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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s Loves Taiwan
母親節鹿湖母語趣味健行

台灣童玩節 / 第十屆溫哥華台灣電影節

Taiwanese Children’s Folk Games Festival 
10th annual Vancouver Taiwanese Film Festival
林宗義的故事 (四) 衝破鐵門

2016 加拿大人口普查

DisAbility 101 / 多面夏娃

豎琴療法 VS 身心靈

 音樂的生命力，傳唱百年平埔調

卑詩省雇主與員工的關係暨職場法則

The Story of Dr. Tsung-yi Lin (4) - Breaking Through the Bottleneck



祝賀  蔡英文  陳建仁 
就任  中華民國 (台灣 )第十四任總統 副總統

新時代已經敲門，台灣把門打開，

讓這片土地上成長的孩子，

看見永續的環境與未來，

讓民主台灣穩健改革，

世界看見台灣的美好。

圖/五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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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當全溫哥華四處櫻花盛開的節期，本拿比的日裔中心，都有一場迎
接春天的社區文化日。今年台加文化協會受邀請，協辦了這一場文化饗
宴。四月十六日從日本太鼓的高亢鼓聲中開幕，到另一組年輕的擊鼓聲
中落幕，從室內到室外，從歌樂到舞蹈，日本與台灣這兩個東亞國家，
除了地理上的接近，歷史上的交集，在文化上還是相當程度上的各具特
色。這個屬於社區的家庭活動日，成功地帶動了社區的多元文化交流與
分享。

緊接著五月份到來，緊湊的亞裔傳統月各種文化藝術展演；母親節前夕
十個台僑社團邀所有台灣鄉親， 第四度假本拿比鹿湖公園舉行慶祝母親
節的母語趣味健行活動(p.8)； 一年一度訪溫的北美台灣傳統週表演團
隊，也即將在五月二十日抵溫公 演。這個月只要您走出家門，一場接一
場的文化盛宴，正等待您去發掘與享受。

其中一整個月在台灣文化中心，台灣紀錄片的播放 (p.6)與為第十屆台
灣電影節暖身的馬拉松影片播映(p.21)，將讓人有機會透過鏡頭，一窺
台灣今日之社會與群體記憶。而五月結束前的最後一個週六，台灣文化
中心前面的道路，台灣童玩節(封底)將成為長一輩找尋兒時童趣，年輕
一代認識台灣早年童玩的樂園。 這些簡便，甚至不花錢的遊戲玩具，充
滿寓教於樂與自己動手的智慧，以及傳承自祖先的樸實生活文化。請大
家千萬別錯過，邀全家老少一起來玩吧！

文化即人生活的環境，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台灣文化中心的小小文創
室，就是想藉著有形的文創品，訴說無形的文化與故事。也因為文化是
有生命，是有延續性的，面對時代的變遷與環境的改變，我們身處加拿
大這個友善地多元文化社會，更需不斷賦予文化新的生命，也就是珍惜
保存台灣(多元)文化的特色，讓它與我們今日生活的加拿大土地連結，
形塑在地的文化新創意與對整體多元人文的關懷。

美國正如火如荼進行中的總統初選，引起全球關注。而加拿大年輕的自
由黨領袖杜魯道主政後，民間對其毫不保留的監督，特別是對經濟的提
升多所期待。其父親老杜魯道總理當年創導推動多元文化社會，這一個
政策影響、引領加拿大其後數十年的方向與發展。台灣即將進入一個全
新的政治世代，身在海外，除了恭賀與祝福，也一樣期許新政府一步一
腳印，向著公平、公義、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繼續引領多元的台
灣，走出自己的獨特，建立又真又善又美的和平富庶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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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少台灣朋友對加拿大品牌 Roots 並不陌生，但你知道嗎 ? 台灣以

107 間分店成為 Roots 最大的海外據點 ! ( 其實 Roots 在加拿大一共也只不

過是 110 間分店 )

為了慶祝在台灣第 20 週年，Roots 與台灣觀光局合作，由加拿大及台灣模

特兒穿著 Roots 新一季春裝，在台灣著名景點拍攝宣傳照片。Roots 特製

台灣旅遊指南將於各分店免費贈送，並在官網提供下載。

Roots 公司共同創辦人巴曼（Michael Budman）說：「我們透過創意行銷

的方式，表達對台灣民眾 20 年來無比支持 Roots 的感激之意。」巴曼因為

參加 Roots 台灣分店的活動，曾到訪台灣多次。他表示：「我們也認為，

加拿大民眾會想知道，一個加拿大品牌如何在海外受到如此歡迎。」

自 3 月 22 日起，聞名全世界的加拿大知名品牌 Roots Canada 店面均可見

美麗臺灣的風景，臺灣從亞洲之心走入國際，Roots Canada 將擔任起臺灣

觀光推廣代言大使，邀請當地民眾共遊臺灣美麗風光。

臺灣交通部觀光局與 Roots Canada 聯手合作 RootsLovesTaiwan 新一季產

品目錄廣告宣傳案，本次亦為 Roots 首度跨足海外進行產品目錄拍攝，經

交通部觀光局駐舊金山辦事處幾個月來積極洽談促成，並邀請 Roots 團隊

於 2016 年燈會前赴台進行拍攝工作，串聯台北城、桃園臺灣燈會及日月潭

等地方的獨特景致推薦給國際人士。

Over the past 20 years, Roots has been blazing a trail around the world, 
bringing their homegrown Canadian casual cool lifestyle to 130 stores in 
Asia. This year, Roots wanted to bring their love of Asia back home. So, 
they shoot their spring lookbook in Taiwan, an island state known for its 
bustling capital city, lush countryside and warm hospitality.

Photo credit by Roots.ca

Photo credit by Dina Chen

Roots
Loves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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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合唱團、溫哥華少年愛樂合唱團。雖然，他們都是業餘合唱

團，演出水準卻相當高，表現不俗。

另外，來自台灣的一個優秀表演團體－卡到音即興樂團。這是

一個由鋼琴、笙、古箏、薩克斯風所組成的器樂四重奏。基本

上，在古典音樂中，這不是一個正常樂器編制，每一個樂器都

具有強烈的獨奏特性；也就是說：這樣的組合，很容易彼此干擾、

排斥。然而，透過巧妙的編曲與創作，使這樣的衝突減到最低

的程度，甚至有時還帶給你聆樂的樂趣。說到這裡，我必須提

到一群幕後英雄－由 Don Xaliman 錄音師所帶領的影音工程團

隊。若沒有他們的敏銳耳朵去調校每隻樂器的收音麥克風之間

的平衡，恐怕就會變成一場災難﹗因為每隻樂器的音色穿透力

與聲音擴散方式都大不相同，極需仰賴好的錄音師在台下仔細

聆聽，好調出整體的平衡。

現場還有台加文化協會的工作人員與義工，提供美味的餐點給

忙於排練演出的音樂家及工作人員。當我們為舞台上演出精彩

的音樂家們鼓掌喝采時，請別忘了感謝這一群幕後英雄，他們

沒有舞台上的光環，只有辛勞與甘心地付出，也一樣應得到大

家的讚許﹗

今年的「龍吟滄海音樂節」是相當成功的。然而，要辦一場成

功的音樂節非常不容易。可以想像需要財力、人力、工具、場

所、宣傳，而且是長期的支持這一個突顯加拿大多元文化特色

的音樂節。在此，我想表達個人兩點淺見，以期盼未來有更多

民眾參與。第一：由於演出的曲目大多是東西方的樂器組合(已

跳脫古典音樂中的一般編制 )，因此，幾乎每一首都是委託創

作。作曲家們常用現代音樂手法與即興手法創作，一般聽眾恐

較不易理解，即便音樂會現場有請主持人做簡短的樂曲解說，

似乎仍不太夠。如果可以另外安排一些富教育性質的音樂會前

導聆，啟發愛樂者欣賞的層次，參與音樂節的聽眾必收穫更多，

且更能培養長期的愛樂者。第二：一場音樂節的工作非常繁瑣，

如果經費許可，能聘請專業的藝術行政人才，加強媒體宣傳，

相信必可收到更大的活動效益。

音樂隨想 ~ 「龍吟滄海音樂節」
文 /曾連福

很榮幸有機會欣賞 2016 年「龍吟滄海音樂節」多場音樂會。這

是一個融合東西方樂器、跨文化領域的藝術活動；2014年首創，

每隔兩年舉辦一次，今年由龍吟滄海協會與台加文化協會合作

舉辦。

在為期三天共十四場的音樂會中，主辦單位邀請溫哥華、多倫

多、台灣等著名音樂家及團體演出，演出曲目涵蓋各種不同音

樂類型，例如：民謠、古典、原創作品、爵士、世界音樂、即

興音樂等，內容既豐富又多元。舞台上的每一位音樂家個個技

巧精湛，台下聽眾反應也十分熱烈；尤其是今年還特別邀請華

裔舞蹈家 Kasandra Lea 與蘭韻中樂團 ( Orchid Ensemble) 同
台演出。Kasandra 的 佛朗明哥舞蹈身手矯健，熱情洋溢，特

別是在表現踩腳技巧的段落，其乾淨、俐落、紮實、悅耳、節

奏多變的聲響與打擊樂家 (台灣女婿 ) Jonathan Bernard 精彩

的手鼓演奏前後呼應，令現場聽眾大為激賞﹗

你以為精彩的演出就只有如此嗎 ? 當演出結束，聽眾陸陸續續

走出音樂廳時，赫然發現門口旁的長桌上擺了好幾幅佛朗明哥

舞蹈的畫作。咦 ﹗這不就是 Kasandra Lea 的舞姿嗎 ﹖畫紙上

的墨水尚未完全乾。原來，這是主辦單位的巧思，特別邀請台

灣畫家董籬到音樂節現場作畫，他是整個『音樂』節裡唯一不

出聲的藝術家。但是，他以生動的筆觸捕捉音樂會中珍貴的畫

面。像這樣令人耳目一新的跨界即興表演，正是今年音樂節的

創舉之一。   

在這場跨文化領域的音樂節中，有一個純屬西方且樂器同質性

高的演出團體－北極光弦樂四重奏 (Borealis String Quartet)。
雖然都是提琴樂器，卻整場演奏台灣作曲家李哲藝改編的台灣

民謠、中國民謠、韓國民謠，也算是東西方文化的一種融合。

我從他們的運弓，感受到他們對音樂的誠懇、堅持與熱愛。他

們優美的音樂性把每一首樂曲都演活了﹗唉 ﹗我實在找不出更

好的詞句來形容他們精彩的表演。我只能說：能在現場聽他們

的演出真是幸福。除此之外，還有一場也是唯一的一場合唱演

出，分別由三個合唱團表演：白鷺鷥與水牛合唱團、溫哥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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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鎮 (Yaletown) 位於溫哥華市中心區東南角，假溪內海

(False Creek) 的北海岸，就在科學世界 (Science World)
和格蘭維爾橋 (Granville Bridge) 之間。市立圖書館、劇院

與戲院、體育場皆近在咫尺。弘藝社區中心 (Roundhouse 
Community Centre)擁有火車維修圓形車庫(Roundhouse)，
以收藏陳列的舊鐵路及古董火車頭著名，成為溫哥華市的地

標景點之一。

1887 年 5 月 23 日，當第一台蒸汽火車載著 150 位客人到達

溫哥華，也是加拿大首次連結起大西洋及太平洋兩端的開始。

鐵路的出現，帶動了太平洋西北部的經濟，引進大批東部加

拿大人與歐洲人的到來。溫哥華的人口在五年之內，從 900
人暴增到 8,000 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成為市內最大的

工作來源。

縱橫全國各地的貨運列車，刺激了天然資源的大量運用。卑斯

省出產的毛皮、煤礦、木材、黃金和漁產，突然找到了可銷

售的市場。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也將它們位於菲沙河中游，

耶魯鎮的維修場整個移到溫哥華市目前所在的位置，命名為

耶魯鎮。

從前的大車站皆有車庫設計，藉以調度、維修機關車 ( 火車

頭 )。這是早期蒸汽火車時代，蒸汽動力車休息、保養、補充

煤水的地方。扇形車庫以中央轉車台為圓心，朝車庫方向發

散約 99 度，其間平均配置 12 股道，每股道遠端與弧形的維

修車庫連接。

將這些設施結合起來，轉車台如扇軸、輻射狀軌道如扇骨、

車庫建築則如扇面，是故稱之為「扇形車庫」。當機車頭駛

進轉車台後，只要每旋轉 8.25 度，就能選擇 1 到 12 任何一

條股道，分派進入後方車庫中檢修。

每年五月維多利亞日長週末，鐵道文化協會將於 5 月 22 日中

午起，在弘藝社區中心廣場，特別拖出 374 號古董火車頭舉

辦週年慶活動。當天上午 10 時的綠色文化歷史解說，將帶領

大家走入歷史，以瞭解溫哥華市百年來的交通與都市發展。

我們將參觀橫貫加拿大的第一輛火車頭。耶魯鎮擁有加拿大

少數 1880 年代的扇形火車維修車庫、1887 年的第一輛火車

頭、1910 年代的歷史儲倉建築，1995 年擴建的弘藝社區中

心，以及不少歷史意像的海濱公共藝術。

藉由社區的歷史建築，消失的溪流與內海。我們探討鐵路西

來的影響，假溪內海海岸的興衰史，萬國博覽會，新興公寓

大樓，假溪內海遊艇住家，歷史儲倉建築的活用、公共藝術

表達的意念、以及未來的都市更新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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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魯鎮的火車頭
與圓形車庫 

圖文 / 林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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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Canadian Asian Heritage Month亞裔傳統月在台加	–	從台灣紀錄片看見台灣

A Bridge to Taiwan

This series of Taiwanese documentary films provide the easy access to the best of Taiwan documentary 
films and the most entertaining way to know Taiwan’s history, literature.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complex background.

在世界其他國家，紀錄片最大的觀眾來自電視。電視是紀錄片播放與回收最大的管道。然而台灣的電視生態，

紀錄片幾乎毫無生存空間 ( 除了公視與極少數電台願意播知名度極高的紀錄片 )。在此狀況下，反而讓紀錄

片工作者有了相對自由的工作環境，無論在題材、形式與長度，都不受電視播映的限制，造就許多紀錄片的

可能，讓我們一窺台灣紀錄片風貌。

Taiwanese Documentary Films
Series of 

Proudly presented by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Co-presented by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Vancouver

5/2( 一 )	10:30am 無米樂

Let it Be

5/2 ( 一 )	1:30pm 正面迎擊

Face to Face

5/3 ( 二 )	1:00pm 阿罩霧風雲

Attabu

5/3 ( 二 )	4:00pm 唱歌吧！

Sing It!

5/4 ( 三 )	10:30am 跳舞時代

Viva Tonal: The Dance Age

5/4 ( 三 )	4:00pm 看見台灣

Beyond Beauty

5/6 ( 五 )	10:30am 藝霞年代

E.Sha Age

5/6 ( 五 )	2:00pm 鄧南光 8mm電影
Deng Nan-guang’s 8mm Movies

5/6 ( 五 )	3:00pm 公民不服從

Civil Disobedience

5/6 ( 五 )	4:00pm 夢想無限

For More Sun

5/7 ( 六 )	10:30am 星光傳奇

Stars

 時間 Time	 						片名 Title  時間 Time									片名 Title

5/9 ( 一 )	10:00am 台北波西米亞

Bohemians in Taipei

5/9 ( 一 )	11:00am 有人只在快樂的時候跳舞

Time for Dancing

5/9 ( 一 )	1:30pm 牽阮的手

Hand in Hand

5/10 ( 二 )	1:00pm 台灣黑狗兄

Sock'n Roll

5/10 ( 二 )	4:00pm 翻滾吧！男孩

Jump! boys

5/10 ( 二 )	7:00pm 麵包情人

Money and Honey

5/11 ( 三 )	10:00am 炸神明

The Gangsters' God

5/11 ( 三 )	11:00am 指月記

Nail

5/11 ( 三 )	1:30pm 赤陽

Heat Sun

5/11 ( 三 )	4:00pm 霧鹿高八度

The Rhythm in Wulu Village

5/15 ( 日 )	2:00pm 如歌的行板

A Life that 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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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加拿大人口普查

Why is supporting your community during the 2016 Census so important? The censu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statistics for our country. Census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for all communities and is vital for planning services 
such as schools, daycare, housing, police services, fire protection, roads, public transit, and skills training for employment. 
Your efforts to help us promote the benefits of the census will increase the reach of key messages channeled through a 
variety of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television, radio, print, social media and the Internet.

 
 

[Type text] 
 

人口普查與您 

 

什麽是人口普查？ 

 

在加拿大，人口普查每五年進行一次。下一次人口普查於 2016年 5月進行，普查將提供一個關

於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的統計學基本描述。 

  

在加拿大，所有居民需要依法參加人口普查，包括加拿大公民、落地移民、難民申請者和持工作

或學習簽證的人。 

 

如何進行人口普查？ 

每個住戶都將於 2016年 5月初收到人口普查說明。那時，您可以決定您的家庭是填寫在線問卷

還是填寫書面問卷。 

  

我提供的資料將如何管理？ 

您提供的資料將按照《統計法》予以保密。加拿大統計局可能用這些資訊支持統計局的其它調查，

或用於分析目的。統計局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接觸到個人識別性資訊。 

 

誰必須回答問卷？ 

在加拿大，所有居民都需要依法完成人口普查問卷。有關應該將哪些人包括在問卷中，可以在問

卷的“第二步中應包括的人”一節找到答案，也可以在人口普查網站找到。 

 

如果您認為您的家裏可能有人不應該填寫問卷，從 2016年 5月 2日起您可以撥打人口普查幫助

熱線 1-855-700-2016查詢。 

統計局如何使用我的回答？ 

您的回答與其他加拿大居民的回答匯總在一起構成統計數據，幫助社區規劃幼兒園、學校、醫療

保健服務、語言課程、警察、消防和老年人住房等社會服務。 

CCPR-3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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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人口普查？

在加拿大，人口普查每五年進行一次。下一次人口普查於

2016 年 5 月進行，普查將提供一個關於我們的國家和人民

的統計學基本描述。 在加拿大，所有居民需要依法參加人

口普查，包括加拿大公民、落地移民、難民申請者和持工作

或學習簽證的人。

如何進行人口普查？

每個住戶都將於 2016 年 5 月初收到人口普查說明。那時，

您可以決定您的家庭是填寫在線問卷還是填寫書面問卷。

我提供的資料將如何管理？

您提供的資料將按照《統計法》予以保密。加拿大統計局可

能用這些資訊支持統計局的其它調查，或用於分析目的。統

計局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接觸到個人識別性資訊。

誰必須回答問卷？

在加拿大，所有居民都需要依法完成人口普查問卷。有關應

該將哪些人包括在問卷中，可以在問卷的“第二步中應包括

的人”一節找到答案，也可以在人口普查網站找到。如果您

認為您的家裏可能有人不應該填寫問卷，從 2016 年 5 月 2
日起您可以撥打人口普查幫助熱線 1-855-700-2016 查詢。

統計局如何使用我的回答？

您的回答與其他加拿大居民的回答匯總在一起構成統計數

據，幫助社區規劃幼兒園、學校、醫療保健服務、語言課程、

警察、消防和老年人住房等社會服務。

為什麼我應該參加人口普查？

您、您的家人和您的社區都會得益於人口普查。您參加人口

普查意味著您的社區會獲得更好的資訊。

加拿大還有一部法律要求人人必須填寫人口普查問卷。這部

法律《統計法》還確保為您提供的普查資訊保密。

我們有賴於您的協助！

填寫人口普查問卷是居住在加拿大的所有人應盡的義務和法

律要求。當您填寫普查問卷時，您是在延續一個已有 350 年

歷史的加拿大傳統–這一傳統從 1666 年的只有幾個拓荒者

村莊的時代一直延續到今天，而今天的加拿大已是一個地域

廣袤、繁榮興旺的國家。

如果我需要幫助怎麼辦？

如有下列情況，從 2016 年 5 月 2 日開始，您可以撥打人口

普查幫助熱線 1-855-700-2016。幫助熱線的工作時間是：週

一到週五早 8:00 至晚 8:00；週六和週日早 8:30 至下午 4:30。

• 您填寫問卷時需要幫助或需要有關人口普查的資訊

• 您家裏有人希望填寫單獨問卷

• 您的家裏需要一份以上問卷

• 您需要另一種語言的人口普查問卷

• 您需要一份英文、法文以外的語言行文的問題。

人口普查幫助熱線是一項免費服務並以多種語言提供。

2011 年加拿大家庭普查時，BC 省有 42,045 人登記其出生

地為台灣。請大家踴躍參與今年五月即將進行的 2016 人口

普查，協助普查結果能最真實反映台裔人口總數，以幫助加

拿大各級政府正確歸劃各種政策與社會福利。



愛母親說母語

時間  5 月 7 日 星期六 下午 2 至 5 時
地點  Burnaby Deer Lake Park 鹿湖公園 (Canada Way 從 Sperling 右轉直入公園停車場 )
方式  下午 2:00 至 4:00 自行前往鹿湖公園停車場與 Playground 旁野餐區報到，健

行 Deer Lake 一圈。途中幾個趣味母語站，相互學習台灣通用的華台客語。
最後來到終點站，分享母語歌曲，且享受茶點。

主辦單位 :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大溫哥華台灣松齡會    台加文化協會    白石台灣同鄉會     

     卑詩省台灣商會    溫哥華台灣客家會    溫哥華台灣媽媽團    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溫哥華分會    菲沙谷台灣鄉親會  

Deer Lake Walk - Celebrate 2016 Mother’s Day

慶祝母親節 鹿湖健行活動

Free Fun Family Friendly Event!
歡迎穿過去三年任何一件 T 恤，也歡迎現場購買

贊助單位 : 僑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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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整理東西時，出現了女兒八年級時寫的一首詩，描述了在不同的情境，扮演的不同角色。

詩名是：My Many Faces，和大家分享：

 

多面夏娃 ???

文 /陳姝伶

【教出好孩子】

I have many faces that belong to very different sides of me
Everybody sees a different face

They vary as much as the colors in a rainbow
Yet together make me as a whole.

One face is the face that belongs to an obedient daughter 
who smiles

she always says "Thank you" 
after meals and only rarely argues.

That's the girl my mother sees.

One face is the giggling face of a hyperactive friend
Who constantly talks in a stream of words

that come out as many multi-colored bubbles
and float for a long time in air

That face may give words of comfort 
or simply give advice on math

That's the face of the girl my friends see

One face belongs to the little sister
Begging her older brother for help

She pesters and prods annoying as a mosquito 
until her promises to help.

That's the face that belongs to the girl my brother sees.

One face belongs to a girl who tries to be noticed
But who also at the same time

Doesn't want to be noticed as weird.
That face blushes 

and tries to stay invisible-and succeeds most of the time.
That's the face of the girl my crush (Doesn't) see.

One face belongs to the girl who thinks about questions
and puts her hand up if she thinks she can answer it

Her face frowns in concentration during tests
and afterwards she hopes she knew enough 

to pass the test.
That face belongs to the student my teachers see

                                    
One face is the tearstained face 

that belongs to a girl who thinks she has failed
That face belongs to a girl who cries

because she thinks she will never
understand that math problem

or understand that friends
That's the face that belongs to a girl who feels that all is lost

It's a face that belongs to the girl my tears see

One face belongs to a girl who thinks everything is possible
She is confident and strides across the school 

and everywhere else
thinking about how she will succeed

That's the face of the girl who my dreams see

And one face belongs to the girl who sits by herself
Listens to the music of the rain outside

and cries over the world
She knows she will never change (too) much

That's the girl I see

     >>> 文章接續下頁

~ My Many fa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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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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著這首詩，想到媽媽們常常說孩子在家很調皮，在外面卻

表現的很乖巧。孩子在家裏和在學校，好似完全不同的人。

對朋友，也和對待父母不相同。也許這就是女兒描述的多重

面貌吧！

在不同的情境扮演不同的角色是需要的。也可以想像是在不

同的場合戴著不同的面具在與人互動。而家的本質是不必每

秒鐘都得對自己警覺，不必刻意表現的地方。家是我們放鬆

的地方。所以，回到家的行為，和在外面不同是可以理解的。

孩子需要明瞭的是哪些角色行為是應該的，是恰當的，是合

理的，是受人歡迎的，會另人感謝的，然後歡喜接受，自然

的做自己。

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個性、認知程度、心理成熟度

的不同，孩子在摸索過程，難免會有得罪他人，惹人生氣的

時候，甚至闖禍的情形。爸媽們應該用心觀察，然後把握機

會，讓孩子從經驗中習得合宜的行為。

本文擷取自其「教出這樣的好孩子」部落格

無界巧的老母 Stupid Mother
文 /李秀 │ by Lee Hsiu

佇這个世間，上界艱苦甜蜜的代誌，就是做母親的時

刻。位有身開始，就進入甘苦的內面。講較詳細是甜

甘較濟苦楚，因為對囝兒的「操心擘腹」，應該屬於

心「甘」情願。天下間的母親攏是這款樣，這是天性

使然，親像有天就有地仝款自然。你想看覓，曠野頂

面有澎湃的小菊，就有夠予人心頭有光彩。閣再講家

己有新的後一代，會當予咱沃肥、滋養，其中有愛的

奉獻、有愛的收成，生命的傳承就按呢有彩頭起來。

世間事有一好、就無兩好，有甜甘、嘛有苦慘。苦慘

的一面濟少摻入去犧牲內面。

會記得少女時陣，對文學、音樂有真厚的趣味，所以

一點仔都無想欲結婚，害老父定定提出警告。想講毋

通予老大人暝日操心，最後乖乖仔行入去紅地毯彼

爿。當然有參欲佮我結婚的人參詳過，第一條件袂使

干擾我練琴佮寫作的時間。我想，好膽你著來，結果

真正有青盲毋驚銃的戇人，行入來我的生命中。

無疑悟，腹肚內的囝兒連鞭推翻我所有的堅持。體質

的關係，足足予我吐欲將近七個外月。未曾做老母，

就食著苦味。彼段期間，我的辦公桌仔跤，不時囥一

塊桌布佮衛生紙，通隨時應付我欲吐、走袂赴便所的

準備，生產時嘛無界順事，親像上天共我講，人生無

啥物會當堅持的了！當然，我對這兩个上天派來的小

靈精，一目睨完全投降矣。

The most symbolic bitter and sweet things in my life are being a 
mother. After pregnancy, I came into both happiness and suffering. 
If I wanted to be more exact, I would say that the happiness 
greater than the suffering. I think to be concerned for my baby is 
to be totally willing to do anything. That is a mother’s nature. It is 
nothing special, but rather a natural temperament, similar to the 
sky, the ground, the rain and the wind.

Raising children is like growing wild flowers. Moreover, having my 
own offspring allows me to raise them, allows me to pull them up. 
I can keep my darlings’ love and hold their warmth. Therefore, not 
only is my life fulfilled, but also my soul is comfortable. Everything 
is opposite, bringing with it both sweet and bitter. However, the 
bitter usually has something valuable for the sake of others.

When I was young, I had such a strong desire for literature and 
music that I didn’t think about marriage. My father was very 
anxious about my activities. At last, I decided to put on a wedding 
ring as I got married to satisfy my father’s solicitude. Then my 
husband agreed to help me finished what I wanted---writing articles 
and playing the piano. Although I had a strong will to indulge my 
hobbies, my wiry mind was broken by my baby. I vomited heavily 
during my pregnancy. Not yet a real mama, I already tasted 
irritation. Still, I thought this was the time of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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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漢感受父母予咱的恩情，嘛向望家己會當予囝兒有

仝款的溫情，所以不時希望家己有三頭六臂，來滿足

in 的需要。文學？音樂？老早毋知閃去佗位去矣。In
每一个表情佮哮笑聲，變成我身軀內每一个細胞，無

時無刻攏咧牽引我的每一條神經。每一擺，想起彼當

時養飼 in 的緊張無細膩，即馬想起來，心內猶原閣有

淡薄仔驚惶！

有一站，查某囝旦即生落來兩个外月爾爾，看伊的指

甲傷長，我就提起大隻鉸刀，其實我嘛足細膩咧修

剪，但是剪了後，伊的十支幼指頭仔竟然一直那流血

出來。夭壽哦！這欲按怎是好。我趕緊共伊抱起來，

位中山橫路到文化路，一路哮到後家厝。老父看我穿

著睏衫，無神魂一直若嗎嗎哮，親像痟仔仝款：「因

為我的無張持，害伊以後無法度彈琴矣，有一工伊若

真正變作殘廢，就是我這个做老母的人該死，嗚 ---

嗚 ---」。

「代誌猶未發生，你未曾未就煩惱起來囥。代誌無妳

想的赫爾嚴重，冷靜一下。妳袂使用鉸刀，紅嬰的皮

肉真幼，其實你用針輕輕仔 pue2 一下就會使矣。」

雖然我足細膩舞 in 的逐項代誌 , 不而過三不五時攏

予我創甲霧嗄嗄。

囝兒就佇我這款驚驚惶惶之下慢慢仔大漢。現此時 in
上愛聽我彼當年養育 in 的大小項即馬想起來猶閣歹勢

的代誌，結果我予 in號一个名叫著「無界巧的老母」。

實在真鬱卒，一點仔都袂疼惜當年 in 拍拼骨力的老

母。好小子！試恁老母的巧看覓…

自按呢，我雄雄腹肚痛甲倒佇眠床頂跁袂起來，無騙

汝，這是真嚴重的疼矣！這个時陣查甫囝緊乓乓走去

揣藥仔，查某囝去倒滾水，經過每一分鐘就來眠床邊

問講：「媽！有較好一點仔無？」當然了，我袂使予

龜跤趖出來，無者，等我真正有病的時，in 就無欲相

信矣。啊我呢！攏愛陶醉佇 in 這款真情流露的款樣內

底。

I adopted my parents’ warmth. For this reason, I tried my best 
to comfort my kids again and again. I hoped I was a resourceful 
mother who could cope with almost anything they needed. What 
is literature? What is music? I already threw them far away. My 
strong powers of concentration were on my newborn creations. 
Absolute certainty about their every facial expression seized my 
nerve cells. How could I elaborate on this deep feeling?

The process of caring for little babies was a series of taut 
stretches. All I had been able to come up with so far was that I was 
panicky. For example, I remember nurturing this tiny being when 
my daughter was two months young. I took the scissors to trim 
her nails. Even though I was most cautious, her small fingertips 
shed blood. My goodness! That was a difficult one! Feeling great 
shock, I held her as I trembled and cried.

“What a tragedy! If she can’t play piano, I will never forgive my 
blunder, alas….”

“Things are not so black, take it easy!” my father comforted me 
continually. “But you know, the infant’s nails are really tender, you 
must trim them with a needle instead of scissors.”

Incidents such as these made much ado about nothing countless 
times; as my children were growing up I trembled with fear.

After that they enjoyed talking about those funny events, then 
laughing deeply and giving me the name “Stupid Mother”.

“Hey guys! How dare you tease me like that?”

All right--I pretended to be seriously ill with a “stomachache.” That 
gave them a scare. Then my daughter poured a cup of hot water 
immediately and my son had a pill ready.

“Mom! Are you much better?” They were both ridden with concern. 
Well, I definitely couldn’t reveal my lie; otherwise they would not 
trust me any more when I was really sick.

I am always so intoxicated following their vivid and unsophisticated 
antics that I realize one point. “My heart will dance, my soul will 
sing, because I am a mother.” Life would be short, but taking a 
fancy to being a mother prolong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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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在卑詩省省政府工作八年，對加拿大之福利與人權 
體制多有了解，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特邀其撰文，

提供有關雇主與員工的關係暨職場法則，藉由台加月刊，希

望對打工度假的莘莘學子，以及移居加拿大的鄉親，有所幫

助。

前言

居住在加拿大這美好的國度裡，無論你是移民多年，或是以

工作簽證來打工度假的學生，在進入加拿

大這個井然有序的陌生國度，都需要進一

步了解加國風土民情、社會制度，並且明

白台灣與加拿大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

同的職場思維與做法，入境當隨俗。

這一篇文章是以個人在卑詩省省政府任職

八年的經驗來撰寫。文中舉出自身經歷以

及加國之福利與人權體制，來講述卑詩省

雇主與員工的職場生存法則。 

加拿大人的人權準則

若要談及在加國職場上的尊重，與避免不

必要的摩擦與隔閡，我們可以先從加國的

「人權準則」瞭解起。加拿大政府於 1977
年通過加拿大人權法案，其目的是為保障因性別、身心障礙

或宗教等因素受到歧視的受害者，該法案維護他們擁有同等

機會的權利。這裡的同等機會包括擁有同等工作機會權。

加國人權法案所禁止的歧視範圍包括：種族、國籍、族裔、

膚色、宗教、年齡、性別(性別項目包括收入平等、性騷擾、

孕婦待遇、生育待遇及性別認知等 )。禁止歧視的範圍還包

括婚姻狀態、家庭狀況、殘障歧視等。

在卑詩省，這項「人權準則」稱為 BC Human Rights 
Code，是每一位卑詩省居民必須遵行的法則。

現在我們就一一來探討這項準則如何運用在職場上。

有關種族的歧視

加拿大不允許任何關於種族、國籍或族裔 (民族來源 )、膚

色、以及宗教上的歧視。

用我親身經歷的一個例子來說，我在省府工作，有一位男同

仁，不時會在言語上開一些有關種族的玩笑。2012 年有一

天他看到一則新聞報導說，「在中國，到海灘游泳出現一個

新潮流，就是戴著面具去游泳，華人怕曬黑，所以戴著面具

前往海邊。」這位男同事傳了這一篇新聞給華裔同事們看，

也傳給我。

其實當時我並不是很在意。一來，我承認，移民總是不想惹

禍上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二來，戴面具去海邊的又不是

我，不甘我的事，一笑置之即可。

但是在加拿大土生土長的華裔同事可不這麼認為 ! 尤其從這

位男同事口中已聽過不少種族玩笑的言語，這一則新聞成了

點燃爭執的導火線。華裔同事稟告主管，主管稟告上司，最

後再上報維多利亞省政府。

接下來的幾天，省政府派遣官員前來調查，對每一位員工單

獨進行問話，以便了解事情的原委，並在最後做出處置。  

有關年齡的歧視

在加國職場上，雇主可以問員工是否到了合法的工作年齡，

但是不可歧視學校延畢生或是超過19歲還沒有高中畢業者。

雇主也不能逼迫年長者退休。

曾經有位年紀比我大的同事，常常跟我說，主管不會聽我的

意見，更不會相信我做事的能力，

因為我年輕。我聽了不為所動，

但我身旁的同事卻將此事讓我的

老闆知道。這一位自認為資深又

年紀大的同事，因此被上級給予

警告。所以有關年齡的歧視話語，

是不可在辦公室裡傳遞的。

這裏要強調，對於限制未成年不

能行為之事項，不屬歧視範圍。

在卑詩省，未成年是指 19 歲以

下，比如說，根據菸草法例，禁

止出售菸草予未成年人，如果老

闆詢問你是否成年，而你只有 18
歲，老闆不賣香菸給你，這樣不

構成年齡的歧視。

性別認知權利與女權平等

   「性別認知」的權利，以及「女權」之平等，是這幾年一

再被提起的議題。

曾經有男同事很認真地卻帶著諷刺的口吻說 :「女人享有很

多假日，生小孩有產假、帶小孩有育嬰假、小孩生病可以請

假回家、月事來了不舒服也可以請假，另外還有個人病假和

年假 !」他不服氣地抱怨他的假期如何之少，卻用了挑釁女

性同仁的話語。可想而知，他會因為自己的魯莽，語言上歧

視婦女而付出被上司糾正的代價。

在加拿大，對於女權的尊重，我們還看到各處公共廁所都有

為婦女而設的哺乳間或育嬰室，甚至在大庭廣眾下哺乳，也

是婦女享有應得的尊重。

論及「性別認知」的權利，我工作上碰到的情況是，常常有

申請人在性別欄內勾選 「unknown 未知」或是「prefer not 
to say 不想說」，甚至他們可以選擇他們所相信的性別，而

我不能因為這樣而拒絕提供他們該有的服務。

所以，雇主們要注意，藉口懷孕而解僱女性員工、拒絕僱用

同性戀者、雇主刻意降低女性員工薪水，都是在加國職場上

不允許發生的。

騷擾屬於歧視的一種

騷擾 (harassment)，可以指文字語言上的，也可以指動手

威嚇，或只是手勢上的。這些都是屬於歧視的一種。任何關

於種族、性別、身障者、年齡等的笑話、輕蔑，都可以構成

騷擾。

卑詩省雇主與
員工的關係暨
職場法則

文 / Wendy Huang 黃琬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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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有一位來申請福利金的人士被我拒絕，因為他不符合

資格。被拒後他開始對我吼叫，並且說 :「滾回妳的國家，

我不用和 ESL 的人說話。」雖然我是一位移民，我的母語不

是英文，我也早有心理準備可能會碰到這樣的言語歧視，但

是我的主管見狀，毫不留情地將此人轉送第三方機構，由第

三方機構來處理他的申請，並且從此他永遠不能踏入我們的

辦公室，因為他的歧視性言語是不能被接受的。當天我的主

管也緊張地問我是否安好，擔心我的身心受到傷害，要我回

家休息。 

與工作性質有關之背景查詢

曾經有犯罪前科或是吸毒者，他們仍有人權，當身家調查結

果和現在要申請的工作性質不衝突，那他就有權利前來應徵

工作，雇主不能因為曾有犯罪前科或吸毒紀錄而拒絕僱用此

人。

舉例來說，若犯罪紀錄是有虐童的前科，那今天若是開幼兒

園的雇主拒絕僱用此人，是合理的，因為和工作性質相抵觸。

但是，若此人的紀錄是車禍肇事，而申請的工作可能是不要

求開車 (或不需要開車 )，那雇主便不能因為車禍肇事此等

紀錄而不僱用。就算不想僱用他，也不可以用這一項理由拒

絕，因為這樣構成歧視。 

以上實證都告訴我們，在加國，在卑詩省，歧視行為是不允

許的。我們都有權利去阻止任何會剝奪人權的事情。在職場

上，遇到任何上述霸凌的行為，或不禮貌之舉動在溝通後對

方都沒有改善並且一再重複發生，即可通報上司。

雇主有防範的義務

雇主的義務是要做適當地溝通，並且給予訓練與教育，若有

需要，可做機動性的調動。比如說：對於殘疾者、婦女、年

輕員工給予通融。如何做呢？雇主可以有技巧地提供額外的

訓練，如替經驗較少的年輕員工安排免費課程，當作是工作

訓練上的福利之一；或是將曾經有過爭執的員工們，重新調

整工作地點。另外，幫助殘疾員工提供適當的工作裝備，調

配工作量等，這些都是雇主須為員工做的義務。

若員工覺得上司沒有辦法處理職場上的爭端，可向 BC 
Human Rights clinic 尋求協助，或向卑詩省雇用標準局 (BC 
Employment Standards Branch) 投訴。唯投訴須在事件發

生六個月之內，並需要紀錄事件的緣由和時間、地點。

員工應享有的福利

卑詩省雇用標準局（BC Employment Standards Branch) 訂
定法規，以確保職工擁有安全的工作環境，以及獲得所有應

享的福利。包括標準時薪、超時工作的薪水支付、休息時間

與年假等。

但是享有應得福利的前提是 : 職工需要持有合法在加國工作

之證明，並且遵守工作環境和職業道德的基準，若沒有遵守

勞工賠償法(Workers Compensation Act)第三章，或職業健

康及安全條例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
的規定，是有可能得不到或是只得到部分或少數福利的。

• 標準時薪以最低時薪 ＄10.45 計算 

（酒水服務人員以 ＄9.20 計算）

• 每月發薪兩次

• 連續工作 5 小時 , 需有 30 分鐘的休息時間

• 若每日超過 8 小時的工作時數，超時的時數需要以應當

得到常規工資加半個小時的工資來支付 ; 若超過 12 小時，

則以雙倍時薪來支付

• 工作滿一年後，可享有兩週的帶薪假期

• 工作滿三個月後，該員沒有過錯卻無故遭到解雇，雇主必

須支付解僱費用 (severance pay)，並且要全部付清之前

累積的加班費或假期費用

外籍員工的福利

在卑詩省工作的外籍員工，也有權得到該享有的權利和保

護。包括如上所述的應得的最低薪資、超時時薪。

雇主不可以用商品或是其他事務替代工資。

除了薪資上該扣除的所得稅、退休金 (CPP)、失業保險金

(EI)，雇主不可以向員工要求支付任何其他費用。

在工作許可證沒有過期的情況下，外籍員工若有需要，可以

申請失業保險金。

所有相關移民事務都是由聯邦政府移民局處理。雇主不可以

對有合法工作身份的外籍員工以「協助辦理移民」為由收取

任何費用，或提出額外的工作要求作為條件。

此外，在工作許可證到期前，員工可以求去另覓他職，職雇

雙方可以解除雇用合約。倘雇主為求受雇員工依期完成工作

或中間不離職，而變相要求以繳交保證金或押金方式，這是

違法行為。解約後，雇主也不可以強迫外籍員工返回原籍地。

更多權利與福利的資訊 , 可瀏覽以下網頁 :

Employment Insurance 失業金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enefits/ei.html

Work BC 卑詩省工作諮詢站 

https://www.workbc.ca

BC Human Rights clinic 卑詩省人權準則 

http://www.bchrc.net

Seminars for Employers 省政府給雇主的講座可參加 

https://eao-employersseminars.labour.gov.bc.ca/
SeminarsForEmployers.aspx

卑詩省之僱用基準 

https://www.labour.gov.bc.ca/esb/facshts/translations/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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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琴療法 VS 身心靈
圖文 / 林靖宜

希臘神話提到最早的樂器是豎琴，由希神赫耳墨斯所發明，

赫耳墨斯在其降生的那一天，在一隻烏龜殼裝上幾根羊腸作

弦，做成第一架豎琴。這豎琴的聲音聽起來妙不可言，即便

是太陽神阿波羅都聽得入迷，說服弟弟用金杖換取豎琴，有

意思的是滿面紅光，長著棕色環形卷髮的太陽神阿波羅也經

常爲眾神彈奏豎琴，悠揚悅耳的樂聲使眾神如醉如癡，金豎

琴．阿波羅的標誌之一。

想像一下，夏日週末的燥熱午後，豎琴柔美的外形，其演奏

時頓時令人置身在神話之中，沉浸在美妙音樂裡，是多麼奢

侈享受的一件事，眼耳鼻舌身五感中，聽覺直達人的記憶及

情緒，這與眾不同的力量，能夠直接影響心思意念與情緒起

伏，通達心靈最深處，引導我們穿越時間與空間，挖掘被我

們遺忘的記憶，讓我們被埋藏在心靈深處的情緒與感受重見

天日。

豎琴音樂療法專家陳芳苡醫師曾提到，豎琴自古人類歷

史一直就被用為“舒解及安逸”的象徵 (symbol of relief 
and comfort)。豎琴是一個最特有的“傳統無時間性的治

愈”(timeless healing tradition) 的樂器之一。在遠古記載，

豎琴師有三種特性或三種使用的音樂“旋律”(strains)，
每一個特性有不同的感觸及效果，如豎琴師彈“睡眠旋

律”(sleep strain)，則使入睡。或，“悲哀旋律”(sorrow 

strain) 則使流淚，及“愉快旋律”(joy strain) 則使歡笑。

這三種特性仍用到當今豎琴音樂的性質–這種音樂能帶我

們進入靜地，使我們哭泣、使生動、使光輝及趣味。

有這三種旋律 (strains) 豎琴可以影響到我們的心靈；能灌

入舒適，寧靜、安逸及充實愛心，能將煩腦及憂慮寄托於“睡

眠旋律”。豎琴音樂能觸及憂愁、悲傷、孤寂、傷慟，能將

這些痛苦由“悲哀旋律”來解放，能聯繫上迷失者，內心壓

力及缺乏幽默感者，用 “愉快旋律”(joy strain) 給他們帶

回生命的活力，彈豎琴賜予豎琴家一個“有能力打開心靈之

鎖”特別的恩典。(1)

法國的國際聲譽針灸師及音樂家 Fabien Maman 在他的書

“人體如豎琴”中提到 “豎琴的弦就像人的經脈 (meridian) 
一樣。豎琴師在彈奏豎琴的琴弦時，就像針灸師調節人的經

脈。”(2) 豎琴音樂療法在現實醫療體系應用範圍極為廣泛，

如先前提及減輕壓力管理的方法，適用在一般的企業業務組

織，提高專心力及動機力。安寧病房及養老院裡豎琴的天籟

之音可安慰恐懼及憂慮並舒適痛苦。

醫院環境裏的特殊需要兒童、分娩期婦女、加護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及手術房的病人，當彈奏豎琴音

樂時，能營造愛及安全感的氣氛，使患者能自行調整心跳、

輔助呼吸節奏及增高氧氣數。腦傷病造成失去記憶力病人，

常使用他們過去熟悉的音樂，以進入他們的記憶界。音樂對

腦作用影響力也不容小覷。再者對於肌肉骨骼系統復健患

者，觸摸豎琴，學習彈豎琴，更可增加身體機能協調及專注

力，病人參與豎琴活動是多面向，與傳統單方面施加治療有

著極大的差異性。

現代社會生活節奏緊張，工作壓力沈重，容易使人處於不健

康的狀態，因為壓力產生的疾病日與遽增，同時在我們心靈

及身體上留下印記，豎琴音樂療法正可以找到自己的寧靜時

刻，重新看見自己的內心，進而評估及充電，紓解過度的壓

力，洗滌心靈，用不同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用嶄新的態度

經驗新生命的美好。

每段音樂都有自己的故事，聆聽欣賞音樂時，所感受的故事

或許反映出隱藏在內在不為人知的世界，進而影響我們面對

世界的決策及應對。自孩提時起，我們聽聞許許多多的故事，

在這些故事中理解生命，音樂中的故事可以為自己的生命創

造意義， 其中角色扮演就如同一道實體的橋樑，讓舊日的

我們，跨越時空得已通往夢想中的未來。

豎琴音樂治療界中第一把交椅，創世界之先河的美國國際豎

琴音樂療法班 (International Harp Therapy Program - IHTP) 
享譽全世界，創始人是美國享有國際聲譽的第二代豎琴家

Christina Tourin。IHTP 訓練豎琴療法師取得證照以便提供豎

琴的美聲彈奏服務於各大醫院及養老院相關機構，全面系統

化的制度孕育為數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豎琴療法師。筆

者的指導老師郭柳秀博士 DR. Liu-Hsiu Kuo 美國國家音樂治

療師 (NSBTM) 註冊豎琴療法師，其於豎琴療法專業自不在

話下，而且多年全職服務醫療體系的寶貴經驗實屬難得，筆

者在其亦師亦友的諄諄善誘下，如沐春風，術業精進神速，

心中無限感佩且極其榮幸。

筆者 Bonnie Lin, 擁有美國豎琴療法師證照 CHTP(Certified 
Harp Therapeutic Practitioners)， 目前多方參與郭柳秀博

士在美國華盛頓州及加拿大各城市積極培訓多位有意成為豎

琴療法師的在學學生及鼓勵對音樂有興趣的成人和銀髮族加

入學琴的行列，(無需任何音樂基礎皆可加入 )，讓餘音繚

繞退休的生活， 亦為日後推廣豎琴療法至溫哥華各大醫院，

安寧病房，兒童醫院及養老院或其它有此需求的機構做準

備。

參考書目

1. Christina Tourin， The International Harp Therapy Program 
brochure， Class 2004 and 2005.

2. T Maman， Fabien，  The Body as a Harp， Sound and 
Acupuncture. Redondo Beach: Tama-Do Press， 1997. ISBN 
0-96577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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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治醫師查房的時間；年輕的醫師踏著輕快的步子在走廊

上急行。他一直在與時間：剛剛才看完了門診；過一會查完

安寧病房後，還需到家醫科病房去呢。

後面的醫師助理、護理長、還有值班的護理師，以及照服員，

亦步亦趨地走在他後面；陣容龐大。

1105 病房的病人看到一行人一字排開，站在她床前，愣了

一下之後，明白是來查病房的，馬上就哀求醫師說：「醫生

啊，怎麼我的腹部腫脹得這麼厲害？而且我的排便問題也都

好像沒有進步似的。請你幫幫我好嗎？」病人是一位叫「阿

淑」(非真名 )的七十來歲的婦人。也許被疾病折磨的緣故

吧？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蒼老得多。

聽了這話，年紀輕輕、卻經驗豐富的主治醫師好像是遇到了

難題似的，求助地看了病床旁邊的阿淑妹妹秀芬 (非真名 )

一眼；可是秀芬馬上把頭轉過一邊，將眼光投向窗外的空中

花園。

現在正值春暖花開的時節，窗外一片花團錦簇，好不熱鬧。

秀芬卻沒心思欣賞美景，因為她也正在思索如何回答她姐姐

這個問題。

其實，阿淑這已不是第一次問這個問題，但是醫師每次都支

吾以對，無法正面作答，只能敷衍似地說「好！好！我會處

理的。」主要是因為阿淑家人一直要醫護團隊對她隱瞞真實

的病情，讓醫師十分為難。

阿淑罹患的是末期的胰臟癌，而且已經擴散至腹部的其他器

官：肝、腸、胃都有。開始時，她除了疼痛的問題有待處理

之外，其他一切看來還算不錯：能吃、能睡，精神也可以。

不只可以坐輪椅到空中花園散步，甚至也曾參加過每週一次

的卡拉 OK 活動，與妹妹秀芬合唱「雙人枕頭」，博得在場

者一致的稱讚。

癌腫瘤阻塞了腸子，導致排便困難，「軟便劑」能發揮的作

用很小，逐漸地，阿淑需要用鼻胃管來處理排便的問題。這

讓她很不舒服，心中也一直誤以為醫師「連簡單的消化不良

都無法處理」。幾次想出院回家，還是被妹妹及其他家人說

好說歹地說服，而打消了這個念頭。 

團隊也曾與主要照顧者的秀芬，以及其他家人溝通，試著勸

他們將實情告知阿淑。可是他們說：阿淑生性悲觀，若知道

自己已經病入膏肓，一定會吵著要回家等死；更糟糕的，她

也極可能用各種方法尋短見…。

既然家屬有這個顧慮，團隊雖然覺得不妥，也只有尊重，同

時，告誡大家要謹記家屬這個要求。可是，這個要求也讓主

治醫師傷透腦筋，因為他對於阿淑每次問的那個問題，都需

要敷衍。然而，儘管覺得不舒服，卻也沒有別的法子，只得

走一步算一步了。

隨著日子一天天地過去，阿淑的病情也逐漸開始惡化。首先，

她食慾變差，嘔吐次數增多，整天嗜睡，腹部更大，排便也

更加困難了。她的家屬繼續告訴她胃腸不好，醫師繼續敷衍

她說會為她處理，阿淑後來就懶得問了，只是常常喃喃地說：

「沒關係，我只是單純的消化不良，醫師會幫我處理的。等

處理完之後，我就可以出院了。」精神好時，她也偶爾會談

到出院後，要繼續種菜、養花，因為「後院那片地已經荒廢

太久了」。讓人聽了，為她受騙而不自知，覺得難過之餘，

更懷疑這種處置方法到底是不是最妥善的。

病人絕對有知道自己病情的權利，這是無庸置疑的。家屬常

常為了怕病人因為無法接受事實，而變得消極，甚至尋短見，

而刻意多方隱瞞。這個看來善意的舉動，事實上不只剝奪了

病人的基本權利，更讓病人失去面對生命末期需做的各種因

應的機會。因為這個緣故，有些病人沒能為他們的身後事早

做安排，有些病人沒能見到他們想見的人，而得以從容地向

他們道謝、道歉、道愛與道別；更重要的，許多病人也因此

沒能有機會調適自己對死亡的看法，而在即將踏上那條不歸

路之前，做好心理上的準備。為病人來說，這是極為殘忍、

且是永遠無法補償的過失！

阿淑走的前幾天，她已非常衰弱，卻一直想站起來，她喃喃

地說是為了「要練習走路，以便恢復正常的生活」，但是，

秀芬及護理師試圖抱她，協助她站起來，阿淑的腿卻完全羸

弱無力，不聽使喚。努力掙扎了幾次之後，她被抱著躺回病

床。看她完全失望的表情，讓人不捨。我不知道她的家人見

到這種情景，會不會後悔他們一直矇騙阿淑的做法。

阿淑走前幾個鐘頭，瀕死狀況已經明顯出現，她的家人開始

有些慌張，因為他們還無法決定是否讓她留一口氣回家，還

是「院宣」- 在醫院往生，而由醫院宣告死亡。甚至到最後

一刻，他們仍要求為阿淑洗 SPA 澡。護理師告以極可能來不

及時，他們改成為她擦澡淨身。哪知，就在淨身尚未完成之

際，阿淑輕輕地吐出了最後一口氣。

阿淑與世長辭時，臉上帶著看來有些錯愕的表情；也許，在

她走得不明不白的時候，她心裡還在詫異著：「我只是消化

不良耶！怎麼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要離開了？我還有好多事要

做呢！」有說不出的遺憾與悔恨 ! 做家屬的於心何忍 ?

這是令人扼腕的案例；但是，我相信類似的悲劇卻還是正在

持續不斷地發生著！

(2014/03/15 羅東 )

【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

我才只是消化不良耶
文 /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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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everyone has a disability, but the chances are that 
we will experience disability(-ies) at some point in our 
lives. According to the Canadian Survey on Disability in 
2012, approximately 14% of the general adult population 
reported disability. This means that 1 in 10 working-age 
Canadians has a disability that impacts their life, work or 
social functioning. 

WHAT IS A DISABILITY ?
People can either born with or acquire a disability later in 
life. Disability comes in different forms, such as physical 
disability, learning disability, psychological disability, 
or visual and hearing impairments, etc. Unlike most 
media projects that only people who use the wheelchair, 
or who cannot see or hear are people with disability. 
Having depression, ADHD, Autism, or HIV/AIDS are also 
considered a disability.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y Act (ADA) 
broadly defines disability as "a person who has a physical 
or mental impairment that substantially limits one or more 
major life activities, a person who has a history or record 
of such an impairment, or a person who is perceived by 
others as having such an impairment." 

HOW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answer is: just like you would interact with anybody 
else.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answer, yet 
many people report feeling uncomfortable talking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PWD). This feeling of unease may result 
from being unfamiliar with disability in addition to having 
a stigma attached to disability.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is to provide a few recommendations on 
interacting with PWD.  
Use person-first language. When interacting with PWD,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disability is just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Words that are used traditionally, 
such as a disabled person, schizophrenic, autistic, down 
kids, or cripple, are not appropriate to call someone with 
disabilities. These terms imply that people are only their 
disability when they are not. Person first language simply 
uses "people with" when referring to disability, such as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people with Down syndrom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or wheelchair user. There are 
certain disability communities may advocate disability 
identity-first language, such as blind or Deaf.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listen closely and use the same language 
that PWD refer themselves. 

Ask. While most of the people are willing to give, don't 
assume that all PWD need help. Most PWD are able to 
get around and function just fine. PWD are very capable 
and need to be treated just like you would treat any other 
independent adults. Do not make assumptions about 
PWD's abilities because of their disabilities. It is important 
to remain sensitive to the needs of PWD and ask if they 
need help before you offer any assistance. For example, 
you may ask and offer to read a restaurant menu to a 
friend who is blind.  

Be considerate. Not all disabilities affect intelligence level 
and are linked to hearing impairment. When talking to 
a person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speak directly to the 
person rather than their companions. It is important to 
face them when speaking so they can see your facial 
expressions or read lips if needed. Some people wear a 
hearing aid, so you can speak in your normal volume and 
speed and adjust it when asked. 

Relax. A vast majority of PWD are not violent, rather 
there is a high rate of violence against PWD. Inaccurate 
news media portrayal and beliefs about mental illness 
inadvertently lead to discrimination and stigma, which 
often put PWD in dangerous situations and make them 
even more vulnerable to violence. In fact, more than 40% of 
Canadian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reported the experience 
of violence. Contrary to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research findings also consistently indicated that most 
people who are violent do not have mental illness. 

People may also refrain from interacting with PWD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of saying something wrong. Again,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PWD are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They need to be treated with social boundaries and 
respect. They also speak same phrases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use daily. For example, it is okay to say See you 
later or Talk to you later as you depart from the people who 
is blind or deaf.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DISABILITY? 
Let’s test your disability awareness! Answer true or false in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cannot work. 

False. Mos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can work and want 
to work. Depends on the type of disability and work 
requirements, som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may request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Yet, this does not disqualify 
them from working.

“ ”

Host by TGSA - 
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 Association 

DisAbility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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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LD) usually have  
lower IQs.

False. Most peopl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have average 
or above average IQ. Having a learning disability means 
that the person experiences difficulty in the following skill 
area(s), including reading, writing, calculating, listening, 
and/or reasoning.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re not real problems,  
it's just a sign of weakness.

False. While most of us experience some level of emotional 
distress, diagnosis of depression or anxiety is a serious 
problem that requires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ical support. People with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experience a wide range of symptoms that impact their bio-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HIV/AIDS cannot be spread through sharing food  
or water, but may be transmitted by mosquitoes.

False. Mosquitoes cannot spread HIV. Different from needle 
transmitted infection, it's a complicated process for the HIV 
virus to survive and be transmitted via mosquitoes. HIV 
virus simply doesn't have the strength. You also won't get 
HIV/AIDS by sharing food, drinks, or utensils. 

Clearly, none of the points aforementioned are revolutionary. 
Increased disability awareness enhances social inclusion 
and enriches our lived experiences.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above aim to provide an introduction to disability 
awareness and to stimulate further conversation on 
disabilit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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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pole Dance Festival
2016馬寶舞蹈節 

A friendly Neighborhood Celebration
Sharing the Fun and the Joy of Dancing

台灣與蘇格蘭再次交會於舞蹈的歡樂中

欣賞舞蹈  嘗試舞步  享受美食

Saturday June 4, 2016

The 3rd Marpole Dance Festival  welcome all ages 
to share the Scottish and Taiwanese dance talent 
in an afternoon of free, fun audience-participation, 

showcase performances, and a Food Fair. 

 

FREE Open House Showcases, 
Workshops & Food Fair @ 1:00 - 5:00pm

Event Info
TCCS : 604.267.0901 / info@tccs.ca / www.tccs.ca

SCC : 604.263.9911 / scottishcentre@gmail.com 

Festival Venue
Scottish Cultural Centre, 

8886 Hudson St, 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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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烹飪的朋友有福了！『2016 年加拿大溫哥華地區臺灣

美食廚藝巡迴講座』將於 5 月 13~14 兩日在台灣文化中心

舉辦。這個活動是由台灣僑務委員會指導、駐溫哥華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協導、台加文化協會主辦。

此次邀請來的黃寶元老師，目前擔任台北醒吾科技大學餐旅

管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曾任美國舊金山希爾頓飯店 -客座

主廚、麗景四季飯店 -行政總主廚等，活躍於台灣餐飲界並

參與 FHM 國際廚藝挑戰賽（現代紅樓宴）國家隊金牌等，

屢獲佳績，也曾獲頒 Chaine de Rotisseurs 法國國際美食協

會行政主廚榮譽勳章，並多次受邀前往世界各地出任臺灣美

食廚藝巡迴講座教授，推廣台灣美食文化，有非常豐富的教

學經驗並有多本著作。與黃老師搭檔前來的徐翊銘老師於醒

吾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畢業，曾於數家知名餐廳任職，也有

很多實務經驗。

這次的示範教學內容除了有台灣傳統與創意美食外，因黃老

師亦精通西式料理，此次亦將一些西餐元素帶入菜餚，相信

大家會有很意外的收穫，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基於場地的限制，每次的廚藝講座常是一位難求，請大家儘

速報名，以免向偶，造成遺憾。

  上課時間：第一場 - 5 月 13 日 (五 )2:00-5:00pm
         第二場 - 5 月 14 日 (六 )2:00-5:00pm

  上課地點：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reet, Van）

  費    用：每人每場 10 元。

每場各示範六道不同的菜餚，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

額滿為止 ! 報名及洽詢電話：604-267-0901

2016 年臺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

黃寶元	教授

經資歷 :

醒吾科技大學餐旅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美國三籓市希爾頓飯店 -外交國宴主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烹飪技能檢定術科 -監評委員

HACCP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稽核委員

獲頒 中華民國行政院衛生署第一屆優良廚師

獲頒 中華民國私立教育事業學會模範教師

獲頒 美國舊金山 -市長榮譽獎

獲頒 澳大利亞阿德雷德市長接見表揚

WACS 國際廚藝挑戰賽 -金牌

台灣之光 -總統府馬總統英九先生二次接見

講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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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至台加文化協會購買「懷念的台灣菜」

中英文雙語食譜，自用送禮兩相宜。

（感謝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北加州分會提供食譜）

材料：
雞蛋 4 個
熟鹹蛋 3 個
皮蛋 3 個
水 4 大匙
香油 1 小匙

作法：
1. 鍋中放入皮蛋，加水蓋住皮蛋，以中火煮滾後，續煮3分

鐘，使蛋黃凝固，待涼，切丁備用。
2. 將鹹蛋的蛋黃和蛋白切丁，備用。鹹蛋的蛋白可酌量減

少，以免太鹹。
3. 雞蛋加4大匙水，輕輕打散均勻後，將香油及作法1和2拌

勻。
4. 取一個方形或長方形的容器，刷上一層油，將作法3緩緩

地倒入。
5. 將作法4放入蒸籠＊，鍋蓋不要蓋緊，放根筷子留些縫

隙。以中火蒸20分鐘（可按壓一下中間，感覺有彈性，
就是熟了），取出放涼。

6. 用一把小刀，沿著容器刮一圈，倒扣出來，切片裝盤。

註：
1.蒸時，鍋蓋留些縫隙，才不會蒸出凹凸不平有洞的蛋。
2.蒸三色蛋可用電鍋代替，外鍋放水½杯（電鍋杯），開關

跳上後再悶30分鐘即成。

三色蛋
Three Colour Steamed Eggs

Ingredients:
4 Eggs
3 Cooked Salt Eggs
3 Thousand year/preserved eggs
4 tablespoons Water
1 teaspoon Light (white) sesame oil

Preparation
1. Place preserved eggs in a pot, add cold water to 

completely cover the eggs. Cook to boil at medium high 
heat, and continue cooking for 3 minutes. Turn off heat 
and let eggs sit for 10 minutes (keep lid on) until egg 
yolk coagulates. Diced ad set aside.

2. Dice salted egg yolk and egg white separately. Set aside. 
To reduce the saltiness, use less amount of salted egg 
white.

3. Beat 4 eggs with 4 tablespoons of water until blended, 
add sesame oil and other eggs from 1 and 2, mix lightly. 
(may use partial salt egg white to reduce saltiness)

4. Grease a shallow bowl or a square container with oil, 
pour the mixture from step 3 slowly into the container.

5. Place the container from step 4 into steamer*, cover 
loosely (place a chopstick between steamer and cover) 
to let some steam escape. Steam in medium for 20 
minutes. (To test whether or not the egg is done, place 
a folk or spoon flat side on the surface of the steamed 
egg mixture. If the surface is resistive to the touch, then 
it is done. Remove the container from the steamer and 
let it cool.

6. Run a knife carefully around the inside edge once and 
the steamed egg will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ntainer. 
Insert the steamed egg on a shallow place, slice into 
about ½ inch thick pieces (not too thin to prevent 
steamed egg from crumbling) and serve.

Note:
1. Letting steam escape keeps the steamed egg from 

developing bumps and holes.
2. Eggs can be cooked with a rice cooker, with ½ cup water 

on the outside pot, keep the lid on for extra 30 minutes 
after the control is shut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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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多倫多市長羅柏特·福特，得年46歲

日前因承認在辦公室中吸食古柯鹼，而惡名遠播國際、爭強

好勝的前多倫多市長羅柏特·福特，在經過18個月與癌症的

搏鬥後，於星期二死亡，得年46歲。福特家族表示：「秉

著沈重的心情與深沈的傷悲，我們福特家族在此宣佈，扮演

著我們所愛的兒子、兄弟、丈夫以及父親角色的羅柏特·福

特死亡的消息。他也是名以生命來致力服務多倫多人民的市

長。」福特市長是一個評價兩極的人物。有些市民就喜歡福

特市長的親民形象，以及其有話直說的風格來談論政府應該

大砍支出。福特市長也曾當過長達十年、受歡迎的市議員。

他因為大膽的政治作風和支持保守黨的政治理念而出名。其

事蹟還包括他把家裡電話號碼告知大眾的習慣，以及會回撥

選民的電話，來處理路上的坑洞以及壞掉的水管。 
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mar/22/rob-ford-dies-
cancer-former-toronto-mayor

三名民眾因持手榴彈而在卑詩省逮捕

在星期四，因為攜帶無法引爆的手榴彈跨越蘇瑪斯邊界而被

逮捕的三名旅行者，已被無罪釋放。海關官員阻止想要進入

加拿大，再進入阿拉斯加的這三名旅者。而這三名旅者目前

已被遣返至美國。約在下午2:45，加拿大邊境服務署的執法

人員在第二級檢驗中，於一輛廂型車看見一項“貌似危險的

物品”。由此，稍早跨越卑詩省亞博斯福邊界的舉動因而被

禁止。檢查後的結果顯示，手榴彈沒有被引爆的可能。而當

炸彈拆除小組在調查時，邊境跨越道路被封閉。當時亞博斯

福當地警方也被請去支援。 

http://bc.ctvnews.ca/trio-caught-with-inert-grenade-at-b-c-
border-sent-back-to-u-s-1.2871288

加拿大新安樂死法案

加拿大新安樂死法，僅適用於加國公民及永久居民。這意味

著美國公民將無法到加拿大接受安樂死。一位資深的政府官

員告訴美聯社，這項法律把來加拿大的訪客排除在外，來杜

絕可能出現、專門來加拿大自殺的團體。由於上層嚴禁法案

確立前的相關細節討論，這位政府官員以匿名的方式接受美

聯社的採訪。官員又表示，若要受惠於新法案，該申請者必

須要有加拿大健康保險。此法案也將精神疾病患者排除在

外，同時也不接受正常人遠在生命盡頭前，提出安樂死申

請。 

http://www.dailysabah.com/americas/2016/04/14/canada-
dismisses-prospects-of-euthanasia-tourism

Taiwan rejected from OECD meeting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yesterday said that 
Taiwan has lodged a stern protest with China, the Belgian 
government and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fter a Taiwanese 
delegation was requested to leave a conference in 
Belgium due to Chinese pressure.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has been requested to file a protest with Beijing 
against its ‘unfriendly act,’ while Belgian officials 
apologized.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
archives/2016/04/20/2003644360

Nearly 90% against abolishing death penalty
Nearly 90 percent of Taiwanese oppose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survey 
released yesterday showed. The poll, conducted last week, 
found that 87.9 percent of respondents oppose abolition, 
mainly because they think it would undermine public 
safety and embolden people to commit criminal acts, the 
council said in a statement.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
archives/2016/04/22/2003644522

Taiwan in the spotlight
The use of Taiwanese films to help reveal the nation’s 
social and political scenes has proved a hit with 
audiences in London.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in 
Europe, knowledge of the Taiwanese film scene extends 
no further than the work of director Ang Lee ( 李安 ) but 
a greater appreciation is being sparked by events such 
as the annual Taiwan Film Week at the Center of Taiwan 
Studies, part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Director of the Center 
of Taiwan Studies, Dafydd Fell, has found the medium 
of film a useful tool to address themes such as politics, 
modern history, society and economics.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
archives/2016/04/19/2003644279

Taiwan sweeps 60 awards at exhibition of 
inventions
Taiwan won 25 gold, 20 silver and eight bronze medals 
on Friday at the Genev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Inventions. A total of 32 countries took part in this year’s 
invention show to present more than 700 inventions. 
Participants from Taiwan showcased 59 inventions at the 
annual event.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
archives/2016/04/18/2003644233

Translated by Vivia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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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Mon.) 7pm 翻滾吧！阿信

5/17 (Tues.) 2pm 一八九五

5/18 (Wed.) 2pm 不能沒有你

5/19 (Thur.) 7pm 流浪神狗人

5/20 (Fri.) 7pm 艋舺

5/21 (saT.) 7pm 九降風

5/24 (Tues.) 2pm 當愛來的時候

5/25 (Wed.) 7pm 一席之地

5/26 (Thur.) 7pm 停車

5/27 (Fri.) 7pm 聽說

適逢溫哥華台灣電影節十週年之際，我們也將在台加文

化協會播放過去九年電影節裡所播映過的電影，讓喜愛

台灣電影的各位再次回顧陪伴大家一起走過的電影！



導演：黃銘正 

監製：田中實加 

主演：富永勝、家倉多惠子、清水一也、松本洽盛、 

 竹中信子、片山清子、李幸蓉

「我是日本人，但台灣才是我的家鄉。」

二戰後，出生成長於日治時期的台灣近二十年，卻被強

迫返日的日本「灣生」，超過一甲子的思念與等待後，

終於在古稀之年攜著兒孫，再次回到心中的家鄉。歷經

十二年紀錄尋訪，五年拍攝製作，《灣生回家》緊密且

觸動人心地訴說著回憶的力量、鄉愁，以及家鄉在我們

心中無可抹滅的位置。

導演：楊力州 

監製：朱詩倩 

主演：侯孝賢、張艾嘉、關錦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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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力州導演透過 51 部電影的鏡頭，製

作出這一部寫給各世代影迷的「情書」。它不僅捕捉了五十年

來台灣的電影歷史，更呈現出當代的社會變遷，與一整代台灣

人的回憶，讓我們再次體驗這些年來電影所帶來的感動，以及

每一個扣人心弦的片段。透過銀幕，《我們的那時此刻》將與

你重溫經典電影中點點滴滴的難忘時刻。

導演 : 鄭有傑、勒嘎·舒米 

監製 : 鄭有傑 

主演 :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吳燕姿、林嘉均、許金財、徐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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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單親媽媽巴奈回到故鄉去照顧生病的父親時，她發現部落土地將被改建為觀光

景點的開發計畫。心中重燃對家鄉的愛，她決定與族人們一同重振部落，並拯救

他們的土地。身為部落裡第一名離鄉求學的族人，巴奈清楚看到社會邊緣群體的

掙扎，更從此找回她身為原住民的根源。根據真實故事改編，《太陽的孩子》是

個關於重建的故事 — 重建祖傳的土地，同時重建族人心中遺忘的原住民文化。

《灣生回家》

《太陽的孩子》

《我們的那時此刻》

導演：鄭伯昱 

監製：徐立功、Stephen Israel 
主演：歸亞蕾、鄭伯昱、Michael Adam Hamilton、莫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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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洛杉磯的男同志丹尼，希望與他的伴侶泰德共同養育孩子。同時，他在台北

的保守媽媽也不停施加壓力，催促丹尼成家立業、傳宗接代。為了自己以及討好

母親，丹尼試著透過代理孕母來完成此心願。但在與代理機構打交道的同時，各

方問題也接踵而至，不僅泰德對於即將成為父親的角色而感到不安，丹尼的媽媽也時不時地多管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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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月酒》



導演：李中 

監製：李烈、黃江豐 

主演：張孝全、萬茜、隋棠、楊雁雁

「我們不只幫人洗衣服，還幫人清除人生裡的汙垢。」

有間洗衣店不只洗衣服，還可以洗掉甚至任何人、任何事、任何你想要使其

從生命中消失的髒汙。店裡專顧的職業殺手「青田街一號」，經驗老道又殘

忍無情，沒有任何解決不了的人，卻遇上了一群解決不了的鬼。飽受被受害

者冤魂所騷擾的他，尋求靈媒林香的幫助，在為鬼魂平反冤屈的過程中，卻

迎來了更大的謎團。漸漸地，「青田街一號」的心似乎又激起了人性的火花，

而這將為他帶來的，究竟是救贖亦或是劫數呢？

導演 : 林孝謙 

監製 : 葉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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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宅女芳如，在阿嬤跌倒住院後，被迫放棄了留學美國的夢想。轉眼間，經營

家中溫泉旅館的責任及龐大的債務，都落到她的身上。此時，一名不請自來的帥

氣外國背包客登門尋求「打工換宿」。這對非比尋常的夥伴將如何撐起快荒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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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您一生難忘的假

期。

導演 : 林靖傑 

監製 : 張玉青、陳希聖 

主演 : 陳怡蓉、莊凱勛、莫子儀、龍劭華

「女兒是爸爸前世的愛人，妳的名字就取做『愛琳娜』」

原本出身平凡，只能四處打零工的愛琳，因著一場車禍，意外地成為了小提琴老師。夢

想追尋浪漫歸宿的她，與單親計程車司機廖俊明，和她的夢幻情人富二代 Kevin，都碰

撞出愛情的火花。無論是尋常家庭的茶餘飯後，或 KTV 午夜場的把酒言歡，這一幕幕

的場景佐以夢想、音樂與愛情，就交織成你我的生活。《愛琳娜》反映出台灣勞工階層

的艱辛，以及他們在迅速的時代變遷中面臨的困難。

導演 : 梁皆得 

監製 : 台灣猛禽研究會 

主演 : 沈振中、吳念真 ( 旁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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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91 年時，一位熱忱的學者決定要製作一份台灣黑鳶

的詳細紀錄。由台灣猛禽研究會製作，《老鷹想飛》跟隨

人稱老鷹先生的沈振中老師，踏上一段長達 20 年、走遍全

台的旅程，追蹤台灣僅存的 200 隻黑鳶。本片由名導演吳

念真擔任旁白，透過黑鳶的困境，記錄台灣快速的都市化

變遷、環保及過度使用殺蟲劑等議題。片中黑鳶優雅飛過

台灣海岸線的片段，勢必能喚起觀眾保護這些珍貴鳥類的

使命感，就如同老鷹先生於 20 年前深受感動一般。

《老鷹想飛》

《青田街一號》

《愛琳娜》

《五星級魚乾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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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的生命力，傳唱百年平埔調

文 /王維真

前言

音樂是一種藝術，它把聲音設計在時間的過程。時間不斷地

流動，所以音樂不像一幅字畫或一件雕塑，可以在同一時間

內整體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隨著時間的消逝而流動。因此

我們稱音樂是時間的藝術；繪畫是空間的藝術。

但是時間的藝術，並不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就完全消失！一首

樂曲雖然結束，但是音樂的整個面貌已經打在我們心裏，也

在腦海中迴響，有的作品甚且餘音繞樑而回味無窮。

音樂既是時間的藝術，在時間的長河裡，縱向的歷時性回溯，

我們看到各個時代締造或傳承產生璀燦的音樂文化；而橫向

共時性的平台上，我們也可看到不同土地上的個人或族群，

傳唱著豐姿多元的音樂。

一首好歌，像人類的生命一樣，孕育、誕生，並隨著時間遞

增而持續延展，從這一代傳唱到下一代，從一個城市傳唱到

世界各個角落。經過歷時性與共時性的時空交替，依然傳唱

不歇，這樣有機體的歌，我稱為「有生命力的音樂」。

這個地球充滿各式各樣的音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喜歡和熟

悉的音樂。就像人們住在不同材質的房子一樣，人們也住在

不同的音樂世界。就像人們選擇不同的傢俬飾物，人們也擁

有各自的音樂品味。音樂學者探索音樂世界，仿若遊人各處

探秘尋寶一般，也希望從不同的角度與其間聽聞的許多故

事，解析音樂的生命力。

每一首有生命力的音樂，背後都有說不完的故事；一首有生

命力的歌曲，會延展出音樂史話。從那老歌背後的故事，又

看到文化的張力。今天就讓我來說一說在台灣傳唱百年、生

命力強韌的一首曲調。

情人再見

故事要從鄧麗君說起，雖然仙逝多年，她仍是華人世界知名

度最高的女歌星。

人們會說「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

鄧麗君演唱過的歌曲何其繁多，我在此要特別提出的，是她

在 1970 年推出、由莊奴填詞的一首國語歌曲 --「情人再

見」。三段歌詞，寫景寫情訴分別，都以「啊!啊!情人再見」

收尾。

莊奴先生，原名王景義，寫詞超過三千首，知名作品如：「甜

蜜蜜」、「小城故事」、「風從哪裡來」、「你那好冷的小手」、

「冬天裡的一把火」等曲，傳唱不歇，他在台灣流行歌界有

「詞壇泰斗」的美譽。

「情人再見」這首歌，也見莊奴的功力，開頭五句連四言，

已交待結局注定是悲劇的一個愛情故事：「相見已晚，又要

分手，痴痴相望，默默無言。何時能見?」(歌詞詳見附註 1)

1970 年代是「群星會」鼎盛的年代，「情人再見」這個作品

推出後有許多歌星也愛唱，如 :包娜娜、陳芬蘭、楊燕、謝

雷，以後乃至台語歌星葉啟田、洪榮宏都有演唱錄音錄影留

存，可見此曲受歡迎的程度。

月夜愁

仔細聽聽「情人再見」這首歌的旋律，是否不同的歌詞，在

台語歌曲中也可尋得 ?

答案是 : 1933 年當時台灣第一家唱片公司古侖美亞所出版

的唱片中，可以找到此曲。歌名是「月夜愁」。作曲者鄧雨

賢，作詞人是周添旺。

1933 年，已創作多首「台語流行歌曲」佳作 (如 :望春風、

雨夜花、四季紅 )的音樂家鄧雨賢，重拾平埔族已變身為基

督音樂的曲調，譜成新曲，並由周添旺作詞，而有了台語的

「月夜愁」，由林是好首唱後，風行一時、風靡全台。

 ▲ 鄧麗君

 ▲ 謝雷 唱情人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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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是好

用台語演唱的「月夜愁」，周添旺所寫的歌詞前三句，寫景

寫情，一樣是一個沒有結果的愛情悲劇：「月色照在三線路，

風吹微微，等待的人奈沒來」。(歌詞詳見附註 2)

周添旺先生寫詞的功力與寫曲齊名，著名的作品有許多，其

中「雨夜花」、「河邊春夢」、「秋風夜雨」，加上「月夜愁」，

是他最喜歡的四首作品。他的牽手「愛愛」、歌手「純純」，

均為當年台語流行歌界知名女歌星，周的很多歌是由她們二

人唱紅。愛愛在周添旺離世後，將夫婿最愛的這四首曲名，

刻劃在他淡水八里鄉的墓碑上，永生陪伴。

林是好，原名林氏好，台南人，女高音，活躍於日據時代的

台灣聲樂家，她將藝術聲樂的唱法帶入單一、通俗的流行歌

曲中，讓人一新耳目。她曾全台巡迴演唱並教學，當年「望

春風」、「雨夜花」等歌曲的主唱人純純，便是她旗下最知

名的女歌星。

平埔族的原調

事實上，無論是國語的情人再見或是台語的月夜愁，它的曲

調源頭，可以倒帶百年，回溯到台灣早期的原住民平埔族！

平埔族，根據台灣中研院民族所的研究，在十七世紀外來族

群，如：荷蘭人、西班牙人、漢人等，開始大量遷台之前，

他們早已經在台灣生活了數個世紀。

在一張十九世紀日本所製作的明信片上，我們看到平埔族的

一個影像，那是巴宰族在每年獵獲祭後，舉行的賽跑，勝利

者奪錦旗示眾的圖像。這面手織錦旗應該出自巴宰婦女之

手，織紋多樣，編織費時費工，那是女人對男人強者的一種

尊崇，也是一種榮耀的象徵 ，從此圖可以想見當年善奔跑、

善編織的平埔族人生活的片段。(有關此織錦，詳見附註 3)  

二十世紀初葉，平埔族在大量漢族入住與基督宣教的影響

下，敵不過遷徙流離的命運，並瀕臨傳統文化保存的危機。

他們的傳統音樂快速消失，他們的母語和祭儀都面臨滅絕的

困境。

如同千百年來全世界所有的原住民族一樣，當新的族群大量

遷移入住時，除了土地所有權的爭奪外，平埔族也面臨了語

言、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的衝擊，更一度深困於族群文

化認同、抗爭、消失與保存的危機。

這也是為什麼近一甲子，生活在台灣的人，對平埔族的認識

幾近於零的主因。直到 1990 年開始的原住民「正名」運動，

才讓我們重新認識他們。

在日本北海道的愛努

族 (或稱阿伊努族、

烏塔利 )，也曾經面臨

類似平埔族的文化危

機。無文字的愛努語

在過去的百年來一直

面臨失傳的威脅，「和

化」政策下，一度是

一個即將消逝的語言。

靠著東京帝國大學教

授與愛奴族長老家族

的努力，將記錄歷史

的傳統史詩歌唱錄音

下來，愛奴族的語言

得以傳承下來。

世界上有很多無文字

的民族語言，他們的

文化經常存活在日常

歌唱與傳統祭儀中。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愛努文化與平埔文化，

慶幸地都獲得新生與

復興的契機。

馬偕牧師採譜與編詞

國語「情人再見」、台語「月夜愁」的原始曲調，在平埔族

裡傳唱許多年。傳唱的語言應該也是平埔語。

直到十九世紀，來自加拿大的馬偕牧師，采風途中收錄曲調

並譜新詞，簇生此曲另一份新的生命、發展出新的音樂面貌。

1872 年抵達台灣宣教的馬偕牧師，興學校、蓋醫館、拔牙

宣教、並娶台灣女子張聰明為妻，一生都奉獻給台灣，貢獻

良多。從其回憶錄「福爾摩沙紀事」(From Far Formosa)
一書可看出，他足跡踏遍全島，記錄各種植物林木、蔬果、

礦石，縝密詳實。

旅行途中，碰到平埔族的婦女邊洗衣服邊唱歌，熟捻音樂的

馬偕牧師趕快將旋律記下 : 3565 65123，是以從平埔族口

▲平埔族手織錦旗

 ▲ 周添旺先生

 ▲ 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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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採錄到這麼一首優美的曲調，他一心想著宣教，於是將記

下的曲調填上聖經故事「路得記」的詞，並且將主角之一

Naomi 改為通俗的台灣名字，以台語的「拿阿美」(姓拿的

阿美小姐)為歌名。整首曲子用同一個旋律，配上11段歌詞，

以拿阿美講述孝媳路得的故事。最後一段歌詞為 :「勸您信

主 ... 上帝，真實應允」。

馬偕的採曲填詞，讓這首平埔族的曲調有了意想不到的變

化。因為曲調優美易學易唱，基督教義朗朗上口，這首「那

俄米 (或拿阿美 Naomi) 之歌」，隨著宣教的腳步，很快成

為台灣早期教會信徒間普遍喜愛吟唱的聖詩，一度收在長老

教會聖詩集之中。當時歌譜上的曲詞，由於傳教師來自歐美，

很自然地用羅馬拼音來記錄台語的歌詞 。(拿阿美演唱，參

看 YouTube 附註 4)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

源於平埔族的這首曲調，

到了這時期，因為漢族

的大量遷入，因為基督

教會的音樂教育，平埔

語的民歌曲調已經突變

成用台語演唱的基督音

樂。我們該慶幸平埔族

的民歌被保留下來並廣

為傳唱 ? 還是傷心平埔

族的曲調被徹底地改頭

換面了呢 ?

西洋音樂傳入台灣

我們回看台灣學習西洋音樂的源起，教會音樂無疑扮演啟蒙

者的腳色。

南臺灣的基督教會屬於英國長老教會，早在日據之前，1876
年由巴克禮牧師創校的台南神學院，及其後於 1885 年創校

的的長榮中學 ( 原名長老教中學 )、兩年後創校的第一所女

中長榮女中，「音樂」 這一科目均為上述各校所重視，其

中又以聲樂合唱最盛。「聖樂隊」雖然為了宣教，但是也將

西式樂譜及唱腔帶來台灣。

北台灣的基督教則屬於加拿大長老教會，由馬偕教導群眾歌

唱聖歌開始，將宣教與聖詠一併帶進北台灣。馬偕興學辦學

百年樹人，1882 年先成立牛津學堂，三年後成立淡水女學

堂，後者為今日淡水中學的前身。1910 年又設立婦女堂，

四年後成立淡水中學，這些神學教育、婦女教育和中等教育

都普遍重視音樂，並且設有音樂課程，將西洋音樂帶進學堂，

將西洋音樂帶入了北台灣。

「音樂」一課，在傳統漢學校裡的禮樂課程裡，是聞所未聞

的 (傳統禮樂之學中有著唱歌唱戲都不是正經的偏見 )；聲

樂合唱宣教與四書五經傳道解惑，更是東西文化截然不同的

兩種教育觀點。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開始明治維新，大量引進西方文化與教

育。台灣於一八九五年納入日本版圖，成為日本殖民地。在

日本行之多年的西式音樂教育，隨著日式公學校、小學校在

台灣的設立，也進入了台灣孩子童年的生活中。

從聽音樂、唱歌的角度來探析，台灣音樂史從日本引入西式

音樂教育入台後開始「換血」。唱歌課固為漢學堂所無，爾

後歐洲的華爾滋狐步，紐約街頭的爵士新歌，也在此時進

入台灣，更有台灣人倚著留聲機同步聽唱。你不難想像，

二三十年後，這些接受「新血」的小孩長大，他們的音樂生

活大大迥異於他們父母的那一代。

Naomi - 月夜愁 - 軍伕の妻 - 情人再見

馬偕採曲填詞的這首平埔族的

曲調，在 1933 年由鄧雨賢與

周添旺合作，變身為台語流行

歌曲「月夜愁」。

而「月夜愁」一曲，在二次大

戰期間，隨著戰事的緊張，軍

方派日人栗原白也，將台灣人

熟悉的曲調配上鼓吹參戰的歌

詞，並改成進行曲式，另名『軍

伕の妻』而隨著皇民化運動唱

遍全台各角落。

這是日本人用台灣人熟悉的曲

調，配上日本軍人需要的歌詞，鼓舞臺灣徵調來的軍伕。另

外一首「雨夜花」也被改為「譽れの軍夫」(榮譽的軍伕 )。

就如同戰爭徹底改變人們正常的生活，這兩首情歌也在此一

時期完全變了調。

1945 年日本戰敗，月

夜愁一曲隨著日語在

台的禁說、禁唱，消

失了好一段時間。直

到 1970 年代，因莊奴

先生的新詞及鄧麗君的

演唱，得以「復出」。

這就是我在文章一開始

所說的「情人再見」一

曲。

 

▲ 位於淡水的牛津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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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拿阿美聖歌演唱，請參看 www.youtube.com/watch?v=Ul8H94oyNZA，

主講及指揮為郭乃惇先生。歌詞共有 11 段如下 : ( 係由上述演

唱會中採錄歌詞 )，從歌詞可以看見宣教的本土化 !

早有一人 名拿阿美 住在猶太 本國居住 猶太飢荒 欠缺糧米 

遷徙摩押 遷徙 外邦閃避

阿美丈夫 以利米勒 有子兩人 瑪倫基連 瑪倫基連 取摩押子 

父子不幸 不幸 死在外邦  

阿美看來 世事了然 服事上帝 心有敬虔 要歸本國 與主結連 

想在摩押 摩押 外邦不便

阿美敬畏 上帝之人 想起子死 世間絕望 勸她媳婦 改嫁別人 

不可跟她 跟她 驚了悾悾

媳婦兩人 一個路得 服侍婆家 真有孝德 丈夫過世 甘心受苦 

與她婆家 與她 不離半步

路得做人 真有志氣 對她婆家 講亦要去 聽她所說 話極詳細 

妳的上帝 上帝 是我上帝

婆婆媳婦 回來本國 家中清淡 無時快樂 路得親身 去拾麥穗 

拿來奉養 奉養 照顧姑家

咱聽阿美 路得聲音 詳細來想 使人傷心 總是做好 得著現報 

上帝施恩 施恩 有可依靠

要知路得 後來之事 阿美將她 嫁給波士 波士家業 甚然大富 

路得嫁他 嫁他 有名憑據

看來路得 孝順可取 後來後裔 有出救主 聖經所記 流傳極久 

代代播揚 播揚 講她孝婦

勸您信主 子兒媳婦 當學路得 行孝故事 孝順父母 是人本分 

上帝五誡 上帝 真實應允

(婆家，婆婆，姑家，均指阿美，為路得的婆婆 )

作者按 : 本文曾刊登於 2012 年 3 月溫哥華世界日報藝文采風版，

為筆者所撰寫「餘音繞樑」專欄之文章 (筆名 :灣生 )。今日重

新潤稿修訂，惠請台加月刊不吝重刊，還請各位前輩指正。

▲ 位於淡水的牛津學堂

結語

今天我們回看這一首平埔族的曲調，歌詞的更新，經馬偕到

周添旺到栗原白也到莊奴，演唱的語言有過平埔語、羅馬拼

音、台語、日語及國語，足足傳唱一個世紀有餘。

一首傳唱百年的歌曲，見證了台灣百年來住民結構的改變，

台灣音樂文化的變遷，更彰顯了台灣這塊寶島上，融合多元

文化、生生不息的強韌生命力！

附註 :

1. 「情人再見」的歌詞如下 :

相見已晚 (也有「相見一晚」的版本 ) 又要分手 癡癡相望 
默默無言 何時能見 不知哪一年 不知哪一月 不知哪一天

啊 情人再見

相見是短 離別是長 無限傷心 無限心酸 何時能見 只怕海已枯 
只怕石已爛 只怕人已變

啊 情人再見

如今相見 又要分手 無限傷心 無限苦痛 何時能見 我倆情不變 
我倆意不變 我倆心不變

啊 情人再見

2. 「月夜愁」的歌詞如下 : ( 台語文字有待商議 )

月色照在三線路 風吹微微　等待的人奈無來 
心內真可疑 想不出 彼個人

啊……怨嘆月娘

更深無伴獨相思 秋蟬哀啼　月光所照的樹影 
加添阮傷悲 心頭酸 目屎滴

啊……無聊月暝

敢是註定無緣份 所愛的伊　因何給阮 放未離 
夢中來相見 斷腸詩 唱未止

啊……憂愁月暝

3. 平埔族的這面手織錦旗，在本 (21) 世紀初，由泰雅族編織藝術

傳承暨領航人「尤瑪•達陸」，依照原圖重新複製了 ! 2016 年

2 月溫哥華 UBC 的 MOA 博物館所策展的「形 (無 )形」，筆者

見到尤瑪本人，獲得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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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爬山的日子】

文 / Suzzie   照片 / Brad
Joffre Lakes 是 BC 省美麗高山湖泊之一，同時擁有三座美

麗的湖泊與冰河，一個簡單的爬山 Trail 兼觀光勝地，所謂一

舉三得見識不同的湖光景色。在左邊入口處約幾分鐘的路程

就可以看到綠意盎然用水草畫出玲瓏有緻清澈見底的第一個

湖，但距離第二個湖需要些許的爬升，因為她踪身藏匿在更

高的冰河山上，如此夢幻的冰河湖，沿路上一階又一階的坡

度往上爬升，還有就地取材的木雕創作與供飲用來自最天然

加拿大的冰河水，(曾經讀過研究加拿大以後將是富有的國

家，光賣裝瓶的冰河水就是可觀的資源收入 )，爬升大約 40
分鐘你可以遠遠聽見來自 Joffre Creek 的呼喚：加油！尋著

巨大的聲響在 Trail 的右邊順勢驚見萬馬奔騰的瀑布由冰河山

上往下飛奔，而亮晶晶的冰河伴隨著湛藍湖水的美景也正等

著你，在一個全開的景觀點，見識到第二個高山湖，讓你盡

情的暢遊在山嵐瀰漫的冰河與靜靜湛藍色的高山湖之間，一

早就聚集從各地聞名而來的旅人，想一睹它們美麗的存在。

在第二湖與第三湖之間還有一個小小的景觀點，別錯過獨木

橫跨湖中央，一個很夢幻的景點，再過一座旁邊有可愛木雕

小熊的橋，就可以親近第三個有如藏匿深山的湛藍寶石湖，

因為今天只是我們熱身順道遊，所以我們只到第三湖的景觀

點，但這裡的美景五星級 (有省錢 )午餐景點，已經是坐無

虛席，可見她的媚力無窮，如果體力與時間許可，還可以更

接近冰河從右邊把第三個湖繞一圈喔！

從溫哥華往 #99( Sea to Sky Highway) 北行 Squamish 經
過 Whistler 與 Pemberton 之後的 Mt Currie 往 Lillooet 的
一個叉路右轉， 沿著 BC#99N 過 Lillooet Lake ，從山的

入口約 21 公里處注意標誌 Joffre Lakes Parking Lot  從溫

哥華約 3 小時路程。Joffre Lakes Trail 來回 11 公里只爬升

約 400 公尺，我們早上 10 到達時停車場，已經幾乎停滿車

輛，Trail 只費時 4 個小時完成這簡單但具備三重不同享受

的湖光山色，回來時停車場連中間走道，停車場外面都是滿

滿的車輛，可見她名不虛傳。(登山 GPS50° 22'11.6"N 
122° 30'00.4"W)

山頂晨霧瀰漫在寧靜的第一個湖畔，迷樣的水草弧形把湖分

隔成深、淺不同的顏色，微亮的藍天也映照在湖面，一幅動

人的景色就映入眼簾。

爬升後第二個深山冰湖已經成為翠綠深寶藍的顏色，深深吸

引著人們的目光，湖中的枯木竟成為最自然的裝飾品。

倒臥冰湖的枯木卻是讓你更親近她的唯一方法，湖面似規則

又不規則的紋路波光粼粼細說湖面的深與淺。利用枯木跨湖

需要一些膽量，但是值得一試喔！

聲勢浩大的瀑布在 Trail 上很難忽視她，有如萬馬奔騰般的氣

勢。

從 Trail 上的小水池透視冰河山溶化入第三個湖，繞過最後一

座橋就是寬廣五星級的景點。

藍天白雲襯托出冰河與寶藍湖水相互輝映，此時此刻心完全

被溶化入這樣的景緻裡。

Joffre Lakes@Pembe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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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茂生讓兒子就讀台南市第一公學校，宗義在課業及各方面

傑出的表現，果然十分搶眼，絲毫沒有使父母失望。

前面提到林宗義在激烈的競爭下，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歲），

由台南公學校畢業，並考進台北高等學校（註十）尋常科，

也是這一年一百二十人台灣子弟考生中脫穎而出的四個錄取

生之一。

林宗義回憶時說：

「入學典禮那天，母親也親自參加。典禮結束後，級主任（班

導師）帶著四十名新生進入教室，然後一個個點名，學生應

聲走進教室行禮，點名喊到自己的名字時，覺得十分光榮。

四個台灣同學，分別是陳氏、翁氏、吳氏及我。

雖然以前彼此不相識，聽到熟悉的台灣姓氏那一刻，心裡不

自覺流露一股親熱的兄弟手足情。我們四人馬上意識到是屬

於『同一國的』，其餘三十六個日本同學，則一致對我們擺

出冷漠或輕視的姿態，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

你想想看，當時我們只是十二歲的學生，四個同學分別來自

不同城市，家庭，現在只為了姓名的認同問題，卻由陌生轉

為親熱，這種意識上凝聚的生命共同體，當時已深深烙印在

我們的腦海裡。」

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中等科）到高等科七年期間，林宗義

的成績始終名列前茅。畢業那年，台北帝大（台灣大學前身）

已經創立，林宗義卻選擇了負笈東瀛這條道路。他一路過關

斬將考入全日本學子最嚮往的名校東京帝大（戰後更名為東

京大學），而且又是最難錄取的醫學部。

日本全國的學子都知道，東京帝大的校門是赤色的，能考進

全日本學子夢寐以來的名校，踏進赤門已經是光耀門楣的大

事，而東京帝大醫學部（比一般大學科系多讀一年）則是最

難攻破的鐵門。台灣來的子弟要和日本各地來的高校菁英搴

奪桂冠，真是難如登天。能攻破鐵門的幸運兒更可謂屈指可

數！

就讀四年期間（註十一），恰逢日本昭和天皇來校園巡視。

日本天皇沿例每年到東大一次，參加東京帝大的開學典禮或

畢業典禮。學生列隊歡迎天皇時，唯獨台灣人和朝鮮人（韓

國人）被叫到外面，不能和日本同學一起排在隊伍裡。

「多少年的歲月過去了，我已由青年變成八十幾歲的老人，

但是這種屈辱感是不能忘記的，記得那時我們站在後面，和

朝鮮同學手牽手，彼此低聲打氣：『這種政府，一定會倒。』」

這種學生生涯中不止一次的創痛，沒有想到後來出國的「護

照」上，依然如影相隨，糾纏伴隨一生。

從公學校開始就以「日文」為母語的宗義，在求學期間雖然

長期處在「差別待遇」的煎熬和屈辱中，但是學校的功課從

來沒有難倒過他。二十三歲時，他順利以優異成績在東京帝

大獲得醫學士。後來又留在日本醫院三年，度過東京求學和

工作前後七年的歲月。

回想十九歲啟程赴日本投考東京帝大醫學部時，父親為了期

勉他力爭上游，用俊秀瀟灑的書道，以陶淵明的桃花源典故

為本題詩相贈。這幅墨寶成為宗義一生最珍貴的紀念，而這

首詩也意味深長的詮釋了人生求道的歷程和深不可測的命運

之路。

詩曰：「桃源在何許？西風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

去。」

父親題詩寫的是昭和十四年九月，宗義赴日本投考東京帝大

醫學部名登金榜，也正是一九三九年九月（註十二）。宗義

在這所全日本學子嚮往的學府，即使在全世界大學中也是排

名前二十名名校的東京帝大苦讀四年，取得醫學學士學位。

他在這裡完成醫學基礎課程。日後，他選擇了當時仍屬於冷

門的精神科，一步步走向國際精神醫學領域裡充滿挑戰，不

可預知的世界。

註十：高等學校如由小學考入尋常科加高等科共計七年，如

中學菁英考入，則讀後段三年，尋常科讀完可以直升

高等科。高等科招收四班，分文科甲和文科乙，理科

甲和理科乙，畢業可報考台北帝大（台灣大學前身）

或赴日本投考東京帝大、京都帝大等名校。

註十一：東京帝大醫學部讀四年，其他學部、農業部、文學

部則讀三年。

註十二：見下頁墨寶真跡影本

林宗義的故事  
( 四 ) 衝破鐵門

文 / 曹永洋；插圖 /曹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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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of Dr. Tsung-yi Lin
 4. Breaking through the Bottleneck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Hung

When Tsung-yi ( 林宗義 ) was studying in Tainan First 
Gong School ( 台南第一公學校 ), his showed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s in all aspects, and that made his parents proud.

As mentioned earlier that when Tsung-yi graduated from 
Tainan First Gong School in 1932 (he was twelve years old), he 
was accepted into Taihoku Koto-Gakko’s Primary School1 ( 台
北高等學校尋常科 ). He was one of the only four Taiwanese 
students, out of 120, accepted that year.

Tsung-yi recalled: “I was honoured to have my mother attending 
the entrance ceremony in person. After the ceremony, our 
home-room teacher took all 40 of us new students to the 
classroom to take attendance by calling our names. When a 
name is called, the student would go in front of the classroom, 
and bow to the class. I was immensely honoured when my 
name was called. There were four Taiwanese new students, 
and their last names were Chen ( 陳 ), Weng ( 翁 ), Wu ( 吳 ) 
and Lin (me)” 

“We didn’t know each other prior to that day, but the moment 
I heard the familiar Taiwanese last names, I immediately felt 
a connection, as if they were my brothers. All four of us felt 
it, and right away we knew that we belong to the same group. 
The other 36 Japanese classmates either gave us the cold 
shoulder or looked down on us. All in all, they were indifferent, 
and did not want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us.”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were only 12 years old students, and 
the four of us became close friends in a matter of seconds,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 came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and 
different cities. How this instant sense of cohesion came to be 
was forever imprinted in our memories.”

In the next seven years, Tsung-yi was always top of the class 
throughout Primary School and High School. When Tsung-
yi was graduating, he had an option to attend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 台北帝大 , the former nam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ut he chose to study abroad in Japan. He aced 
one exam after another, and was accepted into the most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that was desired by all Japanese 
students: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東京帝大 , later changed 
its name to Tokyo University after WWII). Furthermore, he was 
accepted into the prestigious medical department.

Every Japanese students knew that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had a red door, and they all dreamed of the day that they could 
honour their families by walking through that red door and 
become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Among all the challenging 
departments within the university,, the medical department2 
(medical students require one additional academic year 
than students from the other departments) had the highest 
threshold, which made the admission formidable. It was 
especially difficult for students from Taiwan because they had 
to compete with talented high school graduates all over Japan. 
Only a lucky few were able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The Emperor of Japan visited the university when Tsung-yi 
was studying there. According to the precedent, the Emperor 
of Japan visited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annually, usually to 
attend the entrance ceremonies or the graduation ceremonies. 
During the visits, students would line up to welcome the 
Emperor. However, Korean and Taiwanese students were not 
allowed to stand in the line with the Japanese students.

“After all these years, even after I have become an eighty-
year old man, still I cannot forget the shame and humiliation. 
I remember how we stood in the back, hand in hand with 
the Korean students. We quietly cheered each other on: 
“government like this will collapse one day.” I had been put 
down more than a few times during school years. What I did 
not expect is that same humiliation carried on, and haunted 
me for life because of my Taiwanese passport3.

Even though Japanese was almost like Tsung-yi’s mother 
tongue, which he spoke and wrote in when he was studying 
in school, he suffered extensively from the differential 
treatments. Nonetheless, he excelled in school, and received 
his doctorate in Medicine from the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with exceptional academic scores when he was 23 years old. 
After four years of school, he stayed and worked in Japanese 
hospital for three years, which concluded the seven years that 
he spent in Japan.

Looking back to when Tsung-yi was 19-year old, and on his 
way to apply for the medical department of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in Japan, his father gave his blessing through a 
poem written in beautiful and elegant calligraphy. The poem 
was written based on Tao Yuanming’s 陶淵明 well-known 
essay called “The Peach-blossom Spring” 桃花源 . This valued 
piece of calligraphy became the most treasured me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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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sung-yi’s life. The meaningful and far-reaching poem 
interpreted the journey of finding truth and the profound road 
of faith. 

“Where is “The Peach-Blossom Spring”?
It is in the obscured and fathomless part of the west wind.
Needless to ask any fishermen, 
Simply trace the petals and follow the stream”

桃源在何許？西風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Tsung-yi’s father’s poem was dated September of the Showa 
era, and it was also in the same time, September 1939, when 
Tsung-yi was accepted into the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s 
medical department4. Tsung-yi spent four years in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which was ranked top twenty university 
worldwide, to complete his medical education, and was 
awarded with a doctorate in medicine. Later, he chose to 
practice Psychiatry, which was unpopular at the time, and 
gradually moved into the unpredictable and challenging world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ic medicine

1. Students who pass post-elementary school (as well as post-
Gong school) entrance exam, they will go through Primary 
school and High school, which amounts to a total of seven 
academic years. Students who pass post-ju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will go through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ystem, which only requires three academic years. 

High school has four classes: Arts A, Arts B, Science A 
and Science B. Upon graduation, students can apply for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or travel to Japan to apply for the 
renowned universities, such as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more.

2. The medical department consists of four academic years, 
but other departments, Agriculture department,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nly require three academic years.

3. Back then, there were many restrictions against international 
travels for Taiwanese, including applying for an “exit visa” 
before traveling abroad. Exit visa was difficult to get, and 
often times required “backroom negotiations” or paying 
someone under the table.

▼ 父親林茂生送給宗義的墨寶

Tsung-yi's father gave his blessing 
through a poem in call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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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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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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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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5300 No.3 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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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Rd.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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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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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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文化俱樂部
5月1日(日) 上午十至十二時，林聖哲導

覽：本拿比市杜鵑花園歷史建
築與鹿湖生態解說

5月7日(六) 上午九至十一時，林聖哲老
師導覽：伊麗莎白皇后公園黃
鶯與野鳥生態解說

5月8日(日) 下午三時至五時，林聖哲老
師導覽：素里市紅杉公園樹木
生態解說(免費)

5月14日至15日兩天一夜，林聖哲導
覽：溫哥華島蛇頸龍、歷史老
街、花園生態旅遊(報名)

5月21日(六) 下午三時至五時，林聖哲
老師導覽：素里市熊溪公園生
態解說(免費)

5月22日(日) 上午十至十二時，林聖哲
老師導覽：耶魯鎮歷史建築與
藝術解說(火車年慶)

5月23日(一) 下午十二時至二時，林聖
哲導覽：本拿比村莊博物館歷
史建築解說(入場免費)

5月25日(三)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林聖
哲導覽：皇家城市北區歷史建
築解說(五月柱舞蹈)

5月28日(六)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林聖
哲導覽：皇家城市南區歷史建
築解說(節慶遊行)

5月28日(六) 下午三時至五時，林聖哲
老師導覽：泰恩河頭地區公園
生態解說(免費)

5月29日(日) 下午二時至四時，林聖哲
老師導覽：本拿比市中央公園
自然歷史解說(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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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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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Lin) 604-327-8693
綠色文化活動: www.greenclub.bc.ca   
臉書分享資訊: www.facebook.com/

josephlin.greenclub   

大溫哥華台中一中校友會
校友聚會
5月1日(日) 2:00PM
地點: Burnaby Central Park野餐區 
方式: 自我介紹、百年校慶照片分享、

母校近況報告、母校刊物、參閱瀏
覽------

大溫哥華『台中一中校友會』要聚會
了。請台灣鄉親，口耳相傳告知此消
息，我們校友趁今年母校，101周年生
日。五月一日當天舉辦校友會聚會。請
校友們找校友，引伴參加。

先報名:
林英堂51期(1970) 604-261-8912
洪竹雄42期(1961) 604-420-8150
程國強36期(1954) 604-521-6932
陳金泉                604-241-7027
母校校友教師陳長庚帶學校資料照片刊
物分享大家！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松齡會
5月7日(六) 10:00AM
講題:漫談長壽和生命的意義
講者:楊正昭會友
下午活動:母親節聚餐,Deer Lake 健行

5月14日(六) 10:00AM
講題:臺灣與加拿大稅務協定
講者:李金萍會計師
下午活動:電影欣賞:總鋪師(喜劇片)

5月21日(六) 10:00AM
講題:美國西部國家公園遊記
講者:葉國淼(前客家會會長)
下午活動:卡拉ok

5月28日(六) 10:00AM
講題:獨步全球尖端科武
講者:王惠風會友
下午活動:賓果遊戲(賴淑敏主持)

入會: 年齡55歲以上，台灣籍
年費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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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發寬會長: 604-291-8186
604-616-0066(C)

 

溫哥華陶笛家族
陶笛家族十歲生日
5月7日(六) 6:00PM-9:00PM
地點: 台灣文化中心二樓 

(8853 Selkirk Street)

陶笛家族十年了，說長不長，但卻有 
3650天，87,600小時，還占去了人生
的 1/5，是不是該該好好的慶祝慶祝？

歡迎親朋好友，左右鄰居，闔家同來分
享陶笛家族十歲的大日子。

中華未來領袖育成協會
5月8日(日) 1:00PM-400PM
【黃色“情”人節】
在情人節活動，以及春節講座成功之
後，TAFL為大家帶來另一個特別活動
關於友情的黃色“情”人節！
5月8日，在關於友情的黃色“情”人節
來臨之際，召集起那個讓我們今天吵，
明天笑，近了煩，遠了想的好朋友。
並肩完成TAFL挑戰，烹飪出美味的咖喱
飯，并贏得豐厚的獎勵！
用你們的默契向這份友情表達感謝吧！
當然，這也是結識新朋友的好機會哦！

地點: 台灣文化中心二樓 
(8853 Selkirk Street)

費用: $10
報名方式: info@futureleader.ca
咨詢熱線: 604-633-0658

778-316-6154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

events/1670675639860525/

溫哥華世紀扶輪社
台加文化協會
5月10日(二) 7:15PM
講座: 如何運用兒童人壽保險當個快樂

的包租公/包租婆?
講師: 劉俊奇 (Adrian C. Liu) 財務規劃師
地點: 台加文化協會

許多人夢想著可以當包租公，包租婆。
因為那是一份穩定，保本的現金流。可
以讓我們出去遊玩，退休的時候，或是
因故不能工作的時候，繼續擁有穩定的
收入。而這就是所謂的「被動式收入」
。是最能讓人感到心安的一項收入。身
為15年經驗的財務規劃師，我將與大
家分享以新的觀點看待兒童人壽保險，
運用這特別的資產增加您的被動式收
入，提昇您的生活品質。歡迎大家蒞臨
指教。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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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溫哥華道場
◎ 5/14(六) 浴佛法會
獻供 果、燈，及法師開示祝福，詳情
請洽詢知客處。

◎ 5/24(二) ~ 5/27(五) 
第一屆傳授菩薩戒
法鼓山首次在加拿大舉辦菩薩戒的傳
授，邀請大家一起來發大菩提心，學習
自利利他的菩薩行，為世界注入和平安
定的力量。

敬請把握報名的機會，並祈願戒會圓
滿，功德回向全球人士，平安和樂。

各項活動詳細時間
請電洽 604-277-1357
或上網瀏覽 www.ddmba.ca

加拿大溫哥華天帝教初院
昊天自然無為養生靜坐 
(開心窗.擁抱熱與光)
5月14至7月3日 (每週六.日)
9:00AM-4:00PM
活動內容: 點道、賜道名、原靈合體、

天人炁功、保體固本、形
神兼養、改善體質、變化氣
質、身心健康、人生和諧

活動地點: 8431 Dorval Road Richmond
費用: 自由隨喜發心
諮詢報名: 陳昶仁醫師 604-808-7380

北一女加拿大校友會
會員年度大會暨餐會
5月14日 11:00AM-2:30PM
活動地點: Alan Emmott Center (Alan 

Emmott Hall)
6650 Southoaks Crescent, 
Burnaby, BC

活動內容:
會員報到: 11:00AM-11:30AM
會員大會: 11:30AM-12:00PM

(請會員準時參加）
餐會開始: 12:00PM-14:30PM
餐點費用: 會員每人CAD20元，非會員

每人CAD25元，6-12歲每人
CAD10元，5歲以下免費，歡
迎具有加入會員資格者現場
入會。

餐會提供美味中西式自助餐點，甜點、
水果，咖啡、茶、飲料等。
節目主題: 舞動人生

儀隊表演，弗朗明哥舞蹈表演，手語表
演，多項舞蹈趣味活動，抽獎

洽詢: 蘇明婉會長
tfghaa-ca_comm@live.ca

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生命的轉變」福音主日暨特別講座
5月15日(日) 2:00PM
地點: 2733 W. 41st Ave., Vancouver
聯絡: 604-266-0820
網址: www.vtpc.org

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將於5月15日
下午二點舉行「生命的轉變」福音主日
暨特別講座，邀請新加坡突破宣道—福
音戒毒所創辦梁西門牧師主講，講題
為「愛的使命」以及「毒品防範指南
講座—毒品的禍害」。梁牧師曾是吸
毒者，後因接受福音戒毒，生命被主改
變，如今在各地設立生命轉化中心，藉
由福音幫助沉溺行為者生命轉化。歡迎
蒞臨指教!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2016北美地區台灣傳統週
5月20日(五) 7:00PM
地點: Vancouver Playhouse
票價: $15
Tickets/Info: 778-317-9762

778-858-8368 (Jason Wu)

亞洲之心 The Heart of Asia
福爾摩沙馬戲團 Formosa Circus Art

又到了五月台灣傳統周, 今年由大溫哥
華台灣同鄉會還有僑委會共同邀請到台
灣的福爾摩沙馬戲團來溫哥華演出.
這次的主題融入了本土特色同時結合了
西方元素的創新型式,搭配了客家，原住
民之歌唱，舞蹈，呈現台灣族群融合，
多元豐富的文化樣貌，透過東方與西
方，傳統與創新的跨界融合，讓海外僑
胞與國際友人看見台灣表演藝術之美。

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 
台加文化協會
說不完的故事 
一起來通過故事  
加強台文表達與讀寫的能力

5月27日起逢週五 2:00P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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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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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海運
第6屆國際青少年繪畫比賽
鼓勵青少年藉由藝術創作，發現海洋、
河川、漁村、湖泊、濕地之美，或表達
地球暖化的危機，並藉此促進國際藝術
文化交流，開啟青少年對海洋世界的新
視野，進而愛護海洋，親近海洋，保護
海洋。
主題：綺麗的海洋
(一) 描繪家鄉的漁船暨漁村文化、濕地

等人文風情景色之美。
(二) 未來的海洋世界、地球暖化下的

世界。
海外徵件對象: 4歲以上至15歲以下學生
活動時間及方式
(一）作品規格：54公分 × 39公分(四

開)以內（不需裝裱或加框）。
(二) 畫具媒材及創作形式：畫具及媒材

不拘，均請自備。限平面創作，
但必須是本人的創作品，每人限
一幅。

(三) 國外作品收件時間及地點
1、作品收件時間：

2016年10月1日至12日止
(郵戳為憑)。

2、郵寄作品收件地點：
基隆市暖西國小
20544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350號

寄件時請於外封袋上註明：陽明海運第
六屆國際青少年繪畫比賽。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活動中英文簡章請上網 
http://www.ymculture.org.tw/art/art01.
html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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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S Activities

台加課程 & 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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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否經常回味起年輕時在操場、公

園、草地上大夥兒圍成一圈，盡情暢快

跳著土風舞的美好時光? 律動的身體伴

著優美輕快的樂曲，那是多麼令人愉悅

開懷的享受啊! 無論您是要重拾美好時

光或是對舞蹈熱衷喜愛、抱有熱情的，

我們都竭誠歡迎您加入我們的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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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標舞老師Elaine來加拿大後先後跟隨
Ballroom老師:Denis Tremblay、Luana 
Conte。 Latin老師: Katerina 
Michtchenko、Olga Richardson學習
國際標準舞技巧訓練。2010 Canadian 
Closed Competition (CCC) Senior Pre-
Champ Standard Champion。教學經

驗豐富。
(週一老師上課 & 週三學員自行練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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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舞是一種簡單易學的單人舞，近年來

逐漸風行，受到民眾喜愛。它不受性別

和年齡的限制，男女老少皆宜，它綜合

多種不同的舞步，除了可以達到運動目

的，欣賞不同格調的音樂，其中方向

的變化，還能訓練您頭腦清晰，身心

靈活。

老師: 黃威傑 604-678-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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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

家有機會學習自我保健及減緩常見的疼

痛。參加的學員請自備鋪地墊及穿寬鬆

的衣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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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甩功可調節

身體的規律，通經疏眽，兼顧五臟六

腑。許多人每天定時鍛練，每次練完感

到身心舒暢，睡眠安穩，工作精神集

中。獲益良多。太極拳傳承自老祖宗的

養生智慧，練的時候平心靜氣，全身放

鬆，是所有愛好修行，養生，氣功的人

都應該學習的首要功法。歡迎您加入我

們的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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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者習
練，增加關節柔軟度、心肺功能、矯正
不良脊椎姿勢，學得防身武術。年老者
習練，下盤穩固不易跌倒，改善一些慢
性病，強化內臟、腦幹和中樞神經，達
到健康延年。

新一期課程已開始，歡迎報名參加!!

5月7日 暫停一次!

老師: Anchi
時間: 請致電查詢 604-267-0901
費用: $120(共八堂課)

這是一堂針對初學者設計的課程，從瑜
珈基礎動作的解析，呼吸法的練習，靜
心，每個步驟都能幫助您放鬆身心，感
受內在寧靜。透過舒緩而正確地伸展，
幫助您增強體力，提升能量，健康瘦
身，保持好體態，改善腰酸背痛，強化
核心肌群。滿五人報名即開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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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No. 6 Road夾Steveston Hwy; Silver 
City電影院和Subway對面，球館電話: 

604-271-2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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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有興趣於桌球運動的朋友們一起參

與。請記得自行邀約同伴打球，謝謝!

另有初學者陪訓&指導 $20/堂；女教練

指導。

-------------------------------

TCCS GOLF CLUB 於五月份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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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班

五月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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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鐘淑汝 604-418-1357
時間: 星期六 2:00pm-5:00pm
台加卡拉OK俱樂部設備精良，同好如
雲，高手如林。歡迎大家相約一起來練
唱、聽歌或試膽。俱樂部成員每半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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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您邀請朋友同來參加

5月28日暫停一次!

----------------------------------

主持: 張鍾玲
時間: 5月14日(六)7:00pm

⊙園藝: 壓條繁殖

     講解植物的壓條原理及繁殖方法

  講師: 高源雄

⊙盆栽: 夏季盆栽分枝如何處理

  講師: 王永輝

2016 Bonsai Show
台灣文化中心盆栽展

5月7 & 8日
上午10am - 下午4:30pm

2 pm – 3 pm   
王永輝先生現場示範盆栽製作

兩日下午3pm
賓客可免費參加盆栽抽獎

----------------------------------

主持: 劉仲明 604-266-2926
時間: 星期五 1:00pm-3:00pm        
費用: Free
玩橋牌，可以使人的心智靈敏、結交朋

友、培養默契，並且享受比賽的樂趣。

歡迎新手參加，混含練習，熟悉叫牌及

打牌技巧。有興趣的會友請最晚於前一

天聯絡負責人。

時間: 3月7日-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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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劉瑛瑛，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

日本國立東京學藝大學(原東京師範學

校)教育碩士，旅日八年半。曾任職於

台北駐日本東京經濟文化辦事處三年餘

及台灣南開科技大學及南投縣社區大學

日語講師，計十餘年教學經歷。

----------------------------------

時間: 3月1日-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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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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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日暫停一次!

----------------------------------

Instructor: Flora & Peggy
Tue 7:00pm-9:00pm $180(12 weeks)

本華語會話班課程內容實用，編排生動

活潑，是由教學經驗豐富的溫哥華台灣

語言協會創會會長胡玉華老師精心設

計，最適合完全沒有中文背景的學生。

請台加會員多多將此實用的華語會話班

課程，介紹身邊的非華語背景親友。隨

時歡迎報名或試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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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文化協會現推出以
英文時事討論方式讓學員能融入當地
的話題並進一步學好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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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CCS Toastmaster

聚會時間: 5月4日&18日
負責人: 馬苔菱

指導 : Chris Lee  

您是不是在眾人面前講話就緊張不已 ?

與人溝通時，您能否精準的表達您的意

思 ? 在商業或日常生活面臨談判時，你

知道這之中的說話技巧嗎 ? 不管你是對

一人或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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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間 :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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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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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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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六 )
9:15 am

Point Grey
Vancouver 12 6 李贊星

604-688-0500
N.W. Marine Dr. @Spanish beach west close to 
washroom.

5/14 ( 六 )
9:15 am

Minnekhada Regional Park
Port Coquitlam 30 6.5 鐘淑汝

604-275-1357
#7 Hwy > Coast Meridian >Victoria >Quarry Rd 
> regional park

5/21 ( 六 )
9:15 am

Buntzen Lake
Port  Moody 25 10.5 葉茂雄

604-299-0496 Ioco Rd>1st Ave. >Sunnyside Rd>park parking

5/28 ( 六 )
9:15 am

Baden Powell Trail
(Deep Cove)

North Vancouver
57 4.5 高騰輝

604-207-0533
Hwy #1>(exit 22) Mt.Seymour Pkwy E>Deep 
Cove Rd N. >Paranama Dr. >Park p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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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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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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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兒童圍棋班
教師：戴振華老師

Ａ班：星期三 3:30pm - 5:00pm
Ｂ班：星期六 1:30pm - 3:00pm (4月16日起-6月18日止)
 C 班：星期六 3:30pm - 5:00pm (4月23日起-6月25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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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甘錦城老師

時間: 星期三 3:30pm - 5:00pm (3月30日起-6月1日止)

書法、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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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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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星期四 4:00pm - 4:50pm

      (5月5日起-5月26日止)、(6月2日起-6月23日止)

人數: 每班 3-5人

年齡: K-Gr7

學費: $100/每期4次（每位學生將有一台豎琴在課堂使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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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新班

台加

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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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健康、快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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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以活出健康、快樂的人生；你、我都可以做到。今天就可以開始。

需要個人成長探討者，請打預約電話 604-267-0901。

文 / 藍斐薰

幸福 是了解自己的情緒、信念，從不好的經驗走出來

不再感到脆弱與無助，進而達到內心的平靜

家庭是我們生長的地方，能給我們很多溫暖。不過有時候，家庭也可能對我們造成一些傷害，甚至到我們成人

之後都有可能再發生。

朋友的家人移民到美國，只有一個姐姐因為已結婚住在台灣。最近她的姊姊為了父親請她掃墓的事，有很多的

情緒，但了解之後，真正的原因可能不是掃墓。朋友的姊姊是個孝順的女兒，長年以來，她幫父母做很多事，

她平常是她們家“台灣總代表”，父母常常叫她採買東西帶回美國，父母一回台灣，她就變成“台灣招待”，

但父母這幾年似乎忘了“付出”這件事。她長期不斷地在付出，盡一個做女兒的責任，但她很少感受到父母的

愛和關懷，她願意這麼做，只因為感念父母在她小時對她的好，但這本愛的存款簿似乎透支了，她想抗議，但

一轉念，又覺得父母年紀已大，有必要計較這麼多嗎？不過心中不被愛的感覺卻深深的刺傷她。

當這種事情發生時，縱使當事人是一個成年人，甚至是個事業有成的人，還是會十分難過，甚至受到很大的傷

害，父母一般來說是愛自己的孩子的，為什麼會這樣？父母也是受他們自己原生家庭的影響，華人的文化沒有

溝通這件事，情緒通常都是被壓抑或不去處理它，或是刻意淡化漠視它，很少有人去正視它，了解它的來龍去

脈，把不好的情緒理清楚，增進對自己的了解。

當我們的父母受到原生家庭的傷害或影響，如果他們沒有覺知，沒有去處理，他們將會不知不覺把這些影響帶

到他自己的家庭，比如有些人對一點不公平的事就暴跳如雷，有人因為對自己的不自信而害怕負責任，或無法

忍受自己能力不夠強的自我形象而苛責子女。有人害怕衝突，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不斷累積自己的委屈，

父母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時候傷害自己的子女，我們這一代比父母輩幸運的是：我們活在比較開放的社會，知識

是容易取得的，心理健康、情緒的話題也開始被人們重視，我們慢慢地了解自己的情緒，還有情緒對我們的影

響和制約。當我們遇到人生的重大事件或情緒過不去的時候，如果身邊沒有可靠的人可以傾訴，大家慢慢地可

以接受去尋找專業人士的協助，而且最近這幾年出版了許多身心靈方面的書籍，藉由閱讀，也可以增進對父母

的了解，了解他們行為背後的原因。

當我們了解父母和自己的情緒、信念背後的原因，我們才有辦法去體諒，甚至是去原諒。當我們可以將自己從

負面的影響下跳脫開來，不再感到自己得脆弱、無助，這個時候，我們才能慢慢釋懷，然後達到內心的平靜。

幸福小組專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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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5 歲以上金齡長輩會員免費
* 65 歲以下單日 $3 / 會員全年 $50 / 非會員全年 $100
* 午餐 $4 ( 如欲用餐，請於 1天前先預訂，以便準備餐點 )

週四下午的影片或講座歡迎會員與鄉親朋友參加

5月5日
1:00pm  紀錄片片欣賞: 藝霞年代

「藝霞歌舞劇團」是「台灣的寶塚」，創立於1959。「藝霞」清一
色少女成員，別名「霞女」，訓練嚴格。其表演多元、創意生猛豐
富、舞台佈景與服飾華麗，加上青春少女的鮮麗活力，不但在台灣
票房賣座，更風靡了東南亞。藝霞當年之盛況，幾乎空前絕後；然
而，隨其解散以及時間的沖刷湮滅，一去不復返...

5月12日 因舉辦中餐廚藝巡迴講座，此週將暫停一次

5月19日
1:00pm  專題工作坊: 你我生命的故事!

  講員: 陳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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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中老師帶著大家一起整理分享自
己的生命故事，來完成一本自己的生命故事書。這是一個有趣有意
義，動口也動手的故事工作坊，歡迎參加! 請事先報名: 604-267- 
0901

5月26日
1:00pm 專題: 灣生回家的故事

  講員: 王維真
所謂「灣生」，指稱西元1895年到1946年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
是一個在台灣與日本歷史課本裡都沒有記載的「死語」。戰敗日本
人被遣返的過程中，這些「灣生」，先是在台灣面臨家破與生離的
慌亂痛苦，之後好不容易踏上日本的土地，卻受到同胞的冷淡與歧
視，生活困苦孤寂。爾後，一生中念茲在茲的則是出生地的台灣。
返台取得出生證明，使得人生「有生有死」才算完整，而拿到全家
當年的戶籍謄本，則彷若重逢團圓。

2015年10月16日上映的紀錄片「灣生回家」，將「灣生」這被遺
忘的一群人的故事搬上大銀幕。該書的作者田中實加(中文名字陳
宣儒)，在2013年5月11日之前，為142位灣生申請到在台出生證明
及戶籍謄本，有97人找到出生的家的現址。她還完成了51人委託中
的21件尋人，為台灣日本兩地的爺爺奶奶們尋找到他們的戀人、親
人或朋友。自此，灣生不再是死語，該書與電影更為變動的大時代
留下珍貴的證言。

健康蔬食班

時間：5月10日 & 17日(二)10am-12pm
講師：張鍾玲，高桂英

費用: $20/兩堂課

報名: Joanne 604-817-0366
      台加 604-267-0901

當今的食安問題越來越嚴重，為了家人的健康我們
應該要減少外食，在家裡自己烹調。而美味的食物
來自廚師(媽媽)的愛心，用心再加上 健康有機無
農藥化肥，新鮮、本地、當季食材。但是您是否會
傷腦筋不知道怎麼煮出美味的食物，我們健康蔬食
班，就是來教大家用最簡單的方式，也教你如何挑
選好的食材，很容易煮出一道一道的美味又健康的
佳餚，有的菜甚至不用開火，就能夠變出好吃的一
道菜，不需要任何的經驗技巧，人人都能夠成功的
端出令人稱讚的美食，歡迎你來跟我們一起遨遊在
多采多姿的食材魔法中，沒有作失敗的菜，只要改
一個菜名就可以了，歡迎跟我們一起來玩創意!

~	我們的菜單	~ 

5/10: 當歸双粉、剝皮辣椒炒素什、

      白木耳蓮子黑棗枸杞甜湯

5/17: 麻辣涼麵、素魚翅羹湯、紅豆芋頭椰奶甜品

講師介紹:

* 張鍾玲

畢業於新竹師範學院幼教系，因為孩子過敏，開始
學習自然療法，十五年來實踐有機生活，確實證明
孩子可以用最天然的方式養育，吃天然有機新鮮的
食物少吃加工品的東西，孩子都能很健康的成長，
藥補不如食補，很樂於跟大家分享十幾年來的學習
心得。

* 高桂英Angela
畢業於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大學經濟系，沒有烹飪專
業背景，對於美食情有獨鍾，游刃於柴米油鹽醬醋
茶之間，擅長於把各種食物組合起來變成一道美味
佳餚，冰箱打開剩什麼菜，就隨意就可搭配出一道
好吃的菜，且能讓很多人吃以後讚不絕口

5月10 & 17日兩天，除了會告訴大家如何用新鮮的
食材，用簡單自然的方法烹調出美味的佳餚，還會
當場示範，最後我們會請大家一起來吃一頓健康的

午餐。因為會準備材料，每堂課酌收費用$10。請

大家在5月6日之前報名，方便主講來賓事先採買
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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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課程 &活動
TCCS Activities

· 台加課程 &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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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2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國際標準舞1:00pm

亞裔傳統月紀錄片:
無米樂	10:30am
正面迎擊	1:30pm

3
平甩&太極 8:30am

英文時事會話班 1pm

排舞 1:00pm

土風舞 7:45pm

亞裔傳統月紀錄片:
阿罩霧風雲	1:00pm
唱歌吧	4:00p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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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裔傳統月紀錄片:
跳舞時代	10:30am
看見台灣	4:00pm

5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紀錄片:藝霞年代	1pm

豎琴班4:00pm

畫展開幕茶會	7pm

6
排舞 10:00am

橋牌社 1:0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亞裔傳統月紀錄片:
藝霞年代	10:30am
鄧南光	8mm	2:00pm
公民不服從	3:00pm
夢想無限	4:00pm

7
健行社 9:15am
Point Grey, Vancouver

盆栽展	10am-4:30pm

亞裔傳統月紀錄片:
星光傳奇	10:3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愛母親說母語健行2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8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盆栽展	10am-4:30pm

9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國際標準舞1:00pm

亞裔傳統月紀錄片:
台北波西米亞	10am
有人只在快樂的時候跳舞11am
牽阮的手	1:30pm

10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am

健康蔬食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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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裔傳統月紀錄片:
台灣黑狗兄	1:00pm
翻滾吧！男孩	4:00pm
麵包情人	7: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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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裔傳統月紀錄片:
炸神明	10:00am
指月記	11:00am
赤陽	1:30pm
霧鹿高八度	4:00pm

12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豎琴班4:00pm

13
排舞 10:00am

橋牌社 1:00pm

中餐廚藝巡迴講座	2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14
健行社 9:15am
Minnekhada Regional 
Park, Port Coquitlam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中餐廚藝巡迴講座	2pm

移民入籍諮詢	2:00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盆栽園藝俱樂部	7:00pm

15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亞裔傳統月紀錄片:
如歌的行板	2:00pm

16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國際標準舞1:00pm

電影馬拉松:
翻滾吧！阿信	7:00pm

17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am

健康蔬食班10am

英文時事會話班 1pm

電影馬拉松:
一八九五	2:00pm

排舞 1:00pm

土風舞 7:45pm

18
土風舞 10:00am

國際標準舞1:00pm

電影馬拉松:
不能沒有你	2:00p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Toastmaster 7:00pm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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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m

豎琴班4:00pm

電影馬拉松:
流浪神狗人	7:00pm

20
排舞 10:00am

Wilton裱花班	10:00am

橋牌社 1:0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電影馬拉松:
艋舺	7:00pm

21
健行社 9:15am
Buntzen Lake
Port Moody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電影馬拉松:
九降風	7:00pm

22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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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舞 1:00pm

土風舞 7:45pm

電影馬拉松:
當愛來的時候	2:00pm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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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馬拉松:
一席之地	7:00pm

26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灣生回家的故事	1pm

豎琴班4:00pm

電影馬拉松:
停車	7:00pm

27
排舞 10:00am

Wilton裱花班	10:00am

橋牌社 1:0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電影馬拉松:
聽說	7:00pm

28
健行社 9:15am
Baden Powell Trail
(Deep Cove), N. Van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台灣童玩節11am-4p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29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30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國際標準舞1:00pm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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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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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 10am-5pm

˙開幕茶會:

 5月 5日 (四 )7: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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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ia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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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藝廊
TCCS Art Gallery

台加藝廊 ·

展出時間：5 月 2 日 - 5 月 30 日

          週一至週五 9am-5pm，週六 10am-5pm
開幕茶會：5 月 5 日 (四 ) 7:00pm

葉家珠教授，血紅蛋白基

因科學家，除在加拿大春

風化雨數十載，亦長期

熱心投入幫助弱勢團體、

促進社會公平的事務中。

曾代表加拿大移民婦女出

席聯合國難民婦女問題會

議。

葉教授此次詩書展覽的舉

辦，目標亦是為了慈善活

動，所有義賣所得，不扣

除任何成本，將悉數捐給

聯合國難民基金加拿大敘

利亞難民專戶。歡迎各界

賢達熱烈參與，一起為世

界更美好而努力。

前十名捐款或是購買義賣

作品的善心人士，將贈送

一隻蛇紋玉玉鐲。

指導老師 : Ivy Wang
時間 : 5 月 20 & 27 日，6 月 3 日 & 10 日

             10am-12pm，共 4 天，8 小時

費用 : 學費 $40 + 材料費 $70 ( 材料可自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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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TON COURSE 1的課程中將學到 :

如何調配課程中所使用的奶油霜及講解奶油雙濃度要求

和使用範圍

如何正確使用裱花袋和花嘴轉換器

利用課程所配置的練習板和花嘴學習如何做 : 星星、小

花環、大花環、曲線、z 曲線、漩渦、圓點、拉圓點、 

小珠子花邊、玫瑰花、太陽花、小雛菊、百葉、6 瓣小

轉花、貝殼、貝殼爬行、葉子、草和花梗。以及介紹如

何用果膠轉印圖案的運用範圍。

美國WILTON基礎裱花證書班

五月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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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劇場過渡到電影，羅伯勒帕吉（Robert Lepage）是少

數能夠優游其中，駕馭自如的創作型天才，也因為電影

的普及性，讓更多觀眾接觸到勒帕吉的作品，擴大了他

的名聲和影響力。

在電影領域，勒帕吉累積了他劇作家、演員、視覺特技、

音樂的長才並冶於一爐，展開的獨特的導演風格；從 90
年代初期的初試啼聲之作【告解室】，讓他贏得加拿大

奧斯卡的金尼獎（Genie Awards）11 項提名，並抱走最

佳影片、導演和藝術成就三項殊榮，為勒帕吉的跨界電

影之路，打開一扇美麗的窗。

勒帕吉執導的作品中，2005 年執導的【在月球的彼端】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在技術和意境上都達到某

種巔峰，其中幾個轉場和鏡頭，如今都成為 Lepage 風格

的經典片段。該片當年也贏得金尼獎的最佳導演、影片、

男主角和劇本四項提名。

電影內容在描寫一對兄弟，哥哥已屆四十開外，卻依然

還是個沒邁出社會的窮單身漢，整天不是為打工奔波，

就是埋首自己多年過不了關的博士論文，他的弟弟卻是

個天天出現在電視新聞台上的氣象播報員，不僅社會地

位適應良好，還是個出櫃的男同志。

故事從兩兄弟的母親去世開始，哥哥被迫回到老家，在

處理母親的遺物中，觀眾發現到他從小成長過程的幻想

與壓抑。片中藉著登陸月球作為青少年時期的夢幻奇想，

和戀母的形象多次重疊出現，也襯托出故事中兩兄弟個

性與人生選擇的南轅北轍，兩人從成年後的全無交集，

彼此責難，到逐漸了解對方，和解的歷程，兩人對母親，

登陸月球的共同記憶，最後成為兩人溝通的橋樑。

該片故事人物簡單，對話幽默精采．更讓人訝異的是，

月光下的電影魔術師 :

談 Robert Lepage 的【在月球的彼端】 文 / 范琪偉

導演勒帕吉將月球的想像，登陸月球的畫面，用燈光、動畫、

甚至默劇般肢體動作演譯出來，場景調度簡潔高明，從一片自

助洗衣機的圓形窗口可以延伸到太空船的船艙窗口，一面鏡子

可以將演員在地板的翻滾轉化成太空中失重的太空漫步，再把

太空漫步的意向連結到臍帶連通母體的胎兒，象徵離開母體的

冒險渴望。導演延伸了劇場的想像力，也令電影作品增添豐富

的藝術性。

該片中勒帕吉照例自編自導自演，而且一人分飾兄弟兩角，從

表情，動作到裝扮，幾乎讓觀眾認不出他的巧奪天工，直到進

入劇情核心以及主角內心世界的近距離鏡頭之後，觀眾才恍然

大悟，也讓故事主軸開始朝內在心靈世界發展，讓整部電影充

滿了拼貼和即興的況味。

自在遊走於劇場和影像的勒帕吉，就像個技巧高明的魔術師般，

將劇場元素巧妙地轉化成奇妙的影像實驗．有趣的是，誠如片

名所言，月球的另一面往往是看不到的，代表著內心不為人知，

陰暗的那一面．也誠如故事中扮演同志弟弟的角色，勒帕吉本

人自承自己具有雙性戀傾向，他提到拍這齣戲時，他必須被迫

回顧自己的青少年時期，追本溯源地挖掘自己，追溯自我身分

的旅程。藉著一成不變的生活瑣事與糾結的人際關係中，讓觀

眾一窺外在具像與內心實像的隱密鏈結，導演藉電影進行著一

趟的自我的完成之旅，也讓觀眾體會一個多變與前衛的影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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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電台記者、主持人、電視台製作人、

報社記者、專欄作家、電影節總策畫。

目前創業孵蛋，從事文化教育與芳療手作，業餘仍醉心筆耕不
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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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廟彩光鬧春   圖文 / 張幼雯

每個人的攝影都不一樣，自己習慣走入大自然，人像和比較人工制式味濃的

標的物，少入鏡頭。

3月走春，因緣際會，走入彰化鹿港現在很夯的旅遊景點－「台灣護聖宮玻璃

媽祖廟」。一個由彰濱工業區內玻璃工廠製作出來的「商品」，原本我不太

可能會想要來觀光的地方。

這整座廟除了鋼骨主結構，從裡到外動用了超過7萬片玻璃打造，融合彩繪、

窯燒、熱縮、堆疊等玻璃技法建構而成。

當天，天色越晚，雨下得越大，燈火輝明的廟宇內外，雨水折射的彩色光影

吸引人們張望，如同觀看玻璃櫃裏的「寶物」。不論是神像雕像、建築藻井、

天花板、牆壁、樑柱下的鰲魚座、迴廊上蜿蜒的龍燈 ...，四面八方上上下下

地綻放著五彩斑斕的玻璃光，置身其間，覺得顏色喧鬧。

想透口氣，跨過大殿後方側門門檻，迎面而來的大片黝黑夜色，如音樂休止

符，彩光安靜下來了，心不吵了，看屋簷下的幾盞玻璃吊燈，光彩居然也溫

柔許多。此時雨越來越大，從屋簷不斷垂下，天籟的聲音。

石階，雨聲，宮燈，屋簷下，每個人都可以寫詩，又豈只是「一葉葉、一聲聲，

空階滴到明」千古傳唱。

【鏡頭下的故鄉】



˙腳底滾輪刺激
反射神經穴位

˙全身上下26 個
氣囊擠壓按摩

˙ 6種按摩手技 —
揉、捶、同步、

有史以來

最便宜，最划算！

折
三

$1,999
原價$6,670

只要

還包稅 包送

唯一有腳底滾輪的按摩椅
低於$2000

YN5106

指壓、推拿和滾動

腳底反射

全身氣囊
最新科技3D
立體花紋皮革

送
保用 5 年

第二代 全新

3D 手感

全球唯一搖籃入睡程式

創新立體聲 音響
無線藍牙

零重力姿勢

足底刮痧 滾輪

採用創新
立體紋革 + 全身氣囊

L型導軌，按摩

面積增加60%

慶祝高登中環廣場旗艦店開幕
暨 5/08偉大的母親節，全店免稅！

零重力姿勢

L型軌道按到
大腿和臀部

小腿推壓
腳底滾輪

聲音
控制

藍芽
無線放音

負離子
產生器

辦公按摩椅
電動瑜伽球 人體工學椅魔塑板

買再送

5選1 瘋狂甩脂機

好禮

YN-8600S Space Capsule

•3D功能等同於用手肘按壓，
力度增加50% max

•啟動後，會自動滑行一呎，
節省1/5空間

保用 5 年
3D立體滾輪 雲端APP智慧型操控 3D揉按技術5組腳底滾輪

感謝中國富豪們

踴躍訂購!

全世界最頂級按摩椅

全身氣囊
擠壓按摩

腳底滾輪
負離子護腰帶
值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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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有最終決定權

全店4020呎自購物業，至少30種各式按摩椅，200種以上保健運動器材及茶桌，工藝品，歡迎蒞臨

霄搖椅 II

YN-6910S

3D機芯會向上
頂出8公分，
按摩力度增加
50% Max

3D霄搖椅!

可以按到掌管腰痛的環跳穴和居骨翏穴可以按到掌管腰痛的環跳穴和居骨翏穴
YN-6910

保用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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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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辦各大航空機票
客制化商務考察公務團

報名參加本地旅遊團優惠折扣
北美各地遊輪訂位及陸上行程安排
高爾夫球、火車團及特殊行程安排

黃刀極光尋奇四日之旅 邱吉爾尋奇四日之旅

請電 (604) 248-1433 或 info@ntsholding.com

加拿大自然之旅-富邦旅遊  

www.ntsholding.com

2180 - 8766 McKim Way, Richmond, BC, Canada, V6X 4G4

洛磯山脈盡享尊榮
遊輪假期輕鬆自在
歐洲假期不能錯過

泰國假期豪華超值
日本風情浪漫溫泉
錦秀中國五星住宿

加拿大聯邦政府新移民免費 LINC 英文課
二十五年資深經驗 課程與師資備受肯定

歡迎電洽溫哥華東寧書院

604-436-2332
www.vf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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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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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604-616-7680 Neil潘 

604-961-3810 James 謝 

建宇建築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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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鍾玲 
Joanne Cheng  
(604)817-0366 

身體力行環保儉約、天天為保護地球努力、 

為後代子孫留下一片淨土、環保＝健康＋財富 

最真誠的專業建議、不會有後悔的決定、 

客戶的利益擺第一、買賣雙方都開心、創造多蠃局面 

20年溫哥華地產經驗、累積各種地產買賣經驗 

商業、自住、投資、農場、歡迎委託，來電冾詢 

愛地球、愛鄰居、愛朋友、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鄭江祥 
Walter Cheng  
(778)996-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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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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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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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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ren's 
Folk Game Festival

A Fun Family Friendly Event!

台灣 
童玩節

Date 日期 Saturday, May 28th / 5月 28日 (六 )

Time 時間 11:00am-4:pm

Location 地點 Between 72nd & 73rd on Selkirk St., Vancouver
在 72與 73街的 Selkirk St.路上

Free !
Event

More Info: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8853 Selkirk St., Vancouver)
	 							604-267-0901			︱			www.tccs.ca			︱			info@tccs.ca

* Traditional Taiwanese Children's Folk Games  
* Kid's Activities      * Handmade Crafts       * Scavenger Hunt
* Live Performances * Special Taiwanese Food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溫哥華的台灣媽媽
Taiwan mommies live

in Vancouver

Marpole Oakridge
Family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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