈及功德堂回向，佛前
獻供花、燈，歡迎上網填寫雲端祈福
牌位。

◎ 3G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 
8月27-28日(六、日) 9:00AM-7:30PM
歡迎10 -16歲的小朋友和家長報名，親
子一起透過各項活動，體驗身心安定，
學習良好的生活態度。

◎ 法青戶外禪三  
8月31日(三)– 9月2日(五)
活動地點位於景色宜人遠離塵囂的Hope
營地，經由禪修方法的練習，體驗身心
與環境的和諧，開發內在的寧靜與祥
和。限16–35歲的青年朋友報名。

◎ 第二屆初階佛學班 
9月3日(六) 開課  9:30AM-12:30PM
名額有限，需事先報名。

查詢：(604) 277-1357
www.ddmba.ca

加拿大中華道教關帝協會
8月17日 (三)
9:00AM 舉辦「轉運補財庫」活動。(須

事先登記，即日起開放登記)
3:00PM 舉辦中元普渡，歡迎攜帶供品

一同共襄盛舉。

天金世紀盃書法比賽
9月18日 (日) 10:30AM-12:00PM
報到時間：上午9:30 ~ 10:00，請攜

帶身分證件，逾時者以棄
權論。

主辦單位：天金堂、溫哥華世紀扶輪社
協辦單位：台加台灣學校、加拿大楓

橋人文基金會、CM Trading 
Ltd Co. 

比賽組別：學員組，1996年後出生者；

社會組，1996年(含)前出
生者。

報名方式：上網報名、電郵報名。

採現場揮毫比賽方式，字體不拘。
比賽用宣紙由主辦單位提供，非比賽用
紙一律不予評選。
書寫內容由大會當場公佈，書寫內容一
經公佈，即不得再參閱字貼、書法字典
或上網查閱。
請自備水、筆、墨、硯、墊布、印章、
印色等書寫工具。
作品一律採直式書寫，字體不拘，須落
款，可鈐印。
漢字不同於西方的拼音文字，如今已被
聯合國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獎金獎牌獎狀及其它，請上網了解。

活動地點：3426 Smith Ave, Burnaby 
天金堂

查詢：余嘉騄理事長 604-568-9880
info@tianjintemple.org
www.tianjintemple.org

園鄉教會好厝邊台語團契
小聰明暑期兒童快樂營
8月22-26日 (一～五) 1:00PM-5:00PM
地點：Garden Village Church

4950 Barker Cres., Burnaby
內容：歌謠、紙藝、節奏律動、語言故

事、遊戲、童玩、簡易手工皂、
餅乾製作、小盆栽等 

對象：小學生 
材料/茶點費：全五天$80 (單日$20)
報名查詢：604-433-7711

溫哥華世紀扶輪社
招募扶輪少年服務團說明會
8月30日 (二) 7:30PM
地點：台灣文化中心
報名：William Tsai

William.tsai@mocf.ca
604-618-2755

溫哥華世紀扶輪社將於8/30舉辦扶輪少
年服務團說明會，我們自從2005來，致
力於社區與國際的公益服務活動，今年
度將著重於培養青少年的品行及領導潛
力。扶少團的目的在於提供青少年有機
會一起在社區及世界聯誼下合作，奉獻
服務及增加對世界的了解。參加扶少團
的資格必須是中學至大學前教育的學
生，在14-18歲的男女少年。溫哥華世
紀扶輪社誠摯的邀請家長及同學踴躍報
名參加我們的說明會。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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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田興和
時間: A班星期一&三 10:00am-12:00pm

B班星期二 7:45pm-9:30pm
費用: A班$25/月；B班$40/3個月

8月22日 & 24日休息   

老師: 謝依霖
時間: 星期一&三 1:00pm-3:00pm
費用: $30/月；$10/Drop in

(週一老師上課 & 週三學員自行練習)

8月8日、22日 & 24日休息

老師: 謝依霖                           
時間: 星期二 1:00pm-2:30pm
      星期五 10:00am-11:30am
費用: 會員$12/月；非會員$18/月
      $5/Drop in

8月16日 & 26日休息

老師: 黃威傑 604-678-9967
時間: 8月28日(日) 10:30am
費用: 會員Free；非會員$2/Drop-in

復健運動的內容將包含頸部、肩部、腰

部、臀部、腿部及腳部等的復健。

主持: 劉仲明
時間: 星期二&四 8:30am-10:00am
費用: 會員$1/次；非會員$2/次

許多養生的道理，都需要透過鍛練去體

會，不是背誦經典來的。

老師: 沈于順&吳明芳 604-985-8687
時間: 星期六 10:00am-12:00pm 
費用: 會員$150/期；非會員$175/期
      (一期8堂課)；$25 Drop in
鄭子太極拳功架 ,太極拳推手, 無極站
樁 & 健身十二段錦鄭子太極拳37式緩
和鬆柔的動作，功效宏大老少咸宜，每
天利用空閒幾分鐘，能達到幼者壯、老
者健，是最王道的養生功法。
新一期課程已開始，歡迎報名參加!!

   

主持: 鐘淑汝 604-418-1357
時間: 星期六 2:00pm-5:00pm

半年收取會費30元，全年50元。台加會
員drop in $3，非台加會員每人每次收
費$4。

8月6日停課!

主持: 張鍾玲
8月暑期停課!

主持: 劉仲明 604-266-2926
時間: 星期五 1:00pm-3:00pm        
費用: Free

有興趣的會友請最晚於前一天聯絡負

責人。

主持: 李友志 604-275-6365

時間: 星期日 10:00am-12:30pm

地點: The Zone Bowling 球館 (#180-

14200 Entertainment Blvd.,Richmond) 

TCCS GOLF CLUB 已開打!

請洽活動負責人:林德清604-277-7589

或聯絡人: 林文壽 604-241-7536

    劉坤益 604-241-0289

    李友志 604-275-6365

歡迎有興趣參加者，與召集人聯絡!

主持: 詹元稹 604-581-6191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am-5:30pm

星期六 10:00am-5:00pm
星期二至四 7:00pm-9:30pm

費用: 會員$70/年 ；非會員$90/年 ；
 晚上週末打球額外$1；

非會員Drop in $3

初學者陪訓&指導 $20/堂；女教練指

導。

台加排舞班

2016球季開鑼賽得獎名單
Newlands golf Course  (7/14)
總桿冠軍: 李友志
淨桿: 第一名 邵基忠
      第二名 陳世榮
      第三名 康鍾鼓
      第四名 楊錫隆
      第五名 楊明壽
LUCKY 7: 陳紹煙
男最遠距獎: 楊明壽
女最遠距獎: 蔡阿惜
最近洞獎:#2楊明壽  #5謝春冬
#8徐明鋒 #10邵基忠 #12李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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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劉瑛瑛
時間: 6月13日-9月12日

每星期一10:00am-12:00pm
費用: 會員$150，非會員$180(12次/期)

從最基礎的單字、句型開始到簡單常用

的日常會話及日語歌謠練習，希望能使

學員們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中享受學習日

語的樂趣及提高學習興趣。

老師: 劉瑛瑛
時間: 5月31日-8月16日

每星期二 10:30am-12:30pm
費用: 會員$150，非會員$180(12次/期)

從最基礎的發音、文字(50音平假名、

片假名)開始到簡單常用的日常會話及

日語歌謠練習。

聚會時間: 8月3日 & 17日 7:00pm
負責人: 馬苔菱

指導 : Chris Lee  

台加 Toastmaster( 國際演講協會 ) 可

以幫助您，讓您在職場或家裡，說話有

條理與自信，瞭解其方法，擁有好口才

絕對不是難事 !

Do butterflies attack your stomach 
when you’re asked to speak before a 
group?  Can you confidently express 
your thoughts and ideas?  From public 
speaking, presentations to general con-
versation, Toastmaster will strengthen 
your communications skills and boost 
your confidence.  Come join us on 4/6 
and meet friends who are just like you!

老師: Charles Mclarty
時間 :每星期二 1:00pm-3:00pm
費用 :會員 $20/ 月；非會員 $30/ 月

學英文不再只是跟著課本背誦，也可以
很多元化。Mr. Charles Mclarty向以輕
鬆愉快的方式引導學員閱讀英文報紙，
並學習以英語表達意見。

8月停課!

時間 : 8 月 6 日 ( 六 )2:00pm-5:00pm

加拿大註冊移民顧問 Jessilyn Liu 將在
台加，現場提供有關楓葉卡、移民、入

籍等義務諮詢協助，歡迎前來。

請事先預約 604-26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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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健行地點
109

walks
行程
(km)

領隊 集合地點

8/6 ( 六 )
9:15 am

Burnaby Lake
Burnaby 15 10.5 葉茂雄

604-299-0496
Kensington Av > Sprott St. E. > Sperling N > 
Sportplex parking lot

8/13 ( 六 )
9:15 am

Two-Canyon Loop
North Vancouver 51 8 曹永通

604-421-9816
#1 HWY(exit 19)  > Lynn Valley Rd.> Peters Rd.> 
Ecology Centre parking

8/20 ( 六 )
9:15 am

Shoreline Trail
Port Moody 22 7 詹元稹

604-581-6191
Hwy#7A > Moody St. N > Murray St. E > Rocky 
point park

8/27 ( 六 )
9:15 am

Brothers Creek Trails
West Vancouver 40 6 曹永通

604-421-9816

Hwy #1> (exit 13) Taylor Way N.> Highland N. .> 
Eyremount Dr. W.> Millstream Rd. N. parking by 
the gate with sign

9/3 ( 六 )
9:15 am

Deas Island Regional Park
Delta 62 4.4 詹元稹

604-581-6191
#99 Hwy S (exit 28) > 62B St. N > regional park 
p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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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及詳圖請電洽當日領隊。

TCCS Toast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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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童圍棋班
教師：戴振華老師
招收對象：K1-Gr 6，每班12人以下
Ａ班：星期三 2:00pm-3:30pm
      (九月起改成3:30pm - 5:00pm)
Ｂ班：星期六 1:30pm-3:00pm
 C 班：星期六 3:30pm-5:00pm

二、桌球班

教練: 劉世明老師，前經濟部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桌球
代表隊主力代表，曾先後獲該二單位桌球比賽冠軍，在全國
性長青團體賽，擊敗過全國50歲和60歲組單打冠軍。具多年
教球經驗，對初學者教學頗有心得，且有耐性，教學成效尤
為顯著。刀板（橫板），直板皆宜。

招收對象：Gr 3-7

時間：星期二 3:30pm-5:00pm

三、書畫藝術班(書法、水墨)
教師: 甘錦城老師
招收對象：K1-Gr 6，每班12人以下
時間: 星期三 2:00pm-3:30pm

      (九月起改成3:30pm-5:00pm)

主持人：廖純如校長

負責人：戴振華老師 778-668-5308 

費  用：$150/每期10次

  繳費未滿10次 ，每次 $17（不含豎琴班、陶笛班）

四、豎琴班

教師：Bonnie，美國國際豎琴療法師、 Vancouver Academy 
of Music室內樂團團員。2012-2015間榮獲各項比賽冠亞軍

招收對象：K1-Gr7，每班3~5人

時間: 星期四 4:00pm-4:50pm

學費: $100/每期4次

（每位學生將有一台豎琴在課堂使用）

五、陶笛班（9月8日起開課)
教師：章旭輝老師

招收對象：Gr4~7，每班6人以上

時間: 星期四4:00pm - 5:00pm

學費: $100/每期10次

（陶笛請自備，或洽章老師778-859-5558）

六、幼兒中文班
教師：連淑惠老師

招收對象：K-Ｇ2，每班 8人以下

時間：星期六 1:30pm-3:00pm

2016八月魔術/棋/彩/Fun夏令營
8月22-26日魔術/棋/彩/Fun夏令營，尚有名額，歡迎報名。

招生對象：K - grade 6，招收3班，每班6-12人，分齡上課

學費：全期$245，Drop in $55/天

特別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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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健康、快樂嗎？

什麼是身心靈健康的理念及做法？讓我們一起來台加身心靈成長中心學習，幫自己看到

希望，以活出健康、快樂的人生；你、我都可以做到。今天就可以開始。

需要個人成長探討者，請打預約電話 604-267-0901。

文 / 彭碧瑜

幸福 是相信自己很幸福

我們暑假都不辦活動，因為需要休息，也因為多數的人都渡假去了；希望九月再看到你。在此，我要特別謝謝藍斐薰

女士：她自去年九月到今年六月負責寫文章、籌備活動，很辛苦。她四月回台灣修了教授中文的課程，計畫開始新的

生涯。祝她一切順利，成功。

身心靈的平衡是維持健康及快樂的基本因素。多看書，多參加講座，可以從中學習照顧自己身心靈的知識。多參加講

座便是給自己成長的機會。多年前，一位經常出席的會員分享得真好：”哪怕只聽到一句管用的話，參加講座便值得

了”。 所以經常聽演講，就能夠經常得到好訊息。如果你認識身心靈方面的老師，希望你也介紹給我們認識。用上面

聯絡電話即可。

*******************************************************************************************************

新的學年即將開始，你有新的期待嗎？你期待什麼？你相信你內心若有期待時，宇宙會幫你完成嗎？我們的想法會帶

我們走人生。改變我們的想法，我們便可以改善我們的人生。我相信當我們修正生活態度時，我們更容易找到自己的

方向。這些人生態度大多是我們聽過的；沒有什麼新的，但我們都很容易忘記；然而，當我們再度被提醒時，就更容

易做到。

1. 不要對自己的人生說”沒空”：良好生活習慣會陪伴我們一輩子，幫我們走向成功的人生。千萬不要對自己的人生

說沒空，我們的收獲往往是跟我們的付出成正比。培養良好生活習慣，如：每件事，不管大小都用心把它做好；學

習活在當下；學習凡事感恩；學習每件事情往好的方面想；學習靜坐，幫自己找回自己；學習”日行一善”等都需

要時間來建立的。

2. 家庭優先：良好的家庭關係是我們一輩子最有意義的財富。試著每天都抽點時間跟家人聯繫，這種互相關懷的過程

會帶來安定感及愉悅感。緊密的家庭關係也是健康、快樂的基礎。

3. 當義工，回饋社會：義工讓社會許許多多的慈善機構發揮功能。有能力付出是非常幸福的，因為你有健康、有時

間、有金錢。真的，施比受更有福。別忘了，先在家裏當義工 - 盡量付出。立了好榜樣，孩子才會學習到付出的

真正意義。

幸福小組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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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化生活：我們需要的其實不多，但想要

的卻很多。學習分辨需要及想要，將會幫

助我們簡化生活。需要少，我們才會有更

多時間享受我們的所有，也更有時間追求

心靈的需要。

5. 接受人生不完美和不公平的事實：我們常

聽說，人比人，氣死人。的確是如此。我

們不必羨慕別人光鮮的一面，因為我們不

知背後的故事。要相信上天的賜予都是最

適合我們。好的事，我們好好享用；不好

的事，我們好好學習其中的功課，便可化

不幸為助力。

6. 活到老，學到老：這個人生態度會讓我們

保持青春、減緩老化。科學家一直鼓勵耆

英們學習新的語言或新的技能，以便協助

腦筋保持靈活，讓生活增加情趣。

7. 要多聯絡老朋友，要多安排戶外活動或

旅遊。人是群居動物，需要同伴，尤其是

喪偶的，更需要走出去，結識同年齡的朋

友。寂寞會帶來憂鬱的感覺。保持與同年

齡的朋友來往，大家話題相同，興趣相

同，便可互相鼓勵、互相了解。

8. 遇到問題，請向內找答案。看到不順眼的

事，先問自己為何不順眼，從中我們更會

了解自己的偏見及接納度。身體的不適也

是一樣，頭痛了，不是輕易吃止痛藥，而

是學習放鬆、休息。事情失敗了，與其指

責、怪罪他人，不如謙虛地檢討，要求自

己如何改善。

9. 遭遇逆境時，還是繼續保持信心。天無絕

人之路，只怕有心人。逆境是一個磨練的

機會，肯被磨練，就會有成功的一天。

10. 做一個樂觀者。樂觀給人看到希望，希望

給我們力量，所以樂觀者比較容易成功。

樂觀也會帶來健康。快樂的人，身體各方

面的運作通暢，比較不容易生病。

我們多練習，相信這些正面的生活態度會變成

我們日常生活習慣，我們內心想要的事，便一

件、一件地接踵而來。

我們九月見。

金齡日Golden Age Day

10:00am -11:00am 肢體律動– Monica 老師

11:00am -12:00pm 歡樂歌唱 - 英秀青老師

1:00pm - 3:00pm 專題演講 / 影片欣賞

週四下午的影片或講座歡迎會員與鄉親朋友參加

8月4日、11日	 1:00pm

暑期影片欣賞 "99年之愛" (Japanese Americans)

"99年之愛"是一部迷你電視影集，描寫99年
前移民到美國的日本移民家族，戰勝了人種差
別和戰爭的苦難。

99年前，長吉作為島根貧農的次子，面對日本
人受輕視與排斥並不氣餒，且擁有了自己的家
族與農場。而第二代的長男一郎，大學期間遇
到了領事館職員的女兒忍，墜入了愛河。

後來日本與美國關係日漸惡化，戰爭終於開
始，日裔面對被打發到日人收容所，以及家人

被迫四散分離的過程中，一郎為了家族發誓對美國效忠，擔任士
兵被派往歐洲戰線。一郎的弟弟次郎支持著忍，並拼命守護著家
族農場...

這一個描述移民，親情，戰爭，愛情交織的感人故事，不僅刻劃
出美國日裔移民的經歷，也同時反映加拿大日裔移民的心路歷
程。對一樣需面對孤單與奮鬥的移民，也必感同身受。

撥放時間: 8月4日(四)  1:00pm 第四集

    8月11日(四) 1:00pm 第五集

    8月9日(二)  10:00am 第四集

    8月16日(二) 10:00am 第五集

8月18日 1:00pm  專題工作坊: 你我生命的故事!(6)
每個人生命中或多或少都有值得懷念或回味的故事，一生也因著
環境與際遇，而各有精采與經驗。 

8月25日 1:00pm  護唇膏工作坊

大家一起來，用純天然的材料，自己動手做唇膏。男女適用，在

略乾燥的天氣，隨時可滋養你的雙脣。當天您就可帶回三條自己

做的護唇膏。酌收材料費$5 (限台加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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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課程 &活動
TCCS Activities

· 台加課程 &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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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30am

排舞 1:00pm

桌球班 3:30pm

土風舞 7:45pm

3
土風舞 10:00am

國際標準舞 1:00pm

兒童圍棋A班 2:00pm

書畫藝術班 2:00pm

Toastmaster 7:00pm

4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影片: 99年之愛4 1pm

豎琴班 4:00pm

5
排舞 10:00am

台灣話進階班 10:30am

台灣話初級班 1:30pm

橋牌社 1:00pm

6 中醫義診 10:00am
健行社 9:15am
Burnaby Lake, Burnaby
鄭子太極拳 10:00am

藝廊開幕茶會 10:0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幼兒中文班 1:30pm

臨時會員大會 2:00pm

楓葉卡移民諮詢 2:00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7
中醫義診 10:00am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8
中醫義診 10:00am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9
平甩&太極 8:30am

影片: 99年之愛4 1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30am

做理想父母 12:30pm

排舞 1:00pm

桌球班 3:30pm

土風舞 7:45pm

10
土風舞 10:00am

國際標準舞 1:00pm

兒童圍棋A班 2:00pm

書畫藝術班 2:00pm

11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影片: 99年之愛5 1pm

豎琴班 4:00pm

12
排舞 10:00am

台灣話進階班 10:30am

台灣話初級班 1:30pm

橋牌社 1:00pm

13
健行社 9:15am
Two-Canyon Loop
North Vancouver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幼兒中文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14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15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國際標準舞 1:00pm

16
平甩&太極 8:30am

影片: 99年之愛5 1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30am

桌球班 3:30pm

土風舞 7:45pm

17
土風舞 10:00am

國際標準舞 1:00pm

兒童圍棋A班 2:00pm

書畫藝術班 2:00pm

Toastmaster 7:00pm

18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專題工作坊: 你我生
命的故事!(6) 1pm

豎琴班 4:00pm

19
排舞 10:00am

台灣話進階班 10:30am

台灣話初級班 1:30pm

橋牌社 1:00pm

20
健行社 9:15am
Shoreline Trail
Port Moody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幼兒中文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21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從「台灣第一」談起
3:00pm

22
台加夏令營 9: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23
台加夏令營 9:00am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30am

做理想父母 12:30pm

排舞 1:00pm

桌球班 3:30pm

土風舞 7:45pm

24
台加夏令營 9:00am

兒童圍棋A班 2:00pm

書畫藝術班 2:00pm

25
台加夏令營 9:00am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護唇膏工作坊 1pm

豎琴班 4:00pm

26
台加夏令營 9:00am

台灣話進階班 10:30am

台灣話初級班 1:30pm

橋牌社 1:00pm

27
健行社 9:15am
Brothers Creek Trails
West Vancouver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台加圍棋賽 10:3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幼兒中文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28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復健運動操 10:30am

二手服裝秀募款茶會
3:00pm

29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國際標準舞 1:00pm

30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30am

排舞 1:00pm

桌球班 3:30pm

土風舞 7:45pm

31
土風舞 10:00am

國際標準舞1:00pm

兒童圍棋A班 2:00pm

書畫藝術班 2:00pm

 展出時間 :
  8 月 2 日 - 30 日
  週一至週五 9am-5pm

  週六 10am-5pm

 開幕茶會:
  8月6日(六)10am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週二 / 週四 
  7:00pm-9:30pm
週六 
  10:00am-5:00pm



41

台加藝廊
TCCS Art Gallery

台加藝廊 ·

李慶玲女士從小對「美」

就有異於常人的感受力與

鑑賞力，雖然大學讀的是

資訊科技，但其潛藏的愛

美天性，仍不經意地在生活中散發其品味。尤其在 1989 年

決心茹素靜坐修行後，個人更添增了些許的靈氣與寧靜。

因緣際會下，從未拿過油畫畫筆的她，在 2005 年旅居加拿

大後，開始學習油畫，這才驚覺自己對油畫有著一股強烈的

熱情與執著。2011 年返台時，在欣賞李太元老師畫展時，

被其以筆刀做畫呈現出來的勁道與色彩所吸引，進而每年都

返台跟隨李老師習畫。5個年頭過去了，她的畫作越見動與

境的平衡，也越顯現出色彩的飽和與情感。

在眾多好友的鼓勵與支持下，以一場「花漾舞曲」與您結緣，

李慶玲女士期望世界各地皆如花卉般的繽紛美麗；人人都展

現最優雅靈性的自己，散發光彩能量，綻放永恆不滅的生命

力……

予人玫瑰，手留餘香 --- 祝福大家

展出時間：8 月 2 日 - 8 月 30 日

          週一至週五 9am-5pm，週六 10am-5pm
開幕茶會：8 月 6 日 (六 ) 10:00am

台北點心麵廠
鍋貼皮 水餃皮 餛飩皮
刀切麵 油麵 粗拉麵

陽春麵 烏冬麵

7109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BC
（近巴士總站）

Closed on Sunday
星期日休息

(604) 322-5088

夏日專題講座

從「台灣第ㄧ」談起
時間 : 8 月 21 日 (日 ) 3:00pm 

地點 : 台灣文化中心二樓大廳

講員 : 出版家  文經社社長 吳榮斌先生

成立於 1981 年，在出版的領域中，文經社很用心的在扮演

自己的角色，也獲得不少的肯定。出版的書得過金鼎獎，國

家文藝獎等。其主要出版品：1. 文學類出版品 2. 實用心理

學出版品 3. 兒童文學類出版類 4. 家庭醫學類出版品。其中

系列以 "台灣第一 "為題的叢書，對採集查考研究台灣相關

歷史語言文化有極大的貢獻。難得機會，歡迎一起來聽聽文

經社社長吳榮斌先生逾三十年耕耘出版的人生酸甜苦辣。

邀請您一起來 Fun! Fun!! Fun!!! 珍愛地球，資源再利用 !
夏日二手服裝秀募款茶會
Summer Tea Party - 2nd Hand Fashion Show

時間 : 8 月 28 日 (日 ) 3:00-5:00pm
地點 : 台灣文化中心二樓大廳

人人可以參與

1. 參加茶會 : $5
2. 捐贈二手服裝: 歡迎捐贈您不再穿了的美麗二手衣物(男
女不拘 )，讓資源再流通，大家同樂分享，所得可贊助台加

社區服務活動經費，一舉數得。

3. 擔任模特兒秀服裝

Future = Career X Family (Square)
未來 =事業 x家庭 square
小孩遊玩日

心理壓力講座：家庭，事業，三代情 

主題講座 Step 30 楊佑任

時間 : 9 月 10 日 (六 )4:00pm
蘇格蘭文化中心 Scottish Cultural Centre



出團日期及報名請洽您信任的旅行社或超值旅遊， 
詳細請瀏覽 www.signettours.ca, 
或致電604-688-7922, 
Toll free:1-877-688-7922
B.C. Reg.No. 30069 *有若干條件限制

越
南
Vietnam

台
灣
TAIWAN

日月潭

礁溪溫泉

九份山城老街

合歡山日出

甲板悠閒時光下龍灣

順化皇城小吳哥城

昇龍水上木偶劇



溫哥華 VFA 中學  暑期 ESL 密集英文夏令營 

溫哥華 VFA 中學創校於 1989 年, 是中學留學生由其本國到融入
加國學制之間的橋樑。 學校幫助學生課業學習及生活文化適應, 
以期在英語系國家留學能順利成功。  憑藉輝煌的辦學成果,  
自 2009 年起正式延伸 11、12 年級成為完全中學, 做為創校 20
周年的獻禮。 

 7~8 月共 6 周課程, 任選 2 週以上報名 

 12 歲~18 歲中學生 

Building Bridges to Success  SINCE 1989 

 BC 省教育廳立案 7~12 年級中學課程 
 每年 1、5、9 月新學期開始 - 全年均可彈性安排入學 

加拿大聯邦政府指定承辦免費英文 LINC 課程  
資深教師群經驗豐富 課程與師資備受肯定 
新移民歡迎電洽詳情 604.436.2332 
www.vfalinc.com 

          

特別編排全日 ESL 密集英文課程, 提供給有意利用暑假進修 
增強英語實力, 及前來溫哥華旅遊的國際學生及新移民子女。 
可安排寄宿家庭, 體驗加國文化與家庭生活。  
每週安排有戶校教學/參觀活動 - UBC 大學、史丹利公園、 
女皇公園、溫哥華總圖書館、海洋館、科博館等。 

VFA 
High School 

VANCOUVER FORMOSA ACADEMY  
5621 Killarney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5R 3W4 
 Telephone: (604) 436-2332  ♦♦  Email: info@vfa.bc.ca 

♦ Certified by B.C. Ministry of Education  ♦ Grade 7 ~ 12 

校友 Doris 於 2012 年 

獲頒加拿大總督學業勳章  

(Governor General’s  
Academic Medal) 

Alice 榮獲美國 
俄勒岡州立大學 
入學獎學金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Trang 榮獲美國 
排名前５ 0 大  

４年全額獎學金
Denison University 



管理學院

604-805-0809





TFSA免稅投資帳戶 - 您知道嗎﹖

$5,500/年供款      積少成多，複利增長，

助您早日達到理財目標。

請善用政府給予每個人專有的福利。

Cell:(604)671-4627

Margaret Cheung, CFP

楊彩鸞 註冊理財規劃師
Margaret Cheung, CFP

張楊彩鸞  註冊財務規劃師

聯絡電話: (604)671-4627

4

國際學生儲蓄分紅保險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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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餘年大溫哥華地產經驗．商業．住宅．投資．農場．歡迎來電諮詢 

Walter   鄭 江 祥

Cell 778-996-4832 

Joanne 張 鍾 玲

Cell 604-817-0366 

新上市 

 

 

 

新上市 

新上市 

怡富地產 

$226,000, #2350 3700 No. 3 Road, Richmond

難得的投資機會，八佰伴 2 樓 333 呎店面，現成好租客從 2008

年承租至今；鄰近許多大樓興建中未來人口倍增要買要快。 

$319,000, #105/115 6100 Buswell Street,Richmond

千載難逢的好生意頂讓，乾洗店有 23 年的經驗，技術精湛曾獲 

首獎，生意利潤高客源穩定，店家回流請把握良機，無經驗可保

證培訓很快即可上手，人口增長中且生意尚有很多成長空間 

$928,000 #105/115 6100 Buswell Street,Richmond 

1,320 呎方正店面出售，位處列治文公眾市場的正後面十字路

口，走路三分鐘可達天車站及列治文購物中心，交通方便舖後有

專用停車場，超低管理費生意利潤佳。 






高傑海空
貨運海外行李搬家

 (汽車運送
 (搬運家具運送
 (私人物品裝紙箱運送

送往台灣,中國,
香港,多倫多,加東,
以及其它更多的目的地。

( 604 )  207-8868

第 一 家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重 點 支 持 的
“ 海 外 搬 家 公 司 ”

高 傑 榮 獲 台 北 市 政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所 頒
發 優 良 商 號 選 拔 榮 譽 標 幟 獎 牌 乙 面 。

高傑溫哥華公司榮獲加拿大卑
斯省台灣商會 2015年台商企

業創業獎

•

•













溫哥華: (604) 207-8963
台北: (02) 2793-7057
台中: (04) 2320-2526
高雄: (07) 330-7360

上海: (021) 6508-8826
深圳: (0755) 8229-5433
香港: (852) 8305-1881
多倫多: (905) 206-1213

facebook.com/GogetGroup  gogetgroup.com

Licensed Group Childcare for age 2.5 to 5
In Burnaby and New Westminster

Registration: 778-668-7188
www.cambridgemontessori.ca

www.mpmmath.com  |  mpmmath@shaw.ca

+ ÷
Through fun and 
interactive logic 
puzzles, children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self-confidence.

Students build strong 
mathematical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through a self-learning 
system.

Boulevard Café

6292 East Boulevard Vancouver

（⻄47街交⼝）

午餐、甜點、鮮果冰沙

咖啡、台灣茶、波霸奶茶

港式奶茶、臺灣新鮮芭樂

營業時間：星期⼀～星期五

10:00am - 6:00pm

星期六、⽇、假⽇休息

(O) 604-263-7873

承建.管理.設計.裝修 

土地分割開發.住宅商業 

HPO Licensed Builder 
 

   Neil�Pan 

BREAK GROUND 
CONSTRUCTION LTD. 

建宇建築公司 

 604.616.7680 
 neilpanart@gmail.com 
neilpan.weebly.com 
2-5-10 WARRANT 

BREAK GROUND 
CONSTRUCTION LTD. 

建宇建築工程公司 

 604-616-7680 Neil 潘 
 604-961-3810 James 謝 
 neilpanart@gmail.com 
neilpan.weebly.com 
2-5-10 WARRANT 

承建.管理.設計.裝修 

土地分割開發.住宅商業 

HPO Licensed Builder 





多倫多總公司    電話 905-940-9331    地址 : 270 Ferrier Street, Markham ON L3R 2Z5
溫哥華旗艦店    電話 604-276-8858    地址 : 120-4551 No.3 Road, Richmond BC V6X 2C3



Serving the community since 1991

25th

時間 Sunday, October 9th, 2016
地點 Nikkei Centre (6688 Southoaks Cres., Burnaby)

票價 $120 ($60 tax deductible)

4:00  Cocktail & Silent Auction
4:30  Gala Program
6:00  Dinner & Celebrate Our Future 

台加文化協會

二十五週年慶 募款餐會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25th Anniversary Fundraising Gala

聯絡 台加文化協會  604-267-0901 www.tccs.ca
查詢  8853 Selkirk St., Vancouver  Info@tccs.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