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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myself as the 25th Chair 
of the TCCS Board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welcome our two new Board 
Members, Esther Lin and Jules Hou, who joined us after this year’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I feel very privileged to be part of an organization tha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great experience in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 Alongside our tireless 
office staff, led by CEO, Cecilia Chueh, the board will continue to deliver 
programs and services to our members in particular and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ommunity in the Lower Mainland in general.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previous Board Mem-
bers who have played such a pivotal role in getting TCCS where it is today. 
Besides, with changes also comes the opportunity to foster new and to 
nurture existing relationships with our members, volunteers and other 
Taiwanese-Canadian organizations.

On behalf of the Board members, and the office staff, I wish to thank you for 
your continued support and tremendous enthusiasm.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ll at our many upcoming events.

謹欣然接任台加文化協會第廿五屆理事長，同時也特別歡迎兩位首任的理

事，林挺睦與侯進居。我深覺榮幸，能成為一個有深厚文化背景與交流經驗

的團體的一份子。我們會和勤奮的辦公室同仁，繼續為會員與大溫台僑社區

推出活動與提供服務。 在此，我特別要感謝所有前任理事的努力和付出，台

加才有今天。在轉變與新的機會中，期望與會員，義工以及其他台裔社團，

培養舊有也增進新的友誼與關係。代表全體理事及辦公室同仁，謝謝您們一

向的熱心與支持，期待在未來活動中能經常見到您們。

Kind Regards,

Dennis Lin 林洋聖

Greetings from the New TCCS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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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日蔡英文和陳建仁正式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十四任

總統與副總統後，在國際社會的矚目下，蔡英文以“感謝與

承擔”，向全台灣人民發表其就職演說。在一月十六日當選

台灣總統的四個月後，蔡英文以感性但堅定的口吻與魄力，

展現其所帶領的新政府，即將務實改革的決心 :

「要感謝這塊土地對我們的栽培，感謝人民對我們的信任，

以及最重要的，感謝這個國家的民主機制，讓我們透過和平

的選舉過程，實現第三次政黨輪替。... 台灣，再一次用行

動告訴世界，作為一群民主人與自由人，我們有堅定的信念，

去捍衛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這段旅程，我們每一個人都參

與其中。親愛的台灣人民，我們做到了。」

「 國家不會因為領導人而偉大；全體國民的共同奮鬥，才

讓這個國家偉大。總統該團結的不只是支持者，總統該團結

的是整個國家。團結是為了改變，這是我對這個國家最深切

的期待。... 在我們共同奮鬥的過程中，身為總統，我要向

全國人民宣示，未來我和新政府，將領導這個國家的改革，

展現決心，絕不退縮。」

「為年輕人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 ... 年輕人的未來是政府的

責任。我期許自己，在未來的任期之內，要一步一步，從根

本的結構來解決這個國家的問題。…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就

是改變國家的處境。一個國家的年輕人沒有未來，這個國家

必定沒有未來。幫助年輕人突破困境，實現世代正義，把一

個更好的國家交到下一代手上，就是新政府重大的責任。」

「我們要讓台灣經濟脫胎換骨，就必須從現在起就下定決

心，勇敢地走出另外一條路。... 打造一個以創新、就業、

分配為核心價值，追求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

「我們也不能再像過去，無止盡地揮霍自然資源及國民健

康。... 新政府會嚴肅看待氣候變遷、國土保育、災害防治

的相關議題，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也只有一個台

灣。」

「強化社會安全網除了同理心之外，政府更應該要提出解決

的方法。…從治安、教育、心理健康、社會工作等各個面向，

積極把破洞補起來。」

「要召開年金改革國是會議，由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代表，

在社會團結的基礎上，共同協商。…無論是勞工還是公務員，

每一個國民的退休生活都應該得到公平的保障。」

「在長期照顧的議題上，新政府的做法是由政府主導和規

劃，鼓勵民間發揮社區主義的精神，透過社會集體互助的力

量，來建立一套妥善而完整的體系。…我們會把責任扛起來，

按部就班來規劃與執行，為超高齡社會的來臨，做好準備。」

「新政府會持續和公民社會一起合作，讓台灣的政策更符合

多元、平等、開放、透明、人權的價值，讓台灣的民主機制

更加深化與進化。…挖掘真相、彌平傷痕、釐清責任。從此

以後，過去的歷史不再是台灣分裂的原因，而是台灣一起往

前走的動力。」

「我們不敢忘記，這個島上先來後到的順序。新政府會用道

歉的態度，來面對原住民族相關議題，重建原民史觀，逐步

推動自治，復育語言文化，提升生活照顧，這就是我要領導

新政府推動的改變。」

總統就職 ·

感謝與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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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AL JUSTICE 
* Aid young people in find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starting new businesses 

* Help alleviate the burdens that housing and care for 
family members place on young families 

* Promote pension reform, remove red tape and shore 
up fiscal policy for the benefit of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 Improve communication with citizens regarding the 
motivations behind government policies as well as their 
intended effects 

* Make information in the government’s possession 
available to opposition parties 

* Establish “one stop” service windows on pressing issues 
and review outmoded personnel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HE LEGISLATURE 
* Promote constitutional reform that will allow the will of 

the people to be better reflected within the Legislature; 
lower the threshold for parties to win legislative seats 

* Ensure that the system guarantees a neutral legislative 
speaker 

* Bolster legislative staffing agencies’ research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nonpartisanship

TRANSITIONAL JUSTICE 
* Offer an official apology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for 

the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suffered by indigenous 
peoples 

* Restore historical truth about past administrations’ use 
of violence and coercion 

* Work to guarantee that no political party can benefit 
from inappropriately acquired assets

AN END TO PARTISANSHIP 
* Put a stop to social antagonism and the malicious 

fighting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 Bring together those who support progressive ideas to 
create a reform alliance 

* Foster internal solidarity so that the world will observe a 
united Taiwan

「為了展現新政府的決心，我們會召開司法國是會議，透過人

民實際的參與，讓社會力進來，一起推動司法改革。司法必須

回應人民的需求，不再只是法律人的司法，而是全民的司法。

司法改革也不只是司法人的家務事，而是全民參與的改革。」

「新政府要承擔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以及妥善處理兩岸關

係。…我們有危機，但也有轉機。台灣現階段的經濟發展，和

區域中許多國家高度關聯和互補。如果將打造經濟發展新模式

的努力，透過和亞洲、乃至亞太區域的國家合作，共同形塑未

來的發展策略，不但可以為區域的經濟創新、結構調整和永續

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更可以和區域內的成員，建立緊密的

「經濟共同體」意識。」

「台灣也要成為一個「和平的積極溝通者」，我們將和相關的

各方，建立常態、緊密的溝通機制，隨時交換意見，防止誤判，

建立互信，有效解決爭議。…兩岸之間的對話與溝通，我們也

將努力維持現有的機制。1992 年兩岸兩會秉持相互諒解、求

同存異的政治思維，進行溝通協商，達成若干的共同認知與諒

解，我尊重這個歷史事實。」

「讓台灣走向世界，也要讓世界走進台灣。…新政府會支持並

參與全球性新興議題的國際合作，包括人道救援、醫療援助、

疾病的防治與研究、反恐合作，以及共同打擊跨國犯罪，讓台

灣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夥伴。」

「台灣是全球公民社會的模範生，民主化以來，我們始終堅持

和平、自由、民主及人權的普世價值。我們會秉持這個精神，

加入全球議題的價值同盟。」

「民主是一個進程，每一個時代的政治工作者，都要清楚認識

他身上所肩負的責任。民主會前進，民主也有可能倒退… 新

政府的責任就是把台灣的民主推向下一個階段：以前的民主是

選舉的輸贏，現在的民主則是關於人民的幸福；以前的民主是

兩個價值觀的對決，現在的民主則是不同價值觀的對話。」

「打造一個沒有被意識形態綁架的「團結的民主」，打造一個

可以回應社會與經濟問題的「有效率的民主」，打造一個能夠

實質照料人民的「務實的民主」，這就是新時代的意義。」

「歷史會記得我們這個勇敢的世代，這個國家的繁榮、尊嚴、

團結、自信和公義，都有我們努力的痕跡。歷史會記得我們的

勇敢，我們在 2016 年一起把國家帶向新的方向。這塊土地上

的每一個人，都因為參與台灣的改變，而感到驕傲。」

「等待已經結束，現在就是那一天。今天，明天，未來的每一

天，我們都要做一個守護民主、守護自由、守護這個國家的台

灣人。」

Taiwan President Tsai’s 
Five Major Political Reforms

For more info: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36339276

 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李志強處長夫婦， 

 歡迎前來參加蔡英文總統與陳建仁副總統就職茶會的加拿大三級政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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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溪內海 (False Creek) 為一萬一千年前的最後一次冰河

消退時，遺留下來的自然景觀之一。這典型岩岸滿佈藤壺

(Barnacles) 與貽貝 (Mussels)，每年春季數以萬計的鯡魚

前來產卵，秋天則是各種鮭魚回游的季節，常吸引來不少水鴨

與海豹來覓食，如海鷗 (Gull)，斑背潛鴨 (Scaup)、金眼鴨

(Goldeneye)、潛鳥 (Loons)、以及鷿鷈 (Grebe)。

福溪是個隱密的內海，風平浪靜，這裡曾經是 Musqueam 原

住民的避風港。他們過著漁獵的生活，春天捕撈鯡魚，夏季撿

拾蛤蜊，秋天捕捉鮭魚，冬季射殺水鴨。在 1860 年之前，福

溪的範圍是目前的 5 倍大，並且充滿魚類和野生動物。 

福溪一帶原為沼澤低地，潮漲時，原住民可藉由現卡路街處的

淺水道與布拉德内灣相連。1859 年，英國皇家海軍船長喬治 -

理察斯 (George Richards) 船長到達此地，因為找不到出口水

道而命名。

福溪內海南岸曾經是溫哥華的重要工業區，包括鋸木廠、鑄造

廠、木桶廠、造船廠、鐵路調車廠、金工廠、鹽類批發和倉庫。

1970 年代卻為福溪沿岸帶來轉機：固蘭湖島率先從荒廢工業

用地轉型為多功能社區。1986 年世博會過後，發展成高密度

住宅區。

2010 年冬季奧運會的選手村 (Olympic Village) 坐落於福溪東

南處的地皮，而奧運過後該一帶已經發展成新住宅區，可以容

納一萬五千個居民。可永續性交通設計，以行人優先，其次為

騎單車者，公車，汽車共乘設計。溫哥華的國際龍舟競渡，也

於每年 6 月假福溪舉行。

溫哥華奧運選手村為美國綠色建築協會認証的綠色節能設計的

建築，包括白金級 "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 "的社區中心，以及

金級選手村住宅。該社區被發展成為極具價值的可永續居留的

社區，包括社區中心、公園、歷史建築、划船設施、住宅，以

及搭配的購物中心與捷運系統。

奧運選手村選擇舊的工業廢址。創造海洋棲息地與原生植物

園。從建材 (如太陽能板及冷熱水調系統 )到設計，都加入精

細考量，並達到 LEED 的高標準認證。社區污水廠轉變熱能提

供社區住宅與社區中心暖氣與熱水。耗能監測與管理，太陽能

源，廢熱回收利用，製冰產生的熱量則用於熱水。綠色生態屋

頂。洗手間利用雨水沖洗。

福溪能源中心 (False Creek Energy Center) 位於甘比橋下，為

廢水能源轉換設施。街坊能源設施可將廢水轉換成不同能源，

可為福溪以南的冬奧選手村及鄰近約 1 萬 6000 戶，提供暖氣、

熱水等能源。根據環境、文化及經濟考量而生的廢水生能計畫，

比原油能源來得環保，更可減低一半的溫室廢氣。該計畫讓溫

哥華在邁向 2020 年成為全球最綠城市，又跨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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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哥華奧運選手村
綠色社區 圖文 / 林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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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日氣象預報 " 狠 " 準，一大早就已風雨交加

上午八時不到，許多義工已陸續抵達

躲在台灣文化中心一樓馬路邊

望著天空急速撒落的雨，愈下愈大

一點不像春雨的溫柔飄落，反倒更像冷冽的秋風秋雨

雖然不免失望

難道這期待也準備已久的首次台灣童玩節

就要像勉強搭起的帳篷一樣泡湯了嗎 ?

不得不做大改變

幾乎淋到全身濕，且在等候下一個指令的年輕義工們

毫無怨言，迅速一一協助

將臨時改變形式由室外搬入室內的會場準備起來

十一時不到，已有家長帶著孩子冒雨陸續來到

義工首先帶著最早抵達的人，一桌桌玩動起來

遊戲的聲音此起彼落

台加樓上樓下逐步加溫，漸漸熱鬧起來

扯鈴、陀螺、毽子，飛揚跳動中，舞動了整個會場

午後風雨一稍歇，明顯地愈來愈多人抵達

童玩、紙藝、工作坊、健康諮詢、社區攤位

特別注意到加國友人，一站站都去看，去問怎麼玩

很有耐心一一嘗試

大門口免費的爆玉米花，遊戲間角落的棉花糖 ...

甜味香味四溢

二樓西式台式 " 熱狗 " 加上熱騰騰的貢丸湯

說故事角落也非常受歡迎

小椅子上一雙雙明亮的眼睛專注的臉龐

除了台灣媽媽團義工媽媽說故事

我們也邀請 Marpole Library 來參與

Jane Whittingham 說完故事回到圖書館，就立刻傳來 :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the library to participate 
in your event, it was great to meet everyone and to get to 

interact with so many kids and families in the community. 
The kids were great!

I go to a lot of community events, and your event was 
one of the best organized I have been to, 

I felt very welcomed and well taken care of!
Hopefully we can work together agai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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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點左右，樓上樓下可說全擠滿人 ... 

陶笛樂音、歌聲，在二樓持續迴響   

" 春天在陀位 ?" 童謠音樂製作人 Kim 的帶動唱

整個大廳椅子地上全擠滿大人小孩

為這 "搶搶滾 "的童玩節，劃上最歡樂的句點

四點準時結束，但許多人留著談話，收拾的工作也同時進行   

五點籌備團隊與義工拍照留念，圓滿結束這次的台灣童玩節

深深感謝所有年輕的籌備志工與每一位辛勞的義工

雖然因雨，增加不便與減少部分戶外活動

但是一切都在大家同心協力中來完成

臨別不少年輕父母說 : 要常常辦啊 !    

五歲的小孫子陪阿公協助收拾到最後，問他 :好玩嗎 ?  

他害羞躲在阿公身邊，輕聲地說 : This is my best day! :)     
看到孩子們，開開心心地離開  

好開心，因為我們能讓孩子開心

相信大小孩子們都會記得這一天的一些新鮮與快樂的經驗

其實不少爸爸媽媽，甚至阿公阿嬤，玩得比孩子開心  

想來都是滿滿的兒時回味

相約下回再來 "玩 " !

想起  那一張張童稚快樂的臉龐  

一個個熱情投入的年輕義工   

ㄧ聲聲鼓勵呵護寶貝的父母    

一雙雙看見兒時遊戲而眼睛一亮的阿公阿嬤 ...

春天在陀位 ? ( 台語 "陀位 "意指 "在哪 ")

那一日，春天就在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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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達省「惡地」(Canadian Badlands) 是去了一次，終身將難忘其異美。這

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認定的世界遺產勝地之一，一度是恐龍的棲息地，在這

裡挖掘出的恐龍骨骸非常完整而且種類繁多，因而聞名全世界。

在史前時代，這裡曾經是亞熱帶氣候，有著高聳的紅杉、挺拔的棕櫚樹和巨大

的蕨類植物。在七千萬年前白堊紀時代，恐龍 (侏儸紀公園裡所看到各式各樣

的恐龍 )都曾經在這裡生活過，尋求一片樂土呢！而附近有恐龍博物館，恐龍

公園、化石挖掘等讓人重溫數十億年前的地球生態。

且放下恐龍不說，光是惡地的奇景就令人嘆服大自然的奇妙。惡地是地質變化

的歷史累積，因為沉積和侵蝕作用，隨著時間累積出不同的礦物質層。可以包

括了淤泥、砂岩、頁岩等不同的地質元素。

當導遊解說各種地理地質名詞時，我只顧著看那浩瀚無涯、一望無際的山形，

嘆服大自然的神妙。這山，光禿禿的黃泥色，和我們習慣的青綠樹叢堆壘的山，

完全是兩回事。倒是很像新疆所見的火焰山呢！（想像一下，時光錯亂，西遊

記的人物與恐龍化石的交疊畫面，嗯，會是很有趣的電影題材。）

我們很努力地攀爬，登上惡地的巔峰，登高望遠，坐擁藍天白雲與史蹟風韻，

更覺人我的渺小。走一趟惡地，明白莊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除了恐龍化石外，在惡地裡有一個獨特的精靈，那是時間積累所形成的層積岩

「石林」hoodoos，這菌菇狀的石塊，是大自然魔法的藝術作品。

Hoodoos 最初形成可推到七千萬到七千五百萬年前的白堊紀時代，從遠方的馬

蹄峽谷風吹來的黏土與細沙經年沉積。之後在乾旱的地域承受高溫，經過不斷

的風化過程堆積成型。

當然，其中有很深奧的地質學變化，但是在我看來，卻猶如大自然以其魔法，

透過幾十萬載的水侵風蝕，將巨大的砂岩刻鑿成具有超現代主義外型的石林。

它的底部是堅硬的，上層卻是軟質的，很容易被觀光客觸碰而損毀。

這些外型如菌菇的石林，一度受到當地原住民的頂禮膜拜，並且有著神秘傳說，

說它們是到了夜晚會變回原形的魔靈，(會跳舞?會施魔法?) 所以白天的時候，

原住民不會隨便去觸碰它們。如此，讓這些珍貴的 hoodoos 得到保護，讓我們

有機會見到。

最棒的是，遇見這兩塊石林並立，猶如一隻駱駝的 hoodoos。他的形狀如此奇

妙，讓人相信或許，到了晚上，這隻駱駝會變回原形，在這乾旱的舞台上，跳

起舞來。

亞伯達省的惡地與石林
圖文 / 王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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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亞洲之心」北美巡迴的企劃的緣起是？
我們團體對僑委會的企劃案一直有在關注，因緣際會之下認

識了僑委會的科長，而我個人經歷是在復興劇校（現今國立

臺灣戲曲學院）時就有跟隨過親訪團，出國巡迴跟各地的僑

界見過。

由於以前的身份是演員，自從雲門舞集離開後，已經是個退居

幕後的行政工作者，平時沒有參與演員訓練以及編排，不過由

於這次我決定接下僑委會的企劃案且順利得標後，現在的身份

變成了帶領 FOCA 世界巡迴的團長以及編排演出的導演，角色

身份上跟以前有所不同。

成為活動編排的導演後，自己參考了很多關於台灣種族、歷史

的相關文獻，看完所有的資料後，覺得用「一本故事書」的方

式呈現給觀眾是個很有趣的方式，透過打開一本關於台灣的故

事書，讓觀眾了解的不僅是台灣過去的歷史，以及 FOCA 想要

表達的台灣馬戲的故事。

過去在台灣的馬戲演出手法比較像一個段落的特技表現，一氣

呵成的演出手法並不多，而在我參考的文獻當中，早在 8000
年前台灣已經有原住民出現，這樣的史實促使我想編排一個原

住民歌手來參與這次的演出，這位原住民歌手將是整場演出中

的靈魂人物，透過這樣的一個人物來帶出主題，唱出屬於原住

民的山歌以及帶出台灣各個民族。

Q:在此次北美巡迴的馬戲以及舞蹈的編排上，
是否有更多的故事以及意涵？
這次的表演是用原住民歌手唱出的山歌來開始，來呈現一個

8000 年前的先人的角度看著台灣的演變。由於每次表演場地

規格不同，我們會因應各場地做編排上的調整，而這次溫哥華

場地配置能有投影，所以觀眾一開始會看到那些台灣很經典的

照片，包含阿里山、台北 101、自由廣場以及天使的眼淚 -嘉

明湖，雖然調整後少了一些動作，但是能讓觀眾在見到舞者表

演前對台灣有一些概念後看到表演能更有共鳴。

而整部作品分為四大段，由三位編舞老師協助，而舞者以及編

舞老師的選擇也是花了很多心力才找到適合主題且適任的人

選，而根據我過去的經歷，對於觀眾以及僑界想要看到的表演

風格也有很多經驗參考之下，從台灣本土的角度出發後，加入

我們馬戲的元素呈現給大家看。

我們大概花三十到四十次的排練將所有的舞蹈動作配合故事編

排出來，雖然自己是第一次編排自己作品的導演，但是我找來

的每一個團員之間彼此都已有默契，也對於每個團員在故事中

適任的角色有所掌握，所以排練的過程跟初期草創立案前相比

之下已經穩定許多。

Q: 在溫哥華的表演裡能感受到團長努力地把想
表達的理念以及台灣人想看的元素都展現在表
演裡，能否與我們分享其中過程的秘辛？
在開始寫企劃案的初期，有一些關鍵詞是我覺得值得放在此次

表演中的：「當東方遇見西方」，此次的北美巡迴是 FOCA 代

表台灣來到北美這個西方國度，像是在表演中一開始舞者所拿

的水晶球，水晶球在文化以及歷史價值上是比較偏向西方文化

的，但透過東方與西方元素相撞後，我們能透過水晶球來看見

台灣是一顆最閃亮的星，在客家民族舞蹈編排裡加入了鑼鼓變

亞洲之心：
當東方遇見西方
採訪者 /龍策之 
圖 /林智偉（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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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嘻哈風格，在原住民表演中加入 LED 的扯鈴表演，當這些

東西方以及傳統現代的元素將每一段表演片段轉型成能吸引

觀眾的一部好作品，尤其最後一段表現出文化衝擊的編排，

從很活潑的台灣人，到青澀的台灣人，到現代拖著道具椅子

的台灣人（象徵沈重的負擔），到重生找到方向的台灣人，

到北一女跟建中學生的雙人舞，到最後多元文化的結合，是

個透過許多的服裝還有道具的小細節來表現「Only Taiwan」
的表演。而這樣的表現手法不需要旁白，我希望留給觀眾的

是更多的想像空間以及更開闊的角度來看待這整個作品。

當在我們開始北美巡迴之後，發現透過介紹台灣的表演手法

除了讓台灣人以及海外僑胞有共鳴之外，也意外的讓非華裔

的外國人對於台灣有進一步的認識，由於表演過程中有中英

文的字幕投影，所以讓外國人在語言友善的環境裡來注意到

台灣馬戲的演出，而這樣子的表演機會在台灣並沒有很多。

過去許多團體也因為接了僑委會的案子後選擇比較保守的演

出一些民族舞蹈或是不敢跳出那個既定的框架，而我也嘗試

讓亞洲之心的表演內容在這些因素之間取得平衡，所以民族

舞蹈在作品裡是個陪襯的元素，與主軸的馬戲元素結合後，

運用各種舞台上的道具賦予更深層的生命力，表達給觀眾一

種從先人的視角看著生命力流動到現在的感動，而不只是單

純的在秀馬戲特技技術而已。

經過把各種元素融合包裝過後的編排後所呈現的作品是一個

全新，全世界只有這一套編排的作品，但是這與 FOCA 在台

灣想往劇場型表演的方向有一些特質不太一樣，像過去文化

部曾邀請 FOCA 參與各地的藝術節展演的情況跟這次亞洲之

心北美巡迴的演出性質有些許不同，在馬戲這個領域裡，我

認為應該不斷的將好的表演作品帶出台灣吸引到其他人，並

非把只屬於台灣特色的元素綁成一個作品，類似的例子在韓

國的亂打秀以及塗鴉秀，這樣的演出裡也不會出現大長今之

類的傳統元素。

我相信許多在台灣的原創作品才是真正能吸引到全世界觀眾

的作品，引起觀眾興趣後觀眾自然會開始想了解這個作品來

自哪裡，以及這個作品背後的故事等等，就像王建民在大聯

盟的表現讓全世界都認識到他是位來自台灣優秀的投手，而

這樣的課題也是 FOCA 在未來要面臨的挑戰之一。

Q:說到挑戰，在台灣馬戲發展的過程中是否需
要參考到國外的經驗？

雖然不希望人才外流，但是我希望在我團體中有機會能去國

外發展的每一個人都能在國外值得學習的馬戲團中學習到很

棒的經驗，每個人像是小小外交官一樣，成為一個個能回來

台灣傳授經驗給更多想要經營馬戲的人們，。

而且在馬戲這個領域裡，我覺得良性競爭是一個目前大家缺

乏的經驗，譬如：今年我們的團演出一個很棒的作品，我會

期待看到這部作品的學弟妹在下一年表演時能演出比我更好

更精彩的作品，而並不是讓馬戲表演成為商業競爭的一種手

法或是附屬品，這不是一個能與國際馬戲競爭的環境。

我相信透過良性競爭的方式能夠創造出更多更優質的作品，

也非常願意傳授參與藝術節或是僑委會立案的過程與經驗分

享出去，現今大家所看到的 FOCA 也是過去八年的熱情以及

經驗累積出來的，而我們希望把這股熱情分享想要耕耘的學

弟妹。

Q: 最後，團長想表達給觀眾什麼樣的訊息呢？
想跟此次參與北美巡迴的觀眾說，台灣在亞洲就是一顆最耀

眼的星，這麼小的一個國家裡卻創造了非常多的經濟奇蹟以

及保留很多的民族文化，在各界領域裡也出了很多傳奇人

物，現今的台灣也出了很多很優秀的表演藝術家，也有很多

有活力的年輕人，只是他們缺乏一個更廣大的平台，希望藉

由這樣的表演機會，告訴全世界我們是來自台灣的馬戲團。

一直以來在海外的人們鮮少知道台灣馬戲的發展，也不知道

其實台灣馬戲也發展到一定的規模，FOCA 從草創時期到現

在八年的累積，讓馬戲團員們有個穩定的生活以及發展空

間，我身為團長其實一路走來也是很驚訝，畢竟許多台灣更

有資歷的團體並沒有到達我們這樣的規模，也因為一路上許

多人的支持才讓大家走到現在，希望透過未來的作品讓許多

在海外的台灣人看了有想起家的感動，讓台灣人知道台灣也

有自己的馬戲團，並不是一般的舞蹈戲劇作品，讓更多外國

人更認識台灣有個專業馬戲團的實力以及了解台灣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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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母親節前夕，鹿湖趣味健走已經是大溫地區台灣人各社團融在一起

的例行活動。在溫馨的五月天，在風光明媚的鹿湖邊，或三三兩兩或大大

小小，大家一起參與活動一起說媽媽的話，也互相學習在台灣彼此通用的

語言。這是母親和子女的甜蜜時光，也可以是紀念不在身邊的母親，更是

緬懷彼岸台灣人的母親福爾摩沙。

說著說著，走著走著，多麼快樂又健康，正是體現台灣人生活文化的價值，

有意義。今年參與的社團踴躍，感謝各社團的領導人熱心協助與鼓勵，也

特別歡喜看見溫哥華媽媽團的年輕父母，推著幼兒車牽著小朋友繞湖的美

景；還有松齡會若干耆老健步如飛談笑風生；以及慢慢陪著年邁父母悠閒

漫步的家庭，都讓人倍感溫馨。   

環湖的第一站是白石同鄉會提供的抽字說成語，大人動動腦小孩來學習，且還

貼心地準備了點心和飲料，大夥樂得笑哈哈；第二站是語言協會提供較簡易的

謎題，大家邊走邊猜，第三站台加設有補給，試試看套圈圈，人人都計高，套

到礦泉水；來到第四站答對領獎品，還有作業喔，邊走甚至回家繼續猜 ....。

回到終點站是大團圓，除了有小點心和水果，大家歡欣照個相留念吧！

後會有期，明年再見。

【活動花絮】

母親節鹿湖健行樂
文 /胡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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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達省麥克默里市大火

2016年5月1日，野火在加拿大麥克默里市西南部竄起。5月3日，

野火蔓延到麥克默里市的社區，不僅摧毀了2,400個房屋建築，也創

下了亞伯達省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因野火而發的居民撤離措施。5
月21日，火勢遼燒到北亞伯達省和薩斯喀徹溫省的森林地區，也影

響到阿薩巴斯卡油砂地的採油作業。此次亞伯達省大火可能是加拿

大史上最耗財傷民的野火。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6_Fort_McMurray_wildfire

加拿大政府移民新規預計 7月 1日正式上路
加拿大政府在制定移民新法規的路上又向前更加邁了一大步，以利

外籍人士申請加國國籍或永久居民，過程將比現行法規更簡潔快

速。新政府已在著手進行、且引人注目的法令修改案，便是加拿大

公民法。國會議員博利斯 -萊斯紐斯基（Borys Wrzesnewskyj）五

月表示，他希望正在修正的法令，也就是 C-6 法案，可以在 7 月 1
日正式推行。加拿大政府鼓勵新落腳的外籍人士加入加拿大這個大

家庭，成為本國國民。成為國民可以申請加拿大護照、有投票權及

選舉權、隨時可以出入境，不用擔心要像永久居民一樣履行居住義

務。加國政府也承認雙重國籍，讓新移民在取得加拿大國民身份的

同時，不需要放棄自己本國國籍。

相關新政：

廢除居住意願規定： 

現行法規—假使之後順利拿到加國國籍，申請人必須要有居住在加

拿大的意願。草擬新規—廢除居住意願之法規。

在加拿大的居住時間 : 
現行法規—以申請日倒推計算的前 6 年，申請人必須在加拿大居住

滿 4 年。草擬新規—以申請日倒推計算的前 5 年，申請人必須在加

拿大居住滿 3 年。

居住時間審查： 

現行法規—在成為永久居民前，申請人在加國居住的時間不予計算

採納。草擬新規—如若是申請人持有臨時居住簽證或是有庇護身份

的人，在申請前待在加拿大的時間，每一天可視為半天。此計算法

最多可抵一年的居住時間。超過一年以一年算計。

愈少人需要語言證明： 

現行法規—14 至 64 歲的申請人必須達到語音要求並通過公民常識

測試。草擬新規—18 至 54 歲的申請人必須達到語音要求並通過公

民常識測試。

加拿大公民所得稅法： 

現行法規—根據加拿大公民所得稅法，必要時申請人必須提書證明

在申請日前 6 年，其中 4 年有申報稅的事實，同時期也必須要符合

居住時間審查條件。草擬新規—根據加拿大公民所得稅法，必要時

申請人必須提書證明在申請日前 5 年，其中 3 年有申報稅的事實，

同時期也必須要符合新規定下的居住時間審查條件。

詳情請參考 CIC 網站。http://www.cicnews.com/2016/05/
government-canada-aims-pass-canadian-citizenship-act-law-

july-1-058036.html#GpRjPsk3Y8JE6Joc.99

‘Chinese Taipei’ , the Name of Taiwan’s Participation 
under WHA
Though Taiwan’s delegation to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did not experience any unfriendly behavior from 
China’s delegation, Taiwan’s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name 
of “Chinese Taipei” is the result of Chinese oppression, New 
Power Party (NPP) Legislator Freddy Lim ( 林昶佐 ), who is a 
member of Taiwan’s Delgation in Geneva, said yesterday. 

“While past administrations had to make concessions 
to gain access to the WHA, the new government should 
make its position clear and seek formal membership 
without sacrificing Taiwan’s dignity,” the lawmaker 
said.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
archives/2016/05/25/2003647076

Taiwan, US might Hold Security Talks
Taiwan might send a national security team to Washington 
next month for talks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 meeting at the Wilson Center has been told.

University of Richmond associate dean and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Vincent Wei-cheng Wang ( 王維正 ) said that 
national security teams from Taiwan and the US would meet 
next month. 
He said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see” if the new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Tsai Ing-wen ( 蔡英文 ) would 
conduct a “very candid conversation” with Obama’s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sources confirmed that negotiations were 
underway to arrange such a meeting, but said that 
topics, times and the exact location had not yet been 
fixed.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
archives/2016/05/25/2003647080

Earthquake Rocks Southern Taiwan
Southern Taiwan was rocked by a magnitude 5.2 earthquake 
at 4:51am 22nd, May.

Central Weather Bureau (CWB) data showed that the quake 
occured in Kaohsiung’s Liouguei District ( 六龜 ) 16.5km 
below ground.(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
archives/2016/05/23/2003646930)

Prices of Food Exports to China Plunge amid Anxiety over 
Transition of Power

Starting today, the nation is to have a new government, 
but something has happened that challenges the nation’s 
interactions with China over the past eight years.

As a result of the uncertainty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due 
to the upcoming change of power, Taiwan’s exports of farm 
products to China have shown signs of a slowdown, which 
is particularly obvious in the sectors that produce soft-shell 
turtle eggs and grouper, the Chinese-language United Daily 
News reported yesterday. http://www.taipeitimes.com/
News/taiwan/archives/2016/05/20/2003646696

Translated by Vivia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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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1: 調高部分負擔?
台灣不像加拿大或是歐美其他國家實施家庭醫師制度

(gatekeeper system)，病患必須先去看家庭醫師，再由醫師

評估是否需要轉診到更高層級的醫院。在台灣，病患可以自由

選擇就醫場所與醫生，為了避免病患集中到大醫院看診，健保

根據不同層級的醫院，設定不同的病患部分負擔金額，例如 : 
同樣治療感冒，到醫學中心看診 (一般門診 )的部分負擔是

360 元，而診所則為 50 元，價格差距超過六倍。即便如此，

大醫院的門診還是人滿為患，因此，健保署近幾年一直有在思

考調漲大醫院的部分負擔 (特別是急診 )。然而，我們對部分

負擔實際上帶來的效果一直不太清楚，例如 : 沒有部分負擔，

大醫院將會增加多少門診量 ?  增加的門診量大多來自於哪類

型的門診 ? 筆者近期的一篇研究，便試圖回答上述問題，我

們利用台灣在 2002 年三月實施三歲以下幼兒免除部分負擔政

策，比較同一群小孩在三歲生日前後的醫療利用變化，來估計

部分負擔的效果。我們發現，免除部分負擔會讓醫學中心與區

域醫院的門診分別增加 45% 與 60%，而會讓地區醫院的門診量

減少 20%，也就是說，免除 (或降低 )部分負擔會讓為數眾多

病患從小醫院「轉診」至大醫院，另外，我們也發現因為免部

分負擔而增加的大醫院門診多數是去治療小病(例如 : 感冒)，

這類疾病其實是可以在地區醫院或是診所治療。因此，維持或

是提高目前的部分負擔將有助於降低大醫院不必要的門診量。

挑戰2: 醫護短缺?
醫療人力不足是近幾年健保的重要議題，許多人將矛頭指向健

保對醫護的給付太低，導致部分科別面臨人才短缺的問題。然

而，這只說對一半。首先，健保實施後，不論是醫師數或是護

士數皆有相當大的成長，例如 : 1996 年每位醫師平均要服務

774 人，到了 2013 年每位醫師僅需服務 490 人。醫生的年增

率大約是 2.5% 遠高於人口年增率 0.3%。只是現在有更輕鬆且

賺錢的科別可選 (例如 : 整形外科、骨科 )，導致部分重要科

別的人力 (例如 : 外科 ) 移動到其他科別。此外，解決醫療人

力不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擴大醫學院的招生，但這個選項卻被

現職醫師與醫學院學生所反對，說穿了還是害怕與新加入的人

才競爭。

挑戰3: 藥價黑洞?
藥價黑洞就是「藥價差」，即健保署付給醫院的藥價，和醫院

實際採購的藥價之間的差距。例如 : 精神科用藥 Sinzac「百

解憂」: 健保藥價每顆 40 元，但某醫院採購價格是每顆 2 元，

醫院每顆賺取 38 元。由於台灣沒有強制性的醫藥分業，醫院

確實可以藉由開藥來賺錢，大醫院進藥量大，較有機會與藥商

談到好的價格，賺取藥價利潤。在總額預算制度下，藥價差其

實不會增加健保支出，但會影響健保資源配置。接著要問的

是，消除藥價差好嗎 ? 假設健保藥價給付改依醫院實際採購藥

品的價格支付，亦即當醫療院所用 7 元買藥，健保就付 7 元。

這反而會讓醫院沒有誘因與藥商議價，降低藥價，如此一來，

藥價可能會更高，讓藥商獲取更多利潤。總的來說，允許藥價

差，透過藥價調查調整藥價給付，才能有效降低藥價。

作者 : 楊子霆，去年從 UBC 畢業返台，現在在中央研究院經

濟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

台灣全民健康保險
的現況與挑戰
文 / 楊子霆

台灣在 1995 年三月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在此之前，醫療

保險是附屬在各職業保險底下 (例如 : 公保、勞保、農保

與軍保 )，僅有 58% 有工作的國民擁有醫療保險，絕大多

數的老人、小孩都未納保。全民健保實施後，幾乎所有國

民都能享有醫療保險。

現況1: 運作模式
台灣的全民健保是採單一保險人制度，亦即健保署是醫療

市場中唯一的保險提供者，病人只能選擇透過健保署納保，

醫生只能從健保署得到給付。這讓健保署有很強的議價能

力，同時也簡化了行政作業流程 ( 例如 : 只需要一套費用

申請與支付標準 )，加上全民納保，產生很大的疾病風險

分擔效果，讓台灣能夠以一個相對較低的醫療費用，達成

與先進國家類似 (更好 )的醫療品質。在 2011 年，我們

只花費 6.6% 的國內生產毛額 (GDP) 在醫療費用，許多先

進國家都花費超過 10% 的 GDP 在醫療上面。但健康表現

(例如 : 平均餘命、嬰兒死亡率 )卻與這些先進國家不相上

下。

現況2: 財務狀況
目前健保的保費負擔主要來自 30% 個人，70% 雇主 (或政

府 )，由於大多由受薪階級付擔保費，為了改善此一現象，

健保署在民國 102 年實施補充保費制度，舉凡兼職所得、

執行業務收入、股利（包括現金、股票）所得、利息所得、

租金收入，只要單筆進帳超過 5,000 元，皆要扣繳 2% 的補

充保費。這讓健保收入大大增加，目前處於盈餘狀態。然

而，未來台灣將面臨人口老化與勞動力短缺的困境，預期

將來健保財務狀況不會太好。

現況3: 支付制度
任何醫療費用的支付制度主要在解決「醫療費用持續上漲」

與「醫療資源合理分配」兩個問題。台灣的健保採行「總

額預算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健保署會預先設定健康保

險支出之年度預算，醫院執行每一項醫療服務，可向健保

請領固定點數，而點值等於年度預算除以總服務量 (點

數)。由於年度預算固定，總服務量越多，點值越低，因此，

當年費用支出不會超出原先設定之預算。此一制度能將醫

療費用成長嚴格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但所有財務壓力轉嫁

給醫療供給者。

Host by TGSA - 
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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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

來者可追
文 /許建立

430 病房住的是一位日裔老太太。她丈夫應該

是白人吧，因為她姓的是尋常的英格魯薩客遜

的姓氏，不過，卻還保留著大概是「吉子」的

日本名字(非真名)。七十八歲，患的是胃癌，

且已轉移到肺部，因此，經常咳嗽連連，而且

因為呼吸困難的緣故，需要常戴著氧氣管子。

吉子雖然已是病入膏肓，臉上毫無血色，神情

也現倦容，但是她笑容可掬，談吐得體，典型

傳統日本女性的優雅仍然展現無餘。

她說她出生於日本東京，大學畢業後任職於一

間外資公司時，結識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年輕商

人大衛 (非真名 )。兩人開始交往之後，大衛

為吉子的溫柔婉約所傾倒，吉子也鍾情於大衛

的體貼幽默。一年多之後，這一對愛侶在吉子

父母與親友的祝福聲中，在日本結了連理，然

後，相偕橫渡太平洋，飛抵溫哥華定居。

講到這裡，吉子停頓了一下，喝了口水，轉頭

往窗外看去；我的眼光隨著望出面向西北的窗

子。

只見窗外水色湛藍的福溪 (False Creek) 上點

點白帆，與盪漾於溪面的粼粼波光，相映成

趣。稍遠之處，在北岸顏色層次分明的遠近山

巒的陪襯下，有數艘遠洋巨輪停歇在水平如鏡

的海面上，等著進港裝貨。藍天之中，有朵朵

輕輕浮動的白雲點綴其間，更有吵雜的海鷗不

時翱翔飛掠而過…。

「一幅美麗的圖畫」，我心裏這麼想，也正想

對吉子這麼說。當我把眼光收回到她臉上時，

發現她滿面春風，臉帶微笑，出神的雙眼凝注

遠方，像是停留在半個世紀前的新婚時期。想

她該是正在回憶、吟詠當年鶼鰈情深的幸福時

光吧？

「好漂亮！」雖然不願意打破沉寂與安祥，我

絕無僅有的一句日語竟然不自覺地溜出了口。

她的夢顯然被我驚醒了。仍然帶著笑容，吉子

隨口附和說：「可不是嗎？」

她說的是眼前窗外的景緻，我指的卻又加上了

她滿足幸福的表情。 

「剛來到一個文化習俗完全不同、生活環境截

然相異的國家，你大概也受了不少苦吧？」我

試著問道。

「不太習慣是免不了的，」吉子咳嗽了一陣，

稍稍收起笑容，接著說：「而且，那時我英文

也不好，有時簡直好像又啞又聾，確實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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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著，她臉上又綻起令人感到親切的笑靨：「還好大衛一直

支持我、鼓勵我，讓我渡過了最難受的前五年。想想，他對

我真好！」吉子的英語雖還帶著濃濃的日本腔，但是非常流

利，表達能力也很好。

我羨慕且感動地回答說：「有這樣的老公，你真幸福。」

「是啊！他不只對我百般呵護、疼惜，並且勤奮工作，得到

上司與顧客的激賞，也為我們提供了還算相當舒適的生活。」

說著，她的笑靨慢慢加入了感恩的情愫，迷濛的眼神告訴我，

她又回到當年的幸福之中了。

我靜靜地望了她一會兒，見她沒有繼續的意思，就開口問道：

「來了加拿大之後，你常回日本嗎？」

聽了我的問話，吉子緩緩答說：「剛開始的二、三十年，大

衛怕我想家，每年都陪我回日本。他走了之後，我每兩年回

去一次，沒回去的那年，我的親人都會過來看我；先是我父

母和弟妹，爸媽先後離開後，就是弟妹兩年來一次了。」

我還沒答腔，她接著說：「今年本該是輪到我回去看他們的，

可是我已在安寧病房，還走得成嗎？」說完她自己苦笑了起

來。

我怕她難過，趕快一邊拍撫她的手，一邊說道：「Never say 
never !」

她的苦笑依舊，又滲入幾許感傷：「How I wish…」用的是

虛擬語氣；她對自己的病情顯然有自知之明。

相對沉默了一陣之後，我試著改變室內黯然的氣氛，安慰她

說：「每個人都有走的一天；但是你已經活過了精采滿足的

一生，這是最重要的了，不是嗎？」

聽我這麼說，她笑了笑，點點頭，又搖搖頭。看我滿臉狐疑，

她很快地說：「有件事一直令我後悔莫及；That’s my only 
regret。」我不知該說甚麼好，只好靜靜等著她解釋唯一的

遺憾。

原來，大概是望子成龍的傳統觀念作祟吧，她對她的獨子管

教特嚴，使得他並沒有享受到快樂的童年。雖然因為她傳統

的日式管教法，使得兒子在學業、事業方面都非常順利，吉

子對於兒子「失去的童年」，仍然悔恨萬分。

她兒子我見過。四十多歲吧？長得一表人才，有西方人的灑

脫和東方人的穩重，而且言談得當有禮。

想到日本長輩對尊嚴的矜持，以及她病情的嚴重性，我輕輕

地問說：「你曾經對你兒子表示過你的悔恨與歉意嗎？」

她幽幽地答說：「不只一次了，而且我也誠心對他道歉過幾

次。」我好奇地問：「那他怎麼說？」

吉子的表情舒緩了些：「他都說他明白我的文化背景與用意，

要我別在意。」

「那不就得了？你已道歉過，你兒子也明白你的用心，更要

你別記掛著。」我試圖讓她釋懷。

「可是我仍然無法補償他沒有童年的遺憾，這是我一直不能

原諒自己的。」她還是滿臉悔愧的表情。

我好像沒有其他可安慰她的話了：「你當年用心良苦，現在

也得了兒子的諒解。逝者已矣…」

她接下去說：「來者可追，是吧？我以前學過的漢語好像是

這麼說的。」我正為她懂這成語而驚奇時，她又說：「可是

我已經沒有『來者』了！」

這時，一個大約十七、八歲的少女探頭進來，叫了一聲：「Hi, 
Nana !」原來是吉子的孫女。見到身著志工背心的我，她客

氣地點點頭，加了一句：「Should I come back later ?」

我告訴她我們只是在閑聊而已；吉子為我們做了介紹，也請

她加入我們的談話。

梅根長相甜美可愛，談吐活潑大方。她說她是 Nana 的心肝

寶貝，Nana 不只對她疼愛有加，而且把她一身真傳傾授給

她。

經吉子說明，我才明白她本人原來是一位藝術家，精於油畫、

水彩及印染。梅根幼年時，因為耳濡目染之故，也對繪畫發

生興趣，吉子也就努力栽培，不過，因有前車之鑑，對梅根，

她鼓勵多於督促 ...。現在才上 11 年級（高中二年級）的梅

根已經有過參加畫展的經歷了。

看她們的互動處處洋溢著祖孫之間的慈愛與溫馨，我大

膽、卻假裝不經意地試著問梅根：「你 Nana 說她以前對你

Daddy 很嚴格；她對你呢？」

年輕清脆的聲音笑著說：「才不會呢； Nana 和我是最好的

朋友。Nana，你說是不？」聽得吉子開心大笑，卻因此又引

來連串的咳嗽，梅根見狀趕忙過來，幫她又撫胸又搥背。

等她呼吸恢復，我笑著對吉子說：「你記得我們剛剛說的『逝

者已矣，來者可追』嗎？」她點點頭，卻有些不解地等著我

接下去。

我指著梅根說：「你已經在梅根身上『追上』了。」

吉子頓時恍然大悟地說：「啊，我明白了！我真的可以死無

遺憾了！謝謝你！」

我們的對話顯然把梅根弄糊塗了。她看看吉子，又看看我，

心急地說道：「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two are talking 
about。」

我一邊站起身來，一邊對她說：「Nana 會解釋給你聽的。」

離開時，剛好看到吉子正淚水盈眶，卻滿足安祥地和梅根相

擁在一起。

(2012/09/15 溫哥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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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林宗義帶著新婚一個月的妻子李美

貞，揮別停留七年的東京，經過剛被原子彈炸毀，舉目望去

一片廢墟的廣島，戰爭浩劫後怵目驚心的景象是很難在記憶

裡磨滅的。這時，一群急於想要返鄉的台灣人在佐世保港區，

靜候苦等不知船期到底是哪一天的船隻。

戰爭結束了，國人心想回到祖國懷抱，滿心以為從此可以擺

脫二等國民的屈辱，再也不用寄人籬下，在日本人的統治下

過著畏畏縮縮的非國民生活。這樣足足等了兩個星期，終於

搭上一艘小型運輸用的軍艦，在太平洋海面上搖搖晃晃航行

了三、四天，最後抵達基隆港。

「啊！回到故鄉了。」每一個返鄉的遊子踏上久別的故土時，

都禁不住從心裡這樣吶喊出來。

運輸船停泊在基隆碼頭，踏上故鄉土地的第一步，感覺竟是

怪怪的，彷彿回到一個和往昔不同又陌生的地方，放眼望去，

街道一片凌亂，市容骯髒冷清顯得黯黯淡淡的。

「唉，這不是我印象中的基隆啊！」宗義心裡有些納悶，他

不敢把這種感覺告訴美貞，或許是大戰空襲留下的創傷，在

改朝換代後這只是百廢待舉的過渡時期吧。他想用某種合理

的解釋找到可以暫時平定情緒的藉口。

碼頭扛貨的工人，替返鄉客填表格辦手續的基層稅關人員，

清一色是台灣人。台灣話夾雜著日語，又摻著少許半生不熟

的北京話，聽起來很不自在。忙碌的工人和公務員後面，高

高坐著一、兩個唐山人，在那裡神氣十足、頤指氣使地大聲

吆喝指揮，發號施令。

看到這番景象，林宗義再度想起日治時代，殖民地官員對待

百姓的相互關係，主人和奴隸的界限十分鮮明刺眼。如今看

來只是殖民者官員從日本人搖身變成唐山人罷了。

美貞看到宗義沈默地凝視著基隆港。她用手肘碰碰他說：

「你在想什麼？」

「這就是我們日夜盼望期待的台灣光復嗎？」

想到這裡，兩人思緒翻騰，然後低下頭來一陣黯然無語，經

過多方打聽後，終於得知父親林茂生一家人住在台北錦町

（註十三）昔日的母校「台北高等學校」（戰後改為師範學

院，現在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對面一棟寬大、安靜、樸素

的日式宿舍。

家人長期焦急等待之後的重逢是甜美的，祖母、父親、母親、

哥哥宗正、弟弟宗人、宗和、宗平、宗光和妹妹詠梅，興高

彩烈地歡迎他們。身為林家第一個媳婦，李美貞初入家門，

顯得有點緊張，但是妹妹詠梅、小弟宗光很快就纏住美貞，

親密地和她談話、玩耍，父母也高高興興地採納了美貞。

團圓的歡樂卻不幸很快就變成一杯苦澀而又難以下嚥的烈

酒，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回家那一天，父親吃完飯，要宗

義到後院聊天話舊。

父親把戰後八、九個月看到的台灣，大概向兒子宗義做了一

番敘述，宗義看到父親不停吸著水煙斗，神情顯得憂愁焦慮。

「這幾個月來，時時刻刻，所見所聞，都是壞的徵兆，都是

新的痛苦………… 我現在不得不懷疑從前抱持的希望了。」

「情況果真這麼糟嗎？」宗義探問，父親談起一九四五年十

月十七日陳儀軍隊從基隆、高雄上岸的景象，歡迎國軍的人

潮，看到那些士兵腳穿腳鞋，肩挑鍋釜、雨傘、被褥，連綁

腿都綁不好的散兵游勇，心裡驟然好像落入冷颼颼的冰窖

裡…………

陳儀行政長官完成的「接收」，說來真是一場令人寒心的「劫

收」。貪官汙吏搜括錢財的作風，讓原本守法守分的台灣人

看得目瞪口呆。不到短短一年間，就弄得通貨膨脹，物價節

節高昇，一個原本物產豐富的寶島竟然頓時陷入民生凋敝、

米糧短缺的困境。那些官員一天到晚只知道運用各種手段巧

取掠奪，務求做到「五子登科」（原來『五子』指的是金子、

房子、車子、女子、位子！），其他的全無興趣。

「目前的情況，比你想像的還要糟糕，比日本時代還要壞，

我很擔心台灣的前途，除非有什麼奇蹟出現，我們又再度淪

為二等國民了，黑天暗地，唉！黑天暗地…………」

父親隱約地自言自語著，接下來是長長的沈默與水煙斗呼呼

的輕響聲。好一陣子又是深深的嘆氣，父親的眉頭深鎖，宗

義很少看到父親這種嚴肅抑鬱的表情，心裡暗自憂心不已。

「宗義，你知道，五十年來台灣一直被日本人嚴密掌控著，

被迫成為一個完全孤立的小島，成為亞細亞的孤兒。今天好

不容易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和台灣原本同種族、同文化，

可是這些唐山人的作風、原則和手段都遠超過一向憨厚、樸

素守分的台灣人所能理解。」聽到這裡，宗義進一步向父親

探索這個問題的答案時，父親這樣回答：

「宗義，可能是我們和漢民族分開太久了，那個原來在腦海

中存在於中國經典古籍中的漢民族、漢文化，可能早已大大

產生了質變。這一切看來是這般可怕，我看漢民族是不是全

盤產生質變了呢？他們所作所為，表現出來的作風，做事的

態度，很難叫人理解和接受，我不能用更明確的字眼來描述

這一種感覺…………」

父親說到這裡深深吐了一口氣，閉上眼睛，神情看來十分痛

苦。返鄉第一夜的長談，父親談的是理想的幻滅和苦澀。當

晚橫在林宗義的前面，竟是一個前途茫茫無法入眠的長夜。

註十三：今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一帶。

林宗義的故事		
( 五 ) 返鄉

文 / 曹永洋；插圖 /曹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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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y 8, 1946, Tsung-yi Lin(林宗義 ) and Mei-chen Lee(李美

貞 ), his new bride for a month, waved goodbye to Tokyo, where 
they had spent the last 7 years. They passed by Hiroshima on 
their way back to Taiwan. The city had just been destroyed 
by atomic bombs and was in ruin. Everywhere they looked, 
they saw only devastation. These shocking images of a city 
ravished by war never fade away simply from one’s memory.

A group of Taiwanese, anxious to return home, waited eagerly 
at the Port of Sasebo for boats with no sail schedules. The 
war had ended, and these people longed to return to the warm 
embrace of their country. They wholeheartedly believed that 
they would never have to live under someone else’s roofs; never 
have to live in fear as non-national residents; and that they 
would finally be able to be rid of the shame of being second-
class citizens. After two weeks of waiting, they eventually 
boarded a small cargo warship, which lurched homeward on 
the Pacific Ocean, and finally landing in Port of Keelung after 
some four days.

“Ah! We are finally home!” a remark exclaimed by every single 
traveler that returns home when they step on their home soil 
after a long time away. However, after the cargo ship docked 
at the Port of Keelung( 基隆 ), this group of Taiwanese felt 
uneasy when they took their first step onto their homeland. 
It was as if they landed in an unfamiliar and strange place as 
they looked at the gloomy and grimy city with its dirty and 
unkempt streets. 

Tsung-yi was puzzled, “This is not the Keelung I remembered”, 
but he didn’t want to share his disappointment with Mei-chen. 
He rationalized himself into thinking that this chaos may be the 
result of the air raids during the war, or maybe this was what 
a transitional period looked like when an old government was 
being replaced by a new one.

The longshoremen carrying cargos, and the lower-level 
custom clerks helping the returnees with their procedures 
and paperwork, were all Taiwanese.  It was very awkward to 
hear them speak Taiwanese and Japanese mixed with the 
occasional Beijing dialect. There were a couple of pompous 
men from Tangshan( 唐山 ) sitting on the higher level seats 
behind the longshoremen and the clerks shouting loudly and 
giving orders to the Taiwanese workers.

Seeing what was happening, Tsung-yi was reminded of how 
the Taiwanese were treated by the colonial officer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clear distinction 
drawn between 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  
It seemed like, instead 
of the Japanese, the 
Tangshan men were now 
the new masters.

Mei-chen saw Tsung-
yi staring into the Port 
of Keelung with a bleak 
silence. She touched his 
elbow lightly and asked: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Is this the Taiwan Retrocession that we’ve been waiting for 
all these years?” He said.

That question brought about a thousand thoughts to their 
minds, but in the end, they lowered their heads and said 
nothing.

After asking around, they eventually learned that Tsung-yi’s 
father Bo-seng Lin ( 林茂生 )and the rest of the family were 
living in a quiet, spacious and modest Japanese housing, 
across from Tsung-yi’s old school, Taihoku Koto-Gakko School 
( 台北高等學校 which became Taiwan Provincial College of 
Education after WWII 師範學院 , and the present da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國立師範大學 ), in Nishikichō 1. 

The reunion was particularly blissful after the restless long 
wait. Tsung-yi’s grandmother, father, mother, brothers, Tsung-
cheng( 宗正 ), Tsung-jen( 宗人 ), Tsung-ho( 宗和 ), Tsung-
ping( 宗平 ), and Tsung-kuang( 宗光 ), and sister, Yun-mei( 詠
梅 ), were ecstatic to have Tsung-yi and Mei-chen home. Mei-
chen, being the first daughter-in-law to the Lin family, was a 
little nervous meeting everyone for the first time. Nonetheless, 
Tsung-yi’s youngest brother and sister, Tsung-Kuang and 
Yun-mei, quickly got acquainted with Mei-chen, and started 
chattering and playing with her. The parents also gladly 
welcomed Mei-chen to the family.

The joy of the reunion soon turned sour like hard liquor that 
was too difficult to swallow. On May 30th, 1946, the day 
Tsung-yi returned home, his father asked to talk to him in the 
backyard after dinner. 

The Story of Dr. Tsung-yi Lin
 5. Coming Home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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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ng-yi’s father briefly described what he saw in Taiwan in 
the past 8 to 9 months after the war. With a pained and wary 
expression while he smoked his water pipe relentlessly, he 
said, “Everything we’ve seen and heard in the past months 
was either signs for trouble or looming sufferings…… I cannot 
help but wonder whether I had hoped for the right things in 
the past”. 

“Is it really that bad?” After Tsung-yi carefully asked, his father 
started talking about the day, October 17th, 1945, when Yi 
Chen led his army to Taiwan through the shores of Kaohsiung 
and Keelung. There were crowds assembled by the shores to 
welcome the Chinese troops, but all they found were soldiers 
in rubber shoes, with woks, umbrellas, and bed sheets on their 
backs.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sank as they realized that 
they were ushering in stragglers and disbanded soldiers, who 
couldn’t even tie their shoes properly.

The takeover of Taiwan from Japan executed by Yi Chen( 陳
儀 ), the Chief Executive, was in fact a chilling loot. The way 
the corrupt and avaricious government officials extorted 
money from the people was astonishing to the law-abiding 
and dutiful Taiwanese. In less than a year, the inflation rate 
skyrocketed, and the commodity prices soared. The so-called 
Formosa, which used to have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suddenly found itself in impoverishment and food shortage.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anything 
except using different means to acquire the Five Tzu’s (五子登

科 ): gold (chin-tzu 金子 ), house (fang-tzu 房子 ), cars (che-tzu 
車子 ), women (nu-tzu 女子 ), and positions of power (wei-tzu 
位子 ).

“The situation is worse than what you can ever imagine. It 

is even worse than when the Japanese was in charge. I am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of Taiwan. Unless there is a miracle, I 
am afraid we have been reduced to second-class citizens yet 
again. Dark times...ay… dark times.”

Tsung-yi’s father seemed to have been mumbling the last 
few words to himself, which was followed by a long silence, 
accompanied only by the sound of the quiet bubbling from his 
water pipe. His eyebrows were knitted as he sighed heavily. 
Tsung-yi had rarely seen his father this solemn and depressed 
and although he was concerned, he didn’t say anything.

“You know, Tsung-yi, in the last 50 years, Taiwan was closely 
monitored by the Japanese, which turned Taiwan into a 
completely isolated island, “the Orphan of Asia”. And today, 
we are finally returning to the embrace of our homeland China. 
Taiwanese and Chinese came from the same ethnic line and 
had the same cultural background. However, these Tangshan 
people’s behavior and conduct, as well as their principles 
and methods, are beyond comprehension to the humble, 
deferential, and good-natured Taiwanese people.” 

Tsung-yi asked his father to elaborate further. “Tsung-yi, 
maybe we had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Han Chinese ( 漢民

族 ) for too long, and we didn’t realize that the Han Chinese 
and the Han culture are no longer the same as what we knew 
from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ancient books. Everything 
seems so terrible right now. From what I can see, I wonder if 
the Han Chinese has changed altogether?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way they act, the way they come across, 
and their attitudes at work. I can’t find the words to accurately 
describe my feelings…”

Tsung-yi’s father sighed deeply again, and closed his eyes, 
with an agonizing expression on his face. That was the first 
talk between Tsung-yi and his father after Tsung-yi returned 
from Japan, and it was all about the bitterness of having 
hopes turned to 
dust and ashes. 
Tsung-yi did 
not realize that 
waiting for him 
on the first night 
of his return 
was a long and 
sleepless night. 

1 Nishikichō 
is the area 
around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on 
He-ping East 
Road( 和平東

路 ) in Taipei Cit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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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早期本土畫家】

楊三郎 (1907-1995) 出
生於台北縣網溪村 (現今

新北市永和區 )，祖父楊

克彰是清朝貢生，父親楊

仲佐身兼詩人、菸酒商、

政治聞人三重身分，財力

雄厚和廣大人脈，能詩善

詞，精通園藝，由於文人

氣息深厚，特別喜好文人

雅敘、廣結仕紳。特別是

他精心所建造的網溪別

墅，遍植蘭菊，庭園五千

餘坪，花開季節，彩色繽

紛，清香撲鼻。加上主人

善解人意慷慨大方，因此與當時的文人雅士、達官顯要、名

流仕紳交往頗密。楊三郎即誕生於這座名聞遐邇的「網溪別

莊」。自幼便穿梭於花團錦簇之間與花、蝶大自然的佳景為

伍。雖然他們家住大稻埕，但這所別墅的藝術氣息，早已成

為他揮動彩筆寫生的標的了。

小時候，他曾讀過艋舺公學校 (今老松國小 )以及只有日本

人才可讀的末廣高等小學 (今福星國小 )。求學期間最有興

趣的科目是美術，常塗塗寫寫或是滿懷興致的利用課餘去別

墅描繪花草。從小喜歡看畫片，和小朋友的交往也常以圖畫

替代文字，稍長對繪畫的熱忱更是與日俱增。

在就讀小時，因往返學校與家裡的博愛路上，會經常經過一

家兼賣畫材的文具店，琳瑯滿目的陳列着美術畫作和用品，

櫥窗內經常陳列着鹽月桃甫的作品，深深的吸引起他每週必

駐足凝視一番。原來該店二樓的「京町畫室」有一位日籍畫

家鹽月桃甫 (1886-1954)，畫風帶有印象派的柔和，用色大

膽有野獸派的熱力、筆觸線條流利活潑及豪放、喜歡台灣原

始藝術之野性美及生命力、衣著古怪、為人頗有赤子之心，

畫畫開懷、教法也極開放，小小年紀的楊三郎深受感動，雖

無緣當鹽月的學生，但此一因緣竟然啟迪楊三郎走上繪畫之

路，為自己規劃編織了一個「當畫家」的美夢。他經常在牆

壁、黑板以及空紙上渲泄自己喜畫的性向，也常向大人們表

達想終身從事畫藝的心意，但他父親並不贊同他以畫家作為

專業。

小學四年級那一年，台灣暴發了類似霍亂的流行性疾病，學

校單位規定學生們自備玻璃瓶到校取藥，以便學子預先防治

不被感染，楊三郎在沖洗瓶子時，不意被水壓過強而沖得碎

裂，不慎被破裂的玻璃正中的刺進了右手中指，因草率包紮

了事，後因感染而潰爛不能再醫，在台大醫院將右手賴以使

勁的中指截指治療。楊三郎從此成為九指。父親仍然一心一

意希望他放棄當畫家，且對於繪畫材料的購買不予支持。但

楊三郎從小便意志堅定，他不但「心中自有主張」，斷指後

的他，對畫更是堅定不移，不改志向。

1923 年，十七歲時，楊三郎在家人反對他習畫的情形下，

因幫忙父親菸酒配銷工作，有了足夠的盤纏，便瞞著家人搭

上台灣的商船「稻葉丸」號船到日本，打算半工半讀習畫，

從此開啟了他一生以繪畫為志業的門扇。當船抵神戶，他就

近到了日本的文化古城京都，如願以償的考進了京都美術工

藝學校。但不儘如人願的，這所學校的性質偏重於實用美術，

且只設日本畫科而沒有心目中的西洋繪畫。兩年後，便轉入

了關西美術學院，原本打算半工半讀完成學業，後來獲得

家人諒解並給予經濟援助，雖然家中有所補助，但他仍然省

吃儉用，以便能多學些東西。將積存的錢增添顏料紙張，以

便寫生專用和幫助一些留日學生中，比較沒有後援的同道。

1927 年，官辦的第一屆「台灣美術展覽會」是日治時代台

灣文化界的一大盛事。當時楊三郎就讀關西美院三年級，以

一幅在哈爾濱時的作品《復活節時》如下圖，與李石樵、李

梅樹、陳澄

波、顏水龍、

廖繼春等名

畫家同時入

選，而且畫

作由官方以

75 元收藏。

這對於楊三

郎來說是莫

大的鼓勵。

楊三郎在

1928 年畢業

後回台，一

方面協助父親經營家業，另一方面與陳植棋、陳澄波等畫友

繼續精研畫技，一起提振台灣西畫的美術風氣，並為了進一

步充實自己的畫藝。

1929 年，他的作品

《靜物》如左圖，又

獲得台展第三屆特選

第一名，同時還入選

了日本春陽展 (日本

三大美術展覽會 )。

並與同時在日本留學

的許玉燕女士結婚。

文 /廖武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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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其中，絕無他法可取代」。關西美術學院的教授是由跟

東京美術學校的「外光派」的美術理念有所不同的人所結合

的。他們反對外光派及東京美術學校教授所控制的「帝展」，

並另組織「在野展」與此對抗。楊三郎受黑田重太郎 (1887-
1970) 及田中善之助 (1989-1946) 二位西洋畫教授指導，尤

其前者甚為重要，他是著名的西洋畫家，尤其對印象派、立

體派畫風有相當研究及吸收，楊三郎甚受其影響。在關西前

後研習畫藝，「技法」和「理論」大約是五年光景，接受十

分嚴謹的教學，特別重視基本功夫，所幸熱愛寫生，除了日

本老師的教學以外，他經常投身於大自然之中，再度吸收大

自然「活」的藝術教育。並開始學院外的發表及競賽。

遊學於法國的這段時間，並沒有進學校，亦不跟大師學習，

在美術館觀摩名作，接觸了巴比松畫派 (Barbizon School)
風景畫家柯洛及寫實主義領袖庫爾貝 (Gustave Courbet) 的
作品，使他更堅信 :「要成為偉大的藝術家，一定要努力

的觀察自然，描繪自然，因此，他一方面四處旅遊寫生。

他對 19 世紀法國著名的抒情風景畫家柯洛 (Jean-Baptiste 
Camille Corot) 的抒情優雅的風景畫嚮往不已。他對大自然

中的空氣流動與光影變化極為敏感，受到印象派代表人物

莫內 (Claude Monet) 的光彩和色彩表現產生感動，以敏銳

的感性去體會大自然的意境，及逐漸發展出以慧眼 (mind’s 
eye) 所捕捉到的自然。從自然寫實的繪畫 (外光派 )走向自

然感情的表現 (後期印象主義 )，可以說是楊三郎留學法國

後發展出來的風格。據於「變」並不能解決問題的藝術觀，

使楊三郎在往後的六十年間一直堅持著一貫的畫風。

楊三郎的繪畫作品以山林風景主題最多，其次則為靜物和人

物。喜作山林大自然之描寫，色彩鮮豔多變，帶有濃厚之法

國印象派情調，特重畫肌之效果。他酷愛印象畫風，將「光」

與「時間」帶入作品中，堅持以大自然寫實為主，來表現個

人繪畫風格與品味，強調抓住大自然的瞬間生命。他以色彩

來讚嘆大自然，歌詠人生。常用金黃色系的色調，因此作品

充滿大地生趣。楊三郎認為繪畫乃孕育自我對大自然的情感

和認知，故他一生走訪世界各地寫生不輟，以敏銳的感性捕

捉自然風光，筆觸隨興、自在奔放，用色層疊堆積，不拘泥

於細部描繪而追求大張力，所用色度，色面、以及量塊感的

控制，加以肌理、筆觸以及質地感的描繪與表現，是其作品

的迷人之處。也是他留法修習之後的強勁張力的擴散。

在繪畫的創作上，最令人讚嘆的是那份堅持的毅力和執著以

及作畫的精神，據他夫人許玉燕女士所述 :「他作畫，彩筆

十分浪漫，但心態極為嚴肅，同一地點，他可以連續三、四

年改個三、五年，畫室中常懸畫作，每天清晨即起，必需親

臨查視一番，總見到修改的痕跡，不到滿意絕不罷休，畫框、

畫布、調配、製作也從不假手他人。他執著於顏料的排列，

數十年來一成不變，所以養成習慣，幾乎只注視畫面而不看

色盤。好像他早已把色盤當成了音樂的鍵盤，只需用感覺和

心，便可任他遨遊於畫布上了。」而楊三郎治學的嚴謹從細

節便可窺知，許女士又說道 :「他畫雪景，必親臨阿拉斯加、

富士山旁，面對凝視數日揣摩，研究楓紅則去日本、加拿大

以及中國大陸，非把它們分清楚不可，剖析大自然景物確是

一絲不苟，但用彩卻又放肆開懷。」

1931 年是楊三郎一個重要的繪畫生涯轉唳時期，意氣風發的

他以三幅作品參展第五屆的「台展」遭到落選痛擊，這讓他

深深的思考自己在藝術上的不足。1932 年 6 月決定更上一

層樓，遠赴法

國深造。留法

期間，其作品

《塞納河》如

右圖，入選法

國秋天沙龍。

二年後帶回

一百多幅作品

回來，又得春

陽展與台展的

肯定，奠定了

他在台灣畫壇

的地位。1934
年 11 月 12 日，與陳澄波、李梅樹、陳清汾、顏水龍、李石

樵、廖繼春、立石鐵臣等八人，假台北鐵路飯店正式成立了

「台陽美術協會」，楊三郎得天獨厚的家世背景與眾望所歸

的領袖性格，自然而然被推為這團體的中心人物。此協會的

成立在台灣的美術史上意義重大，對於當時的藝術風氣確實

有領導的功勞，也奠定了台灣藝術文化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逼得所有活耀畫壇畫家都暫時冬眠。戰

後，台灣省行政長官，禮聘美術界先進們為咨議，楊三郎立

即被禮聘為咨議全權籌辦「省美展」，因此他與畫家郭雪湖

聯袂整合舊「台展」人馬組成「省展籌委會」。今天「省展」

之由來，依然是楊三郎運籌帷幄的人際手腕，因勢利導促成

的。從此之後，台灣藝壇有了正規的發表園地，評議及獎勵

也都上了軌道而有了制度，楊三郎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六十年以來，在台灣，藝壇能如此的蓬勃發展，他應該是居

首功，出力最大的代表人物。

在把台灣的藝壇導致正軌之後，楊三郎的心便放在提攜後進

的身上。推薦所有青年畫家參與各項美展，再推薦企業界有

心人士，去收藏那些選拔出來的優選作品，好讓年輕人可以

受到鼓勵、尊重和生活上無後顧之憂。當他在七十歲時失聰

之後，才真正的有了自己。耳朵不靈了，卻還有心、手和腦，

楊三郎依然神采奕奕地面對這世界，仍然時常和妻子許玉燕

女士風塵僕僕到世界各地寫生，足跡遍及美國、歐洲及日本。

尤其日本和台灣，因為近在咫尺，感情濃厚，只要有假日絕

不放過，當然他的妻子許女士雖作為他的代言及羅盤，但也

得到楊三郎的照顧，各處寫生畫材之中仍有部份是準備給她

使用的，攜手共遊，共同採擷大自然的最美、最善和最真。

楊三郎的繪畫深受日本外光派與法國印象派之影響，畫風崇

尚自然寫意。留日時雖誤闖京都而與東京美術學校無緣。但

京都這座文化古城，十分的富有中國的唐風，尤其是名山古

剎，幾乎是以中國古文物作為藍本，古樸、拙雅，應該是屬

於文人雅士最欣賞的寶地。四季分明，鐘靈毓秀，仙氣盎然，

尤其櫻花盛開或楓葉飄紅之際，夢幻似的景緻更任人益發奇

想，作為畫家的楊三郎豈能放過，他用心揮動彩筆去採擷大

自然的恩物，他始終誠信一個人若「置身於大自然之中，彼

此將不斷產生相互的交流和觸動，這種直接的體驗，非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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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指畫家楊三郎，一生毫無保留地追逐自然，以畫筆認真創

作，堅定地走出屬於自己的繪畫創作之路，創造了繪畫界的

傳奇，崇高的藝術理念與積極推動美術運動的貢獻，奠定了

他在藝壇上不可動搖的國寶級地位，也因為他的出現，使台

灣的畫壇更鮮活有力。

1991 年 7 月 25 日，楊三郎美術館開幕。1995 年獲中國文

藝協會頒發的中國文藝獎章榮譽獎章的油畫創作獎 :同年楊

三郎因肝炎而與世長辭，享年 89 歲。

圖一《玫瑰花》，大師專心

琢磨的的問題不在花卉，而

在構圖與色彩。畫面的構圖

穩定，色彩飽和清新。楊三

朗的靜物畫不多，這幅「磨

鍊」性質重於「描繪」的作

品，是一件佈局十分成功的

畫作。此幅畫作為楊三郎前

往德國前的作品。

圖二 《持扇婦人像》1934，是楊

三郎最珍愛的代表作。此畫是他

二十八歲時所作，作品是楊夫人

二十五歲時優雅神態，手持粉紅色

羽毛扇，身著黑絲大花衣裳，加上

暗紅色的背景，更加襯托出師母的

高雅的氣質。當然那傾斜一瞥的簡

潔又甜美穩健的顏面色調與筆法掌

握，應是此作最迷人的不常見表現

手法。

圖三《燈塔》1944，堅硬的岩

石對映跳躍的浪花，襯托出遠

方燈塔的光芒，整個畫面沉穩

平實，彷彿我們就和畫家一同

坐在岸邊欣賞美景。

圖四《迪化街口》1946，此作確是楊三郎一生重要的典型畫

作之一，不僅留

下了昔日永樂町

迪化街的繁盛景

致，而且更畫下

楊氏風格的語彙

面相。結實、嚴

整、洗練、純熟、

是畫作的構成要

素，更是楊氏的

風格標幟。

圖五《淡水河遠

望》，此主題為淡

水河流往觀音山一

景，是楊三郎最喜

歡外出作畫的景色

之一。畫中青綠的

山脈，近景的紅色

白色的帆船的配

置，創造出畫面的

空間感，在綠色色

系中一點紅，使畫

面鮮活起來，豪放而自在的筆觸充滿大自然的生命力。

圖六《台北舊街》1954，以厚

暖的色調和短筆觸表現出繽紛

斑駁的歲月痕跡。

圖七《五月花開》1980，此幅畫作乍看之下，由於右邊兩棵

紅葉樹種，常讓人以為是秋季景色。但此畫實作於春季。美

國中西部森林

樹種豐富，樹

葉的葉子也多

有不同，因此

春天從遠方看

的樹群偶爾會

讓人產生時間

飛逝的錯覺，

想必大師當時

一定也驚訝於

春天此地的景

觀吧 !

圖八《龍洞風

浪》1986，此

幅畫作是楊三郎

80 歲時所作，

生動得彷彿能聽

見浪花激盪的聲

音，奔放的力量

更將視線延伸到

遠景，讓人感受

到畫家寬闊的襟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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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背影》

1986，這幅畫作的

構圖取景是有些奇

特，畫面左邊所採

取的是一個不完全

正面之身，與對立

的背影之身，而且

一重色，一輕色，

前者色系重而彩度

低，後者色系輕而

彩度高，在構圖與

視覺上取得平衡效

果，以及凸顯對比

效果下膚色之美，

是一不常見的主題

取材表現。

圖十《塔山遠眺》1987，
此作顯現的色彩調和度極

佳，故有如一幅色彩樂章

的交響曲，尤其配上淡薄

紫黃色系的山頭和天空，

更使人有如入於秋聲之味

的山林交響曲樂中。高高

的紅褐樹枝幹頭，就像指

揮樂曲般地聳峙著大地。

山林、遠山對應著，譜出一首首令人思念又心怡的作品。

圖十一《巴黎街頭》1979，人生數度邂逅的巴黎花都，總是

忘情不了那街頭的徘徊。應是入冬深夜時刻吧!最為溫馨的，

恐怕就是公共電

話亭裡的「心語交

流」，因而冷冷森

森、淡白土黃的襯

景中，電話亭紅色

光景的熱力四散，

像是招呼著人們的

溫暖，更像是看護

黑夜的明燈者，這

或許是巴黎街頭的

心靈交會深境吧！

圖十二《古城河畔》1992，此

幅畫作為楊三郎出遊歐洲時寫

生的畫作，悠閒的午後，岸邊

的古典式建築，河上的小船及

近景的草地，讓人想要在此停

留，而草地上的鮮明的黃葉樹

木更有畫龍點睛之妙。

玉山 1991

高山瑞雪 1975

雪山之春  1978



Movie Schedule 電影時刻表

11:00 老鷹想飛 / Fly, Kite Fly!

12:40 灣生回家 / Wansei Back Home

15:00 太陽的孩子  
Panay: Children of the Sun

17:05
滿月酒 / Baby Steps

19:15
青田街一號 / The Laundryman

21:35
五星級魚干女  
Welcome to the Happy Days

15:00 我們的那時此刻 / The Moment

-- 導演座談會 Panel Discussion --

18:20
太陽的孩子  
Panay: Children of the Sun

20:35
愛琳娜 /  Elena

17:00 我們的那時此刻 / The Moment

19:20
五星級魚干女  
Welcome to the Happy Days

21:25
滿月酒 / Baby Steps

微電影
short film

微電影
short film

微電影
short film

微電影
short film

微電影
short film

微電影
short film

微電影
short film

不要殺我的蘿蔔 
Don’t Kill My Radish 

不要殺我的蘿蔔 
Don’t Kill My Radish 

Light & Dark

Light & Dark

後人類 / Post-Human

Behind the Scene

Taiwan: Scooter Nation

FRIDAY · JUN 10

SATURDAY · JUN 11

SUNDAY · JUN 12

Single Ticket 單場票價 

Adult 成人 (19+) $12 
Student 學生 1 & Senior 長者 2 $ 10 
Youth 未成年 3 (18-) $ 10

Special Deal 優惠套票 

3-Tickets Package 三場電影 4 $30

Tax included. Membership not included  
以上票價含稅；不含會員費

1 Student ticket holders must be 19+. Valid post 
secondary student ID required.  
學生必須年滿 19 歲，並出示有效專上院

校學生證。

2 Senior ticket holders must be 65+. Valid ID 
required. 
長者必須年滿 65 歲，並請出示有效證件。

3 Youth may only attend screenings rated PG 
and G. Membership not required. 
未成年觀眾只能觀賞分級為 PG 和 G 之電

影，不需會員證。

4 Please choose 3 separate screenings. 
請選擇三部不同場次的電影 。

   Except for youth ticket holder, everyone 
attending screening at the Vancity Theatre 
must present a valid Vancity Theatre 
Membership Card.  
The membership fee costs $2, and is valid for 
one year. 
除未成年觀眾以外，所有觀眾須出示有效

溫城戲院會員卡以進入戲院。 

會員費為 $2，有效期一年。

Ticket 票價

FILM FESTIVAL

Ticket Location 購票地點

Vancity Theatre 溫城劇院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台加文化協會 8853 Selkirk St. Vancouver

Online 網上購票 :www.twff.ca

Venue 活動地點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Centre 
(VanCity Theatre)

1181 Seymour St, Vancouver
MAP

溫哥華台灣電影節
Vancouver Taiwanese Film Festival

10th annual · 2016第十屆

電影節抵加！
TWFF 2016 is here!

大家要 

來看我嘿 ~

Panel Discussion 導演座談會

主題 / Topic:  
電影如何反映與見證社會變遷並影響世代 

How Films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Society 
and Influence the Generation
主持 / Moderator: 黎拔佳 B.C. Lee
貴賓 / Panelists:  
朱詩倩	Michelle Chu 
台灣紀錄片導演， 

《我們的那時此刻》監製 

Taiwanese Documentary Filmmaker,  
Producer of The Moment

洪馬克	Mark Ang 
台灣新銳導演，「百大影展」計劃發起人 

Taiwanese Filmmaker

Dorothy Woodend 
DOXA 紀錄片影展總監 Director of 
Programing, DOXA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時間 / Time: 
6 月 12 日 (日 ) 15:00《我們的那時此刻》

放映後

Sunday June 12 at 15:00  
(after the screening of The Moment)



Movie Info 電影簡介

《太陽的孩子》

導演：鄭有傑、勒嘎．舒米 

主演：阿洛．卡力亭．巴奇辣、吳燕姿、林嘉均

「但願太陽底下每一個孩子，都能用自己的語言、大聲

唱自己的歌。」

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為了阻止祖傳的土地被開發為觀光

景點，單親媽媽巴奈決定與族人們一同重振部落。儘管

面對各種挫折與考驗，她用溫柔且堅定的力量，讓下一

代看見永不放棄，守護家園的決心，更陪伴孩子找回身

為原住民的根源與榮耀。

《灣生回家》

導演：黃銘正

「我是日本人，但台灣才是我的家鄉。」

日治時期，出生成長於台灣，卻被強迫返日的「灣生」，

超過一甲子的思念與等待後，終於在古稀之年回到心中

的家鄉。歷經十二年紀錄尋訪，五年拍攝製作，《灣生

回家》動人地訴說著回憶的力量，以及家鄉在心中無可

抹滅的位置。

《滿月酒》

導演：鄭伯昱 

主演：歸亞蕾、鄭伯昱、Michael Adam Hamilton

「如果你不是同性戀，就會有一個正常的家庭！」	

「什麼是正常的家庭！？」

丹尼的保守母親不願接受他是同性戀的事實，不斷催促他成

家立業、傳宗接代。而丹尼卻希望透過代理孕母，與他的同

志伴侶泰德共同養育孩子，不過各方問題卻接踵而至。受到

李安導演《囍宴》的啟發，《滿月酒》是一段關於家庭與和

解的故事，且看愛的力量如何勝過世代歧見。

《我們的那時此刻》

導演：楊力州 

旁白：桂綸鎂

「這是一封，用五十年光陰，寫給台灣的電影情書。」

紀念金馬獎五十週年，透過 51 部電影的鏡頭，製作成一

部寫給各世代影迷的「情書」。它不僅捕捉了台灣的電

影史，更呈現出當代的社會變遷，與各世代的回憶。讓

我們再次體驗多年來電影所帶來的感動，以及每個扣人

心弦的片段；透過銀幕，重溫經典電影的難忘時刻。

《老鷹想飛》

導演：梁皆得 

旁白：吳念真

「自然環境並不屬於我們人類，我們要學習與生物分享

整個土地。」

由台灣猛禽研究會製作，跟隨「老鷹先生」沈振中老師，

踏上一段長達 20 年，走遍全台的旅程，追蹤台灣僅存的

兩百隻黑鳶。透過這些珍貴鳥禽的困境，記錄台灣快速

的都市化變遷，農藥過度使用等議題，期望喚起民眾愛

護環境，保育自然生態的使命感。



《青田街一號》

導演：李中 

主演：張孝全、萬茜、隋棠

「我們不只幫人洗衣服，還幫人清除人生裡的汙垢。」

有間洗衣店，可以洗掉生命中任何的髒汙。店裡專顧的職業

殺手「青田街一號」經驗老道又殘忍無情，卻被眾多冤魂糾

纏地莫可奈何。透過靈媒林香幫助驅鬼的過程中，卻捲入了

更大的謎團。殺手冷酷的心似乎漸漸激起了人性的火花，這

對他來說，究竟是救贖亦或是劫數呢？

《五星級魚干女》

導演 : 林孝謙 

主演 : 柯佳嬿、周厚安

「你們沒有把這裡當成營業場所，你們把它當成家。」

一個超級宅女，和一位帥氣外國背包客。這對非比尋常的

夥伴，將如何撐起一間近乎荒廢的溫泉旅館，同時發掘出

跨時代的浪漫秘密呢？《五星級魚干女》用漫畫般的誇張

手法、幽默逗趣的笑料、濃厚的復古色彩和北投溫泉的地

方特色，帶給您一段歡樂難忘的假期。

《愛琳娜》

導演 :林靖傑 

主演 :陳怡蓉、莊凱勛、莫子儀

「女兒是爸爸前世的愛人，妳的名字就取做『愛琳娜』」

出身平凡，四處打零工的愛琳，意外地成為了小提琴老師。

嚮往浪漫歸宿的她，與單親計程車司機廖俊明，和夢幻情人

富二代 Kevin，都碰撞出愛情的火花。看這群在現實中受挫，

為生活汲汲營營的小人物，如何以夢想、志氣與愛情，讓苦

澀的人生開出亮麗花朵。

從 2007 年夏天至今，溫哥華台灣電影節已經邁入了十週年的里程碑。這無疑是對台灣電影在海外推廣的一個肯定，也是讓台

灣藉由電影為媒介迎向國際的見證。回顧十年來，溫哥華台灣電影節除了致力於台灣電影的推展，以及藝術、文化、歷史、觀

光等各方面的交流外，同時也陪伴著無數的觀眾經歷每一部電影最美好的那一刻。而今年的溫哥華台灣電影節也將帶領觀眾，

再一次體驗這些年來電影所帶來的感動，以及每一個扣人心弦的時刻。

恰逢溫哥華台灣電影節十週年之際，特此呈現《我們的那時此刻》記錄片。它不僅記錄了過去五十年來曾引領風潮的台灣電影

作品，更真實地呈現出台灣近代所經歷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等變遷。大時代環境影響了電影，而電影又影響了世世代代的人；

這是一部關於電影的故事，一部關於台灣的故事，也是一部關於在台灣生長的各世代你我的人生故事。

「這是一封寫給電影的情書。這是一部拍給你看的電影」

藉由《我們的那時此刻》，溫哥華台灣電影節要謝謝所有的觀眾， 

謝謝你們十年來的支持，謝謝你們讓台灣電影登上溫哥華國際劇院， 

謝謝每一位愛電影、愛台灣的你！

十年前的那時，十年後的此刻。
溫哥華台灣電影節將帶著觀眾走過台灣電影過去的點點滴滴，一起重現當時老戲院裡帶給人們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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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台灣電影節十歲了。  

作為首屆策展人，沒想到十年前的一念，沿展至今。從播種，

執行到開花結果， 見證了創意，理想，團隊合作與交棒的成

功典範。  

憶想十年前，帶著一群 UBC 熱愛文學與創作的大學生，篳路

藍縷，從零開始， 把大學生性質的社團活動，上升到社區與

文化深耕的視野，初試啼聲，引起諸多 迴響，一年年地茁壯

成長，形成常態性的電影節活動。可謂十年磨一劍，過程中 
的確累積相當的文化養分和能量。  

每年策展的內容，都體現台灣當前獨立電影的內容，發掘年

輕，獨特，新路線與 視角的短片、劇情片和紀錄片。今年第

十屆的台灣電影節，總共邀請八部片子， 包括劇情片【太陽

的孩子】 、 【滿月酒】 、 【青田街一號】 、 【愛琳娜】 、 【五

星級魚乾 女】，以及【灣生回家】、【我們的那時此刻】和

【老鷹想飛】三部紀錄片。  

論內容，今年劇情片片單偏向溫馨喜劇小品，紀錄片方面多

為中生代導演的新作， 包括回顧台日歷史縮影的【灣生回

家】，捕捉台灣電影史的【我們的那時此刻】 和追錄台灣黑

鳶生存困境的【老鷹想飛】。  

【老鷹想飛】是由長年關心生態環境的藝術家何華仁策畫，

生態攝影大師梁皆得執導，歷經 23 年長期追蹤 "老鷹先生 "

沈振中的足跡，思索台灣黑鳶長年來消 失的原因和台灣生態

環境的窘迫與反省。  

在台灣城鄉之間，或溪流或海邊，都是黑鳶棲息、覓食和活

動的所在，黑鳶會到 垃圾場覓食，撿拾人類丟棄的物品作為

築巢的材料，這是黑鳶和人類共存的佐證。 然而從 80 年代

起，黑鳶數量急遽驟減，目前只維持 500-800 隻的數量。  

【電影筆記】

評台灣電影節系列作品 - 老鷹想飛 

文 / 范琪偉  

片中的主人翁沈振中是一位生物老師，最初發現老家基隆老

鷹大量銳減，調查結 果發現是大量的土地開發侵襲了老鷹棲

息地，在一次次發現老鷹不斷死亡之後， 他最終毅然決然

辭去工作，開始追尋老鷹足跡，並出走到國外作田野調查，

二十 年期間，沈振中立志為老鷹作傳，默默守在各個角落，

安靜地等待那飛越天際的 翅膀，經年累月，老鷹先生守候的

行徑感動許多愛鳥的保育人士，形成一股強大 的守護老鷹的

行列。  

導演梁皆得曾經提到，跟拍沈振中的 20 多年，時間的跨度

也拉大了情感的韌性， 讓人不由得去思考沈振中的信念，宛

如苦行僧，孤獨地觀察老鷹，他曾經裸身郊 野，赤足於城市，

一邊觀察老鷹，一邊過著自己的實驗生活，對於老鷹先生來

說， 他或許已經了悟了許多意義，內心世界早在天際滑翔。  

老鷹盤旋，迴旋出歲月的沉澱，也加大了技術上的革新，光

是攝影器材就跨度 了 16 釐米膠捲到數位攝影，見證影像技

術的革命，有如一隻隻老鷹在天空自 在翱翔，霸氣和悠然兼

具，最終引人反思人類自我中心，過度發展引起對其 他物種

的滅絕，觀後深刻反省，引領人們回到最原始，最真切的心

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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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文化教育與芳療手作，業餘仍醉心筆耕不綴。



27認識台灣 ·

奇萊主峰立拔於雲浪之上

石門山頂，觀日群聚。北石門山遠處遙望。

雲海翻滾蕩人心

五月合歡山的杜鵑粉白嫩紅動人

合歡山五月杜鵑

五月，位於台灣中部合歡山群峰像大觀

園，高山杜鵑等有緣人來賞。

即便是已近初夏，海拔 3000 公尺以上的

高山，寒意還是逼人。摸黑上山，停留

在石門山登山口附近，我和許多人一樣，

裹著羽毛衣，在暗夜裡守候第一道陽光。

佇立終宵，遠處的黑色奇萊山脈後面，

曙光正撥雲緩緩升起。日出、雲海、高

山、杜鵑，不斷翻頁的幻化景象快過喉

尖欲呼的驚歎，只好讓此起彼落的鏡頭

咔嚓咔嚓地沈默代言。

浪捲群峰起，初陽染雲飛；心魂隨山繞，

滿谷杜鵑回。

圖文 / 張幼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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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台灣美食 ·

Bawan
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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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北美洲台灣婦會
加州分會提供食譜）

材料：

西谷米	 	 14盎司

地瓜粉	 	 3	–	5大匙

油蔥酥	 	 2大匙

豬肉（夾心肉，切薄片）	 ½	磅
熟筍絲（切1吋長小段）		 4盎司

香菇（泡軟，切絲）	 	 4-5朵

醃肉料︰

醬油	 ½		 ½大匙
糖	 ½		 ½小匙
鹽	 ½		 ¼小匙

米酒	 	 1小匙

五香粉	 	 ½小匙
白胡椒	 ½		 ¼小匙

淋醬：蒜蓉水、醬油、甜辣醬、碎香菜依序加上。

做法：

1.豬肉加入醃肉料拌勻，放冰箱1小時。

2.醃好的豬肉加入筍段、香菇及油蔥酥拌勻成餡，約略分

8-10等分。

3.泡水的西谷米盡量攪拌去除顆粒，如果太稀，可酌量加地

瓜粉成醬糊狀的粉漿。

4.取醬油碟子或肉圓模型抹一層薄油，放入作法3的粉漿平

整碟面。

5.加入作法2的餡（約十分之一的量），再用麵糊蓋滿，重

複作8-10個。

6.將作法5逐一放入蒸籠，（可分幾次蒸）用中大火蒸10-12

分鐘。

7.蒸好的肉圓等涼後，手指沾點油再輕輕的取下。

8.食用前可微波加熱，用低的溫度1-2分鐘。分別加上淋

醬。

註：做好的肉圓用塑膠袋分別包，可冷凍儲存。

簡易自製油蔥酥

材料：

乾碎洋蔥	 	 2大匙

油	 	 2大匙

做法：

1.將乾碎洋蔥、油，同時放入小鍋中（比例是1：1），用小

火加熱，慢慢不停地攪拌，讓洋蔥均勻地變色。當洋蔥成

金黃色，立刻將鍋子拿開爐子。

2.冷卻後，裝入小瓶，儲藏在冰箱，隨時取用。

註:	乾碎洋蔥Dehydrated	Chopped	Onions或Onion	Flakes在

Grocery	Stores可買到罐裝。傳統用的紅蔥	(shallots)

亦容易買得到，只是要剝皮，切碎，其他作法同上。

Note: Dehydrated chopped onions or onion flakes is available 
from grocery stores. They come in jars. Shallots with 
skin removed and chopped, can also be used for this 
recipe.

Ingredients:
14 ounces tapioca pearls 
 (soak in 3 cups water over night)
3-5 tablespoons sweet potato flour
2 tablespoons fried shallot flakes
½ pound pork (thin slices)
4 ounces cooked bamboo shoots
  (1 inch strips)
4-5  dried shiitake (soak soft, dice)

Pork Marinade:
½ tablespoon soy sauce
½ teaspoon sugar
¼ teaspoon salt
1 teaspoon rice wine
½ teaspoon five spice powder
¼ teaspoon white pepper

Preparation
1. Marinate pork, stir to coat meat evenly, and refrigerate for 

one hour.
2. Mix together the marinated pork, shiitake, bamboo shoots, 

and fried shallot flakes in a separate bowl to make the 
filling. Divide into 8-10 portions.

3. Stir the presoaked tapioca pearls until all pearls dissolve. 
Add sweet potato flour as needed to achieve a thick pasty 
consistency.

4. Grease or oil soy sauce dish or shallow round dish (3-4 
inches in diameter), spread a layer of tapioca paste (#3) 
over dish.

5. Add one portion of filling from step 2 over the paste from 
step3 in the middle of the dish and cover the filling with 
more paste. Make sure that filling is completely covered.

6. In a steamer add water ½ full to the bottom of the pan. 
After water boils, place prepared soy sauce dish into 
steamer. Turn heat to medium high, cover lid and steam 
for 10 to 12 minutes.

7. Wait for Bawan to cool, then remove very carefully with 
oiled hand to prevent Bawan from breaking.

8. Gently reheat at low power for 12 minutes in the microwave 
oven before serving. Garnish separately with garlic water, 
soy sauce, sweet chill sauce and cilantro in that order.

Note: Left over steamed Bawan can be wrapped separately 
and frozen for future use.

Homemade Onion Flakes
Ingredients:
2 tablespoons dehydrated chopped onion
2 tablespoons  oil

Preparation:
1. Add oil and dried chopped onion (same quantity for each) 

into a pan, turn to low heat, stir constantly, until onion 
turns golden brown evenly. Remove the pot away from 
heat.

2. When onion mixture cools off completely, pour into a jar 
and store in refrig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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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ouver
Century Chiropractic Clinic崴傑脊椎骨科
#204-2786 West 16th Ave
7667 Nanaimo St./604-678-9967
Corner 23萬巒豬腳
4008 Cambie St./604-879-8815
Dustin Tour & Travel Inc. 藍天旅遊
8881 Selkirk St. Vancouver
Grace Noodle House恩加麵廠
#6-9079 Shaughnessy St./604-322-3538
Greater Vancouver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7663 Nanaimo St./604-688-3738 
Huang's Beef Noodle Shop 老黃牛肉麵
6940 Victoria Dr./604-324-8884
Hsin Framing $ Moulding 欣欣畫框
#103-8828 Heather St./604-336-6938
Love My Smile 愛我微笑牙醫診所
8307 Oak St./604-647-6453
T. Flamingo Hair Salon 千鶴髮廊
8538 Granville St./604-879-7211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台加文化協會
8853 Selkirk St./604-267-0901
Vancouver Formosa Academy 
溫哥華東寧書院
5621 Killarney St./604-436-2332
碧瑤美髮
3580 Fraser St/604-876-6438
Killarney Community Centre
6260 Killarney St
Mapole+Oakridge Community Centre
990 W 59th Ave
Kalvin’s Szechuen Restaurant 松林居
5225 Victoria Drive/604-321-2888
Green Club 綠色文化俱樂部
185 W.Woodstock Ave/604-327-8693
Wang’s Taiwan Beef Noodle House
王記台灣牛肉麵
3250 Cambie St/604-872-3618
天仁茗茶
550 Main St/604-684-1566
加拿大多元文化活動中心
537 Main St/604-638-3493
Modern Dental Clinic 現代牙醫診所
#320-5655 Cambie St/604-263-8413
TUNN EX 我愛我車
 #20-970 SW Marine Dr./604-263-9533
鵬程教育學院
2027 W 42th Ave./604-263-8586
MPM多元數學教育中心
3036 W 41st Ave./604-266-6762
國際畫廊International Arts Gallery
#2083-88 West Pender St, International 
Village Mall/ 604-569-1886
Flamingo House Chinese Cuisine紅鶴酒家
7510 Cambie St/ 604-325-4511
Taipei Dim Sum Food Ltd台北點心麵廠
7109 Victoria Dr/ 604-322-5088
La Cuisson Cafe老桂松咖啡坊
2050 41st/ 604-558-2589
Kindom Photo
3263 W Broadway/ 604-737-6839
McDonald Realty Kerrisdale麥當勞地產
2105 W38th Ave
Broadway Dental Plaza
601 W Broadway

Champlain Herghts Community Centre
3350 Maquinna Dr.
Bubble World大頭仔
3377 Kingsway/ 604-451-7658
XO Tours Canada新聯華假期
600-1788 W. Broadway/ 604-738-6188
Sunrise Community Centre
2620 E Hastings St./ 604-717-3584
Renfrew Community Centre
2929 E 22nd Ave/ 604-257-8388
Killarney Community Centre
2929 E 22nd Ave/ 604-257-8388
Kensington Community Centre
5175 Dumfries St./ 604-718-6200
Ridge Dental 謝佳紋牙醫診所
3018 Arbutus St./ 778-903-1590
Formosa Travel Ltd 大華旅遊
102-3399 Kingsway/ 604-606-0636

Burnaby
Beautiful Island 風信子
#1-4648 Imperial St./604-438-0258
Chinese Taoism Kuan-Kung Association 
in Canada加拿大中華道教關帝協會天金堂
3426 Smith Ave/604- 568-9880
Garden Village Church 園鄉教會
4950 Barker Cres/604-433-7711
台芳麵點 (麗晶廣場)
#1108-4500 Kingsway/604-655-2187
Pearl Hot Pot 珍珠小火鍋
7154 Sperling Ave/604-516-0238
Sasaya Restaurant 全州豆腐鍋
7538 Royal Oak Ave./604-433-3652
Signet Tours 超值旅遊
2F, 4705 Hasting St./604-688-9881
Burnaby Library HighGate Location/ 
Tommy Douglas
7311 Kingsway
No. 1 Beef Noodle House 京園牛肉麵
4741 Willingdon Ave/604-438-6648
Dr. Wayne Niou 牛家庭醫師診所
4500 Kingsway/604-436-1231
Lion Travel 雄獅旅遊(麗晶廣場)
#1323-4500 Kingsway/604-438-6578
Alpine dental Clinic 愛盼牙醫診所
4881 Kingsway /604-437-0655
Seeds for Kids Language Art
種子中文教室
7782 Royal Oak Ave /604-338-3978
Burnaby Library McGill Branch
4595 Albert St
珍珠小館Pearl House
7152 Sperling Ave/ 604-522-3177
XO Tours Canada新聯華假期
#1823-4500 Kingsway/ 604-899-8886
Nature's Essence永信健康食品
#1309-4500 Kingsway/604-451-9377
Lilly CP Chen Ltd李金萍會計師
#603-4538 Kingsway/604-438-7575
Library - Bob Prittie Metrotown Branch
6100 Willingdon Ave/ 604-436-5400
Caritas 9 Coffee Roasters
#104-7655 Edmonds St./604-553-0316
Fondway Cafe
4462 Beresford St./604-283-6997

Richmond 
Century Chiropractic Clinic崴傑脊椎骨科
#118-5811 No. 3 Rd./604-678-9967
Delicious Cuisine 一品怪廚
100-7911 Alderbridge Way
Jen's Hair Salon 任太美髮
7080 No. 4 Rd./604-241-7463
Kuohua Trading Co. Ltd. 國華台灣食品
#120-4551 No.3 Rd./604-276-8858
Lansdown Canada Post
942-5300 No. 3 Rd.
Maxeme 醫車坊
2-2300 Simpson Rd./778-881-9988
Memory Corner 有香
6900 No. 3 Rd./604-362-4442
Richmond Public Library
100–7700 Minoru Gate/604-231-6432
Snack King Eatery 美食美客
2280-8888 Odlin Cres./604-362-4442
Upopia Travel Inc. 富邦旅遊
#2180,8766 McKim Way/604-248-1433
Vance Financial Group 吳麗珍投資理財
604-779-2268
Youneed Enterprises Ltd 高登健康生活館
#130-4231 Hazelbridge way
778-895-8116
Yuan Hai Frames Manufacture & Art 
Gallery 源海畫框畫廊
#148-11180 Coppersmith 
Place/604-272-3558
Minoru Aquatic Centre
7560 Minoru Gate, Richmond
長宏食品
1068-8700 Mckim Way/604-207-1678
12 Baskets Nutrition & Health Co.
12籃健康食品集團
6600 No 3 Rd./604-270-7831
Pearl Castle Café 圓香生活餐飲
1128-3779 Sexsmith Rd./604-270-3939
Carrie Travel Ltd.凱麗假期	
(Aberdeen Square)
2315-4000, No 3 Rd./604-231-0580
施坤郎 BC省註冊中醫師 
Unit 177-8171 Ackroyd Rd./604-273-3993
L.A. Chicken
160-11780 Thorpe Rd./604-278-4737
美廉食品公司
150-13911 Maycrest Way/604-273-1365
Cafe Savoureux 
#1326-8368 Capstan Way/604-207-2589
Soul Natural Holistic Medicine
陳昶仁	漢醫師
1355-8888 Odlin Cres/ 604-261-8313
Dinesty Dumpling House聚
#160-8111 Ackroyd Rd
#2788 - 4151 Hazelbridge Way
604-303-7772/ 604-303-9998
Riva莉坊髮型美容工作室
1038-8700Mckim Way/ 604-232-1119
慈愛藥房
125-4940 No. 3 Rd/ 604-303-7474

West Vancouver
West Vancouver Memorial Library
1950 Marine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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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Westminster
New Westminster Library
716 6th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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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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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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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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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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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tario
長青學苑
#6-3680 Victoria Ave., N York
416-497-3331

Other
大溫地區台灣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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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閱點免費贈閱

郵寄付費訂閱

加拿大國內每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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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
台加文化協會
「說不完的故事」
歡迎舊雨新知一起來通過故事	
加強台文表達與讀寫的能力	

6月3日起逢週五	10:30AM-12:00PM	
地點:	台灣文化中心	文創室	
查詢:	台灣語言協會

李贊星會長	604-688-0500

綠色文化俱樂部
6月4日至5日兩天一夜，林聖哲老師導

覽：卑斯省瀑布湖泊、淘金史
蹟、荒野高山生態旅遊

6月5日(日)上午十時，本拿比山松雞與
黃鶯鳥生態解說

6月9日(四)上午十時，居家修繕講座：
電力維修DIY

6月10日(五)上午十時，溫哥華太平洋
精神森林免費解說

6月11日(六)上午十時，北溫哥華蚊子
溪森林生態解說(午後菲律賓
節)

6月12日(日)上午十時，溫哥華市豪景
社區歷史建築解說(午後義大
利節)

6月13日(一)下午三時，溫哥華植物園
樹木花卉免費導覽(需門票)

6月16日(四)上午十時，時勢分析講
座：國際與兩岸、人類歷史文
明探討

6月17日(五)下午三時，溫哥華市福溪
歷史與綠色建築解說(午後龍
舟節)

6月18日(六)下午七時，列治文市愛歐
娜海灘黑鸝與燕鷗生態解說

6月21日(二)上午十時，溫哥華鱒魚湖
樹木與歷史建築解說(午後原
住民節)

6月23日(四)上午十時，西洋藝術賞析
講座：馬德里美術館巡禮

6月25日至26日兩天一夜，溫哥華島雨
林、海膽海葵海洋生態旅遊(
及時報名)

6月26日(日)上午十時，高貴林市聚落
農場野鳥生態解說

6月27日(一)下午三時，溫哥華植物園
樹木花卉免費導覽(需門票)

6月28日(二)上午十時，古文明探索講
座：墨西哥二千年歷史金字塔

6月30日(四)上午十時，歷史詩詞文學
賞析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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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時，北溫哥華西摩水
源地米湖生態解說(黃昏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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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有二十多次，在溫哥華都會區各
市鎮，義工免費領隊：社區與公園健康
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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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松齡會
6月4日(六)10:00am
講題:教育部推行台語標準化的現狀
講者:李贊星會友
下午活動:慶生會,自由談
慶祝端午節,每位會友可領取2顆粽子

6月11日(六)10:00am
講題:漫活
講者:章旭輝(101大樓建築師)
下午活動:卡啦ok

6月18日(六)10:00am
講題:預防老人跌倒
講者:黃威傑醫師
下午活動:賓果遊戲

6月25日(六)10:00am
講題:如何開發你的正能量
講者:修摍&修劭法師
下午活動:欣賞「鄉遊札記」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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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哥華台灣客家會
2016年端午節戶外聯誼會
6月5日(日)	10:00AM	-	4:00PM
地點:	Riverfront	Park

2750	E	Kent	Street	St,	
Vancouver,	BC

費用:	會員10元，非會員15元

自從上次以天穿日之名，在春節期間2
月28日舉辦了新春團圓餐會，匆匆三個
月即將過去了，在春暖花開的季節裡，
本會將於端午節前再次舉辦一日的郊外
活動，共同慶祝有粽子的端午節。會裡
將準備便當美食、水果、飲料及伴手禮	
“粽子”	。同時有多½遊戲等著大家
來聯誼，會由理事們帶動鄉親一起玩遊
戲，互相交流，藉此增進彼此的感情，
當然也會準備獎品等您來挑戰。

報名:	
會長			張麗娜	604-261-8966				
副會長	蔡雲瑞	778-386-9800

彭康緯	604-738-9369				
理事	
陳振誠	604-474-2268
戴秀娥	604-279-0222
林瑞綉	604-566-0886
鍾伯林	604-420-8979
劉士榮	604-889-5261
邱		白	604-828-8661
彭淑鶯	604-274-8648
葉順源	604-588-6688
余秀貞	604-599-7260
黃玉琴	604-363-2889

卑詩省台灣商會
TCCBC	Gala	Dinner
6月5日(日)	5:30PM
主持:	James	Kao	&	Jared	Hsieh
地點:	Fairmont	Waterfront	Hotel
費用:	每人$150	(包稅)
網址:	http://tccbc.ca/events-

seminars/seminar-and-events-
register

台加文化協會
台加盃桌球邀請賽
報名時間、比賽時間：
Level	3(<600)
6月11日，6月9日報名截止
Level	2(<1200)
6月18日，6月16日報名截止
Level	1(>1200)
6月25日，6月23日報名截止

參加資格:	台加之友(台加會員,桌球社
社員,或二者之一推薦)
報名費：每參加一個層級，加幣$20。
比賽地點:	台加文化協會桌球室
報到時間：09:00AM以前完成報到，逾
時棄權，恕不退費。
午餐:	供應便當。素食請先報備。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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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制度:	以個人報名參加單打。單打
賽後，可自行配對或抽籤配對，進行雙
打。每個層級，最少四人，最多24人。

獎品:	單打冠、亞、季軍，雙打冠、亞
軍一個月內發給刻有優勝者姓名的獎座
(trophy)

其它比賽規則詢問：	
詹元稹	604-581-6191	
jan11557@yahoo.com.tw

法鼓山溫哥華道場
◎	禪一	
6月12日(日)	9:00AM-5:00PM
具有初級禪訓班基礎者，請事先報名。

◎	中文初級禪訓班	
7月6,13,20,27日(三)	9:30AM-12:00PM
四堂課完成基本的禪修方法和觀念的學
習，適合初學者。請事先報名繳費。

◎	大悲懺法會	
7月9日(六)	9:30AM-12:00PM
為家人親友和世界人民祈福，凝聚大眾
的善念，回向全球人士，平安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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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拿比園鄉教會
好厝邊台語團契
古典兒童音樂欣賞
6月12日(日)	1:30PM
地點:	Garden	Village	Church

4950, Barker Crescent
Burnaby, BC

費用: 成人$10, 小孩免費

特色：
Debussy:Children's	Corner
Bizet:Jeux	d'enfants
Ravel:Ma	mere	l'Oye	(Mother	Goose)

欲知詳情請電郵: Jeff Tseng
jeftseng223@gmail.com

溫哥華世紀扶輪社
台加文化協會
講座:	新能源:鋰電管理系統
講師:	Alex	Pui
6月14日(二)	7:15PM
地點:	台加文化協會

人類文明的發展，源於智慧，可以創造
及使用工具，這個過程，不單單為發明
者創造財富及名譽，也為社會甚至整個
人類創造文明。而在工具的發展過程
中，最大的瓶頸是能源。人類要飛上天
空，飛機是工具而機油是能源，這些都
是必需的。

雖然是必需的，但也往往因為原來的發
展，未對它的副作用充份了解，而今天
出現了變成反文明的工具，例如石油的
使用而產生的溫室效應，遠遠超出人類
可以承受。短視的政府又往往顧左右而
言他、希望在他任內—切平安。

所謂新能源，就是尋找替代能源、我們
更理性地追求一個平衡、更追求其長遠
持續可發展性質。我所從事的鋰電管理
系統是新能源發展的一部份、希望能透
過這次交流，向大家介紹目前的情況及
未來的趨勢。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50週年演講餐會
6月18日(六)	2:00PM-10:00PM
地點:	Delta	Burnaby	Hotel	and	

conference	centre
原Grand	Villa	Casino
4331	Dominon	Street
Burnaby,	BC

票價:	$100

活動流程:
2:00PM	-	4:00PM	彭文正教授演講

壹電視〈正晶限時
批〉主持人

4:00PM	-	4:30PM	休息咖啡時間
4:30PM	-	5:30PM	台灣圓桌會議
出席:	加拿大國會議員		BC省議員

加拿大同鄉
主持:	Anne	Kang				Burnaby市議員
翻譯:	Katrina	Chen	Burnaby學區委員
6:00PM	-	10:00PM	同鄉會50週年晚宴

購票請洽以下理事:
江文基	604-616-6038
房世伶	604-876-7538
郭俐雯	604-738-8225
周禹希	604-762-6296
江許山	604-365-8059
陳昶仁	604-261-8313
張博勝	604-961-6836
施素密	778-317-3836
王克仁	604-836-1383

加西台灣藝術家協會
會員郊遊聯誼活動
6月26日(日)	11:00AM-4:00PM
地點:	亞太養菇農場	
交通:	會員自行安排Carpool
食物:	採pot-luck方式，會員自帶食

物，(食物:香腸、粽子、水果、
飲料由協會部分補助)。

活動內容:	參訪亞太農場、燒烤、寫生
及卡拉OK

感謝亞太農場主人侯董夫婦提供亞太養
菇農場場地，讓本協會會員在暑期中大
家可以歡聚聯誼。	

溫哥華遠道合唱團
溫哥華遠道合唱團32週年年度演唱會
『百年歌謠		千年詩詞		A	Hundred	
Years	of	Song,	A	Thousand	Years	of	
Poetry』
7月2日(六)7:30PM
地點:	Vancouver	Playhouse	

600	Hamilton	Street
Vancouver

票價:	$15

每年遠道合唱團皆舉辦年度音樂會，將
一年辛勤練習的成果呈現給熱愛合唱藝
術的各界人士，自從1984年成立以來三
十二年來從未間斷。該團一向以本著對
合唱藝術純真樸實的愛好、藉音樂陶情
養性以及認真學習的態度為榮為傲。

每年遠道都排練二、三十首歌曲；至今
曲目肯定不下五百首。此次的演唱會命
名為「百年歌謠		千年詩詞」，	呈現
對各種不同的感情的歌頌。透過歌曲，
團員們除了「以歌會友」之外，體力、
耐力也經歷了磨練。期盼能獲得來賓的
共鳴。

溫哥華遠道合唱團的指揮康幼琳出生於
音樂世家，對音樂藝術有濃厚興趣，處
家庭薰陶外、並師從多位名師指導，以
對音樂的熱愛與執著，帶領著一群熱愛
合唱藝術的團員，勇向專業的合唱領域
邁進。鋼琴伴奏曾紹雯和鋼琴暨大提琴
伴奏徐虹華亦都是學有專精的音樂家，
二位皆為其中的佼佼者。

詳情請洽詢:	
孫		斌	Bin	Sun				604-439-7818
沈又莘	David	Shen	604-716-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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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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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日、8日、13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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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7日、10日、14日休息

老師:	黃威傑	604-678-9967
時間:	6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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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1日(六)7:00pm

⊙園藝:	吊籃的製作

					講解吊籃的製作方法

		講師:	高源雄

⊙盆栽:	中品盆栽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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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月舉辦「台加盃桌球邀請賽」，開

始接受報名!	詳情請見	P.31「大溫哥

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2016球季開鑼賽得獎名單
Point Roberts golf Course (5/12)
總桿冠軍:	林文壽
淨桿:	第一名	江菊英
						第二名	林德清
						第三名	楊錫隆
						第四名	范發寬
						第五名	陳紹煙
LUCKY 7:	李友志
男最遠距獎:	林文壽
女最遠距獎:	藍素文
最近洞獎:#2	楊明壽		#12	林德清
	 				#8	李友志		#15	張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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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劉瑛瑛
時間:	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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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劉瑛瑛
時間:	5月31日-8月16日

每星期二	10:00am-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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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時間:	6月1日&15日
負責人:	馬苔菱

指導 :	Chris Lee		

台加 Toastmaster( 國際演講協會 ) 可
以幫助您，讓您在職場或家裡，說話有

條理與自信，瞭解其方法，擁有好口才

絕對不是難事 !

Do butterflies attack your stomach 
when you’re asked to speak before a 
group?  Can you confidently express 
your thoughts and ideas?  From 
public speaking, presentations to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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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	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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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六 )
9:15 am

Point Arkinson
West Vancouver 34 5 曹永通

604-421-9816
Marine Dr. West >Beacon Lane Lighthouse park 
parking

6/11 (六 )
9:15 am

Capilano Canyon
N. Vancouver 43 8 高騰輝

604-207-0533
#1 HWY (exit 14) > Capilano Rd N.> Capilano 
regional park >Hatchery南方的 parking lot.

6/18 (六 )
9:15 am

Two-Canyon Loop
North Vancouver 51 8 曹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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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六 )
9:15 am

Mosquito Creek
North Vancouver 47 6.8 詹元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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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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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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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何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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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童圍棋班
教師：戴振華老師
招收對象：K1-Gr	6，每班12人以下
Ａ班：星期三	3:30p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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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書畫藝術班(書法水墨)
教師:	甘錦城老師
招收對象：K1-Gr	6，每班12人以下

時間:	星期三	3:30pm-5:00pm

三、豎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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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幼兒中文班
教師：連淑惠老師

招收對象：K-Ｇ2，每班	8人以下

時間：星期六	1:30pm-3:00pm

(6月11日起上課，將額滿)

五、高級中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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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加魔術棋彩Fun夏令營
開始接受報名!

Early Bird	早鳥可享有優惠喔!

詳請請參閱台加文化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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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起 Drop-in $17/次（不含豎琴班）

台加

夏令營

我先生患帕金森病多年，已變得腰不能直，脊椎向下彎

曲。一個1.76米的人只有1.5米高了;	走路時低頭，眼睛
只能看著地面，無法挺胸抬頭;	且兩腳併攏，小碎步，

無法保持身體平衡，很容易摔跤。自己怎麼想法給他糾

正，比如靠牆等都沒效果。

我女兒週六在台加跟著吳老師學習太極拳，建議我們找

老師看看能否通過太極糾正，但我們感到太極動作太複

雜，一個手腳都不能打直的人，一定學不會太極，也就

遲遲沒有行動。

近來天氣較好，女兒執意帶我們去了吳老師那裡，去了

以後老師並沒讓他做複雜的動作，而是扶著欄杆做了幾

個簡單的動作。沒想到奇蹟發生了，做完很快就有了效

果，把他1.5米的身材拉到1.6米以上，而當我先生在鏡子
中看到自己的變化也哭了，高興了。我們全家更為此高

興，一同練拳的其他同學也驚異，紛紛祝賀我們，於是

我們才下了要練太極拳的念頭。

經過一個多月，每週一次的練習，我先生現在基本上已

能像正常人走路了，脊椎也直了很多，走路的穩定性更

是好多了。以往無法舉過頭的手，也能舉過頭了，一切

都在改善中…

現在我們真正嚐到了太極拳的甜頭，老祖宗發明的太極

拳，真是國粹，國寶。所以急切與大家分享我們的體會

及快樂，希望幫助與我們一樣被疾病困擾的人，及幫助

希望強身健體的人，早日找到正確的途徑。並在此感謝

神奇的太極拳！謝謝孜孜不倦、耐心教導的老師！感謝

台加為我們找到這樣的好老師！(May 18, 2016)

	

奇妙的太極拳

Bef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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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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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能享受高科技的便利性，同時也可以有智慧的避免它對我們而產生不良的影響

智慧型手機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的互動模式，它讓我們可以和在世界遙遠的那一端的人溝通，但它同時也讓

我們忽略了我們身旁的人。因為它的出現，人們互動的方式和網路虛擬世界的界線也越來越模糊。

當我旅行的時候，發現全世界人的想法或許不見得一樣，但大部分的人都在做同樣一件事：花很多時間在手機上，而且這

幾乎是不分年齡大小。

在工作的成年人，每天被工作上的	email，簡訊包圍，下班也沒辦法像以前就是下班了。你幾乎無時無刻都可能收到老
闆，同事寄來的	email，簡訊。甚至當你渡假的時候，很多公司規定不准把手機關掉，當公司	email 或	line 給你，你都被
期望得即時回復。很多人也因為它和不同時期的同學聯絡上了，生活圈，社交圈也變得非常忙碌。很多人睡醒第一件事是

看手機，睡前最後一件事也是看手機。

年輕人非常在意有多少人	follow 他和他需要	follow 誰，因為這代表他是屬於酷的那個族群或遜掉的那個族群。這些人最
怕漏掉網路上的任何訊息，一有空就一直貼著手機。他們越來越少面對面，打電話溝通，但卻越來越多的人一天到晚都在

簡訊，Instagram。幾乎做任何事，到任何地方都要拍照放在	Instagram。八年級的女兒剛從學校五天的旅行回來，因為營
地裡無法通訊，回來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機。我很不解的問：你不是才和同學去旅行，朝夕相處了五天，你回來是想跟誰連

絡？她回答我說：我想看別人	Po 什麼照片在	Instagram。我聽了後真不知道要說什麼。

老人這個群組也加入智慧型手機，iPad 的行列。他們開始用這些電子產品和住在不同城市的兒女，孫子，老友聯絡，也用
這些電子產品來看電視，上網。因為這樣，現在的老人似乎有一大堆事可以做，時間被填的滿滿的。

不管在哪一個年齡層，智慧型手機都給我們帶來不同的好處，但比較值得擔心的是：我們慢慢失去和人，和自己溝通的能

力。它對我們的身心靈有很深的影響：

身體方面：大家坐著看，發訊息的時間越來越長，身體動的時間越來越少

心的方面：大家多久沒有好好的和朋友，家人聊天，暢所欲言，吃一頓不受手機干擾的飯。

靈的方面：大家忙著接訊息，也忙著即時去響應，但很少人去問這些訊息都是我們想要收到和響應的嗎？我們沒有時間去

感受自己有什麼樣的信念，情緒，還有它們的前因後果。

現在人也越來越失去一個重要的特質：專注力。但我們要好好學習，精於或完成一件事，是非常需要專注力。但現在人的

思緒，常常受到太多社群網站訊息，電玩等影響，非常難以專心，這常常造成我們工作，學習效率不佳

現在人花了很多時間在小小的手機螢幕上，這影響睡眠的品質，而長期睡眠不良已經造成很多人有憂鬱的症狀，這在青少

年的族群尤其非常明顯。

智慧型手機非常方便，你有它就像有一台隨身小電腦，不管是工作上或食衣住行的任何問題，只要你	Google 一下，大部
分都可以獲得一些解答。現在大部分手機的照相功能也越來越好了，很多人出去玩都不用帶照相機。也越來越多人用手機

聽音樂，玩電玩，看電視節目，手機實在太方便了，難怪大部分的人越來越離不開它。所以怎麼好好使用它，而不是被它

使用，就變成現代人的一項新功課。

幸福小組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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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齡中心
Golden Age Centre

金齡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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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日 1:00pm  影片欣賞: 台灣人物誌-劉金標

帶台灣騎上頂峰的劉金標 - 一個不服輸的台灣人，希望能讓世人
「想到腳踏車就想到台灣」! 

6月9日 1:00pm  專題工作坊: 你我生命的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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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6日 1:00pm  影片欣賞: 台灣人物誌- 林懷民

有一個名字，讓台灣的稻米在希臘神廟飛舞，讓世人由國際藝術舞
台看見台灣。林懷民寫下了台灣人文藝術發展傲人的一頁。

6月23日 1:00pm 座談茶敘: 初夏溫哥華

時間飛逝，轉眼春過無痕；夏日已至，花鳥爭艷無憂

請來茶敘，溫哥華的日子。請事先報名 好準備茶點

6月30日	 1:00pm 專題講座: 歌壇春秋- 慎芝與關華石

慎芝與關華石曾製作”群星會”節目十五年。慎芝曾寫下逾千首詞
情醉人的歌: 苦酒滿杯 榕樹下 意難忘 最後一夜...一起一探那個
時代台灣流行音樂與社會文化的互動，也一起唱唱他們的歌。

正面管教：培養自信自律的孩子

時間：6月14日(二)10am-12pm
講師：李劉峻梅

(一)正面管教是什麼？

(二)為什麼要學正面管教？

(三)正面管教如何實踐在家庭中？

其中會有體驗活動和家長分享，您的疑難雜症：孩
子交友，功課，電玩等等問題，都歡迎提出來討論

講師介紹: 中信中心家庭事工助理、北美認證正面
管教家長培訓師、中信中心正面管教家長培訓師
行政主管。移民加國多年，育有一對兒女，養育孩
子二十多年及經營家庭生意期間，曾修讀《情商管
理》《多元智慧發展》，《九元性格與家庭教育》
《屬靈家庭》與《婚姻靈修學》等課程。深知婚
姻、家庭及養育管教是一生的學習。目前負責中信
中心“天下父母家長群”及正面管教家長培訓師團
隊的培訓師和行政主管，過去兩年內舉辦多次正面
管教家長課。

與自己的情緒共舞

時間：6月21日(二)10am-12pm
講師：王德賢

情緒，感覺的一個同意辭，自古以來不僅讓許多文
學家與藝術家創造出許多不朽的名作，也引發出
許多領域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興趣。原因無它，情
緒影響我們的生活，從確保生存到提高生活品質
的每一個層面至深。此番，重回溫哥華的王德賢老
師將為我們介紹情緒的起源、影響情緒的因素、以
及如何與自己的情緒相處等。機會難得請大家踴
躍參加!

王德賢 (Alex Wang) 老師是一位臨床心理師也是
一位臨床諮商師，曾在美國與臺灣執業過，目前在
溫哥華執業。王老師的執業生涯相當豐富，曾在精
神科專科醫院，私人診所執業外，也曾在大學任教
過。王老師的專長在於運用以科學為基礎的治療模
式處理情緒障礙(如焦慮、憂鬱、憤怒等)、壓力問
題、睡眠障礙(如原發性失眠等)、婚姻議題、以及
性格違常等生命中常遇見的現象。

父親節的獻禮
IT’S TIME FOR MUSIC... 父親節午後的甜蜜時刻...
PLEASE JOIN US FOR MUSIC APPRECIATION 

The fascinating classical music for featuring……
德布西Debussy : Children’s Corner 兒童天地

比才Bizet : Jeux d’enfants 兒童遊戲

拉威爾Ravel : Ma mere l’Oye (鵝媽媽組曲)

時間: Sunday, June 19 at 3:00pm
地點: Taiwanese Cultural Centre (8853 Selkirk St, Van)
Suggested donation Adults $ 10, Kids are free  
Info查詢電郵: jeftseng22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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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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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IOPIA: LIFE IN 
THE OMO VALLEY

˙展出時間 :
  6 月 1 日 - 29 日
  週一至週五 9am-5pm

  週六 10am-5pm

˙開幕茶會:

  6月4日(六)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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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土風舞 10:00am

國際標準舞1:00p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Toastmaster 7:00pm

2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影片: 台灣人物誌-
劉金標 1pm

豎琴班4:00pm

3
排舞 10:00am

Wilton裱花班 10:00am

說不完的故事 10:30am

橋牌社 1:0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4
健行社 9:15am
Point Arkinson
West Vancouver
鄭子太極拳 10:00am

馬寶舞蹈節 1p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藝廊開幕茶會 2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5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6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7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am

做理想父母12:30pm

英文時事會話班 1pm

土風舞 7:45pm

8
土風舞 10:00a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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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pm

豎琴班4:00pm

10
Wilton裱花班 10:00am

說不完的故事 10:30am

橋牌社 1:0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11
台加盃桌球賽
健行社 9:15am
Capilano Canyon
N. Vancouver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幼兒中文班 1:30pm

移民入籍諮詢 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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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13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14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am

台加身心靈 10am

英文時事會話班 1pm

新能源:鋰電管理系統 
7:15pm

土風舞 7:45pm

15
土風舞 10:00a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Toastmaster 7:00pm

16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影片: 台灣人物誌-
林懷民 1pm

豎琴班4:00pm

17
排舞 10:00am

說不完的故事 10:30am

橋牌社 1:0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18
台加盃桌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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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幼兒中文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19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復健運動操 10:30am

父親節的獻禮 3pm

20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國際標準舞1:00pm

21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am

台加身心靈 10am

做理想父母12:30pm

英文時事會話班 1pm

排舞 1:00pm

土風舞 7:45pm

22
土風舞 10:00am

國際標準舞1:00p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23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座談: 初夏溫哥華 1pm

豎琴班4:00pm

24
排舞 10:00am

Wilton裱花班 10:00am

說不完的故事 10:30am

橋牌社 1:0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25
台加盃桌球賽

健行社 9:15am
Mosquito Creek
North Vancouver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幼兒中文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26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27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國際標準舞1:00pm

28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am

英文時事會話班 1pm

排舞 1:00pm

土風舞 7:45pm

29
土風舞 10:00am

國際標準舞1:00p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30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專題: 歌壇春秋-
慎芝與關華石 1pm

豎琴班4:00pm

台灣電影節@Vancity台灣電影節
@Vancity Theatre

台灣電影節
@Vancity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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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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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iwanese/Swiss born couple is presenting its 2nd 
Photo  Exhibition  at the Centre during the month of June. 
They are award winning travel photographers who travelled 
to 45 countries the last 10 years. Exploring the world 
in search of new places, people and cultures, they have 
travelled  to remote areas in Mongolia, Burma, Vietnam, 
Uzbekistan, Romania and recently to the Omo Valley in 
Ethiopia for 3 weeks.
Omo is a major river in southern Ethiopia. In the 1970's, 
international anthropologists found it quite amazing that a 
territory, which was not excessively large, could be home 
to so many different ethnic and cultural groups. In 1980, 
UNESCO declared the Lower Omo Valley a World Heritage 
Site, in recognition of its uniqueness. Here live some 15 
nomadic tribes, the largest
having 70,000 people and the smallest no more than 1,000, 
a total of about 200,000. Neighbouring tribes may have 
languages of completely different origins, The nomadic 
tribes do not own many material goods. Continuous 
movement requires few and easily portable possessions. 
Their small wooden huts provide shelter from the sun 
and the rain and are sparsely furnished. Simple fires 
with a couple of pots, goat and cow skins, a few baskets 
and  simple  utensils. Lack of material possessions is 
compensated by the exceptional ornamental and symbolic 
wealth of their decorated bodies and clothing. One of the 
most astonishing things about these people is their beauty. 
Both boys and girls have magnificent physiques, slender and  
very fit. 
Today the Omo Valley is a destination for adventuring 
tourists who cross vast and und uncomfortable distances 
to witness an  ancient human culture with many unique 
rituals. The photographers hope that the Photo Exhibition 
will show their unique experience.  The simple life style 
which has existed for generations and provide a contrast to 
our material society where in comparison we live in great 
luxury. The photographers were on an African Safari where 
the most extraordinary tribal people were the attraction.

展出時間：6月 1日 -	6月 29日
										週一至週五	9am-5pm，週六	10am-5pm
開幕茶會：6月 4日 (六 )	2:00pm-4:00pm

A Photo Exhibition By
  Juliet & Urs Fricker

ETHIOPIA: LIFE IN THE OMO VALLEY

六月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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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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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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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WILTON 基礎裱花證書班



加拿大 2016 人口普查正在您所在的地區進行。 每個人

不論老幼都務必包括在 2016 人口普查中。居住在內有一

套以上單獨套房的住家裏的租戶，也都是人口普查的一

部分，必須參加普查。

人口普查信和提醒卡正在向加拿大每家住戶郵寄，為住

戶完成線上或書面人口普查問卷提供所需的資訊。填寫

完成後的問卷將提供寶貴資訊，在相關機構做有關您的

地區或社區的決策時使用。人口普查資訊對所有社區都

很重要，並對規劃住房、警察服務、消防和社區計劃至

關重要。

資料保密

加拿大統計局對普查對象資料的保密非常重視，且須依

法對相關資訊給予保密。  

為了保護個人隱私，人口普查的資料不會以能識別單個

普查對象的形式發布，也就是說您的姓名、住址、職業

和任何其它個人資料將受到法律的保護。加拿大統計局

的雇員也都作了保密宣誓。

人口普查是一個重要的規劃工具，用來規劃影響到加拿

大居民日常生活的服務計劃。如果您沒有收到統計局的

信（人口普查問卷），或如果您希望為您的房客要求單

獨問卷，請撥打人口普查熱線：1-855-700-2016。 如

需要更多有關 2016 人口普查的資訊，請瀏覽 www.
census.gc.ca。

The 2016 Census and houses with suites 
人口普查及多套房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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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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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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超值旅遊的異國風情系列，品質才有鑽石般的保證！

詳細請瀏覽 www.signettour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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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風情遊
東 部 , 西 部 , 環 島 , 山 岳

日本風情遊
北海道,關東關西,九州,

西日本,中日本

中南半島
風情遊

越 南 , 吳 哥 窟

中南半島中南半島

中國風情遊
福建，黃山，雲南,晉蒙,
青藏,絲路新東方快車 

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異

國

異異異

國

異

國

異

國

異異異

國

異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國風國國國風國風國風國國國風國 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風情風風風情風情風情風風風情風風情風風風情風情風情風風風情風風情風風風情風情風情風風風情風風情風風風情風情風情風風風情風風情風風風情風情風情風風風情風風情風風風情風情風情風風風情風風情風風風情風情風情風風風情風風情風風風情風情風情風風風情風 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情遊情情情遊情遊情遊情情情遊情情遊情情情遊情遊情遊情情情遊情情遊情情情遊情遊情遊情情情遊情情遊情情情遊情遊情遊情情情遊情情遊情情情遊情遊情遊情情情遊情情遊情情情遊情遊情遊情情情遊情情遊情情情遊情遊情遊情情情遊情情遊情情情遊情遊情遊情情情遊情情遊情情情遊情遊情遊情情情遊情情遊情情情遊情遊情遊情情情遊情情遊情情情遊情遊情遊情情情遊情情遊情情情遊情遊情遊情情情遊情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遊系遊遊遊系遊系遊系遊遊遊系遊遊系遊遊遊系遊系遊系遊遊遊系遊遊系遊遊遊系遊系遊系遊遊遊系遊遊系遊遊遊系遊系遊系遊遊遊系遊 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

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異

國

異異異

國

異

國

異

國

異異異

國

異異

國

異異異

國

異

國

異

國

異異異

國

異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國風國國國風國風國風國國國風國國風國國國風國風國風國國國風國 遊遊遊遊遊遊遊遊遊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遊系遊遊遊系遊系遊系遊遊遊系遊 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

異異異異異異異異異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異

國

異異異

國

異

國

異

國

異異異

國

異異

國

異異異

國

異

國

異

國

異異異

國

異異

國

異異異

國

異

國

異

國

異異異

國

異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系列系系系列系列系列系系系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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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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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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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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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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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台裔商家刊登廣告

讓社區彼此認識

彼此支持互惠互利

也歡迎商家參加 365 Club 

一日一元支持台加月刊  

每月將可刊登

1/16 頁的商業資訊

洽詢 : monthly@tccs.ca604-616-7680 Neil潘 

604-961-3810 James 謝 

建宇建築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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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以對台灣濃濃的愛

支持台加月刊  成為台裔社區- 

交流真情‧分享文化

凝聚共識的平台!

參加365 Club 
一日一元支持台加月刊

刊登廣告，分享社區消息!

monthly@tccs.ca / 604-26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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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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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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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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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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銷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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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ese Canadian Monthly proudly presented by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8853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P 4J6 / 604-267-0901 / www.tccs.ca

第十屆

溫哥華台灣電影節
Vancouver Taiwanese Film Festival

10th annual · 2016
JUN 10-12
VANCITY THEATRE

FILM FESTIVAL

@vancouvertwff BigEyeVancouver www.twff.ca

太陽的孩子 / Panay愛琳娜 / Elena

老鷹想飛 / Fly, Kite Fly
五星級魚干女 / Welcome To The Happy Days

滿月酒 / Baby Steps

我們的那時此刻 / The Moment

青田街一號 / The Laundryman

灣生回家 / Wansei Back 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