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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輩子最喜歡用繪畫來吸引人們的視覺。想盡辦法上山下海，曾周遊三、

四十個國家拍攝、速寫。無非想坐於畫布前如何來把人間景緻轉化成幽深飄

渺的出塵畫境或純情與造境，盡情營造如何讓觀眾喜悅的畫面，不加考慮前

衛、抽象及現代的繪畫風格與方式。

我喜歡融合美麗的色彩和複雜的技法，在靜止的畫面上，遠景與近景處理出

天的交會之際的靜謐，偶而加上雞、鴨群近距離的走動來突顯動態感，想著

想著如何把自然界、人物與花卉ˋ轉化成一幅畫，抓住畫意，全力表現。

作品的叛逆或扭曲，描寫悲劇的畫面非我選項。世界之最，地上物之多，畫

之不絕。我一位雕塑界的朋友曾說：「光塑女人的臀部變化就一輩子把玩不

盡。」

舉辦個展是我年年追求的目標，也正準備明年的七十歲全台灣北、中、南巡

迴展，部分作品在台加藝廊先呈現試溫。這次是記錄中第四十八次個展，明

年在台灣的展出除了油畫作品外，另有七百至一千個彩蛋同時參展，百分之

八十的彩蛋是裸體圖。

既然生來加入藝術創作行列，展覽就是我交出成績單的時刻，也是對我的收

藏家告知我執著於藝。倘若不認識的你，想知道我的畫風，歡迎蒞臨台加藝

廊欣賞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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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月刊發刊至今一年半，首先藉此機會要特別感謝長期為我們提供文稿的

專欄作者：廖武藏、林聖哲、許建立、范琪瑋、張幼雯、陳姝伶，以及經常

為我們撰文的王維真，還有從第一時間即未間斷協助的幾位美編: 龍策之、葉

怡嫺與歐士豪，以及出刊一年半以來曾刊登廣告支持的廠商、慨然賜稿賜圖

和捐款支持的每一位朋友，謝謝您們! 如果不是大家的熱誠支持，這一份或許

與今日網路世界反向而行，但有不同功能的刊物，恐無法持續到今日。

本期非常令人興奮的，將開始呈現由陳郁秀教授執筆的新專欄「品牌台灣」

。陳教授年少留學巴黎期間，曾多面向的接觸並深入精緻藝術殿堂。返台後

一步一腳印的踏遍台灣，熱愛土地與文化。除了是專業鋼琴家，也是文化政

策倡議者。對於文化創意產業有獨到的見解，不斷地發想新觀念、引進新趨

勢，擅於整合人脈與資源，以實際的行動宣導與落實品牌台灣的理念。成為

進入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化主體性與文創的領航人。特別要感謝其百忙中慨

允為台加月刊開闢“品牌台灣”專欄，讓旅居海外的人，有機會通過其文

字，認識到猶如文藝復興的台灣文化新面貌。

端午已過，卻仍不時要有乍暖還寒時節之準備。全球環境變遷與氣候變化似

有愈演愈遽之勢，我們生存的環境不停變化，不時聽聞巨大的天災人禍，從

Fort McMurray山火肆虐，造成亞省有史以來最大的撤離令，數萬居民被迫逃

離家園。據加拿大咨議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估算，因這場森

林大火，油砂停產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也是以數十億元計。而美國西南部森林

大火，延燒面積超過32平方公里，相當於一個台北市內湖區，也逼得至少五

千人緊急撤離。

今年六月台灣也再破高溫紀錄。降雨日數雖呈現減少之現象，但反常的暴風

雷雨卻逐年增加，這或許可歸因於大自然之無法掌控，然而人為佛州的重大

槍擊案，則令世人震驚。事件背景複雜的因素，不能僅將之歸咎於槍枝、同

志族群、恐怖與仇恨行動之說。這個社會生病了，或許需要的就是家庭的

愛、社會的關懷，因唯有愛，才能化解仇恨、撫慰激勵人心，重建人與人彼

此的信任。大溫地區近年更趨熱鬧、交通明顯擁擠，但溫和舒適的氣候與和

協的社會，生活在其中，可要常存感恩的心。

在經歷逾三十年的民主運動洗禮，以及三度政黨輪替，上週台灣誕生一篇「

罷工宣言」，見證了一場台灣史上僅見的反抗資方的合法罷工。訴求中 - 爭
取讓工作與生活都能更像一個「人」，這看似微小卻真切有力的願望，瞬間

在爭取社會輿論支持或不支持之間，喚起群體共有的經驗，為自己爭取尊

嚴。在政府的迅速處理下，達成雙贏的共識。看到社會運動的成與敗、起與

落、順利與困難，與社會支持聲量顯然是成正比的。華航空服員替台灣土地

上的所有勞動者，做了開路的先鋒，台灣邁向更溫和，且會為彼此著想的互

助互愛社會關係推動了一大步。

民主從來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台灣一代一代民主前輩犧牲累積下來的公

平正義社會價值，每一代的台灣年輕人自有其時代使命。在加拿大慶祝國慶

的七月份，在民主自由空氣中成長的第二代台裔加拿大人， 更當積極思考、

關心加拿大公共議題，珍惜追求維護理想社會的一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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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位於台灣之東南隅，素有「後山」之稱，也意味著這

裡是一處不易到達之地。在五十年代清貧的歲月裡，物質匱

乏貧病交迫的景況，在地處邊陲的台東更是格外顯著。「……

請送一位醫師和一位護士到台東來。」一封由成功鎮葉德華

牧師（註一）寫給協同會美國總會的求援信，為台東子民帶

來一線曙光。

來自美國科羅拉多州的譚維義醫師和擔任公共衛生護士的妻

子譚秀麗，回應了這封求助信函，原一心想到非洲奉獻服事

的他們，卻被未在世界地圖占有一席之地的台灣深深扣住心

弦。

後山天使 跨越國界的愛
1961 年十二月，譚醫師一家六口搭乘貨輪飄洋過海抵達台

灣，而這一待就是三十三年。從沿著東海岸、踏遍各鄉間部

落的山地巡迴醫療服務，到一手建立台東基督教醫院（簡稱

東基），譚醫師天天把自己毫不保留的給出去，他不只關心

病人的身體，更關心病人心靈，關懷對象甚至還擴及病患一

家人、一村子，「視病猶親」的典範讓同工和病患永駐於心，

感念不已。

繼譚醫師之後，一群又一群的「天使」前仆後繼埋首後山。

諸如以全人護理為信念德樂詩宣教士，親力親為協助病患擦

澡、導尿、剪指甲、遞送便盆、翻身等，她始終相信護士在

病床邊照顧病人的時間愈長，病人痊癒的速度就愈快。在早

年奧援不足的情況下，還親自編寫課程教材，培訓一批精良

的白衣娘子軍。

贏得「繡補大夫」之稱的蘇輔道醫師，從不輕易切去病人的

肢體，曾用無比的耐心、毅力和愛心，仔仔細細把扎在病患

血肉裡的甘蔗渣挑出來，免去截肢的命運。

手術台上的「催眠師」耿喜音教士，是位有情有義的蒙古姑

娘（雙親在蒙古宣教）， 為了救活一位危急的婦人，曾創下

連續七小時不停擠壓空氣袋，硬撐疲乏睏倦的身軀幫病人度

過難關。

救活一位僅巴掌大 Baby 的龍樂德醫師，始終把每位小生命

視為寶貝，創下以十五個月時間，翻山越嶺就連人跡罕至的

偏鄉分校、離島學校都不錯過，總計為兩萬四千八百四十九

名學童完成了首度全面性的健康檢查。

在病歷上寫下「多給他一點愛！」處方的安芳蓮醫師，長達

十餘年的光陰，她像個候鳥，年年在北美掙足了生活費，入

秋後便自費飛來東基駐診半年。三分之一的生命歲月，她陪

用生命影響生命
－記台東基督教醫院薪傳送愛
文／台東基督教醫院發展室

Life-changing Ministries – 
Taitung Christian Hospital’s 

Generations of Love
By Taitung Christian Hospital’s Development Office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aiwan, Taitung 
County is commonly known as the “Back Mountain,” 
referring to its inaccessibility and remoteness. Back in the 
1950s, resources were scarce in Taiwan. People suffered 
from both poverty and poor health, and this only became 
more severe in Taitung. “Please send a doctor and a nurse 
to Taitung,” wrote Rev. Edward Torjesen1, a pastor who 
lived in Chenggong Township, Taitung, in his letter to 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s (TEAM) headquar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letter brought a gleam of hope to the 
people of Taitung.

Dr. Frank Dennis and his wife Sally Dennis, a public health 
nurse, acted in response to this letter. Living in Colorado, 
they originally wanted to become missionaries in Africa. 
However, their hearts were drawn to Taiwan, a small island 
that was very much unheard of by the world.

“Angels” in Eastern Taiwan, a Love that 
Transcends Borders
In December 1961, Dr. Dennis, along with his wife and 
children, crossed the Pacific Ocean in a cargo vessel, and 
arrived at Taiwan. Little did he know that he would stay 
in this land for 33 years. Offering medical treatments to 
people living in the coastal villages and mountain tribes 
across Eastern Taiwan, and establishing the Taitung 
Christian Hospital (TCH), Dr. Dennis devoted himself 
wholeheartedly. Not only did he look after patients’ 
physical health, but he also took care of their spiritual 
needs. He cared not only about the patients, but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those who live in the same villages 
as well. The fact that he considered his patients as his 
family members deeply moved the staff members’ hearts, 
and he has always been a role model that they look upon.

Following Dr. Dennis, “angels” after “angels”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Taitung. For example, Ms. Bonnie Dirks, who 
believed in holistic caring, personally gave patients sponge 
baths, inserted urinary catheters, trimmed their nails, 
delivered bedpans, and helped them roll over. Sh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more time a nurse invest on a patient, 
the faster the recuperation would be. Back in those days, 
where resources and support were very limited,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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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每一位病重的孩子與生命拔河，成了病童家屬的鎮定劑。

除此之外，還有協助建立「寶桑診所」的華德安教士、為東

基找著建造之地的史安篤牧師夫婦，為初創的醫院建立檢驗

制度的傅士德宣教士等等，他們大可過著優渥的生活，然而

他們卻選擇來到偏遠地方實踐基督的信仰，做在至微小的人

身上，從青春年華直到髮白背駝，如雲彩般的見證和榜樣，

成了東基最厚實的根基。

不只是一間醫院
1994 年之後，這群像一粒麥子埋身在貧脊土壤並結實纍纍

的宣教士們，一個又一個陸續告老返鄉之後，東基又面臨院

舍老舊、錯失醫療變革時機等種種複雜因素，導致一度頻臨

關門的困境；然過往東基的人道醫療精神感動全國各地的愛

心人士，如潮水般的捐款、鼓勵之聲湧入，讓臨危受命接任

東基院長的呂信雄備感激勵，再度帶領東基衝破難關，展翅

上騰，且以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為自我期許，盼能成為

走入社區最深的行動醫院。

早從宣教士開始，東基做的事，從來不是只有醫療。醫院大

門貼的那句經文「祂醫好傷心的人、裹好祂們的傷處。」（詩

篇 147：3）揭示了東基的立院精神：我們所看顧的是全人，

除了身體病痛，還有心理、靈性的安好。當一次又一次傳承

宣教士使命透過山地巡迴醫療和社區醫療服務，洞見了東部

人口老化、獨居老人、罹病長輩無所依恃等問題，2002 年

為長輩服務，使老者得到關顧的「一粒麥子基金會」因應而

生。

然而滿足社區長輩不同需求的社區式服務，並不能滿足臥床

長輩的需要，2008 年「迦南銀髮生活福祉中心」落成，成

為東部第一棟提供多層級照護的整合式機構服務，不論是健

康的或輕、中、重度失能的長輩，在這裡都可以找到安適的

處所。

2010 年，從事婦幼家庭關懷的家立立成長中心正式營運 (三
年後申辦成為「家立立社福基金會」)。除了關懷單親婚暴

家庭，更透過學校輔導被霸凌及霸凌的學童。秉持「陪他一

段，贏回一生」的信念，希冀透過真實的陪伴協助民眾「建

立」健康家庭，並幫助受創個人、婚姻和家庭走過生命的低

谷與憂傷，重新「站立」。

在透過服務弱勢婦幼之際，另一番令人不忍的景況和社會問

題於焉揭開。原來，花東地區有如此多遺棄、無依嬰兒！原

來青少年未婚懷孕、墮胎流人血的罪惡如此嚴重！ 2011年，

收容零至兩歲無依嬰幼的「哈拿之家」因應而立。幫助母親、

拯救孩子的哈拿之家除了安置嬰幼，更積極投身兩性教育課

程宣導和墮胎防治。

2012 年十一月，為了幫哈拿寶寶找到合適父母、家庭，「恩

慈收出養媒合服務中心」通過內政部核可，正式開啟了倡議、

推廣國內領養和為寶寶找一個家的幸福希望工程。

從東基到東基公益 延續佳美腳蹤
東基醫療、一粒麥子基金會、迦南、家立立、哈拿環環相扣

串成了密不可分的服務網絡，從出生、嬰幼兒、青少年期、

婚姻家庭到老有所歸，花東縱谷、太平洋濱的城市鄉間都有

「東基公益」團隊的美麗身影。

actually compiled teaching materials to train a group of 
excellent nurses.  

Dr. Tim Stafford, dubbed “Dr. Stitch,” never gave in to 
amputation easily. With patience, determination, and love, 
he had once picked out tiny bits of sugarcane from his 
patient’s wounded leg, so that the patient did not have to 
have his leg removed.

Ms. Carol Gunzel, the “hypnotist” in the surgical room, is a 
genuine and virtuous “Mongolian” lady (her parents served 
as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In order to save the life of a 
lady in critical condition, she conquered her tiredness and 
continued to pump air using a resuscitator bag for seven 
hours.

To Dr. Robert Long, every baby is precious. He once saved 
a premature baby that was the size of a grown man’s 
hand. He also set the record of using only 15 months to 
visit schools across Taitung County, including those in the 
most outlying mountain villages and offshore islands, to 
perform the first general health examination for a total of 
24,849 children.

Dr. Florence On, who wrote, “Give him more love!” on the 
patient’s prescription, flew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aiwan 
and United States like a migrant bird for 10 years. She 
would spe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save up for her living expenses in Taiwan. Then, she 
would buy her own flight tickets, and spend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serving at TCH. She devoted one-third of 
her life to children who were critically ill. Her existence was 
like a tranquilizer to the children’s parents, easing their 
fears.

In addition, there were also missionaries like Ms. Lucy 
Waterman, who helped started the “Baosang Clinic,” Rev. 
Arthur Stejskal and Mrs. Alice Stejskal, who found the land 
to build TCH, and Mr. Jack Feenstra, who helped TCH to set 
up its lab system. They could have lived a more wealthy 
life, but they chose to come to a distant place to put their 
faith into practice. Helping the most disadvantaged and 
the most vulnerable, they dedicated their lives, from young 
to old, to TCH, and their beautiful stories and examples are 
the most solid foundation for TCH.

Not Only a Hospital
Starting in 1994, the missionaries who were like wheat 
kernels planted in the barren land of Taitung and then 
bore much fruit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 one after one. 
With the building and facilities becoming old, plus other 
complicated reasons such as missing the opportunity to 
undergo medical reform, TCH was surrounded by a series 
of great challenges; it almost had to close. However, TCH’s 
years of practice of humanitarianism had touched many 
people’s hearts. Donations and words of encouragement 
flooded in from across Taiwan, which motivated Mr. H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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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基（醫療）到東基公益（醫療及社福），是一條必然之

路，也是一條恩典之路。「擁有上帝的愛」是東基最大的資

產，謝謝宣教士把愛留下，讓後繼者可接棒奮發，信靠上帝、

與神同工、承續佳美腳蹤，以生命影響生命，代代相傳下去。

註一：葉德華牧師，1955 年來台宣教士，在成功鎮從事阿

美語聖經翻譯工作。多年以後，葉德華牧師之子葉福禮(Finn 
Torjesen) 與譚維義醫師長女珊蒂 (Sandy Dennis) 結為夫

妻，傳為佳話。

Hsioung Lu, who was entrusted with the difficult task 
of becoming the succeeding superintendent of TCH at 
such critical moment. Mr. Lu then led TCH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and the hospital began to soar. With the 
mission of “Wherever there is a need, you will find TCH,” the 
hospital aims to be the hospital that reaches the farthest 
into the community.

Since the missionaries’ time, TCH’s work has never been 
just about medical treatment. The Bible verse that can be 
seen upon entering the hospital’s main entrance, “He heals 
the brokenhearted and binds up their wounds” (Psalm 
147:3), demonstrates TCH’s mission statement—TCH takes 
care of the patient holistically. Not only does it treat their 
physical illnesses, but also takes care of their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needs. While practicing out and passing on 
the missionaries’ spirit, TCH found out through mobile 
clinics run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and community 
medical services multiple issues such as population aging,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and sick elderly having no 
one to depend upon. To serve and care for the seniors, “A 
Kernel of Wheat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However, the community services that met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could not address 
the needs of those elderly that were physically disabled. 
In 2008, “Canaan Senior Living and Caring House” was 
established. It was the first multi-level, integrated care 
organization in Eastern Taiwan. Be it healthy, mildly, 
moderately, or severely disabled, the seniors can all find a 
place in Canaan that meets their needs.

In 2010, the “Galilee Women, Children, and Family Care 
Center” (registered three years later as “Galilee Family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officially began operations. 
Besides caring for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families 
experiencing domestic violence, Galilee also offers 
counseling services at schools to help students that 
are bullying others or are victims of bullying. With the 
philosophy of “A Little Time Alongside, a Big Win Lifetime,” 
Galilee hopes to walk with and assist those who are in 
need to build a healthy family, and to help individuals, 
married couples, and families walk through the valleys and 
brokenness of life, and to get up again.

While helping the disadvantaged children and women, 
Galilee realized that there is another serious issue in 
Taiwan—the number of abandoned babies in Hualien and 
Taitung is depressingly huge. The issue of teen pregnancy 
and abortion are unimaginably serious. In 2011, “Hannah’s 
Hope Home,” a shelter for abandoned babies (0-24 months) 
was founded. Besides helping mothers, saving children, 
and providing shelters for babies and pregnant women 
that are in danger, Hannah’s Hope also proactively offers 
sex education and abortion prevention programs.

東基開幕之初，正逢小兒麻痺猖獗，譚維義醫師共

幫助兩百多位的不幸孩童站立行走， 為他們殘缺

的身軀點燃生命火把。

When TCH was just started, polio was raging 
in Taiwan. Dr. Dennis treated more than 200 
unfortunate children and helped them walk 

again. This brought hope to their lives.

僅六百公克重的小嬰兒在龍樂德醫師細心且日夜不休

的照顧下，創下當時早產兒體重最輕且存活的紀錄。

The 600g premature baby was able to survive 
because of Dr. Long’s tireless care. This set the 

record, as she was the lightest premature baby that 
successfully surv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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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ovember 2012, “Grace Adoption Services Center” was 
set up, licensed by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Grace’s goal 
is to help Hannah’s Hope’s babies find suitable adoptive 
parents and families. A “Hope Initiative” thus began to find 
homes for abandoned babies and to promote domestic 
adoption.

From TCH to TCH Public Welfare, the Beautiful Journey 
Never Ends

TCH, A Kernel of Wheat, Canaan, Galilee, and Hannah’s 
Hope together form a inextricably linked network, serving 
newborns, infants, toddlers, children, teenagers, married 
couples, families, and elderly people. TCH Public Welfare’s 
traces can be found across the entire East Rift Valley and 
the Pacific coast.

For TCH (offering medical care services), transforming 
into TCH Public Welfare (offering medical care and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was a necessary path, and it was also 
a journey filled with grace and blessings. “Having God’s 
love” is TCH’s greatest asset, and it was all because of the 
missionaries’ love for the land, and the abundant legacy 
that they left us with, that the successors can pick up the 
baton and continue to trust God, work with God, and run 
the race.

1. Rev. Edward Torjesen moved to Taiwan as a missionary 
in 1955, and translated the Bible into Amis (an aboriginal 
tribe) language. Many years later, Rev. Torjesen’s son, 
Finn Torjesen, married Dr. Dennis’s eldest daughter, Sandy 
Dennis, a story that we all love. 

2000 年小兒科安芳蓮醫師（左三）獲頒第十屆醫療

奉獻獎，與其他歷屆得主（左起依序是蘇輔道、龍樂

德、譚維義、耿喜音、德樂詩）和時任東基院長呂信

雄（右四）合影。十三年後呂院長也獲頒第廿三屆醫

療奉獻獎，讓這幀歷史照，更顯得別具「傳承」意涵。

Dr. Florence On received the 10th Annual Medical 
Contribution Award. This photo was taken with 
other recipients from the past (From the left: Dr. 
Tim Stafford, Dr. Robert Long, Dr. Frank Dennis, 

Ms. Carol Gunzel, and Ms. Bonnie Dirks) and 
Superintendent Hsin-Hsioung Lu. Mr. Lu (Fourth 
from the right) received the 23rd Annual Medical 

Contribution Award 13 years later, which makes this 
photograph very special as it symbolizes a baton 

being passed on.

為幫助偏鄉弱勢家庭孩童不錯失黃金療育期，東基於

2008 年啟動行動早療服務。「如果個案到不了醫院，那

麼治療師就到個案家去！」從一部車、一位物理治療師，

到二部車六位不同領域的專業治療師，持續用行動幫助

那些無法行動的。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disadvantaged children will 
not miss the golden time to receive early intervention, 
TCH launched the Mobile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2008. “If the clients cannot come to the hospital 

for treatment, then our therapists would go visit them 
at home!” Beginning with only one vehicle and one 
physical therapist, now we have two vehicles and 
six professional therapists of different fields; TCH 

continues to actively help those who cannot act on 
their own behalf.

洗澡不是小事、也不是大事，卻是臥床者最希望的事，一

粒麥子基金會「到宅沐浴服務」達成失能長輩及身心障礙

者的渴望。

Taking a bath is neither trivial nor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However, it is something that the 

immobilized/paralyzed patients want the most. A Kernel 
of Wheat Foundation’s “Mobile Shower Service” helps 
the disabled and the elderly to make this dream com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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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下旬，嘉義公園裡，鳳凰木老樹滿滿紅熾熾花朵。整棵樹的幹木曲折卻

有力，把歲月的執拗活得那麼真誠。鳳凰花盛開，台灣人容易喟嘆回味不捨昔

日歲月。置身這群老樹之間，人與土地的情愫被觸動得更深。

以前住在溫哥華，曾參加「白鷺鷥合唱團」，學唱了許多好聽的台語歌曲。其

中有一首「故鄉的鳳凰花」，歌詞透露出的思鄉感情濃烈如鳳凰花火紅、南風

熾熱。當我拿著相機飢渴地追拍鳳凰花，這首歌一再從心底響起，與隨著轉折

往天空硬挺而去的鳳凰木糾纏不清。

抬頭望向滿滿紅色搖曳於天空中，像蝴蝶飛舞，是不會醒來的青春夢；蒼勁有

力的鳳凰木迎風低吼，曲折蜿蜒卻保持著往上生長的姿態，頑強生命的見證。

低放相機，最後一眼落土將逝的點點殘紅，垂老離情逼近，依舊紅得有溫度。  

台灣夏天來了，鳳凰花率先貼出紅色告示。艷陽下，繡球花接續朵朵開，在「芒

種」時候。「芒種」是農曆五月的節氣，這個時節穀物開出了芒花，訴說端午

節已至。

端午節前夕，蝶兒們很忙，因為芒種過後，從春天一路接棒綻放的花兒們都要

散了，花粉將難覓。此時，蓮花盛裝從水中抬起頭來，要撥開「夏至」簾幕。

阿嬤說：「端午過後收冬衣」，言簡意賅，呵呵。

傍晚在窗前遇見一輪紅盤，紅熾熾，熱情的台灣夏日，蟬鳴從四方傳來，漸近。

台灣夏日謳歌

文圖 / 張幼雯

【鏡頭下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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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葛雷岬社區中心 提供各種活動設施，本身是一棟美麗典雅

的都鐸式歷史建築。原本的馬車房，現在作為陶藝工作室。

藝術中心則提供駐地劇團的排演與表演的場所。

1930 年代的藝術裝飾風的青年旅社，提供年青人廉價舒

適的住宿。海濱的航海運動中心，則提供皮划艇的訓練課

程，以及一個受人歡迎的小酒館。附近還有耶利哥山丘中心

(Jericho Hill Centre) 和賓公爵游泳池 (Lord Byng pool) 和
舉重室。

葛雷岬附近的海灘充滿著豐富的歷史事跡，包括喬治溫哥華

船長的探勘、西班牙淺灘的歷史會面、羅加諾公約海灘、傑

里科海灣的鋸木廠、高爾夫球場、歷史捕鯨站、熱汽球海軍

基地。這裡曾經舉辦民間團體棲地高峰會。

傑里科海灘還有放風箏的大草原、家兔生活的灌木叢、以及

兩個水鴨棲息的池塘。您可以在海灘散步健行，觀賞美麗的

海景與往來的輪船，以及市區的高樓與北岸的高山。

溫哥華民歌節將於 7 月 17 日至 19 日連續三天在海灘舉行，

今年請到 60 位本地及世界各國的民謠手演出。現場將有三

個舞台，每天從黃昏 5 時進行至 10 時，歡迎民眾帶著餐點、

毯子，現場也有餐車和不少手工藝品攤位。

年度的沙堡節比賽也將於 7 月 22 日中午舉行。歡迎你帶著

水桶，鏟子和防曬霜，走出來享受 夏日的沙灘與陽光。附近

的西班牙淺灘溪，是溫哥華市僅存的三條野生鮭魚產卵溪流

之一。如今雖然只有少數銀鮭魚與狗鮭魚回來產卵，但是它

象徵著我們生態保育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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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queam 原住民社區原本坐落在喬治亞海峽的斷崖上，該

半島被稱為西風的戰場。這個里程碑分割了 Musqueam 與

Squamish 的原住民。至今，席捲半島的西風帶來各種天氣，

這裡的斷崖分隔了菲沙河與 Burrard 內海。

斷崖提供人們天然的觀景台，從這裡我們可以眺望北岸山脈

精緻的景色，以及市中心似珠寶盒般的高樓。1792年，喬治-

溫哥華 (George Vancouver) 船長來此地探勘，特別以他的

一位海軍好友喬治 -葛雷 (George Grey) 船長來命名葛雷海

岬 (Point Grey)。

這溫哥華社區西起 Alma 街延伸到太平洋精神公園 (Pacific 
Spirit Park) 與 UBC 大學的捐贈土地，北起西 16 大街至毗

鄰的英吉利灣海灣。長久以來，居民希望與溫哥華市分開獨

立。從 1908 年起，它是屬於葛雷岬自治市，直到 1929 年

與溫哥華市合併。

介於 Discovery 和 Tolmie 街之間的西第 10 大街為過去的歷

史購物區，目前依然保持完整。葛雷岬有它自己的很多公園，

以及提供很多娛樂和放鬆的機會。受歡迎的海灘、茂密的雨

林提供充裕的休閒空間。居民可以進行各種活動，從賞鳥，

到沙灘排球、騎自行車、溜狗，以及簡單的日光浴。

特林布 (Trimble) 公園和西葛雷岬公園坐落於葛雷岬的高

處，可以鳥瞰海灘。羅加諾海灘 ( Locarno Beach) 和赫斯

廷鋸木廠公園 (Hastings Mill Park)，提供海濱的休閒空間。

Bianca 街上的 Westmount 公園是社區隱藏的綠寶石，那裡

古木參天，有遮雨棚、長椅和兒童遊樂區。

耶利哥海灘 (Jericho Beach)，洛迦諾海灘 (Locarno 
Beach) 和 西班牙淺灘 (Spanish Banks)，提供穿過森林的

步道，人們沿著海灘散步溜狗。海灘上面的步道穿過太平洋

精神公園，可以讓您保持健康的體型，和提供您對自然景觀

的新鮮感受。

葛雷海岬的歷史與夏日海灘 文圖 / 林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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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爬山的日子

Mt. Baker Skyline divide trail 文 / Suzzie  圖 / Brad

每當開車走在大溫地區空曠的路上或＃ 1 高速公路前往洛

磯山脈時，都會發現在美加邊界東南邊有一座終年白雪皚

皚像“富士山”一樣美的山矗立在那裡，那就是美國 Mt. 
Baker，貝克山海拔 3286 公尺，而日本富士山海拔 3776 公

尺，山頭一樣終年積雪（冰河），但要爬上貝克山比上富士

山來的容易，如果想要更接近貝克山領略一下它，一年四季

的變換，會有意想不到的美景等著你，只要選擇幾條困難度

不高的 Trail 就可輕鬆達成願望 ，如 Skyline divide trail、
Yellow Aster Butte、 Chain Lakes 等等與它近距離相會的感

動 ，不是僅僅只在遠處眺望它所能相比的，一般遊客到貝

克山都只到 Artist Point 實在太可惜，因為高山美景值得你，

再近一步來擁抱她。

在貝克山爬山的路線中，首選是 Skyline divide trail，Trail
單程約 7.5 公里，爬升約 650 公尺，從 Trail head 開始爬升

約 3.5 公里處，就可以走在平緩的天際線上，每個登山者到

達天際線時總會不自覺的“哇啊”，360 度冰山美景環繞在

眼前，就像置身在阿爾卑斯山，電影真善美的場景裡，更可

親近貝克山體會它的壯麗，其實到達天際線後再往前走約 2
公里就足夠，沒必要再走 4 公里到達盡頭，所以來回大概只

有 11 公里，其實很多本地人都喜歡帶著午餐走在天際線上，

蓆席地而坐曬太陽、看著近在咫尺的貝克山，悠閒自在吃著

午餐幸福感頓時破百。

每年 5 月底至 7 月初整個 Skyline divide trail 綠草如茵百花

爭艷，加上盛開的魯冰花（Lupine flower），走在 Trail 上
神清氣爽，順口哼唱著魯冰花，在台灣聽過魯冰花這首歌，

但卻從沒見過魯冰花，所以造訪 Skyline divide trail，除了感

受阿爾卑斯山的景色，親近北美的富士山外，又可以欣賞魯

冰花，又真是一舉數得。

秋天的貝克山 Skyline divide trail 別有一番風味，美麗的

秋色像油畫般五顏六色舖灑在大地上，有冰山當背景更加

襯托出秋色的艷麗，你如果沒親臨其境絕對不會相信那是

真正的景色，許多畫家都會在中秋節前後上 Skyline divide 
trail 找尋秋色，體驗上帝不小心弄翻了祂的調色盤，灑落

在大地的景色，那一定值得你為了不同季節、不同景色而

三番兩次的拜訪它，看它千遍也不厭倦。

走＃ 1 國道往東行，92 出口往南，經 Sumas 海關，過

Border  後 600 公尺左轉＃ 547 公路走 17.3 公里圓環接

＃ 542 公路，走 17.4 公里到 Glacier Public Service Center
買票，因為各個 trail 的停車場都沒有收費站只有巡山員會

檢查，所以買好票一定要放在車內看得到的地方喔！ (只

需付停車費每車 US$ 5) 從 Glacier Public Service Center
再走 1.1 公里右轉 Glacier Creek Rd 馬上左轉 NF-37 石頭

路行走 20 公里，約 45 分即可到達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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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兒需要頻繁對話與大量真人互動
三歲以前的幼兒，語言能力要蓬勃發展，就要給他大量的言語

互動，例如念故事書給他聽、陪他唱歌玩耍、形容周遭事物或

正發生的事情，甚至家長在換衣服時，也可以邊換邊跟一旁的

寶寶說明你現在在做什麼，介紹外套、裙子、褲子等單詞，無

形中增加幼兒的詞彙量。嬰幼兒喜歡大人跟他說話，他會有被

愛、被關心的感覺，情緒也比較穩定。如果你覺得自己孩子有

說話遲緩的現象，不要急著找醫生，請先靜下來仔細回想：我

是不是讓孩子看太多電視（或平板螢幕、智慧型手機）了？我

有常常念故事書給他聽嗎？一天之中有人時常跟他說話嗎？許

多家長習慣把年幼的孩子丟給「電視保姆」或「iPad 保姆」，

讓他們一看就是一兩個小時，以為孩子「聽」了這麼久的節目

或影片，一定學到了很多語言；甚至自己坐在旁邊跟著看，認

為這樣就是陪伴到孩子了。其實大錯特錯。幼兒的語言茁壯一

定要靠跟人實際的互動（social interaction），而不是被動的

接受聲音輸入（audio input）。美國小兒科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甚至建議兩歲以下的幼兒禁止使用

任何螢幕產品，除了嬰幼兒眼球尚未發育完成，長時間盯著螢

幕強光易造成傷害，像木頭似一動也不動地坐在螢幕前也剝奪

了孩子與真人互動的機會，更可能讓他們產生「螢幕上癮症」

（標準症狀是一拿走螢幕產品，孩子便哭鬧不止。）

幫助幼兒語言發展最好的方式就是「親子共讀」。故事書的

文字屬於「書寫文字」，跟我們日常對話所說的「口語」比

起來更加精煉、文字密度高、贅詞少，是絕佳的語言輸入

（language input）材料，能有效增加孩子詞彙量和句法複雜

度。研究顯示，每天只要花 15 分鐘讀書給孩子聽，孩子上小

學後的讀寫能力（literacy skills）就能有顯著的突出。另外，

所謂的共讀指的是，大人不只是單方面把書從第一個字念到最

後一個字就好了，而是在念書的過程中與孩子互動，例如：對

一兩歲的孩子可以指著書頁上的圖畫說「這是火車」、「這是

小狗」、「你看，爸爸在煮飯」，同本書重複幾次後孩子就會

跟著說出「火車」、「小狗」、「爸爸煮飯」等詞語。對四五

歲以上大一點的孩子，在共讀過程中可以適時問一些關於故事

情節的問題，如「你覺得為什麼小梅哭了？」「為什麼他看到

鄰居叔叔就趕快跑走？」這些問題引導孩子思考故事的進展，

並進一步消化、吸收作者傳遞的訊息，帶領孩子正式體會到閱

讀的樂趣。孩子若特別喜歡某一本書，請不厭其煩的念那本書

給他聽，七歲以前的孩子最強的學習能力就是「從反覆操作中

來記憶」，所以同首兒歌一唱再唱、同個故事一聽再聽，對他

們是訓練記憶和語言的好方法。

上述這些益處是 iPad 等螢幕產品絕對沒辦法做到的。除了共

讀產生的親子親密感能讓孩子自動愛上閱讀，閱讀紙本書籍也

有許多 iPad 無法取代的好處。讀書時孩子做的是主動思考，

他必須在字裡行間推敲作者給的暗示、線索，在腦中用「想像

力」勾勒出故事畫面，甚至熟讀後能夠用自己的話把故事重說

一遍給他人聽——代表他理解了文字訊息、在大腦中轉換、重

置訊息、再有邏輯的陳述出來，是一個很重要的認知訓練。書

本頁面各個角落也隱藏許多記憶線索，這是為什麼我們能記得

家長應如何協助
孩子語言發展
文 / 江亭磊 Liz Chiang 

Host by TGSA - 
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 Association 

在移民人口眾多的溫哥華，家中說兩種語言—通常是自身

母語和英語—的「雙語」（bilingual）家庭和說三種語言

以上的「多語」（multilingual）家庭比比皆是，讓孩子

能成功駕馭成長環境中的眾多語言是許多家庭從小的教育

目標之一。身為本地台灣媽媽族群的一份子，我經常目睹

許多愛子心切的家長彼此求助：「我家寶寶為什麼語言學

得比別人慢？」「孩子上了英語幼兒園後，回家不跟我們

說中文了，怎麼辦？」「為了將來孩子上小學不被列為

ESL，我應該現在開始就在家跟他說英文嗎？」這些擔心

之所以成為擔心，通常源自於家長對語言發展的一些錯誤

迷思。其實，只要搞清楚正確學習語言（包括母語和外語）

的方法，培養流利的雙語／多語孩童可以是一件自然又簡

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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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前看過的一本書，雖然書名忘了，但卻記得在某一頁

的什麼角落有什麼圖畫、什麼文字。閱讀書本可以訓練孩子

的記憶力和專注力，這是 iPad 做不到的。孩子玩 iPad 或手

機時是被動的使用者，通常都是 iPad先給一個指令（如：「請

按紅色按鈕」、「跳到遊戲頁面請按箭頭」）孩子才跟著做，

過程中孩子也只能活動到一根手指頭，不像讀書需要用整隻

手掌去感受、記憶書本。除非家長能陪在旁邊跟孩子一起使

用 iPad 並有意義地口頭討論，否則單獨讓孩子使用這類產

品實在沒有任何教育幫助。

二、重視母語，不要害怕當ESL
曾經有一位住溫哥華的台灣媽媽問我，她很希望自己孩子能

成為中英文流利的雙語兒童，也猶豫著在家裡該跟孩子說什

麼語言才能達成這個目標。有一次她帶著還不滿一歲的孩子

去給一位當地的兒科醫生看，提到了這個問題，這位醫生竟

然嚴肅地跟她說，「請妳從現在開始務必在家跟小孩說英文，

免得到時一入學要是小孩一點英文都不懂，明明就本地出生

還變成 ESL，小孩會有挫折感」，害她不知如何是好。

我告訴她，妳兒科醫師的論點百分之百是錯的，「要跟嬰幼

兒說母語，而非外語」在教育界、心理學界、兒童發展領域

已是公認的常識，並且有成千上百的研究佐證，真想當面跟

這位醫師義正言辭地說請他不要再誤導視聽了！

所謂的「說母語」是指父母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來跟孩

子做日常生活上的溝通。有些人移民加拿大多年，用起來最

舒服的語言已變為英文，那就請跟孩子說英文；母語的定義

是個人最擅長的語言而不是祖先的語言。「跟孩子說母語」

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入學前所需要的一切知識（舉凡生活能

力、學習技巧、常識養成）惟有透過親子共通的「母語」才

能夠被最有效的傳遞。通常要擔心的是，父母不用自己的母

語跟寶寶說話，而這種情形在溫哥華這種移民眾多的城市很

常見——家長為了要孩子「融入加拿大社會」或「日後上學

方便」，在家只跟孩子說英文，殊不知自己的英文畢竟不是

流利的母語，導致孩子學到的英文是奇怪的「破英文」，最

後連中文也說不好，賠了夫人又折兵。這些孩子日後上了學，

很容易淪為學習落後的一群，(已有許多研究證實這點，請

勿不信邪拿你家孩子去實驗 )，就是因為在家裡，孩子無法

透過親子間共通的母語來有效學習入學前所需的知識，因此

上課跟得很辛苦；同時，孩子也容易產生文化認同障礙，對

其社交、身心健全皆有負面影響。

我告訴這位媽媽，請千萬不要擔心妳的孩子入學後會「一句

英文都不懂」。其ㄧ，除了在家跟你們說中文外，孩子外出

時（隨妳去買菜、聽店員對話、甚至家裡電視播放節目等）

一定會聽到許多英文，英文就充斥在家以外的環境中，絕對

不可能沒接觸過。其二，孩子兩三歲時，可以在家裡念英

文故事書給他聽，一起學唱英文歌，或認識 ABC 字母、詞

彙。家長心態上應為「用輕鬆愉快的方式帶領孩子接觸一個

外語」，而不是把親子日常對話全部從中文改成英文。我自

己小時候學英文也是這種方式，在家裡父母仍跟我說中文，

但會陪我一起念英文故事書。我的英文現在也很流利，即使

偶爾日常對話時，某些詞彙的使用上沒有像英語母語人士

（native speaker）道地也沒關係，因為這是正常的，研究

早就證實：後天才學習英文的人是不可能像 native speaker
一樣的，也沒有必要跟他們一樣，每個語言的使用者本來就

有其母語跟非母語人士，重點是能彼此溝通就好，沒有必要

去特別崇尚或效仿某群人的腔調和用法，或因此覺得低人一

等。

那位兒科醫生說的「明明就本地出生還變成 ESL，小孩會有

挫折感」這句話有很大的問題。加拿大尤其溫哥華，本來

就是個移民眾多的地方，外國人移居來此生下小孩，本來

家裡就不說英文，上了學理所當然變成 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並沒有什麼可恥。誰說本地出生的小

孩就一定要說英文長大？要說什麼語言應該是看那個孩子的

原生家庭成員是說什麼語言，讓孩子在家中成長過程能夠跟

其他成員一起使用大家感到舒服的共通語言，才是對孩子情

緒、認知發展最好的。為了一個孩子將來上學，硬要一家七

口全部日常生活改說英文，不是很奇怪嗎？對孩子的英文會

好嗎？父母說中文，卻硬是只對孩子說英文、要求孩子不能

說中文，家長與孩子兩者才會有強烈挫折感。我們該怪罪的

是這個社會把「ESL」標籤化、汙名化，並且該讚揚學校為

有需要的學生提供 ESL 教學服務，勿歧視 ESL 學生。

最後，母語基礎不好，外語一定學不好。許多研究皆指出「孩

子對其母語的知識、掌握」能夠轉移到外語學習上。這也是

為什麼學習環境一樣時，成人學習外語能夠比小孩學習外語

來得好又快，因為成人有大量的母語基礎來幫助其搞懂外語

（如：具備翻譯能力、能夠理解困難抽象詞語等）；小孩只

有發音上能比成人道地，因其口腔肌肉尚未定型，有較大彈

性模仿腔調。請各位家長不要擔心，孩子上了學，英文非常

容易成為「language at the playground」（遊戲場上的語

言），學校的老師同學都說英文，他的英文鐵定會突飛猛進，

到時你還得擔心他把中文（或其他原本母語）忘光光了。

等孩子四五歲時，母語有了一定基礎，再多學一種、甚至兩

種三種語言是很好的。科學家發現，多學一種語言，智力

就多提高一點，並能發展成高層次思考的人（higher-order 
thinker）。所以大家的孩子生長在加拿大很是幸運，一定至

少都會說兩種語言（母語及英語）。也要記得，等孩子上學

後，即使在學校他的老師同學都說英文，回到家後一定要跟

他說中文（或其他你真正的母語），用中文問他學校今天發

生什麼事，鼓勵他用中文回答你。久了孩子便能真正流利地

轉換於英文及母語之間，變成聰明的 bilingual child。

作者簡介

江亭磊 Liz Chiang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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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年幼的時候，吃飯是困擾父母最多的一個問題。最近又

被問了幾次，希望，可以寬解一些父母的憂心。

幼兒吃飯常見的問題有：

孩子只吃白飯、水餃皮、包子皮，其他都不吃怎麼辦？

偏食 , 只吃肉不吃菜 , 或只吃菜不吃肉可以嗎？

只喝牛奶，不吃其他的東西怎麼辦？

孩子一頓飯吃了好久，要不要限定時間？

要不要餵飯？

可不可以邊吃邊看電視？

什麼時候要注意孩子吃飯的禮貌？

問問題的媽媽往往一副憂心沖沖的表情，就是擔心孩子長不

大。越操心，自己的焦慮就越強，無形中把壓力加在孩子身

上都不自覺，飯廳成了戰場，吃飯成了母子間的拉鋸戰。套

用一位媽媽的話：「日子過的好苦！」

令人擔憂的偏食

心理學上有所謂的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最容易進行

學習的一段期間。零到二歲是對食物的敏感期。孩子從六個

月接觸固體食物以後，一直在探討自己的口味，所以做父母

的在這階段提供他嚐試各種食物的機會，可以幫忙子女在未

來對食物的選擇較具彈性，才可能避免對食物的偏執。

許多媽媽因為擔心孩子吃太少，只好只煮孩子喜歡吃的食

物，殊不知對峙偏食的方法，就是要讓孩子有機會品嚐各式

各樣的食物。孩子一開始會有抗拒，可以鼓勵，不要勉強。

有位媽媽提供一個妙方：每次煮飯時，有一兩道菜是孩子喜

歡的，一兩道菜是孩子沒吃過的，在孩子肚子餓的時候，先

上沒吃過的菜，孩子會較肯去試，有時嚐了覺得不錯，就多

了一項願意吃的東西。不過，提醒一下自己有偏食習慣的父

母們，如果你要求孩子吃你自己都不喜歡但營養的東西，孩

子不吃，請不要生氣。因為你沒有做“好”的示範。

在一場小兒科醫師的演講裏，聽到了幾個想法和大家分享：

1）孩子一歲以後胃口自然會減少，不然會長成超胖娃娃。 2）
孩子的身體知道自己的需要，他愛吃什麼就讓他吃（不是不

健康的零食），食物均衡的考量先放下。 3) 孩子吃的少，

先別焦急，注意孩子的精神狀態，如果每天精神奕奕，加上

有定期身體檢查，就不必擔心。希望這些看法可以舒緩父母

們的擔憂。

該吃飯了

有位媽媽描述她在家和不到二歲孩子奮鬥的情形：「吃飯時

間不肯吃，過不久又叫餓。為了怕他“正餐”吃不下，吃飯

前一小時，他肚子餓了，也不敢給他吃東西。但餓了他，真

正用餐時，又吃不多，真不知如何是好？」

「幼兒肚子餓的時間和我們大人是不同的。嬰兒期，三、四

個小時喝一次奶，吃了固體食物之後，仍會延續成少量多餐

的習慣，這對他是蠻正常的。」

「可是我讀了育兒的書，書上說吃飯要定時定量啊！」

「書上的定時是為了配合大人的作息時間，給爸媽方便，不

一定是孩子的需求。少量多餐最終會發展成三餐的模式，只

是需要給孩子一點時間去調適。這也是為什麼學校會有點心

時間。如果爸媽仍不放心或不方便，堅持三餐原則，那麼孩

子肚子餓了，還是先給一些簡單的食物，如水果，果腹一下

吧！餓過頭了，食慾也會減低，不是嗎？」

吃多少才算夠？

「每餐都餵一碗飯，有時吃得完，但常常吃不完，硬塞也沒

用，很折騰。」

「誰規定一次吃一碗？」「朋友家同年齡的孩子就可以吃那

呷飯，皇帝大

文 /陳姝伶

【教出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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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多。」每一個孩子的胃口都不同，孩子吃得下的量就是夠

的量。

定量的說法，我不太認同，可以知道孩子大慨能吃多少，但

不是每一次都要相同。將心比心，我們自己也有胃口不好的

時候，為什麼卻要求孩子每頓飯都要胃口相同呢？更何況，

那“一碗”可能本來就超出孩子的飯量，每天為了孩子吃不

下，焦急、生氣，不是很划不來嗎？

孩子如果本來就不愛吃東西，一上桌，看到那麼一“大”碗

飯等著他，想必壓力重重，再好吃的東西也吃不下。所以家

有小胃口的孩子，請給少量的飯菜，讓孩子可以吃完，藉由

成就感，激發他吃東西的興趣。

提高胃口，有人會去找開胃秘方。許多媽媽都分享了經驗裏

最有效的方法，是讓孩子參與食物的準備過程。有的讓孩子

剝豆子、有的炒菜、有的烤麵包、有的下水餃、滿足了孩子

喜歡模仿媽媽的心理，也讓孩子有了自己也可有所貢獻的成

就感，孩子吃得開心，胃口自然大開。

一餐不吃，不會傷了身體

在我記載孩子的日記裏，有一則有關吃飯的故事。兒子五歲

時，有一天，我們從兒童博物舘回到家，已經五點了，煮好

晚餐，兩個孩子一上餐桌，異口同聲說：「吃不下。」「吃

不下就下去。」「真的可以不吃嗎？」「當然，你們的肚子，

你們最清楚，不餓就不需要吃。」 兩人很開心的下去玩。三

歲的女兒，有點不放心，回來問我：「今天晚上不吃，明天

早上可以吃，對不對？」看她一副認真的表情，忍不住逗她：

「明天的事，明天才知道啊！我怎麼知道你明天餓不餓。」

「可是，我現在不餓，明天會餓啊！明天可以吃早餐，對不

對？」不忍心再折磨她「不要擔心，明天會有早餐的。」女

兒這才放心的走開。

孩子一餐不吃是不會傷了身體的。我發現在吃飯這件事上，

若能尊重孩子，他們在飯桌上的配合度也會相對的提高。

邊吃飯邊看電視，好嗎？

「孩子一頓飯吃好久，一放電視，十五分鐘就吃完了，這麼

做好不好？」

我的意見是否定的。 理由可以有：會養成看電視的習慣，孩

子不知所食，錯過對食物味道的認知機會，而最可惜的是沒

能在這一段時間和孩子好好的互動。然而，如果媽媽仍然想

不開， 每天為了三餐和孩子爭扎（在意孩子吃不吃、吃多少、

吃什麼），傷了親子和氣，那麼就看電視吧！希望看電視只

是短期的做法。

談到吃飯的禮儀，幼兒階段要不要有所要求，可以要求到什

麼程度，有各種說法，育兒書上也一定有許多的建議，在採

用意見時，爸媽應該把握幾個要領：

1）禮儀或規矩的介紹，應多鼓勵，而不是強迫和責罵。

2）注重禮儀或規矩的結果，孩子變得不愛吃飯，就要反省，

是不是超之過急或方法不對。

3）想清楚，幼兒階段，應是高高興興吃飯，還是為了禮儀

氣呼呼的吃飯，熟重熟輕？

呷飯，皇帝大

每次聽到媽媽們談到為了吃飯弄得母子失和，夫妻反目時，

就很感慨。想起小時候，五個兄弟姐妹，吃飯時熱鬧哄哄的，

很快樂。現代家庭人口少，只有一個小孩的家庭，父母更是

集三千寵愛於一身，殊不知你殷切關注的眼神，是孩子吃不

下的壓力。我常告訴父母們，上學以後會好轉（有同伴一起

吃，活動量也加大）。青春期更是“可怕”，每天回家第一

件事就是“肚子好餓！”漫畫裏更誇張，形容他們，可以一

次吃掉半個冰箱，所以不要為現在的吃飯問題擔心。不過，

這些說法仍沒辦法說服爸爸媽媽們。而我是多麼希望他們願

意相信。

臺灣俗語：「吃飯，皇帝大」，文化裏對吃飯的看重可想而知。

不過以父母的角色而言，我個人認為吃飯這件事要在意的應

該是：

1）營造一個快樂吃飯的情境，這將會是日後親子溝通的好

   時刻；

2）提供嘗試各種食物和分辨味道的機會，如讓孩子吃蘋果、

   葡萄、草莓，去感受不同的甜味；

3）教導愛物惜物的觀念，培養不浪費的好習慣；

4）健康的飲食觀念，了解食物的取捨對身體的影響和重要。

兩個孩子不偏食、不浪費，吃飯也成了想法交流的快樂時光，

就是應用這些觀念的結果。希望家家也都能吃得健康，吃得

快樂！

台大社會系、社會研究所畢業，奧瑞岡大學

（University of Oregon）幼兒教育系博士，

專攻幼兒認知發展及親職教育。1991 年在舊

金山灣區成立親子樂園，義務解答華人父母

在教養上的疑惑，近年並應邀在灣區各處演

講，帶領讀書會和父母成長班。與余怡菁合

著有《教出這樣的好孩子》、《開心聊天教

出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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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來自中國南京的陳姓 (非真姓 )男子是一個月前

的事。那時，他剛入住病房，正由太太陪他四處熟悉環境。

陳先生身材高瘦，看來虛弱，卻談吐文雅、舉止有禮，給人

不錯的印象。根據資料，他現年才四十出頭，卻已是胃癌末

期的病人。

陳太太可以使用簡單的英語，加上手勢與肢體動作，勉強能

夠與團隊溝通；陳先生本人則僅有英語單詞的程度，表達困

難，聽力也相當有限。見到我，他們很高興團隊裡面有了與

他們「溝通無礙」的人；也因為這個緣故，我每次值班時，

都想辦法多花些時間在他病房；或者與他們夫婦聊天，或者

幫醫師或者護理師當翻譯。

陳先生在中國是工程師，來到加拿大之後，因為語言方面的

障礙，只能在研究室擔任技工之類的工作，無法展其長才，

有些鬱鬱不得志。他長久以來就被胃疾所苦，後來不幸被診

出是胃癌，在中國曾開過刀，也做過相關的治療。安然過了

一些日子；本來以為已經逃過一劫，哪知去年再度復發時，

已是病入膏肓的末期。

陳先生對自己的病情相當了解。雖然不幸正值壯年就得了不

治之症，身為虔誠基督徒的他，倒也沒有什麼怨言；他認為

這是神的旨意，他唯有接受一途。對於「死亡」之後的去處，

他也堅信不移地認為他會回到天國的天父那兒，享受永遠的

福樂。

「不過，我擔心的是瀕死時，可能會疼痛難當，也因此在無

法控制之下而走錯路，到不了天父那兒。」有一天，陳先生

有些憂心忡忡地對我說道。

我告訴他減輕疼痛是安寧療護的目的之一；並安慰他照顧團

隊會竭盡所能讓他的疼痛減到最低。同時，我也教他修持藏

傳佛教簡易版的「頗瓦法」- 觀想著形殘體弱的自己正浸淫

在一片光明、溫馨的大愛之中，讓自己變得清淨自在、無掛

無慮，兼以得到安慰與療癒；同時，觀想當年降生世間，以

救贖人類罪惡的耶穌基督，正站在遠處的那端，用大愛、慈

悲治癒自己；一邊也微笑著向他招手。這時，他就可以輕鬆

自如、安詳自在地藉著他們之間息息相連的心，向著基督飛

去，投向他的懷抱，奔向永生…。

「這樣我就不會走錯路了嗎？」他將信將疑地問著。我解釋

說：這種預備方法，在西藏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讓無數人

得到善終；當然，我是把原先頗瓦法裡使用的「佛」、「菩

薩」，或者「先賢大德」，用耶穌基督取代而已，其作用應

該相當。我還鼓勵他平時就要隨時準備，最好，在他每天就

寢前的晚禱之後，就修頗瓦法來預備身心。

聽我這麼說，陳先生鄭重地答應說他會照著做的。

一星期之後，我再看到他時，他雖然身體又羸弱了些，但是

反而精神奕奕，臉上常有笑容。那天，我沒看到他的夫人，

病房裡卻有一位遠道來自中國的訪客 – 陳先生的孿生兄長。

這位只比陳先生早了五分鐘出生的哥哥，下飛機後，就立刻

搬入病房陪弟弟；而將絕大部分原來是弟媳婦一手包辦的照

顧事宜，完全攬了過來。

他們兄弟幾年不見，再相見時，雖然依舊手足情深，卻也已

經到了死別的前夕；令人想來，真是情何以堪？

【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

人生四道 文 /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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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病情的關係，陳先生已經無法嚥下固體食物；只能飲用

流質。而他又特別喜歡有糖飲料：一會兒就要他哥哥為他到

廚房拿冰淇淋，一會兒又請他到外頭買奶昔或汽水。一天下

來，他哥哥跑進跑出、跑上跑下的，總會不下於十來次，他

卻不厭其煩地為弟弟服務；絲毫都不曾有過怨言。看弟弟吃

得開心，做哥哥的，雖然心痛，卻也感到欣慰。

有一天，我在陳先生的病房裡陪他，看他哥哥跑來跑去地，

突然我注意到，每次陳先生由哥哥手中接過飲料時，他都只

是笑了一笑，就開始開懷暢飲。趁著哥哥不在，我笑著問他

怎麼不曾聽到他給哥哥道謝。聽了我這麼一問，陳先生怔了

一下，接著說：「自己人嘛！不用客套的。」

我知道在華人的文化傳統上，自己人之間的確不講客氣話

的，但是，為了訓練自己謙虛的美德，也讓他人感受到自己

那一份發自內心的真摯的感激，「客套話」還是不能少的。

我這麼說了之後，陳先生點點頭，同意我的話。

把「道謝」「介紹」給他之後，接著，我又跟他談及「道歉」

與「道愛」的必要性。陳先生想了一想，說「道謝」和「道

歉」都不困難，但是「道愛」有些難以啟齒，畢竟，在華人

的文化裡，除了熱戀中的情人之外，這是不太常表現的感情，

「愛」字更是很少掛在嘴上。於是，我請他試著用英語說： 
I love you ! 簡單的句子難不倒陳先生，練習了幾次，他就說

得清楚、懇切了。

正說著，陳先生的哥哥由外頭進來，給他帶來一小罐橙汁。

陳先生一邊伸手接過果汁，一邊看了我一眼，同時清楚地向

哥哥說了聲：謝謝你！

才說完，做哥哥的萬分驚奇之餘，隨口答道：「謝什麼？自

己親兄弟！」聽了哥哥這麼說，陳先生連忙說：「不！不！

不是這麼說；自己人也該道謝的。何況你大老遠跑來看我，

又任勞任怨、無微不至地照顧我，我真的是感激莫名的；我、

我… I love you !」

聽弟弟這麼說，哥哥起先有些愣住了；一陣子之後，感動得

一個大步跨過去，把弟弟緊緊抱住，兩個人頻頻拭淚。

我見狀就一面遞給他們面紙，一面起身，悄悄離開病房，以

便他們兄弟好好宣洩他們之間比血還濃的親情。

「道謝」、「道愛」、「道歉」和「道別」俗稱「人生四道」，

其實就是人際之間交往時最真摯、也是最需要表達的感情，

這卻也是人們以為理所當然而經常忽略的事。如果我們在平

時就把前三者時時發自內心，放在嘴邊、學習表達，不僅可

以增進情誼，在最後那時刻來臨時，「道別」也就比較容易

了。

離開了陳先生的 220 病房，我為陳先生這麼快就能不拘泥於

「與家人不用客套」的傳統習俗而慶幸。我相信在他與家人

真誠交心地「道謝」、「道愛」、「道歉」之後，在最後一

次修「簡易頗瓦法」時，他也應該可以自在地與至愛的親朋

「道別」，而瀟灑地投向耶穌、進入永生的。

(2016/02/01 溫哥華 )

專題講座

啟發孩子大腦學習力

講師 : 詹元碩博士

時間 : 7 月 30 日 (六 )10:30am-12:30pm
地點 : 台加文化協會（8853 Selkirk St, Van.）　

對象 : 適合家中有幼稚園和小學生的家長

聰明才智是什麼？大腦的功能與學習能力有什麼關係

呢？為什麼孩子總是上課聽不懂，想不通，學得慢

呢？有沒辦法有效提升孩子的學習能力呢？

在“啟發孩子大腦學習力”講座中，將介紹腦神經功

能與學習能力的關係，分享腦科學研究結果，並提供

提升孩子學習效率的方法。

內容 : 1. 學習是什麼？ 2. 腦神經的發展  3. 大腦可朔

性 4. 如何激發大腦運作  5. 如何倍增學習效能

講師：詹元碩博士，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DESÖ Institute of Brain Training 顧問，畢業

於德國波次坦大學 (U Potsdam) 運動醫學暨預防研究

所博士學位，主攻兒童運動與認知神經科學。詹教授

臨床經驗超過十多年並發表共八十餘篇有關於學術上

的研究，相關主題的演講上百場。專長：兒童注意力

訓練，ADHD, LD, DCD 的運動治療。

 

時間 :  7 月 30 日 (六 )10:00am-12:30pm　

地點 :　台灣文化中心（8859 Selkirk St., Van）

錯過五月台灣童玩節的爸媽

千萬把握這一次難得的機會

保證全家老老少少歡樂滿堂

傳承民俗文化重溫兒時童趣

趁著家長聆聽 "啟發孩子大腦學習力 "專題的同時

台加為您們的孩子準備整個屋子的台灣傳統童玩

讓家長專心放心聆聽演講

讓孩子安心開心把玩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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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行政長官在台灣短短的兩年間所施行的惡政，在歷史的

功過簿上，如今重新予以檢驗的話，仍然看來令人心寒。這

一批惡質的唐山人，使受過日本五十年殖民地統治的台灣同

胞，徹底感到幻滅。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查緝員傅學通等六人在台北延平

北路取締私煙，與四十多歲的女煙販林江邁發生了爭執，後

來以槍管擊傷林婦，激起圍觀群眾的公憤。最後引爆了蔓延

全島的歷史悲劇「二二八事件」。

在這場浩劫中，根據最保守估計，有兩萬人以上的台灣菁英、

青年學生、無辜的人民，被陳儀政府軍和南京國民政府的援

軍殺害。其他為這一事件株連遭到迫害、逮捕、酷刑、坐牢

的人，在清鄉後的「白色恐怖」（註十四）中的受害人數一

時無法估計。以當時台灣六百萬人口計算，大約三百個人中

就有一名被殺害。其中醫學界的施江南、張七郎父子、許強、

郭琇琮、郭章桓、黃朝生、簡錦文、盧炳欽；法學界吳鴻騏、

林桂端、林旭屏、王育霖；文化界林茂生、陳炘、阮朝日、

陳澄波、王添燈、宋斐如、陳能通、廖進平、鍾浩東、黃阿統、

王石定、楊熾昌、蕭朝金等人，都在「二二八事件」後從世

界上消失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上午，一輛警備總部派來的黑色轎

車，兩名穿中山服佩帶手槍的陌生人從轎車上下來，屋外另

外站著四名監視人員，從師範學院對面的一棟日式宿舍，迅

速地押走了林茂生，從此一去不返，連屍體也沒有找到。

大約八個月之前從日本返鄉的林宗義，先在台灣省立錫口療

養院擔任醫務主任醫師，不久他就回到台大醫院精神科擔任

主任醫師及教授，在公務方面林宗義必須從「無中生有」，

建立台大醫學院的精神醫學體系。

然而「二二八事件」的悲劇和林茂生慘遭逮捕以致離奇死亡，

林家在短短的一年內，父親、祖母、大哥、宗正又不幸在這

一年相繼離世。二十七歲的宗義在這一九四七年三月中旬開

始被迫成為林家的支柱，扛起了林家命定的十字架。

父親被抓走的當天晚上，宗義四處奔波，先後拜訪過台大校

長陸志鴻、台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以及政界有力人士如

劉明朝、陳逢源等人，得到的都是驚訝、搖頭、嘆息的空白

答案。

這天晚上，母親就對宗義說：「你父親說過，他那一副骨頭

要交給你了。我知道，雖然你是家中的次男，可是你大哥一

向病弱，這個重擔必須由你來承擔，祖母已近九十歲，我也

五十二歲了，你有五個弟弟、一個妹妹，妹妹詠梅才十一歲，

最小宗光才七歲，宗正重病，宗昌殘廢，這些責任都落在你

身上，擔子很重，你負擔得起嗎？」

宗義聽了母親這一番話，立刻點頭回答母親：「可以，當然

可以，我和美貞一定要盡力扶養我的兄妹、弟弟。母親請不

要擔心。台大的薪水不多，但是只要我有什麼，我每個兄妹、

弟弟就有什麼。」

最後母親說：「你父親為什麼被捕，我並不知道，想來一定

有令當局不愉快的言行。我當然盼望你父親能夠平安歸來，

如果他萬一再也不能回來，你要牢牢記住中國軍閥抄家滅族

的殘酷手段，我希望你凡事都要小心、保重。現在你是林家

最重要的樑柱，負責林家大小的十一條生命，再加上不久你

和美貞的第一個孩子就要出生，千萬要記住，你要時時刻刻

提防抄家滅族的危險。」

母親每交代一件事，宗義就點一次頭。說完以後，母親緩緩

站起來，眼神和微笑帶著信任和鼓勵。彷彿心裡在耳語：「宗

義，我的兒子，我知道你辦得到，我很放心。」

宗義看到母親仰首慢步離開，走進她的房間，他抬眼看著母

親的背影，她挺直的項頸和腰板，完全不像一位剛失去丈夫

的憂傷婦人。母親關了房門，隔著日式房子的板壁，宗義聽

得見她掀開被子躺下的聲音。他沒有聽見一聲哭泣的聲音，

他知道母親正在祈禱。宗義明白，如果沒有基督教堅定的信

仰，林家有好多人在往後的歲月，都無法支撐過來，單是家

族一樁樁的悲劇就足以擊垮他們。

「二二八事件」幕後的指揮和罪魁陳儀，事件過後，非但未

受處分，只是職務調回大陸，而且由蔣介石任命升任浙江省

主席，後來因預謀投共被及時發覺，帶回台灣，在新店槍決，

因此陳儀之死並不是以「二二八事件」元兇判刑伏法的。

此外，「二二八事件」重要劊子手如彭孟緝、史宏熹、柯遠

芬、劉雨卿、張慕陶……人民之敵林頂立、劉啟光……也沒

有一個人被定罪，而且反而因為屠殺、鎮壓有功，一路平步

青雲，位居高官，甚至遠走海外，至死無悔，不肯為當年的

罪行認罪，想來真是令人扼腕！

「高雄屠夫」彭孟緝在八十多歲時還發表一封公開信，信中

仍然毫無悔意地表明自己忠於職守，克盡軍人天職，做了他

應該做的事，真的，不知道這個劊子手是否看過「紐倫堡大

審」這部電影？他口口聲聲說自己奉「上級」的命令，這麼

一說就可以肆無忌憚、放手屠殺自己的同胞嗎？那命令他屠

殺百姓的蔣介石能逃脫歷史的責任和裁判嗎？

二次大戰後逃過「紐倫堡大審」的蓋世太保頭目艾克曼，戰

後經歷了十幾年一波又一波的逃亡生涯，最後還是被一名猶

太裔的青年逮捕到家，送回以色列。這個猶太青年全家死於

艾克曼之手，他是僅存的活口，家破人亡之後，當時還是少

年的他，在心裡默默發下重誓，天涯海角，務必要把這名殺

人魔王捕回定罪。

林宗義的故事  
( 六 ) 一部黑色的轎車來了

文 / 曹永洋；插圖 /曹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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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曼後來被逮捕送回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宣布立國的以

色列，在法院接受公開審判。這時，年近七時垂垂老矣的艾

克曼，在歷經十多年驚心動魄的亡命生涯，法網恢恢疏而不

漏，難逃劫數，即使他經過變裝、蓄鬍，以為可以躲過緊追

不捨的通緝，怎奈人算不如天算，最後他還是落網了。

艾克曼坐在防彈玻璃的受審席上，耳朵重聽帶著助聽器，當

法官問他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是否有罪時，艾克曼和彭孟緝的

答辯，其固執冷血無情如出一轍：「做為希特勒手下的忠誠

部屬，我只有採用最快捷的手段完成上級的命令，因為貫徹

紀律乃是軍人的天職……」

天啊！在席上聆聽判決的猶太人血脈沸騰，真想食而吞之。

以色列的法律原本無死刑，可是最後還是通過絞刑，把這位

至死無悔，冥頑不靈的殺手屠夫送上西天，不，應該是地獄

吧！

當代最優秀的歷史學家之一的李筱峰教授（註十五），在林

茂生愛鄉文化基金會「愛鄉季刊」第十六期二〇〇一年四月

十三日以「台灣歷史的特質」為題的演講這樣說道：

「林茂生博士出生於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日，同年差一天蔣

介石出生，這兩位人物對台灣來講都非常重要，但對台灣的

意義實在是相差非常多，一位是拿筆的，一位是拿槍的，而

拿筆的人最後被拿槍的人的政權殺死，而且他們二人逝世後

的評價相當的不一樣，直到今天林茂生博士的墓和屍體在哪

裡，我們都不知道，但這個拿槍的人卻享受榮華富貴，享盡

身後的風光，還被尊稱蔣公，台灣的歷史實在是很悲慘、很

悲哀，為什麼我們的人才要遭遇這種的悲劇待遇！。」

這不是控訴，而是有良知的歷史學家的春秋之筆！

二〇〇二年二月，公共電視台播映了製作嚴謹的「孫立人三

部曲」，觀眾們平心靜氣地回顧一代名將孫立人將軍，竟然

在台中被足足軟禁了三十多年。甚至八十多歲垂暮之年尋求

平反的時候，還受到許多冤屈，受株連獵捕的部屬郭廷亮離

奇死亡，情節有如一部推理懸疑小說的情節，籠罩著恐怖滅

口的疑雲。

昔日獨裁體制下令人不寒而慄的政治鬥爭，對照今天八卦四

起，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報導，我們是否應該想想未來的一

代，他（她）們的人格教育和健康的心靈實在多麼需要大家

努力來提供一個乾淨的園圃。進入二十一世紀，建立民主體

制是一個國家通向成為地球村一員的唯一活路。

亞歷山大大帝、成吉思汗、羅馬帝國何等強大，但這些帝國

的毀滅主要來自於許多人的貪婪、荒淫、猜忌、仇恨、墮落

和他們以為武力可以征服一切的狂想！

註十四：「白色恐怖」一詞來自法國，法國以白百和象徵王權，用

暴力行為鎮壓反對運動，故稱。至於說警總派出逮捕人員頭帶白色

鋼盔，家中附近一旦有這些人員出現，人人自危，此說應係以訛傳

訛。

註十五：李筱峰，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現任教世新大學，

著作甚多。有《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等。

Looking back at the two years when Taiwan was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the Executive Administrator, Yi Chen, even by 
today’s standard, it would still be considered as a chilling reign 
of terror. After surviving 50 year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Taiwanese people’s dreams were shattered once again by this 
group of abominable men from Tangshan (Mainland China). 

On February 27, 1947, six Tobacco Monopoly Bureau 
enforcement officers, including Hsueh-tung Fu ( 傅學通 ), 
were confiscating contraband cigarettes on Yanping North 
Road in Taipei. They had an argument with a 40-some-year-
old cigarette vendor, Chiang-mai Lin ( 林江邁 ), and one of 
them wounded her with the barrel of his pistol, which enraged 
the onlooking crowd. This dispute triggered the great tragedy 
in Taiwanese history, the “Two-Two-Eight Incident”, and the 
uprising soon spread to the entire island.

In this catastrophic event,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of more 
than 20,000 local elites, young students, and innocent 
people were massacred by the government troops and the 
reinforcements sent from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Nanjing, China. The purge was followed by a period termed 
the “White Terror1”. There were numerous people missing, 
executed, persecuted, arrested, tortured, and imprisoned 
during the “White Terror” period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know the 
exact number of people severely impacted. The population in 
Taiwan at the time was around 6 millions, and approximately 
1 in every 300 people was killed. Among them were Chiang-
nan Shih (施江南 ), Chi-lang Chang and his son (張七郎父子 ), 
Chiang Hsu ( 許強 ), Hsiu-tsung Kuo ( 郭琇琮 ), Chang-huan 
Kuo ( 郭章桓 ), Chao-sheng Huang ( 黃朝生 ), Chin-wen Chien 
( 簡錦文 ), Ping-chin Lu ( 盧炳欽 ) from the field of medicine; 
Hung-chi Wu ( 吳鴻騏 ), Kuei-tuan Lin ( 林桂端 ), Hsu-ping Lin 
( 林旭屏 ), Yu-lin Wang ( 王育霖 ) from the field of law; Bo-
seng Lin ( 林茂生 ), Hsin Chen ( 陳炘 ), Chao-jih Juan ( 阮朝

日 ), Cheng-po Chen ( 陳澄波 ), Tien-teng Wang ( 王添燈 ), Fei-
ju Sung ( 宋斐如 ), Neng-tung Chen ( 陳能通 ), Chin-ping Liao 
( 廖進平 ), Hao-tung Chung ( 鍾浩東 ), A-tung Huang ( 黃阿統 ), 
Shih-ting Wang ( 王石定 ), Chih-Chang Yang ( 楊熾昌 ), Chao-
chin Hsiao ( 蕭朝金 ) from the field of arts and culture…, just 
to name a few. Furthermore,  many more disappeared or were 

The Story of 
  Dr. Tsung-yi Lin
 
6. Here comes a black limousine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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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ng after the “Two-Two-Eight Incident”.

In the morning of March 21, 1947, a black limousine from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stopped in front of a Japanese-
style residence, across from the Taiwan Provincial College 
of Education. Two men in Chinese tunic suit stepped out, 
along with 4 security personnels that stood by the door, 
quickly apprehended Bo-seng Lin and took him away from his 
residence. Bo-seng Lin was never seen again, and until today, 
his body was never found.

When Bo-seng was taken away, Tsung-yi had been in Taiwan 
for about 8 months since he came back to the island. He first 
worked as an attending physician in the Provincial Siah-khau 
Sanatorium, and then he became an attending physician and a 
professor for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As a part of his job, Tsung-yi developed the 
curriculum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from scratch for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fter Bo-seng Lin was arrested and then mysteriously 
disappeared in the “Two-Two-Eight Incident”, the Lin family had 
lost their father, grandmother, eldest brother, and Tsung-cheng 
all in the same year. Because of the heartbreaking loss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became the 
27-year-old Tsung-yi’s cross to bear in mid-March, 1947.

On the night after his father was taken away, Tsung-yi went 
to visit many people seeking help, including the Principal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ih-hung Lu ( 陸志鴻 ),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of Taiwan, Chao-ching Huang ( 黃朝

琴 ). He also met with several people that were quite influential 
in the political circle, such as Ming-chao Liu ( 劉明朝 ) and 
Feng-yuan Chen (陳逢源 ). However, although all of them were 
surprised by the news, they just shook their heads and sighed; 
no one was able to help Tsung-yi find his father.

That night, Tsung-yi’s mother said to him, “Your father had 
planned to pass on his duties to you. I know that you are the 
second in line of the family, but your eldest brother has been ill 
all these years, so it has to be you. The load is quite heavy as 
your grandmother is now almost 90, and I am already 52 years 
old. You have five brothers and one sister. Your sister Yun-mei 
is only 11-year-old, and the youngest brother, Tsung-Kuang, 
is only 7. Also, Tsung-chen is very sick, and Tsung-chang is 
disabl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care of the whole family 
is not easy; in fact, it’s very difficult. Are you sure you can 
handle it?”

Tsung-yi nodded immediately, “Yes, of course, yes, Mei-chen 
and I will do our best to take care of my brothers and sister. 
Mother, please don’t wor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doesn’t pay much, but everything I have will be shared with my 
brothers and sister.”

Finally, Tsung-yi’s mother said, “I don’t know why your father 
was arrested. Maybe the government was not happy about 

something that he had said or don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 
will continue to pray for his safe return. However, if he never 
comes back, you must remember that Chinese  warlord 
has this cruel tradition as punishment to confiscate one’s 
property and exterminate his/her bloodline. I hope you will 
act cautiously from now on. You are now the pillar of the Lin 
family, and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all 11 lives, both young 
and old. And you also have a child on the way. So, remember 
to always be on alert for any potential danger that could give 
the government any excuse to confiscate our property and 
exterminate our family.”

Tsung-yi nodded his head to each task that his mother had 
assigned to acknowledge it. After she was done, she slowly 
stood up. There was trust and encouragements in her eyes and 
her smile, as if she were saying, “Tsung-yi, my son, I know you 
can do it. I have faith in you.”

Tsung-yi watched his mother walk away slowly into her room 
with her head held high. The way she walked with her back and 
neck straight was nothing like the posture of a grief-stricken 
woman who had just lost her husband. His mother closed her 
bedroom door behind her, and Tsung-yi could hear the sound 
of her lifting the bed cover and lying down through the thin wall 
partition of their Japanese-style house. He did not hear her 
sobbing, and he knew she was praying. He understood that, 
without their firm Christian faith, many in the Lin family would 
not make it through the tough times in the coming years. If 
they had not found the faith, the series of family tragedies 
would have crushed them.

Yi Chen ( 陳儀 ), the brain and the prime culprit behind the 
“Two-Two-Eight Incident”, was not penalized for his crime. He 
was simply transferred back to the Mainland, and Chiang Kai-
shek (蔣介石 ) even promoted him to the governor of Zhejiang 
province. He was later executed in Hsintien, Taiwan after 
his plan to surrender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discovered. As a result, Yi Chen was not sentenced or executed 
as the prime criminal for the “Two-Two-Eight Incident”. 

Moreover, those main executioners in the “Two-Two-Eight 
Incident”, such as Meng-chi Peng ( 彭孟緝 ), Hung-hsi Shih( 史
宏熹 ), Yuan-fen Ko ( 柯遠芬 ), Yu-ching Liu ( 劉雨卿 ), Mu-tao 
Chang ( 張慕陶 ), Ting-li Lin, nicknamed the Public Enemy ( 人
民之敵林頂立 ), Chi-Kuang Liu ( 劉啟光 )... and more were 
never prosecuted. On the contrary, because of their massacre 
and violent suppression, they were rewarded to move up the 
ladder in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easily and rapidly. Some 
of them even moved abroad, and lived their lives without 
repenting for their crimes or showing any regret to the day they 
died. Such injustice is very unsettling.

Meng-chi Peng, also known as the “Butcher of Kaohsiung”, 
even released a public letter, in which he showed no trace of 
remorse. He stated that he was loyal to his post and followed 
the orders like a good soldier was supposed to do.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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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o way to know if this executioner had seen the movie, 
“Judgement at Nuremberg”. Although Meng-chi Peng said he 
was only following orders from his superior, does “following 
orders” make it acceptable to slaughter people at will? What 
about Chiang Kai-shek, who commended Meng-chi Peng 
for the massacre? Shouldn’t he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such 
atrocities his subordinates committed?  

A Gestapo Colonel, Eichmann, who escaped the Nuremberg 
trial, was in exile for over 10 years after the war ended. 
Eventually, he was captured by a young Jewish man, and 
sent to Israel for trial. This young man was the sole survivor 
after his entire family was killed by Eichmann. He was only 
a teenager when he lost his family, but he vowed to catch 
Eichmann, no matter where he had to go to find him, so this 
murderer could answer for his crimes in the eyes of law.

Eichmann was captured and sent to Israel to be tried publicly 
in court. At that time, Israel had just gained its independence 
on May 15, 1948. Eichmann was almost 70 years old then, who 
had had an griping life as a fugitiv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He 
had thought he could get away by growing a beard or changing 
the way he dressed, but, to his surprise, the justice had long 
arms, and he was finally caught. 

During the trial, Eichmann sat in the dock behind a bullet-
proofed glass, with a hearing aid on his ears. When the judge 
asked him if he would plead guilty for killing 6-million Jews, 
Eichmann, just like Meng-chi Peng, had a cold and stubborn 
reaction. He replied, “As a loyal subordinate to Hitler, I fulfilled 
my orders in only the most efficient ways, because following 
orders is the duty of every soldier”.

Oh! His speech made the blood of all the Jewish people sitting 
in the audience boil. They would swallow him alive if that was 
possible.

Israeli law originally did not have death penalty, but Eichmann 
was sentenced to hang, through which, this single-minded and 
unrepentant butcher was sent to heaven to meet his Creator… 
oh! no, it should be hell where he was going.

One of the best historians of our time, Dr. Jim Lee2 ( 李筱峰 ), 
gave a speech titled “The Features of Taiwanese History”,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16th issue of Taiwan Renaissance 
Foundation’s periodical on April 13, 2001. In the speech, he 
said:

“Dr. Bo-seng Lin was born on October 30, 1887, one day apart 
from the birthday of Chiang Kai-shek. These two historical 
figures represent great importance of extremely different 
kinds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One of them worked with pens, 
while the other worked with guns. In the end, the pen-man was 
killed by the gun-man who had political powers. They received 
contrasting reviews after their passings as well. Even today, we 
do not know where Dr. Bo-seng Lin was buried and still cannot 
find his body.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rson that worked with 
guns enjoyed high positions and splendid wealth in life, and 

people respectfully called him “Lord Chiang ( 蔣公 )” after his 
death. This reflects how sad and pathetic Taiwanese history is. 
Why is it that our talented people had to endure such appalling 
and cruel treatments?” 

What was said in the speech was not an accusation, but a 
remarkable work from a conscientious historian.

Public Television in Taiwan once broadcast a top-quality 
production called “Li-jen Sun’s Trilogy (孫立人三部曲 )”, which 
allowed the viewers to learn about how the famous general Li-
jen Sun was kept in house arrest for over 30 years. When he 
tried to redress the injustice in his 80’s, he was still wronged 
and humiliated on several occasions. Even his subordinate, 
Ting-Liang Kuo ( 郭廷亮 ), became a wanted fugitive, and 
died of suspicious causes. The storyline resembled that of a 
mystery novel, filled with uncertainties and the fear of being 
silenced.

Back then, there were daunting political conflicts that were 
derived from the autocratic system of governance; today, there 
are news reports spreading all kinds of rumours and gossips 
to stir the pot. Maybe it’s time to think about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To allow a proper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to 
maintain a healthy mind, a child needs to be nurtured in an 
untainted environment, which can only be created if everyone 
in the community lends a hand.

Alexander the Great, Genghis Khan, and the emperors 
in Roman Empire were all once powerful, but the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their fall were humans’ greed, lust, envy, 
hatred, corruption, and their illusion of conquering all with 
military might.

1 . White Terror: The term “White Terror” originated from France.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revolutionists were violently 
suppressed by the Royalists, and Fleurs-de-lis (White Lily) was a 
symbol for the French Royalists. There was a speculation saying 
the term “White Terror” was so named because the 
police officials that were making arrests at 
that time all wore white helmets. Therefore, 
people would be terrified if they saw any of 
these officials in their neighbourhoods. 
However,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is explanation. 
2. Jim Lee: Jim Lee graduated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History from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is currently 
teaching in Shih Hsin University. He has 
many publications including, “Forty 
Years of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 in 
Taiwan”《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
“The Disappearance ofTaiwanese Elites 
in 228“《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and  
“Bo-seng Lin, Hsin Chen, andtheir era”
《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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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早期本土畫家】

畫家林玉山，1907 年出生於

嘉義美街，本名林英貴，號雲

樵子、諸羅山人及桃城散人。

美街其實是文化人聚居的一

條街，也是當時嘉義出文士、

詩人、書畫家、雕刻家最多

的地方。父親在美街經營兼

具民俗畫工的傳統裱畫店「風

雅軒」老鋪。1917 年時，風

雅軒在蔡、蔣兩位畫師因自

己家業先後辭去，父親孤掌

難鳴，一時停下裱褙工作。林玉山為幫忙家計，11 歲起利用

學校課餘，輔佐父親裱褙店的工作，接手繪製神像，挑起養

家活口重擔，大膽畫神佛。其實早在兩位畫師接畫神佛的當

兒，早已暗中默記筆墨，更是時常討教四君子的畫法，並接

觸當時流傳在台灣的文人畫。

林玉山自幼執迷於繪畫仍是遺傳因素和環境使然，對他產生

了巨大的推動力。在當時，文人墨客差不多都會把老畫拿來

「風雅軒」重裱，林玉山不但把畫裱得很精美，最重要的是

他把繪畫內涵全數吸收，成了自己畫藝的營養。他不但對那

些傳統畫風着重於仔細觀察、比較，還不斷把自己認為好的

畫作，用心去臨摹。當年他以一位十六歲的年紀卻能在當地

成為相當醒目的專家，誠屬不易。

1922 年，經堂兄介紹，認識當時地方法院的日本人書記官

伊坂旭江先生，此人不但通曉漢文，漢學根基極好，而且南

畫的造詣很深，林玉山在那段期間，從伊坂先生處學到了傳

統文人畫家的書卷氣，及詩、書、畫一體的概念。勤練四君

子和碑帖，漸漸把持自己繪畫的正統而疏離工匠筆息。

在體會了漢字的深奧之後，又跟著名的漢學家悶紅老人賴惠

川學習國文和作詩，並參加名儒賴雨若的花果修養會研習詩

文。對一位吸收力正強的年輕人來說，在如此專心、執意的

學習生活中，書畫的筆畫內涵、詩文的感性世界，幾乎讓他

脫胎換骨。

雖然中國文人畫與日本南畫也許早在千年前就已相通，但由

於三、四年間跟伊坂的學習，無形中對日本有更多了解，更

能接受伊坂先生所說的習畫必「師法自然，盡量寫生」的理

念。少年時期的林玉山與當時嘉義的畫家陳澄波頗有來往，

而且得到了陳老師的啟蒙水彩及寫生的技巧。1924 年陳澄波

考上東京美術學校後，刺激了林玉山於兩年後，1926 年春，

正值二十年華，不顧家人反對也負笈日本，進入東京川端畫

學校。練習石膏像和人體素描，在這裡的基本訓練是臨摹畫

文 /廖武藏

(1907 - 2004)

稿配合實際寫生，他學到了以「寫生」為基礎的日本畫。他

學習屬於日本的「四條派」畫法，它的基礎是寫生，講求筆

墨韻法，一筆之下墨分五彩，其實與中國畫的畫法極為類似，

也是由四君子畫開始，再漸次複雜，構圖也慢慢擴大範圍，

力求把基本的東西靈活運用。他發現這種西方技法的訓練及

中國筆墨併用，似乎很合自己的興趣，也利用課餘時間去參

觀日本畫科的實際教學和展覽，以求證實。結果發現日本東

洋畫的用筆、用墨和中國傳統筆墨實在有許多共同之處。他

發現四條派以西畫方式的解剖畫理，去完成併用中國水墨精

神為主的筆墨，融於一體，真是藝術上的天作之合。期間，

他返台描繪的台灣鄉間風景《水牛》1927 年作品如下圖，

入選第一

屆台展，

當時東洋

畫部原先

看好的傳

統水墨全

部落選，

只有陳

進、林玉

山、郭雪

湖三位年

僅二十的

台籍青年入選，引起當時台灣文化界相當大的震撼，這便是

三人合稱的「台展三少年」的由來。此作林玉山以細膩寫實

的手法，描寫牛隻母子間的舐犢深情，背景則以幾乎空白的

方式處理，卸繁於簡，實中有虛，有疏遠清淡的氣息。

1929 年，林玉山結束學業返鄉，他積極投入嘉義地區的文

化活動，一方面與當地藝文人士往來，組織詩社畫會，另外

一方面擔當起美術指導的角色，培育不少新生代畫家。他也

幾乎年年參展，以台展為主要的發表場所，成為東洋畫部的

中堅畫家。林玉山在 1930 年，第四屆台展獲得特選台展賞

的《蓮花》膠彩，絹，如左圖，是日治時期台灣東洋畫的經

典之作，147.5x215 公分的畫面，自右上至左下虛斜分出兩

部，盛開的荷花和豐滿大張的荷葉佈滿整個畫面，幾乎可以

聽到花朵綻放的聲音，泥金淡掃的絹地，在石青、石綠，與

紫紅的花葉對比下，白鷺悠閒覓食，富麗典雅。此畫作，目

前為國立台灣美術館「鎮館之寶」。更在 2015 年被文化部

登錄為「台灣國寶」。1935 年，二度赴日深造，進入京都

由堂本印象 (1891-1975) 所創設的東丘社畫塾研究，師事堂

本印象，再次徹底研究，加以勤跑美術館、圖書館臨摹觀看

中國古典繪畫，累積出深厚的中國繪畫與詩文傳統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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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建立了個

人風格。壯年

時期已是領導

嘉義地區的人

物了。1949
年受聘擔任台

灣省立嘉義中

學美術教員。

從此發願為國

家教育繪畫人

才，教學之

外，並積極參加各類畫藝活動。1951 年任教於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藝術系，直到 1977 年退休，即便退休之後他仍兼課

到 1992 年，一直都在教育界。他教導學生一如堂本老師，

必需親臨大自然作實物寫生，而且必需眼觀四方、心念虛實。

並教導學生如何深入「心會神凝」的「寫生」。這個「寫生」

的概念，始終是林玉山創作的源頭與鼓吹的信念，不僅實踐

於畫中，亦常在其文章中提及。

林玉山一生所秉持以「寫生」為藝術創作實踐的核心理念，

並非被動性的記錄外在的對象，而是以其心靈主動選擇性的

關注，在物我交融的狀態下，相互滲透後再經由他所獨創的

繪畫符號語言所展現

出的心靈結晶。他強

調美感經驗與客體交

融，表現宇宙萬物浩

瀚生命能量，創造出

地方感意識與價值。

他的創作凝聚在自己

的故鄉土地，將視角

關注於生活週遭真實

的環境、景物、人

物，以現實的觀察、

寫生的技巧與溫亮的

色彩描繪自己所生活

的世界，表現其繪畫風格的特質。林玉山在自然的描寫之外，

他對台灣農村特有風情的形塑也首開日治時期「灣製繪畫」

的風格。如第八屆入選的《驟雨》

1934，膠彩，上圖，及第九屆入

選的《故園追憶》1935，膠彩，

如左圖，都是以農村生活場景為

主題，表達了物我和諧的美好境

界，也是畫家人格的反映。

林玉山一生繪畫藝術創作之發展

過程，反映著台灣歷史與文化轉

變的幾個階段，從中國傳統民間

繪畫的學習，歷經日本繪畫與宋、

明繪畫的研究，領悟中國傳統繪畫中的意境、造形與賦彩，

並融入西畫的技法，強調畫面內涵，再經由筆法運用簡筆大

要寫出生氣神采之境，挾西融中而創出他特有的繪畫風格。

林玉山的畫路極廣，如人物、花卉、翎毛、畜獸、山水等，

卻無所不精。各類題材的選取，依序以花鳥和畜獸為最多見，

其次為山

水和人物。

在佈局的

結構上，

無論花鳥、

畜獸、山

水和人物，

都有強調

主題的特

色，且以

置中處理。

山水構圖則常以固定視點取景，對鳥獸的動態速度感的掌

握，更是畫家為展現生命力的重點策略，如 1947 年的作品

《錦翼迎風》上圖，因火車駛過，雉雞受驚飛出之景

林玉山對於自己的繪畫曾提到兩次變化的過程，均在青壯時

代，第一次是川端畫學校回來後問學於悶紅老人，由寫生派

參透文人畫的契機 ; 而京都時期是摹古考古期，摹取的對象

是中國宋人的畫作。另一方面，由於他個人的漢學詩文修養，

使他往後精神上融入傳統中國繪畫而得心應手。

但從林玉山的作品中可看出其逐漸蛻變的階段 :

1926-1945 年間，他的畫剛由雜畫歸納入正統體系，經由南

畫和宋畫走向膠彩畫系列，作品多以鉤勒填彩為主，色彩較

為穠麗，極嚴謹於追摹大自然，重視於表面物象的質感和量

感。

1946-1956 年間，走入了文人筆墨，漸漸加入詩書的境界而

趨於小寫意，鉤勒填彩與水墨淡彩相互併用，添加了墨韻。

1956 年以後的十餘年，較為多墨淡彩，色為墨輔，走進多

變的嘗試中，用大寫意的技法表達。

1970 年之後，筆墨均在儘量的精簡中，簡筆大要，用筆拓

展更加自如，水墨與設色並用，而使作品看起來壯健而凝練，

墨韻雄渾。漸漸走進簡潔筆墨的意境，而蛻變為禪畫的邊緣。

林玉山於 2004 年 8 月 24 日辭世。回顧這位台灣國寶畫家

的一生，就如同其名，「不登玉山，不知台灣之美」，而他

的繪畫創作成就，就像是台灣畫壇裡永遠長青的巍巍高山，

是台灣的最美。

圖一《 雙牛圖》

1941，紙，重彩，

這幅是林玉山較

為特殊的作品。

畫面上的牛，一

黑一黃站立於仙

人掌旁，色澤頗

富南國風味，輪

廓線條雄壯有力，

色調單純，簡潔

之中，畫面力若

萬鈞，於牛之渾厚，十足發揮。強烈的暖色調及流暢的輪廓

線條，使整幅畫呈現濃厚的熱鬧情調與鄉土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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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晚霜》1942，
此為第五屆府展展出

之作。晨霧瀰漫中貓

頭鷹獨踞於竹竿之

上。竹欉因霜氣籠罩，

自近至遠，極盡渲染

變化之妙，葉之結組，

巧妙有序，意趣自有

安排統一如連續性圖

案，渲染與畫面結構

是具有日本風格的代

表作之一。本畫作着墨至繁，但畫面意趣一片孤寂，秋晨寒

意肅殺，正適合以水墨來表達。

圖三《藍地黃虎旗》1953( 圖片 : 國立台灣博物館 )，最近，

號稱文化部所屬國立臺灣博物館「鎮館三寶」之一的「台灣

民主國」著名的「藍地黃虎旗」被文化部列為台灣國寶，由

於原版已經下落不明，日本畫家高橋雲亭摹繪本，旗面也不

完整。因此在多數歷史教科書和文獻中，採用的都是林玉山

在 1953 年重新繪製的「林玉山版黃虎旗」，隨著此旗列為

「台灣國寶」，更將是首件本土國寶躍上悠遊卡卡面。

臺灣民主國是西元 1895 年短暫存在於臺灣的共和制政權，

亦稱為福爾摩沙共和國（Republic of Formosa）。建國起因

於清日甲午戰爭清方戰敗，清帝國被迫簽訂講和條約，將臺

灣、澎湖與周邊島嶼割讓給日本。事後於 5 月 8 日起條約生

效，主權轉移日本，而大多數仕紳均對日本以船堅炮利的侵

略姿態相當反感，於是推動前清臺灣巡撫唐景崧在該年 5 月

25 日在臺北發表《臺灣民主國獨立宣言》，宣告「臺灣民主

國」成立，並出任首任大總統，這也是台灣第一次獨立事件。

圖四 《夏雲》1952，此

幅畫作被視為林玉山嘗

試跨入抽象意味創作的

代表作品。夏日天空，

雲彩多變，詭異之狀，

往往出人意表，但卻讓

畫家表現的空間也變得

能奔放自由，超脫具象。

畫中以破筆勾勒出奪朵

朵上升的雲層，並以花

青、赭黃渲染，看來氣

勢十足。

圖五《放牛圖》1948，此時林玉山畫風已漸由工筆設色轉入

寫意筆調。本幅畫人畫牛，線條靈活，筆意輕鬆，蓋寫生有

成，落筆成形，毫無滯礙。一片嫩草，用淡墨、石綠勾出，

復以藤黃襯底，陽光下的新綠，由於使用生宣紙，吸水性的

效果，使畫面更具一份潤澤感。本幅取材於台灣南部農村，

蓋當時猶是農業社會，郊野隨時可見之景象 。

圖六《春江水暖》1955，第十屆省展展出之作。畫荷塘一角，

鴛鴦群集逐水。從畫法上言，這是以色彩為主的作品。且不

以平塗方法為之，色彩下仍具筆勢的動感。一般的筆趣，見

之於墨色下的點線，但本幅以色彩為主，仍具有用筆的奧妙。

筆在整個寫生的理念下，從勾勒之線型作法，漸趨於以運色，

這是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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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眈眈》1972，擅長動物寫生的林玉山，除了畫牛，更

會畫虎，畫筆

下的老虎栩栩

如生，虎虎生

風。他曾說，

老虎最兇猛的

時候，不是張

口咆哮的時候，

而是還沒張口，

低鳴緩施雷威

的表情，最讓

人不寒而慄。

此畫作，在密

葉濃佈中，虎

視眈眈，特強調其眼神，兩眼凝神而有所注目，炯炯中真令

人不寒而慄，就虎之骨肉、皮毛、神氣上的威猛精壯，周全

地表達。卓立於此，萬獸為之稱臣。畫固狀物為先，惟善者

得其神，本幅於虎之壯碩，固不待言，而虎之威風，自形態

中散發，乃寫生之高手，

傳神之妙法。

圖八《松石並壽》1969，
第二十四屆省展展出之

作。本幅為林玉山嘗試

抽象畫風的作品之一。意

欲擺脫形象限制，畫石但

見筆起筆落，還於渾沌一

片。畫松雖形象宛然可

辨，但出枝成針，筆趣重

於象形至若藤蘿，奔騰迴

旋，雷電交馳，復非形象

所能拘束，青底用拓印法

故多蟲書鳥跡趣味，而泥

金點於苔上，與墨韻相耀

眼，尤增抽象趣味。

圖九《 鐵力士
雪山》1980，
一九八○遊歐，

於瑞士鐵力士山景

作畫頗多。此山雖

值八月盛夏，仍見

經年不散之積雪。

構圖上幅右山峰半

見，左方則雲冉冉

升、雪皚皚數峰橫

亙，右為主，左為

賓，遠天亦染以花

青，更突顯白雲瑞雪。筆法上近景若馬牙，但自寫生中來，

質感量感之表達，以非傳統山水語彙能十足形容。

圖十《神龍》1987，龍為漢民族之圖騰，視為吉祥去邪之物。

傳說亦多，如：「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

化為蠶蠋；欲大，則藏於天地；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

於深泉。」可見其為自由變化之神物。畫龍注重神采與筆墨

所展現的一分神秘，又具靈動。因此墨之交融，筆之疾徐，

交織成一種轟動感人的氣勢。

圖十一《農村秋情》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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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如何成為時尚產業的先鋒？
如果我告訴你，我們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點滴：精緻的咖

啡、精美的甜點、米其林三星美食、流行服飾、品牌髮飾、

時尚廣告、流行雜誌、落地鏡、香水、香檳、松露、鵝肝

醬、炫麗奪目的鑽石、夜生活、旅行觀光、法式喜歌劇等是

由一位俊美的法國國王─太陽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
1715），憑藉著個人的審美觀、世界觀所造就出來的優雅

生活典範，你一定訝異不已，為之驚艷！沒有錯，就是這位

富有遠見、創意豐富的國王和他的財政大臣柯爾伯（Jean-
Baptiste Colbert），以及幾位傑出藝術家、工藝家、名匠的

合作下共同開啟時尚產業的濫觴。這項產業不僅震撼當時的

歐美各國，也綿延三百多年，影響今日的我們。這個傳奇更

促使法國蛻變為現代國家，建立自己的品牌和美譽。

樹立時尚標竿的法王路易十四
這位時尚產業的鼻祖太陽王路易十四，年僅四歲八個月即登

基為王，可謂真正的兒皇帝，由他的母親奧地利安娜王后與

紅衣主教馬薩林（cardinal Jules Mazarin）兩人共同輔佐來

治理國家。1661 年首相過世，路易十四詔告天下不再設立

新首相而由他本人親政，親政時間長達五十四年，加上先前

首相佐政十八年，總共在位七十二年。

路易十四自許是

太陽神阿波羅的

化身，採太陽為

其徽章，並自封

為「太陽王」(le 
Roi Soleil)，希望

法國王朝像太陽

一樣光芒四射。

因此他一親政，

就將法國定位為

「奢華與魅力

之國」，為法國

文化賦予獨特定

義；當年他所立

下對時尚、美食、

室內設計、建築

空間的標竿，迄

今仍左右著流行

的風潮。十六世

紀時法國人還稱

不上是歐洲最優

雅、最精緻的民

族，然而到了

十八世紀初，已

獲得世界時尚與奢華生活的專利權，被稱為「優雅、時髦的

法國人」，而且這樣的地位至現在依然屹立不搖。太陽王建

立「絕對君王」的制度，他創立一個有效率的中央集權政

府，要求全體臣民屈服於他的權威。在他強烈的企圖心下，

法國發動戰爭征服西班牙，積極拓展疆土，成為歐洲新盟主；

而在此輝煌成果的背後，卻也使國家經濟日趨困頓，國力在

路易十五、十六兩法王統治時逐漸衰微，終引發「法國大革

命」。

 太陽王對科技發展十分支持，他創立國家科學研究院

（1666）；此研究院的設立，成為他後來與清朝康熙大帝建

立關係的最大媒介。科學院聘請天文、地理、數學、幾何、

精密武器開發等領域之專家專職研發，有趣的是，院中也網

羅不少藝術家、工藝家，因太陽王認為科技儀器之創作也需

美感及精緻工藝配合才有質感，此類思考是他獨一無二的素

養，由此更可以了解太陽王與眾不同的智慧。

太陽王對藝術的新概念需要有一座宏偉的宮殿來展現他的創

意，並聚集文武百官以宣示他的政策；這座城堡即是凡爾賽

宮，它是「絕對君王」的最高表現，也是當代藝術最動人的

成就。這座建築在政治上被視為是維持君王與王國的有效工

具與象徵，對法國藝術遺產也作出永恆的貢獻。路易十四的

美感源自對義大利藝術的偏好，在位期間成立了法蘭西學

院、繪畫與雕刻學院、舞蹈學院；他喜愛音樂、造型藝術，

尤其在文學領域中模仿上古作家的風格 : 清晰的佈局與高雅

的文字，形塑了優雅的法語。他也拔擢古典戲劇劇作家莫里

哀（Moliere）與拉辛（Racine）等文學家，以殊榮提升作家

的社會地位，且獎勵詩人，促成法國古典文學全盛期，並指

派義大利人魯利（Lully）為音樂總監，發展作曲與演奏。最

特殊的是他建立喜歌劇院（La Comédie -Française），並

以國王之尊創立與發展法國特有的喜歌劇；他提倡宮廷舞，

喜愛跳舞及自己演戲，並經常在四面都是鏡子的鏡廳中舉行

化妝舞會、主題舞會。鏡廳中反射燦爛之燈光及貴族身上閃

閃發亮的鑽石，使凡爾賽宮成為名符其實的太陽宮殿；日後

每當太陽王想要展現國威與優越的新法國風情時，就以鏡廳

為最佳選擇，因此為自己打造一個金碧輝煌的太陽王國。

金粉法蘭西─美鞋、美鑽、美食、香檳

美鞋：太陽王的高跟鞋美學

文學家伏爾泰（Voltaire）曾說：「在太陽王之時代，每樣事

物幾乎不是將傳統重新發明，就是進行無中生有的創新」。

而這整個故事就由一雙十分騷包的美鞋開始……。

太陽王對自己一雙美腿十分引以為榮，幾乎從不錯過任何一

個可以展現其美腿的機會。他鼓吹男性將腿視為裝扮重點，

使得過去「長靴」的地位被有根的「靴鞋」取代，蔚為十七

世紀末的時尚。太陽王六十三歲的正式畫像除了展示君主專

制的華麗品味外，他的鞋子是主要特色；這雙裝飾著鑽石扣

環和超大型紅色蝴蝶結、深紅色高鞋跟的精品，除了顯示法

王耀眼的審美觀外，最特別的是賦予這類「鞋跟」清楚而明

確的意義。這樣的鞋跟象徵「高貴」及「社會地位」，而全

國鞋跟最高的當然就是太陽王，至於出身低微的人則被稱為

「平足族」。

品牌法國
文 / 陳郁秀

【國家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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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鑽：開啟高級珠寶業之路

鑽石，路易十四的最愛，他革新珠寶的設計和賞玩方式。

十七世紀以前，很少人注意到鑽石，其重要性遠遠落後於紅

寶石、藍寶石等，而自文藝復興

時期以來眾所推崇的珍珠也被認

為不符合太陽王國的形象，所以

路易十四選擇光芒四射的鑽石，

並將其提升到「頂級珠寶」的地

位。在法王選擇以最簡單方式鑲

嵌巨大鑽石蔚為風潮後，開啟「高

級珠寶業」（Joailleries）有別於

通稱「珠寶業」（Bijouteries）
之光輝歷史。今天的卡地亞（Cartier）、梵克雅寶（Van 
cleef & Arpels）、布雪紅 (Boucheron) 等，在巴黎超級時

髦的凡登廣場（Place Vendôme）展現珠寶，其中以鑽石的

魅力吸引時尚追求者的目光為最。

美食：結合商業與藝
術的世界級指標

法國美食是結合商業與藝

術的產物，自太陽王時代

設下定義發展到今天所成

就的「米其林─高特米優

標準」（Michelin - Gault 
millau），影響全世界並成

為美食指標。難道沒有其

他的指標嗎 ? 事實上要挑

戰米其林確有其困難，因

它有三百多年歷史經驗的

累積；即使是法國星級的廚師們也常自喻處於刀鋒邊緣，在

光環背後充滿壓力，可見米其林的權威性有多紮實。這一切

源自於 1651 年太陽王時代一本以拉瓦藍（La Varenne）之

名出版的美食專書《法國廚師》（Le  Cuisinier  Français）

掀起飲食革命，創造美食學；以此食譜為出發點，展開由食

材、香料、醬汁、油品、切工、火候…等各種技術的全面研

究、開發，並延伸到食器的改造、餐廳的設置（太陽王時代

以前並無『餐廳』這個名詞）、空間設計、氛圍營造、餐

桌禮儀的制定等，更借助科技與美學方面的加值，讓「食

物」與「精緻的食物」如同「珠寶」和「頂級珠寶」般壁

壘分明。隨後接續出版的《法國糕點師傅》（Le  Pâtissier  
Français）更顛覆以往觀點，創出飯後吃甜點的習慣，完成

整套法國美食的文化地圖，改變法國的生活方式。一連串的

出版，打開大眾市場，使精緻美食深入民間並成為產業化的

濫觴。

經過三世紀的累積，法國美食傳統 (包括餐桌禮儀和空間設

計 )於 2010 年 11 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列入「世界人

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中。評審團認為 :「『法國美食

傳統』在法國已成為一種社會日常習俗，是一種鞏固集體認

同，促進世界文化多樣性發展的習俗。」隨著申遺成功的事

實，法國政府承諾將拓展更多具體措施，積極由教育切入，

讓美食傳統之藝術代代相傳。

香檳：法國燦爛形象的代表

每年的跨年、生活中的慶功宴、婚禮等親友群聚歡樂的時刻，

為何不用我們自己的高粱、紹興，而以香檳來舉杯慶祝呢 ?
我們是否生活在太陽王所設定的氛圍中呢 ? 是的，原來我們

很法國而不自知 ! 香檳這種冒著氣泡的精緻美酒是由一位修

道院的酒窖負責人培里儂神父（Dom Pierre Pérignon）發

明，他一心想創造葡萄酒奇蹟，遂以個人的創意製出香檳；

而路易十四認為這冰冷的酒冒出泡泡，給予人們一種快樂亢

奮的情緒，他甚至指出紅酒香檳不符合太陽國之形象，禁止

開發，只准許以白酒及粉紅酒來製作。如此金金的、粉粉的

氣泡代表法國人民的燦爛形象，開創出「金粉法蘭西」的品

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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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成就的極致─凡爾賽宮
凡爾賽宮是太陽王落實前衛思想、新觀念、新創意以及宣示

威權的殿堂，而本身也是一座藝術城堡，它統合建築、繪畫、

雕刻、室內佈置、傢俱、法式花園、噴水池，其設計、技藝

等建造特色，名垂不朽。花園以阿波羅太陽神噴泉及一條長

一．六公里的十字形人工大運河為中心，擁有一千四百個噴

泉；這些耀目的噴泉白天在陽光下、夜晚在燈光照射下，金

光閃閃，象徵太陽王的意象。他曾在運河上安排表演，例如

帆船進行海戰表演，或在假面舞會中安排貢多拉和船夫模

仿威尼斯風光。在後花園也特別建造大特里亞農宮 (Grand 
Trianon)，當太陽王厭倦豪華生活，可以在此享受田野風光

及休閒的農村生活。整座宮殿最極致奢華的莫過於馳名於世

界的「鏡廳」。他的作為雖為人民所埋怨，但這座建築在政

治上確被視為是維持君王、王國尊嚴與崇高地位的有效工

具。

路易十四十分務實，這一切就由玻璃產業切入……。玻璃鏡

子雛型首見於十四世紀法國東部某個小城。十五世紀末威尼

斯人發明製造反射影像不變形的鏡子，現代鏡子就此誕生

了。到了十六世紀初，威尼斯製鏡工人掌握鏡子產量穩坐這

項高級產業的龍頭。1660 年左右，當法王路易十四發現掛

上鏡子的室內有擴大空間、增加照明的潛力時，就決定將這

項高級「鏡子產業」奪回法國人手中，而當時最大的鏡面只

有約二吋多高而已。

路易十四隨即以高薪聘請威尼斯製鏡大師來法國傳授技藝，

這項措施幾乎引起兩國對立；在展開一連串戲劇性的間諜戰

後，法國取得技術，但不以此為自滿，仍鞭策工匠們精益求

精，由傳統的「吹玻璃」開發到「琉璃灌注法」（即現今使

用法），將原有技術發展到極致，且開發出加底加高且大於

威尼斯四倍的高大鏡子，催生「落地鏡」，改變室內設計的

視野，成就凡爾賽宮的鏡廳，展現閃耀法國的新面貌，奠定

時尚寶座的地位。

路易十四以許多方式確立法國在室內設計的卓越地位，例如

在凡爾賽宮引入東方風，在宮內有幾個「比東方更東方」的

廳室，擺設中國瓷器、餐具，將日本塗漆變成精緻藝術，漆

品上有東方彩繪與雕刻圖案。這些精品的背後是路易十四掌

控時尚產業的野心，有如鏡子產業一般，當法國手工藝匠學

習到中國瓷器、日本塗漆的技術，經巧思創意提升為精品

後，在確認法國工藝師研發產品產量

足以供應市場需求時，馬上下令禁止

外國瓷器、漆器進口，先壟斷國內市

場，再透過行銷手法拓展國外市場。

室內擺設的傢俱則欽點布勒（André-
Charles Boulle）在宮中工作，他發

明一種傢俱裝飾風格，以黃銅與龜殼

兩種材質混雕的鑲嵌裝飾；隨後又

發明「鍍金木質」的手法。一而再

的突破，讓路易十四以其凡爾賽宮

御用傢俱師傅們的藝術創意打造法

式傢俱及法式空間設計的特色，流

傳至今。

在鏡廳舉行的主題舞會，主題

的設計與安排常為太陽王宣示

政策提供特別的時機與平台，例如 1700 年第一次舞會

以「中國國王」為主題，鏡廳中呈現的是中國風，他以此

舞會宣布他與清朝康熙大帝的交流政策；之後舞會以「威

尼斯」為主題，意在宣示他的「鏡子產業」政策，而出席

舞會的皇親貴族，其髮型、服裝、鑽石、鞋子、配件，

在在都要符合舞會主題，這就是用政策來創造新的趨勢。

這位鉅細靡遺、由微觀到宏觀都能主控的傳奇皇帝，確

實以其個人審美觀創造、引領時尚的基地─凡爾賽宮；

更以宮中生活方式，設立優雅、魅力四射又精緻的宴會

風格，建立完整完全的奢華生活之標竿，而此標竿至今

依然盛行不墜。令人稱讚的是，城堡的庭園隨時對外開

放，絕非只有朝臣與官方訪客才能參觀，三百年前這可

是創舉。宮廷入口處設有紀念品商店，可購買景點小版

畫、小手飾、紀念品，一切與今日的情景相同……太

陽王開創了觀光旅遊的先機。路易十四曾說：「一雙

鞋子不只是一雙鞋子，一顆鑽石不只是一顆鑽石，鏡

廳不只是鏡廳…凡爾賽宮內所有的人、事、物都登上

活生生的人生戲劇舞台，表演藝術就是法國的行銷手

法……。」直到如今，沒有人可以超越他的想法。

太陽王國的風範─花都巴黎
路易十四即位時，沒有一個城市在天黑後仍燈火通

明，街道上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娛樂。但在他完成

凡爾賽宮建築及生活型態塑造後，就把凡爾賽宮 24
小時主宰時髦、新潮的方式複製在巴黎人民日常

生活之中，讓巴黎成為時尚新首都，傲視天下。

這就是我們稱他為「文創產鼻祖」的原因，在他

統治下每一項可應用的創新都試著融入日常生活

中並成為產業。

一切就由點亮巴黎街道三千盞燈籠開始，路易

十四非常清楚這項措施可以讓他的城市輝煌

閃耀，當燈火點亮全城的那一刻開始，巴黎

即獲「光之城」、「不夜城」的美譽。

入夜後，城市依然運轉不息，帶來無限

商機，同時建造最著名的林蔭大道香榭

麗舍（Champs-Élysées），打造羅浮

宮新門面，留下不朽作品，至今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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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非訪不可的景點。在

街燈照耀下，觀光業誕生，

巴黎成為世界必遊之地，

也成為最大購物城市。

說到飲品咖啡的傳奇，去

過巴黎的人都有在花都漫

步，享受陣陣咖啡香在空

氣中飄散的經驗；法國雖

不盛產咖啡，但它是眾所

周知的咖啡王國。1660 年

代以前，只有商人和大地

主喝咖啡，咖啡是法國人

由中東遊歷或經商帶回巴

黎的飲品。1670 年代東方

風、異國風吹進巴黎，這

個城市對咖啡無盡的愛就

此開始……。

路易十四時代，聖傑曼市

集（Saint-Germain des 
Prés）是人民追求時尚的摩登市集，就在市集中，土耳其使者請美

麗女奴扮演服務生，久而久之，市集大馬路兩旁漸漸咖啡店林立，

成就今日大家耳熟能詳的「左岸咖啡」；其中「雙叟」（Les Deux 
Magots）及「花神」（Café de Flore）這兩家咖啡館更因著名文

學家與藝術家，例如畢卡索（Picasso）、沙特（Sartre）、海明威

（Hemingway）等人的經常聚會於此而成為文化人朝聖之地。

優雅的咖啡屋是創造一個看人與被看的新空間，許多人在此會友、談

天、約會……，周邊產品應運而生，例如日報、時尚刊物《風流信使》

等。1672 年由杜諾德．維澤（Jean Donneau de Visé） 創辦的《風

流信使》（Le Mercure galant）建立現代人熟悉的報紙雛形，內容除

了時事，也包括文學、藝術、裝飾及時尚趨勢，其影響力有如現今的

「紐約時報」。杜氏在報上推出的“時尚”單元，和氣候一樣，也有

季節性，並關注過去常被忽略的婦女讀者，例如：將時裝分季推出，

而每一季都有特別形式、圖騰或顏色，更提升配件的重要性，創造時

尚無限的商機。巴黎由外觀到生活方式，皆引領全世界風潮，博得「花

都」美名，展現太陽王精心策畫的「太陽王國」風範。

法國時尚產業永續發展之典範
由路易十四創造品牌法國的故事中，我們清楚看到他的策略：先確立

品牌意象，再收集過去的資料、創造新史，彙整論述出版，並藉出版

品擴展觀念，讓品牌意象及新觀念普及化，逐漸實質地進入人民的生

活；其中，核心內容及不斷精進的技術，讓千千萬萬個來自各行各業

的新發明、新創作，累積成紮實之內容，這些內容的總和成就了品牌

法國，而以表演藝術為行銷手法的絕招，無人能出其右。

對法國而言，路易十四的智慧深、理想高，又居高位，集無比能量，

將所創造的各種時尚觀念與產品，除本身親自實踐、要求皇親貴族效

仿外，也推廣到普羅大眾的生活之中，才能蔚為風氣與潮流，並經過

時間的沉澱，轉化為恆久的文化，也成就了當今令人稱羨的藝術大

國。他所領導的法國品牌路，微觀與遠見兼具，策略與執行力紮

實，為世人留下「永續發展」的典範。「金粉法蘭西」就如同太

陽般金光閃閃走在世界潮流的浪頭上，一波又一波，後浪推前

浪，三百五十多年來像太陽般運轉不息……。

(轉載自”文創大觀 2 - 台灣品牌來時路”乙書 )

作者簡介 : 陳郁秀

法國國立巴黎音樂院鋼琴（Prix de Piano）及

室內樂（Prix de Musique de Chambre）第一獎

畢業，為知名鋼琴家、音樂教育家、文化行政

首長。

曾任文建會主委、總統府國策顧問、外交部無

任所大使、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國立中正文

化中心兩廳院董事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

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任、研究所長

及藝術學院院長、台灣法國文化協會理事長。

現為財團法人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財團

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學學文創

志業董事、誠品生活獨立董事、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及國立政治大學兼任教授、台中市及台南

市市政顧問。

曾在法國、比利時、意大利、美國等歐美國家

舉辦獨奏會，並與國外知名樂團：德國慕尼黑

室內樂團、柏林愛樂木管五重奏團、日本名古

屋愛樂管絃樂團、日本大阪交響樂團、上海交

響樂團及國內各樂團如：國家交響樂團、國立

台灣交響樂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等合奏演出。

獲頒法國「國家典範騎士勳章」、法國「國家

榮譽軍團騎士勳章」、法國「文化部文化藝術

軍官勳章」等。

著作及編著作品豐富，包括 :《拉威爾鋼琴作品

之研究》、《張福興—近代台灣第一位音樂家》、

《音樂台灣》、《百年台灣音樂圖像巡禮》、《文

化台灣》、《鑽石台灣—多樣性自然生態篇：《瑰

麗多彩的土地》、《鑽石台灣—多元歷史篇》、

《台灣音樂百科辭書》、《行政法人之評析—

兩廳院政策與實務》、《文創大觀 1: 台灣文創

的第一堂課》、《文創大觀 2: 台灣品牌來時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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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Style Poached Pork & Seafood Rice Porridge
白切肉 & 台式海鮮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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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切肉
材料：

五花肉（橫切三等分）	 約1磅

蔥（切半）	 2支

薑片	 3片

作法：

1.	 將五花肉、蔥、薑一起放入鍋中，加入冷水蓋住豬肉，

用大火煮滾，轉中小火續煮7分鐘，熄火，不要掀鍋蓋，

燜30分鐘。

2.	 取出鍋中的五花肉，待涼，用利刀切成薄片（可用冰箱

冷藏後比較容易切）。

3.	 食用時，沾蒜蓉醬油。

註：冷藏的肉，須放至室溫才煮，以免肉塊中心不熟。

台式海鮮粥
材料：
蒜頭（切碎）	 4大匙
炸油	 1杯
熱飯（長米）	 5杯
水或高湯	 10杯

海鮮料（先以少許鹽輕抓，洗淨）：
蝦仁（切丁）	 1杯
魚肉（切小塊）	 1杯
生蠔（切小塊）	 1杯

調味料：
鹽	 1小匙
日本柴魚粉	 1大匙

配料：
芹菜粒	 ½杯
芫荽（切碎）	 ½杯
白胡椒粉	 1小匙

作法：
1.	炒鍋放入炸油，以中火將蒜頭炸成金黃色的蒜頭
酥，備用。

2.	另一煮鍋中加水或高湯，以大火燒開，加入白飯和
調味料，再燒開，轉中火，加入海鮮料煮熟，熄
火。

3.	食用時灑上少許的香料和蒜頭酥。

註：海鮮料可隨意選用任何海鮮均可。

Taiwanese Style Poached Pork
Ingredients:
1 pound pork belly (3 equal pieces)
2 stalks green onion (cut in half)
3 slices ginger

Preparation:
1. Put pork, green onion and ginger in a pot, add enough 

cold water to cover pork, bring to boil over high heat, 
then reduce heat to medium low and cook for 7 minutes. 
Turn heat off. Keep covered, and steep for 30 minutes.

2. Remove pork and let cool. Cut pork into thin slices with 
a sharp knife (place in refrigerator for easier cutting.)

3. Serve with garlic soy sauce.

Note: Defrost frozen meat to room temperature before 
cooking to prevent uncooked meat in the centre.

Taiwanese Style Seafood Rice Porridge
Ingredients:
4 tablespoons garlic (chopped)
1 cup frying oil
5 cups steam rice (long grain)
10 cups broth or water

Seafood ingredients:
1 cup shrimp meat (diced)
1 cup fish filets (small pieces)
1 cup oyster (small pieces)

Seasoning:
1 teaspoon salt
1 tablespoon hon dashi (Japanese seasoning)

Garnish:
½ cup celery (chopped)
½ cup cilantro (chopped)
1 teaspoon white pepper

Preparation:
1. Pour oil to wok, fry garlic in low heat until golden brown. 

Set aside.
2. Put broth or water in a large pot, bring to boil. Add rice 

and seasoning, stir. Bring to boil again, reduce heat to 
medium, add seafood ingredients, bring to boil and turn 
off heat.

3. Before serving, sprinkle with garnish and fried garlic 
from step 1.

Note: Any seafood ingredients may be used as substitute.



30 · 電影筆記

今年的台灣電影節系列作品中，以論述台灣史的紀錄片「灣生回

家」最富話題性和歷史價值，主要有兩大原因：「灣生」是一段

被台日兩國長久遺忘的族群，動盪歷史交錯，鮮少人知，其二是

片中主角皆已近耄耋之年，或許這是他們最後可以交代歷史的最

後身影，如果不把握現在，恐怕也沒有人能夠為他們呈現這段被

遺忘的過去。

「灣生回家」是由台日混血背景的原著同名小說作者田中實加監

製，紀錄片導演黃銘正執導，體裁的特殊性，為該片創造熱門的

輿論話題和高票房，同時也入圍去年的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揭開塵封已久的「灣生」故事，「灣生」指的是日據時代 50年
間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當時台灣因馬關條約割讓日本，在日本

官方積極推動下，許多日本人民舉家遷到台灣追求新生活，當時

花蓮尚未被漢人墾植開發，於是日人就在政府的資助下大量移

民，建立了十多處移民村。

台灣的熱帶氣候，相較日本的寒冷，令日本移民嚮往，許多日人

移居後結婚生子，延續下一代，但沒想到 1945年日本二戰戰敗，
所有在台日人皆需強制遣返，在台灣的財產，也被迫放棄，只能

輕裝就簡地被趕回日本，回到日本，這批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民，

卻也不被當時的日本社會接受，被當成異樣人士看待，許多灣生

一輩子懷著對台灣的思念終老，在自我認同上始終是個異鄉人。

這也是作者田中實加的身世縮影，她自己的奶奶田中櫻代，就是

灣生，她也在奶奶 10多年前過世時，知曉了這段秘密的身世，
於是帶著奶奶的骨灰來到台灣，遵照奶奶的遺囑，把骨灰撒在花

蓮港，同時也展開十多年的田野調查，幫助更多的灣生完成回歸

「故鄉」台灣的畢生願望。

然而，導演黃銘正如何將這些幾乎是斷簡殘篇的故事軸線，化成

鮮活的影像紀錄呢？畫面從 88歲的富永勝開始，富永來台，費
盡心力尋訪老友開始，他在飛機上俯瞰花蓮，一眼就認出他朝思

暮想的故鄉，隔了半世紀了，他重新踏上故土，大部分友人卻已

凋零，當年的青春歲月，終究只能留在心裡。

另一位老奶奶加倉多惠子，回到當年就讀的北一女母校，景物依

舊，但人事已非，在鏡頭前一次次的回憶，戰爭的殘酷，遣返日

本後再次受到心靈的傷害和孤獨，她深知，自己的遭遇，就如同

樣有著灣生經歷的日本作家五木實筆下的「永久異鄉人」，彷彿

是地球上將絕種的珍稀動物，即將一步步地被歷史的塵土掩埋。

事實上，灣生的故事鮮為人知，雖然台日兩國錯綜複雜的政治現

勢刻意淡化是主要外顯因素，但存活下來的灣生，也刻意隱瞞自

己的台灣身分絕口不提，連後代子孫都不知道。為什麼內外產生

如此強大的矛盾與衝突？推究緣由，誠如作者過世的奶奶生前說

過，因為「過去太痛苦，既然安撫好了，就不要再碰觸」。

所幸，時代的傷痕，生命刻骨銘心的印記，在此時此刻，保留了

些許隻字片語，好讓灣生在心靈上，得以真正的「回家」。

作者簡介：

90年代曾任台灣金馬影展企劃、電視台記者、自由
時報記者。

2000年移民加拿大後，曾任 FM961電台記者、主
持人、Omni電視台製作人、世界日報記者、專欄作
家、列治文國際電影節 (Kontinen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和台灣電影節 (TWFF) 總策畫。

目前投入創業計畫，從事文化教育，經營芳療手作領

域，業餘仍醉心筆耕不綴。

「心在，家就在」 
- 評【灣生回家】
文 / 范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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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總理宣佈新牛奶金政策，百萬家庭將受惠`

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於6月23日宣佈，預算執行法獲皇

家御准。該法案下新增的加拿大孩童福利條例，將由政府補助

更多金錢。新法案將給9成的家庭更多補助，讓他們省下金錢、

以利投資及幫助加拿大的經濟成長。新加拿大孩童福利條例從

2016年7月開始，每月會補助符合資格的家庭。此法特色如下：
更簡易的行政手續 - 家庭會在每月收到一張支票。 

免稅補貼 -父母在報稅時，不需計算補貼。

比以往更好的服務 - 法案將針對中低收入家庭給予更多福利。

高收入家庭（年薪超過 15 萬元）則將收到較少的福利。

比以往更加地慷慨 -受惠的家庭會看見 2016~2017 年的福利支

出比以往平均增加了 $2,300 元

http://pm.gc.ca/eng/news/2016/06/23/prime-minister-announces-increased-
support-millions-canadian-families

7月25起，新葉航空將推國內最低$79元航程
加拿大運輸局核准新葉航空的運營。現在新葉航空表示已經準備

好了，也正在販售從7月25日開始，範圍多達12個加拿大城市的

航空票券。包括：
哈利法克斯 /蒙克頓（新伯倫瑞克省）哈密爾頓 /溫尼伯 /雷吉

納 /薩克屯 /艾德蒙頓 /基隆拿 (卑詩省 )/ 甘露 (卑詩省 )/ 聖

約翰堡 (卑詩省 )/ 亞博斯福 (卑詩省 )/ 維多莉亞

新葉航空正在促銷單程 $79 元起，含稅含手續費的航票。托運

行李和機上食物及娛樂項目購買都必須另外自行支付。

http://www.cbc.ca/news/business/newleaf-airline-launch-1.3648772

溫哥華教育局列出12所可能會被迫關閉的學校
溫哥華教育局正掙扎地減少運行支出，目前尚有1千8百萬資金
短缺。所以學生數過少的學校可能面臨關閉。因為溫哥華教育局
無法讓這些學校達到省政府規定的95%學生滿額率標準，而有了
關閉學校的論調。
溫哥華教育局主席林百達說道，如果關閉 12 所學校，將會為教

育局剩下一年 $880 萬的支出。可能會被關閉的學校名單如下：

Translated by Vivian Lin

Tsai holds bilateral talks in Panama
President Tsai Ing-wen（蔡英文）on Sunday held 
bilateral talks in Panama with leaders of four of the 
nation’s Central American allies on ways to improve 
cooperation, a Presidential Office official said.

Tsai had meetings with Guatemalan Vice President 
Jafeth Cabrera Franco, Dominican Republic President 
Danilo Medina, Salvadorean Vice President Oscar Samuel 
Ortiz and Honduran President Juan Orlando Hernandez, 
Presidential Office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Tseng Hou-
jen（曾厚仁）said.

Tseng said that Tsai spoke with Cabrera about Taiwan’s 
strength in the pharmaceutical sector and proposed 
further discussions with Guatemala on partnerships in 
that area.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
breakingnews/1743851

AIRLINE STRIKE: CAL, union reach deal to end 
action
A preliminary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Airlines (CAL, 中
華航空 ) and the Taoyuan Flight Attendants Union was 
reached on June 23th to end the union’s strike, with the 
firm agreeing to demands for new holiday and working 
hour guarantees, along with extra pay for overseas 
stationing.

Following five hours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t the Ministry of Labor, Deputy Minister of Labor 
Kuo Kuo-wen ( 郭國文 ) announced that they had reached 
a preliminary consensus, including increasing extra pay 
for overseas stationing from US$3 to US$5 per hour, with 
agreement terms stipulating that only union members 
would receive the increase.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
archives/2016/06/25/2003649408

Taiwan, Colorado sign driver's license agreement
Taiwan has signed a reciprocal driver’s license agreement 
with Colorado, the 19th US state with which the nation 
has forged such an accor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aid on June 23th.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Denver, 
Colorado,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e Colorado state government on Wednesday, the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which took immediate 
effect, Taiwanese living in Colorado who possess a valid 
Taiwanese driver’s license are exempt from a road and 
written test when applying for a license in the US state, it 
added.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
archives/2016/06/25/200364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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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149th國慶慶祝活動
7月1日(五)
Vancouver:
Granville	Island:
8AM	-	Midnight
簡介:	活動包括遊行，官方典禮，煮

龍蝦，即興表演，東南亞文化
攤位，加拿大藝術家協會畫展
等等。

Waterfront派對	@	Canada	Place
時間:	10AM	–	6PM
簡介:	活動包括三個舞台上的即興表

演，兒童活動，街道曲棍球，馬
戲團，食物。

加拿大國慶遊行
時間:	7PM開始
簡介:	遊行是從Georgia	&	Broughton

開始的，一直延伸到Burrard	&	
Hastings。

煙火	@	Vancouver	Downtown:
地點:	溫哥華市中心，Coal港口。
時間:	10:30PM-11:00PM

Steveston	Salmon	Festival
地點:	Steveston	Village	(Richmond)
時間:	6:30AM	–	5:00PM
簡介:	活動包括遊行和鮭魚BBQ

Burnaby	Village	Museum
時間:	11:00AM-	4:30PM
簡介:	傳統兒童遊戲、遊行。

綠色文化俱樂部
7月1日(五)上午十時，蘭里堡國家古

蹟拓荒歷史解說(國慶日入場
免費)

7月2日(六)上午十時，高貴林市聚落農
場野鳥生態解說

7月2日(六)下午三時，北溫哥華區西
摩水源地米湖生態解說(碼頭
市集)

7月3日(日)上午十時，溫哥華福溪自
然歷史與樹木解說(午後爵士
樂節)

7月5日(二)上午十時，愛斯基摩文化攝
影旅遊與簽書會

7月7日(四)上午十時，居家修繕講座：
電力維修DIY

7月8日(五)下午三時，北溫哥華區深
灣森林生態解說(黃昏海濱音
樂會)

7月9日至10日兩天一夜，卑斯省高山湖
泊、野花雨林生態旅遊(及時
報名)

7月11日(一)下午三時，溫哥華植物園
樹木與花卉免費導覽(需門票)

7月14日(四)上午十時，國際與兩岸時
勢分析、人類歷史文明探討

7月15日(五)下午三時，北溫林恩峽谷
吊橋森林生態解說(黃昏音樂
會)

7月16日(六)上午十時，西溫哥華市黃
柏公園高山野鳥生態解說

7月16日(六)下午十二時，高貴林水源
地環境教育旅遊(及時報名)

7月17日(日)下午三時，溫哥華市葛雷
岬社區自然歷史解說(民謠節)

7月19日(二)上午十時，高貴林區貝爾
卡拉海灘海星海洋生態解說

7月21日(四)上午十時，文史詩賞析講
座：特定詞彙的意境

7月22日(五)上午十時，溫哥華市峽谷
森林與鮭魚生態解說(沙堡節)

7月23日(六)上午十時，旅遊經驗分
享：印度歷史文化與音樂的
聯想

7月24日(日)上午十時，北溫卡皮蘭諾
河森林生態解說(加勒比海節)

7月25日(一)下午三時，溫哥華植物園
樹木與花卉免費導覽(需門票)

7月26日(二)上午九時，西溫哥華寶雲
島森林湖泊生態解說(事先報
名)

7月28日(四)上午十時，藝術賞析：畢
卡索的圖像世界

7月29日(五)下午三時，西溫黃柏高山
湖泊生態解說(黃昏藝術音樂
會)

7月30日(六)上午十時，匹特湖濕地霸
鶲與野鳥生態解說(自備午餐)

7月30日(六)上午十時，溫哥華市商業
東區歷史建築解說(日本文化
節)

7月31日(日)上午十時，溫市西尾區海
濱建築與街樹解說(同志大遊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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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溫哥華台灣松齡會
7月2日(六)10:00AM
講題:醉夢的人生
講者:賴正匯僑務委員
下午活動:慶生會

7月9日(六)10:00AM
全天卡啦ok(楊鎮滉主持操作)

7月16日(六)10:00AM
講題:我在世界日報的採編生涯
講者:吳祥光(前世界日報主編)
下午活動:賓果遊戲(賴淑敏主持)

7月23日(六)10:00AM
講題:日本浮世繪畫
講者:陳慧玲老師
下午活動:卡啦ok

7月30日(六)10:00AM
講題:北海道賞鳥行
講者林賀宏(吳德輝朋友)
下午活動: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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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et
Vancouver

范發寬會長:604-291-8186
604-616-0066(c)

白鷺鷥音樂中心
盧易之鋼琴獨奏會
7月2日(六)8:00PM
地點:	Pyatt	Hall

VSO	School	of	Music
843	Seymour	Street,	Van.

共同主辦:	Muzewest
協辦:	台加文化協會

新一代台灣傑出鋼琴家盧易之在獲得維
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碩士後，2011
繼在柏林藝術大學獲得鋼琴最高演奏家
文憑	。曾在13項國際及區域大賽，獲
得第一至三名的佳績。演奏足跡遍及維
也納金廳、柏林愛樂廳、臺北國家音樂
廳及歐、亞、美洲等十餘國，並被德國
阿爾高日報(Allgäuerzeitung)評為『
一個超技且深具音樂性的響宴…….有
著精細的表情與音樂素養』。盧易之至
今已錄製八張包含布拉姆斯、蕭邦、台
灣作曲家洪綺蓮、陳泗治、及德國作曲
家	Adolph	Kurt	Bähm的鋼琴專輯。
	
七月二日溫哥華獨奏會曲目，包括耳熟
能詳且技巧性極高的蓋希文《藍色狂想
曲》，李斯特	《六首帕格尼尼大練習
曲》，蕭邦《流暢的行板與華麗大波蘭
舞曲/作品22》，	以及五首盧易之近年
來致力於臺灣民謠的改編創作，包括
1.收酒矸	2.燒肉粽	3.四季紅		4.思慕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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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5.草螟弄雞公，精彩可期。
	
購票:	白鷺鷥	604-436-5995

台加	604-267-0901
Muzewest	(eventbrite)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台灣的現況、彰化的未來
時間:	7月3日(日)	6:00PM	~	8:00PM
講者:	邱建富	(彰化市長)
地點:	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	Vancouver

邱建富，台灣彰化縣彰化市人。曾任彰
化縣議會第15、16屆議員(2002~2010)
。2009年當選為彰化市市長，是彰化
建市以來首位民主進步黨籍的彰化市
長。2014連任迄今。

法鼓山溫哥華道場
◎	中文初級禪訓班	
7月6,13,20,27日(三)	9:30AM-12:00PM

◎	大悲懺法會	
7月9日(六)	9:30AM-12:00PM

◎	七月份佛法講座，法鼓山副住持暨
法鼓文理學院副教授果暉法師主講。
圓覺經的智慧	
7月23,24日	(六、日)	2:00PM-4:00PM
次第禪觀與默照、話頭禪	
7月26,27日	(二、三)	7:00PM-9: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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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期間更多親子活動、佛法講座等課
程，詳情請電洽:604-277-1357	或上網
瀏覽:www.ddmba.ca

合家歡聯誼會
Meet	Summer	Picnic	Party
時間:	7月10日(日)2:00PM	-	6:30PM
地點:	Deas	Island	Regional	Park
費用:	會員$10，非會員$15
報名:	778-878-6998(Theresa)

778-899-8996(Nancy)
604-767-7689(Grace)

風景優美，戶外踏青
團康活動，美食當前
健行步道，歡樂一堂

台灣中國醫藥大學
國際志工中醫醫療服務隊
時間:	7月29	&	31日,	8月1日	

9:00AM-12:00PM
1:00PM-4:00PM

地點:	加拿大多元文化中心
537	Main	Street
Vancouver		
604-638-3493/604-681-6022

時間:	8月2	&	9日	
2:00PM-4:00PM

地點:	溫哥華庫柏老人院
Cooper	Place	
306	Cordova	St	E
Vancouver
604-684-2545

時間:	8月3-4日	
9:00AM-12:00PM
1:00PM-4:00PM

地點:	加拿大天金堂		
3426	Smith	Ave
Burnaby		
604-431-0972

時間:	8月6-8日	
9:00AM-12:00PM
1:00PM-4:00PM

地點:	台灣文化中心
Taiwanese	Cultural	Centre
8853	Selkirk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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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加文化協會
7月30日(六)
專題講座:	啟發孩子大腦學習力
時間:	10:30AM-12:00PM
台灣童玩節續篇
時間:	10:00AM-12:30PM
地點:	台灣文化中心

錯過五月台灣童玩節的爸媽
千萬把握這一次難得的機會
保證全家老老少少歡樂滿堂
傳承民俗文化重溫兒時童趣

趁著家長聆聽「啟發孩子大腦學習力」
專題的同時，台加為您們的孩子準備
整個屋子的台灣傳統童玩
讓家長專心放心聆聽演講
讓孩子安心開心把玩童玩

2016 音畫派對
Young	Taiwanese	Talent	Show
時間:	10月23日(日)	2:30PM-5:30PM
地點:	Vancouver	Playhouse
對象:	年輕一代音樂藝術工作者或學生

畫展:	2:30PM-5:30PM
音樂會:	3:00PM-5:00PM

「音畫派對」是自2013年起，一年一度
有音樂舞蹈與美術才華的年輕台裔的展
演舞台。歡迎推薦報名，一起來為社
區舉才，分享年輕一代的藝術天分與
視野。

Talent	Search	徵人徵才
報名資訊:	www.tccs.ca	

604-267-0901

溫哥華大都會管弦樂團
Vancouver Metropolitan 
Orchestra
2016	Symphony	at	Jack	Poole	Plaza

時間:	8月4日	(四)7:00	PM-9:30PM

地點:	Jack	Poole	Plaza

Free and family-friendly!
We are excited to announce the Live 
Symphony Performance is returning for 
its third year!

Join the Vancouver Metropolitan Or-
chestra and special guests for a beauti-
ful summer evening performance in a 
world-class setting overlooking Coal 
Harbour towards the North Shore 
Mountains and Stanley Park.

Seating is first-come, first-serve and 
spectators are encouraged to bring 
blankets or lawn ch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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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	&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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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	&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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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5日	&	8日休息

老師:	黃威傑	604-678-9967
時間:	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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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張鍾玲
時間:	7月9日(六)7:00pm

⊙園藝:	燈籠花

					解說燈籠花的生長習性及繁殖法

		講師:	高源雄

⊙盆栽:	夏季換盆作業重點和雜木類

	 	刈葉

		講師:	王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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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球季開鑼賽得獎名單
Surrey golf Course (6/21)
總桿冠軍:	陳紹煙
淨桿:	第一名	楊明壽
						第二名	康鐘鼓
						第三名	張子忠
						第四名	劉長富
						第五名	范發寬
LUCKY 7:	林德清
男最遠距獎:	陳紹煙
女最遠距獎:	張米玉
最近洞獎:#3	邵基忠		#6	林德清
	 				#13	張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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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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班$120	(一期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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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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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一期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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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2日休息

聚會時間:	7月6日	&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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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
lic speaking, presentations to gen-
eral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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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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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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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六 )
9:15 am

Vancouver Look-out
North vancouver 53 6.4 曹永通

604-421-9816
Hwy #1 exit 22B > Mt. Seymour Pky>Mt. Sey-
mour Rd (3 km) >park @ BP trail head

7/9 (六 )
9:15 am

Point Grey
Vancouver 12 6 李贊星

604-688-0538
N.W. Marine Dr. @Spanish beach west close to 
washroom

7/16 (六 )
9:15 am

Whytecliff 
West Vancouver 32 5 曹永通

604-421-9816 #1 Hwy (exit 2) ->Marine Dr. 底Whytecliff   park

7/23 (六 )
9:15 am

Green Timber trails
Surrey 10 詹元稹

604-581-6191
Nordel way E>88 Ave. E>140 St. N > 100 Ave. E 
>Green Timber park

7/30 (六 )
9:15 am

Dog Mountain
North Vancouver 55 6 高騰輝

604-207-0533
#1 HWY(exit 22)>Mount Seymour Pky>Mount 
Seymour Rd>park @ the end of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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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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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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課程 &活動
TCCS Activities

· 台加課程 & 活動

課程包括:	蛋糕色彩、花朵顏色的挑選及設計	塑糖的製

作、翻糖&塑糖的特性、顏色的調和、黏膠的製作比例	塑糖

花的基礎製作:鈕扣花、三色堇	調製蛋白糖霜(RoyalIcing)	
蛋白糖花製作:	蘋果花、櫻草花、玫瑰花苞、玫瑰花、紫羅

蘭、西洋水仙、薔薇、玫瑰	花苞、維多利亞玫瑰、雛菊、

三色堇	流動糖霜、糖片、正反貝殼、編花籃、繩索	各式花

嘴編花籃應用、花朵的排列型態、糖花的應用練習、花束排

列	兩款造型蛋糕示範＆製作：（蛋糕夾心抹面、刮板花樣

練習）

*	完成此課程的學生可獲得惠爾通證書	

*	教學時間共8小時，每個禮拜2小時	
*	條件:	必須學過WILTON Cour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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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班：星期六	1:30pm-3:00pm
	C	班：星期六	3:30pm-5:00pm

為什麼讓孩子學棋呢？

靜下、思考，增強邏輯推理能力。

在輸贏之間，漸次提升挫折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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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Bonnie，美國國際豎琴療法師
(IHTP Certified Harp Practitioner)、 
Vancouver Academy of Music	室內樂
團團員。2012-2015榮獲多次Vancou-
ver Kiwanis Music Festival	室內樂團
團體組表演獎及豎琴個人組及團體組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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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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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趙啟帆老師

時間：星期五	4:00pm-5:30pm

除聽與說的練習外，另著重於閱讀與
寫作。

 8月22-26日魔術棋彩Fun
夏令營，仍有名額，歡迎
上網報名www.tcc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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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op-in $17/次（不含豎琴班）

台加

夏令營

WILTON 惠爾通蛋糕裝飾課程 COURSE 2: 蛋糕裝飾與花

美國WILTON的教學系統是一套非常扎實的基礎入門技藝，藉
由三階段不同等級的課程，讓學員由淺入深學會利用花嘴製作

出細緻獨特的蛋糕裝飾，並於進階課程中教導如何搭配所學	

創造出屬於自己風格的藝術蛋糕。

在惠爾通COURSE2您將會學到更生動的蛋糕!	在教學過程會
教您製作令人驚艷的花如三色堇，百合，玫瑰，等等。然後，

您會學習如何把她們美麗地裝飾在花籃蛋糕上。

蛋糕裝飾	Level 2
指導老師:	Ivy Wang
時間:	6月24 日-	7月22日(週五)
             10am-12pm，共4天，8小時
費用:	學費$60	+	材料費$75	(材料可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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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會員文化之旅
TCCS Cultural Tour

台加會員文化之旅 · 

奧匈捷德文化之旅

10月 6日	-	10月 20日

奧地利→匈牙利→捷克→德國→奧地利

美國華盛頓旅遊
7月 31日	-	8月 1日

Diablo Lake→Winthrop→ Coulee Dam→
德國村→ Dry Fall→溫哥華

亞德里亞海人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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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葡驚艷之旅

10月 19日	-	11月 3日

葡萄牙→西班牙

2 天遊 15 天遊

16 天遊
12 天遊

欲知詳細資訊，請與台加文化協會聯絡	604-267-0901
※	台加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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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身心靈中心
Holistic Health

· 台加身心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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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藍斐薰

幸福 就是在走路或開車時，不經意地看到藍天，有時雲霧繚繞，有時像厚厚的棉花糖，有時像各種可愛的動物的雲

很多人可能都看過“秘密”這本書，我也是，但是對書中有些部分和做法，不是很了解，但是看了張德芬“遇見心想事成

的自己”，頓時豁然開朗，所以很想和大家分享讀後心得。

人生應該是一個美好的過程與經驗，但因為某些原因，讓大家愈活愈有負擔愈活愈沉重。這其中包括錯誤的信念，不配得

的情緒，壓抑在我們心裡的負面情緒等。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如果父母、老師、長輩、同學給我們負面的評語，我們都照單全收，這些就會變成我們錯誤的信

念，比如：你不夠強壯，你能力不夠好，你怎麼這麼笨，你不漂亮等。如果我們接受這些話，我們就會開始相信自己是不

夠好。另外也可能在我們成長的經驗中，我們覺得：有錢人很自以為是，驕傲、不尊重別人，金錢讓人喪失道德，也有人

覺得金錢是萬能的，有錢才會被大家看得起、被尊重，也才會受歡迎。當我們有這些負面信念的時候，我們要問自己：這

是真的嗎？很多時候我們會因為外面太多的評語，而無心平氣和地觀看自己，看清事實。

有的時候錯誤的信念也會造成我們有不配得的情緒：但我們覺得自己能力不夠，即使有什麼升遷的機會，我們也不會去爭

取，或許還會去拒絕。自己家人，尤其是父母，如果沒有美好的人生、婚姻，我們也會覺得自己就會和他們一樣，好的事

情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生活不可能幸福快樂，好的男人、女人也不會讓我們碰到，也不會遇到什麼貴人，生活是沉重的

辛苦的！曾經看過一篇文章，作者有個朋友，長期受到父母的批評，讓她一直覺得自卑，不配得。既使長大後，她的事業

很成功，但她還是覺得自己不夠好。她的男朋友都是能力、品格不如她的人，因為她覺得好的男人不會愛她，只有不如她

的男人才不會離開她。

負面情緒長年在我們身體累積，就會造成能量的阻塞，吸引更多負面的人、事、物來到我們的生命中，久而久之，就會變

成惡性循環。如果我們想有所突破、有所改變，首先要改變的是一旦我們有這種情緒出現時，不要逃避，去感受這種負面

情緒對我們身體所造成的感覺，我們是否身體哪個部位感到不舒服，甚至疼痛。感受它，然後讓它離去。情緒就像漂流在

河面上的東西，只要你不刻意地阻攔它，它會自來自去。

有些負面的情緒是會不知不覺的影響自己和家人。有的父母，尤其是母親，常常覺得自己的工作太忙，沒有好好照顧孩

子，一旦小孩子的成長、學習速度比較慢一點，就會非常自責。其實有些小孩子本身成長、學習的速度就比較慢，和父母

沒有很大的關係。這種自責的情緒，常常伴隨著歉疚，不但媽媽自己感覺很不好，這種情緒也會讓小孩子不安、焦慮。接

受自己自責的情緒，然後問自己：小孩子學習成長比較慢真的是我們造成的嗎？其實當我們冷靜下來，就能比較理智地看

待事實。或許我們做得不夠完美，但我們也已經做得很多，很努力的付出了，能這樣平心靜氣，我們才能從自責、愧疚的

情緒離開。

幸福小組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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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齡中心
Golden Age Centre

金齡中心 ·

這本書的佳句很多，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

佳句：

你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強的磁鐵，會發散出比任

何東西都還要強的吸力，對整個宇宙發出呼

喚，把和你震動頻率相同的東西吸過來。

心想事成的步驟：發願～感恩～接受

當你知道自己不要什麼時候，把它反過來，就

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你的願望要越清楚越好，這樣宇宙才知道如何

幫助你。

你必須對自己想要的事物的理由非常清楚。表

面上的發願如果沒有潛意識的支持，就像沒有

箭頭的弓箭，即使碰觸到目標，也無法一箭

射中的。

當你向宇宙宣布你的願望時，你必須非常相

信你會得到它，甚至已經得到了。所以你要

散發出去的，應該是已經得到了你想要東西

的感覺。

真正發出強烈震動頻率、吸引宇宙回應的，不

是你的思想或你說的話，而是你的感覺。

我們平常的習慣，都是聚焦在自己不要什麼，

而不是真正想要什麼。

阻止我們成功地的不是我們不懂的事，而是我

們深信不疑但其實不正確的事情。

解除人生模式的第一步，就是要先看到妨礙

你人生的模式是什麼。我們必須看到哪些過

去的信念已經不適合我們，可以放棄或重新

設定了。

生命是如此巨大的一條河流，我們要做的，是

在生命之河中愉快的徜徉、順流而行，而不是

辛苦地用各種手段要求河流以我們想要的方式

流動。你不可能經有一個沒有喜悅的旅程，到

達一個喜悅的終點。

感謝各位專家老師在過去這十個月來分享他

們的專長，智慧，也感謝各位的參加。在過

去的十個月來，我們大概有兩百七十四人次

的參與。在七，八月我們將沒有演講活動，

期待九月再次看到各位。祝各位有個美好

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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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7日	 1:00pm  專題工作坊: 你我生命的故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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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4日、21日、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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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4日(四) 1:00pm 第一集

	    7月21日(四) 1:00pm 第二集

	    7月28日(四) 1:00pm 第三集

	    8月4日(四)  1:00pm 第四集

	    8月11日(四) 1:00pm 第五集

其他時段撥放時間: 7月19日(二) 10:00am 第一集

	 	     7月26日(二) 10:00am 第二集

	 	     8月2日(二)  10:00am 第三集

	 	     8月9日(二)  10:00am 第四集

	 	     8月16日(二) 10:00am 第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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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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月鉛 

 第四十八次個展

˙展出時間 :
		7月 4	日 -	29 日
		週一至週五 9am-5pm

		週六	10am-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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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健行社 9:15am
Vancouver Look-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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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3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4
台加夏令營 9: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5
台加夏令營 9:00am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30am

土風舞	7:45pm

6
台加夏令營 9:00am

兒童圍棋A班	2:00pm

書畫藝術班	2:00pm

Toastmaster 7: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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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工作坊: 你我生
命的故事!(5) 1pm

豎琴班	4:00pm

8
台加夏令營 9:00am

Wilton裱花班 10am

台灣話進階班 10:30am

台灣話初級班 1:30pm

橋牌社	1:0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9
健行社 9:15am
Point G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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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栽園藝俱樂部 7:00pm

10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11
土風舞	10:00am

國際標準舞	1:00pm

12
平甩&太極	8:30am

做理想父母	12:30pm

排舞	1:00pm

土風舞	7:45p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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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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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pm

豎琴班	4:00pm

15
排舞	10:00am

Wilton裱花班 10am

台灣話進階班 10:30am

台灣話初級班 1:30pm

橋牌社	1:0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16
健行社	9:15am
Whytecliff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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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18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國際標準舞	1:00pm

19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30am

影片: 99年之愛1 10am

排舞	1:00pm

土風舞	7:45pm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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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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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pm

豎琴班	4:00pm

22
排舞	10:00am

Wilton裱花班 10am

台灣話進階班 10:30am

台灣話初級班 1:30pm

橋牌社	1:0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23
健行社	9:15am
Green Timber trails
Sur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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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復健運動操 10:30am

31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25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國際標準舞	1:00pm

26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30am

做理想父母	12:30pm

影片: 99年之愛2 10am

排舞	1:00pm

土風舞	7:45pm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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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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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pm

豎琴班	4:00pm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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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文課	4:00pm

30
健行社	9:15am
Dog Mountain
North Vancouver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啟發大腦學習力 10:30am

台灣童玩節續篇 1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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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a Day

連續假日
台加辦公室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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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
JAPAN

台
灣
TAIWAN

九份山城老街

清境青青草原

日月潭

池上四輪車遊

中日本•合掌村東京

北海道•札幌雪祭大阪城清水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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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t a k e s :   F e b r u a r y  /  M a y  / A u g u s t  /  N o v e m b e r

F o r  m o r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l e a s e  c a l l
  M s .  L i n  :  6 0 4 - 8 0 5 - 0 8 0 9
  L i n e  I D :   t l i n 3 8 0
  E m a i l :  e s t h e r . l i n @ i m i - l u z e r n . c o m
  w w w . i m i - l u z e r n . c o m

英國 MMU 榮譽學士及碩士學位

保證就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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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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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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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ge 18 羽毛球館 廣告贊助

地點 位置 高 寬 數 刊價/月 製作費 材質

① 球場 地上 2 ft 5 ft 2 dbl $ 600 $ 130 4mm coroplast

② 牆上 8 ft 3 ft 2 $ 700 $ 200 Glossy Vinyl

③ 鐵柱 4 ft 2 ft 2 $ 480 $ 120 4mm coroplast

④ 大橫幅 3 ft 32 ft 1 $ 800 $ 480 Glossy Vinyl

⑤ 大廳 牆上 3 ft 4 ft 1 $ 500 $ 100 24pt Display Board

⑥ 正對進口 3 ft 4 ft 1 $ 800 $ 100 24pt Display Board

①
②

③
④

Stage18 羽毛球館位於列治文6號路，共有18個場地，是目前規模最大的羽毛球館，日平均人流量350，以青

少年、青壯年及公司組隊參加為主。並經常有正式公開羽毛球賽在此舉辦，

慶祝開幕廣告優惠價：

• 即日起購買廣告，一律以半價計算，無合約限制，一旦停止後再刊登，即以當時價格計算。

• 廣告位置依先來後到。

聯絡  Quantum Hsu

604-763-1553  

或  電郵  7631553@gmail.com

#170-2351 No.6 Road,  Richmond, British Columbia V6V 1P3

名片印刷  

www.bca d.n e t   (604)     7631553@gmail.com

廣告 | 印刷 | 企劃 | 網站

Quantum Hsu

Stage 18 羽毛球館 廣告贊助

地點 位置 高 寬 數 刊價/月 製作費 材質

① 球場 地上 2 ft 5 ft 2 dbl $ 600 $ 130 4mm coroplast

② 牆上 8 ft 3 ft 2 $ 700 $ 200 Glossy Vinyl

③ 鐵柱 4 ft 2 ft 2 $ 480 $ 120 4mm coroplast

④ 大橫幅 3 ft 32 ft 1 $ 800 $ 480 Glossy Vinyl

⑤ 大廳 牆上 3 ft 4 ft 1 $ 500 $ 100 24pt Display Board

⑥ 正對進口 3 ft 4 ft 1 $ 800 $ 100 24pt Display Board

①
②

③
④

Stage18 羽毛球館位於列治文6號路，共有18個場地，是目前規模最大的羽毛球館，日平均人流量350，以青

少年、青壯年及公司組隊參加為主。並經常有正式公開羽毛球賽在此舉辦，

慶祝開幕廣告優惠價：

• 即日起購買廣告，一律以半價計算，無合約限制，一旦停止後再刊登，即以當時價格計算。

• 廣告位置依先來後到。

聯絡  Quantum Hsu

604-763-1553  

或  電郵  7631553@gmail.com

#170-2351 No.6 Road,  Richmond, British Columbia V6V 1P3

名片印刷  

ww w.b cad.n e t   (604)     7631553@gmail.com

廣告 | 印刷 | 企劃 | 網站

Quantum Hsu

Stage 18 羽毛球館 廣告贊助

地點 位置 高 寬 數 刊價/月 製作費 材質

① 球場 地上 2 ft 5 ft 2 dbl $ 600 $ 130 4mm coroplast

② 牆上 8 ft 3 ft 2 $ 700 $ 200 Glossy Vinyl

③ 鐵柱 4 ft 2 ft 2 $ 480 $ 120 4mm coroplast

④ 大橫幅 3 ft 32 ft 1 $ 800 $ 480 Glossy Vinyl

⑤ 大廳 牆上 3 ft 4 ft 1 $ 500 $ 100 24pt Display Board

⑥ 正對進口 3 ft 4 ft 1 $ 800 $ 100 24pt Display Board

①
②

③
④

Stage18 羽毛球館位於列治文6號路，共有18個場地，是目前規模最大的羽毛球館，日平均人流量350，以青

少年、青壯年及公司組隊參加為主。並經常有正式公開羽毛球賽在此舉辦，

慶祝開幕廣告優惠價：

• 即日起購買廣告，一律以半價計算，無合約限制，一旦停止後再刊登，即以當時價格計算。

• 廣告位置依先來後到。

聯絡  Quantum Hsu

604-763-1553  

或  電郵  7631553@gmail.com

#170-2351 No.6 Road,  Richmond, British Columbia V6V 1P3

名片印刷  

www.bca d.n e t   (604)     7631553@gmail.com

廣告 | 印刷 | 企劃 | 網站

Quantum Hsu

Stage 18 羽毛球館 廣告贊助

地點 位置 高 寬 數 刊價/月 製作費 材質

① 球場 地上 2 ft 5 ft 2 dbl $ 600 $ 130 4mm coroplast

② 牆上 8 ft 3 ft 2 $ 700 $ 200 Glossy Vinyl

③ 鐵柱 4 ft 2 ft 2 $ 480 $ 120 4mm coroplast

④ 大橫幅 3 ft 32 ft 1 $ 800 $ 480 Glossy Vinyl

⑤ 大廳 牆上 3 ft 4 ft 1 $ 500 $ 100 24pt Display Board

⑥ 正對進口 3 ft 4 ft 1 $ 800 $ 100 24pt Display Board

①
②

③
④

Stage18 羽毛球館位於列治文6號路，共有18個場地，是目前規模最大的羽毛球館，日平均人流量350，以青

少年、青壯年及公司組隊參加為主。並經常有正式公開羽毛球賽在此舉辦，

慶祝開幕廣告優惠價：

• 即日起購買廣告，一律以半價計算，無合約限制，一旦停止後再刊登，即以當時價格計算。

• 廣告位置依先來後到。

聯絡  Quantum Hsu

604-763-1553  

或  電郵  7631553@gmail.com

#170-2351 No.6 Road,  Richmond, British Columbia V6V 1P3

名片印刷  

www.bca d.n e t   (604)     7631553@gmail.com

廣告 | 印刷 | 企劃 | 網站

Quantum Hsu



Since 1999 Youneed Enterprises Ltd

高 登 健 康 生 活 館
天天營業：11:00am-6:30pm 手機：778-895-8116 www.youneedmassagechair.com

總店130-4231 Hazelbridge Way, 中環廣場一樓 (百家店，時代坊中間，麗都茶餐廳旁) Tel: 604-233-1896
列治文Lansdowne商場 #830-5300 No.3 Rd. (九記餐館的正門進入左邊) Tel: 604-276-1889
本拿比麗晶廣場 #2827-4500 Kingsway, (二樓滙豐銀行隔鄰) Tel: 604-433-0398
高貴林#211-403 North Road, Insadon餐廳對面 (夾Hwy #7 的東北角廣場內)
卡加利經銷：威信，東北區太古廣場(大統華內) 403-781-7171
美國LA羅蘭崗6269655869，爾灣9496543936，亞凱迪亞7148120337

新

全球最精巧，最先進的吸睛按摩椅
全世界唯一精巧設計，腳靠可以收藏，

節省空間，適合空間不大的公寓和單人房，
並且方便老年人起身和坐下，不必脫鞋。

多年研發之精心傑作
榮獲多國新型專利
◆獨創腳部可以收藏，節省1/4空間
◆典雅高貴造型，搭配府上頂級傢具
◆ L型軌道，可以按摩到大腿和臀部
◆腳底滾輪，刺激反射神經穴位
◆全身48個氣囊，放鬆全身肌肉
◆智慧型液晶彩色遙控器
有多種顏色選擇，
詳細請上官網！

腳部可以收藏灰色
黑色

紅色

最新L軌，按到大腿臀部 全身數十個按摩氣囊 腳底穴位滾輪按摩 彩色液晶智慧遙控

˙獨創頭部按摩功能
˙超強3D立體按摩滾輪
˙L型軌道按摩大腿、臀部
˙腳底穴位滾筒式滾輪
˙碳墨原理背部加熱
˙零重力+半倒力姿勢
˙內建立體音響

˙頭部按摩
˙腳底滾輪
˙Ｌ型軌道

歡迎蒞臨 免費試坐

$3,299
包稅，包送!!

全球最有勁，最漂亮的
強力按摩椅

保用 5 年

買再送 好禮

電動
瑜伽球

魔塑板

X型
健身車

瘋狂
甩脂機

人體
工學椅

辦公
按摩椅

6選1
價值$500-$700以上

驚喜特價

店內發表!

A-08型

保用 5 年

YN-K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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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