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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都有名字，名字是一個稱呼，是自我認同的一個符號。許多具

有代表性，獨獨台灣才有的物種，它們的名字也都被冠上台灣，比如像

台灣獼猴、台灣藍鵲、台灣鳳蝶、台灣黑熊等，表明了他所屬的生態與

地理區域。十六世紀台灣曾被葡萄牙人稱為	Formosa(福爾摩沙)，四
百年來，它不僅代表了原文“美麗之島”的意思，其實也成為台灣這個

小小的島，一種承載歷史地理人文的共生共榮記號。十九世紀末，加拿

大宣教士馬偕博士，就曾寫下一本名為“From Far Formosa”的傳記，
對台灣豐富詳實的描述紀錄，將台灣傳佈於西方世界。

報告讀者一個好消息，今年十二月，以三十年打造出的台灣品牌	Tai-
wan Philharmonic(台灣國家交響樂團)	將首次踏上北美。將在溫哥華
音響最好的	UBC Chan Centre 以“From Formosa”為名，舉行其歷史
性的北美首演。由指揮家呂紹嘉領軍，一行百餘位將為溫哥華的愛樂

者，呈現出今日台灣最具代表性的精緻優質古典音樂演出。而台灣享譽

國際的小提琴家林昭亮，將與其合作他曾在1996 年台灣文化節中，與	

VSO溫哥華交響樂團演出的蕭泰然小提琴協奏曲。這是一場勢必帶來心
靈悸動的音樂饗宴，讓人興奮拭目以待。

今年欣逢台加文化協會創會二十五週年，這一期的月刊，我們特別介

紹台加幾個經常性的社團與活動，歡迎更多社區朋友來參加。同時我們

也介紹幾個特別的文化活動，期盼一年一度也能和大家分享這些豐盛的

文化交流饗宴。當然，我們更藉機，感謝過往每一個曾經一起為台加努

力、付出、	奉獻的朋友。沒有眾人的熱情參與、無私付出，台加不可

能一路走到今天，繼續為社區服務，繼續為台灣人在加拿大發聲發光。

雖說台灣文化帶到加拿大的土壤，傳統與現代，東與西，有交匯也有衝

突，但回顧25年來時路，台加確實也累積不少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
不論其中有多少故事、有多少起落、有多少汗水與歡笑，這是台灣移民

史的重要一篇章，也是許多個人與家庭，移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段記

憶。誠如鹿耳門漁夫為台灣文化中心建館時所寫下的對聯“台灣番薯過

海代代湠，加國楓葉染紅遍滿山”。我們關照過去台加25個年頭，看見
台灣移民逾五六十年立足加拿大，一代過一代，如今在各行各業都可見

台裔優秀的身影。在加國多元文化社會，台灣移民不僅不缺席，也積極

表現出特色與卓越，我們可以有信心地說，以身為Taiwanese Canadian 

為榮。

期許“台加	-	成為所有台裔加拿大人共同珍惜愛護的家”，是下一個

25年，我們更要用心來努力達成的意象。當認識自己的名字前面有個台
灣，傳承台裔文化、深耕多元文化價值、團結友愛互助、釘根移民新家

園，成為共同的價值與努力的方向時，我們將能帶著自信，催生出一個

新的、蛻變的、充滿特色的台裔加拿大人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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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晚秋，在台南市賴清德市長的力邀下，我與榮膺亞
洲最具潛力設計獎得主陳俊良設計師，連續三年擔任台灣國

際蘭展文化活動的策展人。長久以來，我認為，利用大型的

會展產業，在聚合全球商機的同時，不僅可以打造國家、城

市的品牌，拓展經濟、觀光的效應，更能關懷庶民日常生活

內涵，創造討喜實用、功能升級的日常生活產品。於是，搭

著協助台南市策畫台灣國際蘭展文化活動的順風車，連續三

年的蘭展，除以蘭花為主軸意象，並結合一直倡議推動的台

灣顏色 --台灣紅、台灣青與台灣金，每年都以嶄新的姿態，

創造精彩、別緻、吸晴的展覽生活空間與創意展品。

2014 結金蘭
2014以「結．金．蘭」為主題。這三字有其特殊的意義：「
結」，是動詞，是行動，意指結合；「金」是主題色，是最

頂級、真金的抽象象徵；而「蘭」則是展覽主軸，台灣是蘭

花王國，代表台灣實質的DNA。整體來說，標明「2014台南
國際蘭展」是圍繞著「金」與「蘭」兩個抽象與具象的核心

主題，所有的策展行動與內容皆以此為依歸。

策展的內容分為蘭花工藝藝術創作、時尚台蘭與蘭花國宴三

項子計畫。首先由最能傳遞訊息的「空間」著手。一個展場

的空間，不論是古老的、現代的，亦或前衛的，都會直接說

話。我們定位這個空間是個「黃金廳」的氛圍，一切以「台

灣金」色調為主，再透過藝術、文化展品，定調它的視覺效

果。從國宴餐桌的設計、工藝藝術品的創作展示、時尚服飾

乃至於精美吊燈的製作等，都必須恰如其分，以金相、玉質

共鳴調性，呈現高貴又內斂的組合，讓所有參觀的人置身其

中，驚豔之餘，能深深體會「結．金．蘭」的淡定和幽揚。

蘭花工藝藝術創作方面，邀請鹿港木雕大師李秉圭，在具有

台灣歷史文化痕跡的「牛車輪」上雕刻出風姿婀娜的台灣原

生種蘭花「阿媽蘭」，台味十足。而聳立於其前傲視全場的

則是李大師的父親－國寶木雕大師李松林的遺作「蘭花屏

風」。屏風上栩栩如生的白蘭花，生氣盎然的盛開著，這些

阿媽蘭是以牛角為素材，而花莖、花葉則以牛蹄為素材，一

刀一刀雕琢而成。屏風上書寫 :「蓬島春風暖，翩翩夢亦香」，
歌頌寶島春天的清新與溫煦。父子相傳，能在 2014年的蘭
展，同時展出二代人的創作，不也正是彰顯台灣「傳家」的

精神特質嗎 ?

時尚台蘭則邀請五位知名品牌服裝設計師，包括潘黛麗、潘

怡良、陳俊良、古又文與黃嘉祥。每位設計師均以蘭花與台

灣金為主題，再分別以不同的材質與樣式，設計製作不同風

格與穿著場合的蘭花服飾。此次的服裝秀，打破以往現場走

秀，曇花一現的形式，以靜態展示推出，讓絡繹不絕前來的

客人們，有一窺精品全貌的機會。

蘭花宴計畫分美食及美器兩個項目。美器方面，邀請「台華

窯」參與製作行列，並由陳俊良設計一套共 480 件的「蘭蕙
瓷」。食器原型是以「天圓地方」的概念，搭配「金色蘭花」

為主軸，燒製而成。各式餐具繪製蘭花圖騰，優雅的敘述著

蘭花的故事，創出一組富有台灣味、高品質、優雅、實用的

餐具組。美食部分則是重拾傳統「辦桌文化」的精神，邀請

著名的國寶級總舖師汪義勇先生掌廚，為活動設計了一場國

宴規格，色香味俱全的蘭花盛宴。

當天的晚宴就在賴清德市長主持下，置身蘭花環繞，清香迎

面撲鼻的氛圍中，圓滿宣示「結．金．蘭」深刻的台灣精神，

將最美好的創意透過美食、美器、美衣、美景，落實到生活

中的重大意義。

品牌台灣 
- 以台灣國際蘭展為例
文 / 陳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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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纓絡素履
輕春曼舞大地回青，綻盛甦醒後的美好春姿！

台南一處南風吹拂的地方，偶遇百花齊放的春日，

2015台灣國際蘭展，期望從室內走向自然，迎接雲
淡風清的歲時，造訪蘭花滿園的翩然場域，聽見孩童

嬉春的笑聲；看見散步迎風的養生活；蘭風車的清音

逐晚風；野宴草香席地而憩，南國開始不插電的時尚

綠生活，輕時尚，青春地！

這是 2015年第十一屆台灣國際蘭展以「台灣青」為
主色調的浪漫花園氛圍。該次的展覽以「台灣青∣纓

絡素履」為主題。纓絡是佩掛在身上胸前的珠寶，佛

菩薩常以纓絡來莊嚴自身。在台灣，人人熟悉敬拜的

媽祖也戴上纓絡，相貌莊嚴、慈祥華麗，象徵至高無

上之祝福。素履是素色、白色的布鞋，「素履之往」

意指足穿素履，行萬里路而心境平和、無所求。此次

展覽以纓絡素履為中心思想，是以蘭花繪製的纓絡

圖騰滿佈四周空間，為前來觀賞的觀眾帶來無限的祝

福；而來者則以虔誠的態度，對強調自然、保育原生

概念的蘭展，能深刻進入其氛圍中，體驗高雅尊貴的

氣息，且能共同宣示對綠文化、綠生活的嚮往。

 花園中的展品則有紙雕藝術大師洪新富設計的「蘭
花轉、蘭花飛風車」、策展人陳俊良所設計的「纓絡

T」、「台華窯」發表的「春華秋時」系列瓷器組，
包括青色的春華瓶與金色的秋實瓶，以簡潔線條將蘭

花及東方文化融入其中，而特別採用青釉所製作之野

宴野餐器皿則創意十足。而空間家具上，則特別設計

蘭亭座，專供情侶們相依的咖啡座，桌上擺設文心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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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台灣青」、「台灣金」搭配燒

製的聚寶盅、糖罐、餐具、茶具、風

清盆…等，雅座四周為大型蝴蝶造型

花窗。此外，五座具蝴蝶蘭造型的「夢

蝶椅」散落四周，其造型由抱枕到座

椅表面都縫雕出蝴蝶的造型，幾株翠

綠的椰樹襯托出熱帶地區的休閒與慵

懶，整片場景中洋溢著幸福的溫馨感。

懸掛的吊燈，穿著黃色文心蘭所編織

的彩衣，與空間正中央五個精緻的鳥

籠相呼應，籠內的和平鴿，載著纓絡、

揹著台灣 (其背部是一幅台灣地圖 )，

歌頌著美麗的寶島。花園中處處遇見

台灣 DNA元素，不著痕跡地織入前衛
時尚的花園中，真是原鄉時尚最巧妙

的融合。

該年策展時，有鑑於台灣國際蘭展已走

過十年的歲月，年年為台灣帶來龐大的

經濟效應，並吸引許多國際買家來訪，

年產值達新台幣五十億之多，對台灣經

濟產業貢獻頗大。但反思之際，也警

覺除了數據與展覽期間的文化活動外，

幾乎未留下足以見證蘭展史的藝術品。

因此，該年特別在東和鋼鐵公司的全力

贊助下，邀請鋼鐵雕刻大師劉柏村教

授以約一萬公斤的鋼材，雕塑四件大

型 (約兩層樓高 )之蘭花作品展出蘭

花的各種姿態，挑戰鋼鐵的無限可能，

展現剛中帶柔的「蘭花之美」，其中

一朵蘭花將在展後捐贈給台南市政府

永久典藏，成為台灣國際蘭展集結為

品牌的最佳軌跡。

2016蘭學堂
人文薈萃、全台首學場域—台南孔子

廟，由一抹胭脂點染四周的翠綠，樹

香、花香和書香，馥郁芬芳。這個啟蒙

台灣，深化智慧見地的學堂，與台南

市的市花—蘭花 (它更是代表「蘭花

王國—台灣」的意象 )，以及民間生活

的人文色彩—台灣紅，互相結合，成

為 2016年台灣國際蘭展的核心主軸，
精彩地迎接令人驚豔的第十三年。

「台灣紅」代表台灣人文色彩的無論

是生命禮俗、節慶民俗、四季生態，

處處可見台灣紅幸福的風采。慶祝嬰

孩誕生的紅蛋、長輩慶生的壽桃，訂

婚的鴛鴦被、媒人婆頭上插的春仔花、

結婚吃的紅湯圓、過年的紅甜花生、壽

麵綁著紅絲線…細膩傳遞出祝福、喜

慶、吉祥的生命禮俗之喜。而阿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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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花布、桌前的八仙彩、元宵節點的七彩燈

籠、拜拜用的香、捏麵人的一抹紅、窗前的

紅剪紙、祖先桌上的春花、節慶常見的紅龜

糕……更是節慶民俗中不可或缺的幸福吉祥

色。展場上滿堂紅，穿越其間，卻是熱鬧不

落俗，典雅有緻，有如進殿堂般的莊重感，

甚為特殊。

自 2014年擔任策展人以來，如前述每年都
特別邀請藝術家們為蘭展紀錄其歷史軌跡。

今年則以「陶板畫—百紫千紅•陶采丰華」

展現蘭花之美。近百件陶盤彩瓷藝術創作，

集結 50 餘位當代知名藝術家，呈顯工藝與
繪畫共融的藝術形式，名為「蘭蕙瓷」。「蘭

蕙瓷」，件件作品皆展現陶器溫潤質樸的特

性，呈現謙卑自信的姿態，品繪渲彩演繹出

慧巧的構圖，概念具體又流露出千變萬化的

生命意涵，勾勒出多姿多采的藝術風貌，映

襯斑斕絕色之美。在展覽結束後，「蘭蕙瓷」

已成為熱門的文創產品，是大家爭相購買、

具有台灣特色的「伴手禮」。

蘭展品牌的轉譯
在每一次大型展覽中，我都不忘先將主題定調，然後有層次、有步驟地將核心價值漸漸擴展累積。台灣有蘭花王國的

美譽，古代喻「梅、蘭、竹、菊」為四君子，意涵清高優雅之意。因此在策畫台灣國際蘭展時，特別以展覽場為舞台，

透過一場精心設計的表演、視覺、工藝等藝術的呈現，留下珍貴的藝術文化資產，紀錄一路走來的精彩生命歷程。換

言之，透過台灣國際蘭展，將展覽，空間與創意藝術，融合為一個藝術品，凸顯鑽石台灣的美，再經過一次又一次的

累積成事，即可成功地行銷「台灣蘭花國家」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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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方藝術學習演奏技巧，從東方文化得到作品靈感，出自

台灣本地的指揮家呂紹嘉與旅美知名小提琴家林昭亮，都是

自由進出音樂世界，爐火純青也帶給市感動跟溫暖的當中的

佼佼者。這兩位同年也同樣來自新竹的台灣之光將再度合

作，呂紹嘉將帶領國家交響樂團 (NSO) 演奏台灣作曲家蕭
泰然的作品，林昭亮將擔任蕭泰然三大協奏曲之一《小提琴

協奏曲》的演出，他也是蕭泰然首演該作時的小提琴家。

呂紹嘉 指揮三冠王
非音樂科班出身，呂紹嘉走出了自己

的音樂之路。出身台灣，目前享譽國

際樂壇的旅歐名指揮呂紹嘉，從鋼琴

啟蒙，後隨陳秋盛研習指揮，繼而先

後赴美印地安那大學及維也納國立音

樂院深造。1991年以「全體評審一致
通過最優異成績」畢業於維也納國立音樂院，並獲奧地利科

學研究部頒發「傑出成就獎」。

1994年十月是呂紹嘉指揮人生的轉折點，他拿下 1994年
荷蘭孔德拉辛指揮大賽首獎得主，同時也是國際知名的法國

貝桑松指揮大賽首獎，金琴獎得主及義大利佩卓地國際指揮

大賽冠軍。就在同一年，他獲邀替代因病不適的傑利畢達克

（S.Celibidache）指揮慕尼黑愛樂交響樂團在台灣演出，讓
他聲名大噪。除了慕尼黑愛樂的多次邀約外。法國國家、奧

斯陸愛樂、赫爾辛基愛樂、利物浦皇家愛樂、哥德堡交響樂

團都有呂紹嘉指揮蹤影。

1995年開始，呂紹嘉前後擔任柏林國民歌劇院首席駐團指
揮，2001年起擔任德國漢威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站上西
方歌劇事業的巔峰。短短一個樂季中，他將漢諾威國家歌劇

院的音樂水準提升到令人不可忽視的地位，他所指揮的威爾

第《阿伊達》、楊納傑克歌劇《顏如花》以及理查史特勞斯

的《伊蕾克特拉》都引起德國樂壇的高度矚目。

呂紹嘉、林昭亮
用音樂詮釋世界
文：趙靜瑜	圖：台灣國家交響樂團

任漢諾威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 聲譽到達顛峰
在他任內所帶領的德國漢諾威歌劇院被德語世界最具權威的

《歌劇世界》雜誌評為名列「最佳歌劇院」第三名，「最佳指

揮」部分，呂紹嘉則排在亞當費雪及阿巴多之後獲得第三名，

成績斐然。呂紹嘉回想，帶領漢諾威歌劇院一年就可以有這樣

的成績，「對我自己是很大的鼓舞。」

被鼓舞音樂之魂的，還有來自小時候彈琴的成就感。呂紹嘉從

小學琴，但卻沒選擇音樂科班就讀，而是考聯考奔台大，「我

會走上音樂之路，其實我周遭的人給我很大的鼓勵。」呂紹嘉

說，「我一彈鋼琴，大家都很喜歡聽，就會圍過來，這的確建

立我對音樂的信心與成就感。」

音樂如河流 匯成感人力量
大學就讀台大心理系，呂紹嘉立志要走職業音樂家之路，一開

始他是代班指揮台大合唱團，「我對指揮的工作完全改觀，在

那兩個半小時的排練過程，我感覺大家的音樂跟思想宛如河

流，朝我這裡匯集，奔流，到最後我自己非常享受，那一天之

後，我就決定了我自己的志向。」後來呂紹嘉主動向指揮家陳

秋盛拜師，從指揮北市交開始，一點一滴，成就今日大指揮家

的地位。

2010年起，呂紹嘉獲邀擔任國家交響樂團音樂總監，至今已
經進入第二任期。回家，是呂紹嘉很重要的心境轉變，呂紹嘉

說，父母親年紀大了，他希望夠多一點時間待在台灣，女兒慕

茵也喜歡台灣的中文環境，每年都要全家找時間仔台灣聚聚。

2015年，呂紹嘉也接下丹麥南日德蘭交響樂團常任指揮。在
呂紹嘉帶領下，國家交響樂團備受國際肯定。呂紹嘉多次率領

樂團歐洲、亞洲巡演，「我認為，一個交響樂團是一個文化，

或是一個國家的縮影，我們用西方音樂家的作品，去講我們要

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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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交響樂團默契十足

呂紹嘉說，國家交響樂團成軍至今，技巧精準，彈性十足；他

與團員們相處融洽，更重要的是深具默契，「我們不只演奏得

要跟原生在歐洲文化中成長的交響樂團一樣好，更有我們自己

音樂中的台灣特色，「我們一直朝這個方向前進。」

呂紹嘉是客家子弟，這次要一起到美、加巡演的

小提琴家林昭亮，則是台灣美濃的客家女婿，

傳奇之星。

林昭亮 照亮世界樂壇的台灣之星
林昭亮出生台灣新竹，3歲起開始學習小提琴，
在台灣期間受台灣小提琴教母李淑德教導。12
歲就到澳洲雪梨大學音樂學院附中就讀，1975年
轉往到美國的茱莉亞音樂學院就讀，並成為小提琴教母迪蕾的

嫡傳弟子。19歲林昭亮就在紐約艾弗里費雪廳做第一次公開演
出，以莫扎特《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驚豔四座，從此踏上職

業音樂家之路。

音樂強人 及演奏、教學、策畫音樂節於一身
2000年，林昭亮獲《音樂美國》雜誌選為年度器樂演奏家，他
也擔任各大音樂節總監演出，1997至 2003年間曾返國擔任台
北國際巨星音樂節總監。2001年起擔任美國加州拉荷亞夏季音
樂節總監、以及 2011年起擔任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總監至
今，並於 2006起任教於美國萊斯大學，琴音燦爛、甜美，技巧
深厚，也讓林昭亮至今依舊邀約不斷。

「要將一首作品詮釋到最佳境界，僅僅把琴拉好是不夠的」林

昭亮說，真誠的感情、人生的歷練與音樂家們之間合作的精神

都非常重要，「只有具備這些條件，才有可能成就一場美好的

演出。」

實力才是關鍵
林昭亮從小就相貌堂堂，氣質不凡，完全是明星級獨奏家的材

料，他也的確做到將實力累積，用音樂在世界舞台上發光，台

上鎂光燈聚集的那一霎那，其實是多少時間與音樂相處，挑戰

的結果。

「當把這個曲子演奏熟悉到一個程度時，我就會讓曲子進入到

自己的世界，把它變成自己的語言，透過音樂傳達情感與理念，

與觀眾分享內心的感動，這種愉悅無法用言語說明。有時候曲

子是作曲家首演，我常聽作曲家跟我說，以後這個曲子就是你

的了，這是讚美，也是很美妙的過程。」

林昭亮認為，現在古典樂壇裡「回流」的現象相當明顯，「音

樂主力慢慢從西方轉到東方，華人作曲家在國際古典樂壇的地

位越來越重要，在美國最有名的交響樂團成員中，華人比例和

地位都越來越高，這與過往截然不同。」

林昭亮說，過去他到西方世界奮鬥，「當時的文化氛圍很像是

單行道，只有由西方輸出到東方，現在反過來了，東方的文化

開始揚名西方世界。在海外的音樂活動中，華人藝術家的成就

越來越高，受到更多肯定和重視，希望在我之後，有有更多的

東方音樂家在世界舞台上，繼續發光。」



睽違已久，魏德聖導演最新作品！台灣首部音樂

歌舞電影，詮釋台北都會愛情故事。繼《賽德

克巴萊》和《KANO》的豪華盛宴後，《52Hz, I 
Love You》這齣清新小品宛如精緻的下午茶甜點，
讓觀眾享有滿滿的甜蜜幸福感！重溫《海角七號》

的感動，在動人的音樂旋律中，傳遞快樂、幸福，

找回「愛」的勇氣與美好！魏德聖導演及演員北

美巡迴，與觀眾近距離交流。

你有聽過「52赫茲」鯨魚嗎？
一隻被命名為「52赫茲」的鯨魚，發出獨一無二的神秘低
鳴，至今沒有人看過牠的模樣。「52赫茲」是牠唱歌的頻
率，遠遠超出一般鯨魚15至20赫茲的歌聲；牠是否因為這
樣而落單了？唱著只有自己聽得見的歌，成為了世界上最

寂寞的一隻鯨魚。

1989年，「52赫茲」在北太平洋被發現，二十幾年後的
今天，「52赫茲」仍然沒有加入任何一隊鯨群，孤單地隻
身環遊大海。

後來，人們賦予了許多和牠有關的故事、情歌、創作，因

為太多人擁有相同的寂寞了。但或許有一天，「52赫茲」
會聽見遠方傳來，那個屬於牠的第一聲回應… 在這之前，
就讓我們多一點勇氣、多一點浪漫，陪著牠一起尋找。

孤單不會是此生的終結，而這個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人是應

該孤單的。

《52Hz, I Love You》
北美巡迴見面會 - 溫哥華搶先特映

《52Hz, I love you》 孤單的人，我愛你。
「真的，這個城市裡面寂寞的人太多了！」導演魏德聖娓娓

道來電影的概念，「那隻鯨魚說的『我愛你』沒有人聽見，

這個城市裡有多少人心裡有『我愛你』，可是對方不知道

的？」寂寞的「52赫茲」鯨魚，卻與現代都會中形形色色
孤單的男女產生共鳴。「『52Hz』就是一個孤單的聲音，
一個需要被聽見的聲音。」

一個送花的，和一個送巧克力的，如果不小心在情人節這天

在一起，會擦出什麼火花呢？「年年都扮演『喜鵲』的人，

如果有天愛情降臨到他們身上，輪到他們成為牛郎織女，會

不會很有趣呢？」從一個簡單的情節發想，加入音樂舞台劇

的元素，更渲染出故事的情境與氣氛，加深整部電影的厚

度。魏導相信，能讓觀眾感染到甜蜜的氛圍，哼著歌離開戲

院，充滿幸福感。

10月 29日 3:30PM @ Landmark Cinema  
800 Carnarvon St. New Westminster 
映後有神秘嘉賓見面會

11月 2日 8:30PM @ VanCity Theatre 
1181 Seymour St. Vancouver 
映後有魏德聖導演座談會

11月 3日 7:00PM @ 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 Vancouver 
映後有魏德聖導演座談會

詳情請上 www.twff.ca 或					vancouvertwff

購票請洽台灣文化中心 (604) 267-0901

播映時間 票價
魏德聖導演最新作品，台灣首部音樂歌舞電影

滿滿的甜蜜幸福感，找回「愛」的勇氣與美好！$15

$15

$12

$10
台加
會員:

FILM FESTIVAL

VANCOUVER



攝影／張幼雯		食養山房茶坊

11認識台灣 ·

五月，與溫哥華回台的好友去佈置雅緻的茶坊品茗，花藝、茶具、茶品，茶食，在

在美色醇味，時光歲月停止流動。久而久之，如錦衣繡服上身，想不起布衣的樸質

原味，漸漸忘了古早親切的呼喚聲：「人客，呷茶啦～」

九月中秋，在台灣雲林口湖鄉有四場不尋常的「海口茶會」，那親切的呼喚聲從遠

處傳來！臉書上的一位好友，張文，能畫能唱能設計茶具的藝術家，在老木麻黃樹

下，與阿公阿嬤們喝茶聊天，感受秋天的祥和寧靜，也在蚵田竹筏上，與老朋友對

飲夕陽餘暉中，品味討海人的樸真。

用的茶壺有蚵殼燒成灰混雜陶土製成的茶壺，用古早老茶

杯盛「麥仔茶」混搭阿里山紅茶，配上北港的「京月娘

餅」，也配上海口漁民用蕃薯簽自製的「蕃薯糕」。最令

人驚豔的是，老農夫老漁夫手上的大廣弦、洞簫，悠揚起

伏跳動的音符，纏繞茶葉茶食飄香，彼此在黃昏海天間忘

我談笑，甚而聞樂起舞。

相對於我與好友的「雅士文人」茶情，台灣鄉野庶民喝茶

文化如春沐夏涼秋爽冬暖，就是自然啊！

人客，呷茶啦
文 /	張幼雯

圖 /	李瑞芳、蘇俊傑、黃昱震、張幼雯

【鏡頭下的故鄉】

攝影／張幼雯		千島湖茶園

攝影／李瑞芳		雲林縣口湖鄉台子村漁港

攝影／黃昱震

雲林縣口湖鄉台子村漁港

攝影／李瑞芳

雲林縣口湖鄉埔北村鱉潭

攝影／蘇俊傑		台子村漁港

攝影／李瑞芳		雲林縣口湖鄉埔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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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早期本土畫家】

郭雪湖是台展三少年中

唯一自學成功的畫家。

本名郭金火。1908年出
生於台灣台北大稻埕河

合町 (迪化街 )，二歲時

就喪父，由母親陳氏獨

力扶養長大，河合町位

台北城北端，由河合町

街口西望，可以看到大

屯山和七星山的峰顛，

朝北就是有名的觀音山

全景。可以說是當時台

北自然景觀最秀麗的地

帶。郭雪湖就在此渡過

了愉快的童年。自小喜

愛塗鴉，九歲時進入台北日新公學校就讀，被導師陳英聲發

現具有繪畫方面的才華，開始指導他學習藝術，因此三年級

到六年級 (1920-1923) 皆隨陳英聲學習寫生的基礎觀念，並
臨摹中國及日本的畫冊、畫譜，奠定其從事創作的基礎。在

校期間，郭雪湖的美術、工藝才華出眾。1923年公學校畢
業後，考入台北州立工業學校 (現今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就

讀土木科，一年後因志趣不合而休學在家繼續自我進修，臨

摹古畫。	1925年，時年十六歲的他，由母親帶引至永樂市
場附近的傳統畫師蔡雪溪畫館拜師，老師專畫神像兼開裱畫

店，但是「雪溪畫館」教學生則循水墨古法，並賜「雪湖」

名號，能與老師名同為雪字輩，可見郭雪湖被看重的程度。

老師並為他教授其描繪觀音、八仙、媽祖、帝君等神像及裱

褙的技藝，接觸了中國傳統繪畫之用筆設色之技巧與觀念。

郭雪湖對於學習相當勤奮，經常白天作畫，夜間到圖書館研

讀美術史、色彩學、材料學、美術概論及名家畫集等，奠定

了他日後材料學基礎與繪畫的嚴謹態度，開啟了郭雪湖走向

藝術之路的大門。當其近弱冠之時的大稻埕，是台灣新文化

運動的溫床，來自法國、日本的文學、戲劇、美術等新思潮，

隨着淡水河潮湧入，一如當地熙攘的人群，旺氣發滋，大稻

埕的富家子弟首承雨露，但郭雪湖不同於同輩畫家，出身清

寒，無法入學院門牆，於是自我惕勵愈深，終能脫穎而出，

冒出頭角。

1927年春天，郭雪湖決定參加由日本殖民政府所舉辦的第
一屆臺灣美術展覽會 (簡稱台展 )。為了增廣畫題的選擇，

他展開寫生之旅。有一天他逛到嘉義市區成仁街 (當時亦稱

美街 )，在一家裱畫店看到一幅寫生新高山 (現在稱玉山 )

的作品，因覺得很有新意跟傳統畫不一樣，好奇之下便推門

一探究竟，因而認識了此畫的作者，也就是林玉山。當然他

文 /廖武藏

(1908-2012)

們也共同談起一起參

加台展的計畫。	

才華、努力與機運，

1927年第一屆台展，
十九歲的郭雪湖以一

件帶有寫生新意的山

水畫《松壑飛泉》獲

得東洋畫部入選。此

畫作在構圖上放棄傳

統的「高遠」、「深

遠」等多視點構景法，

將畫幅長寬比例的

「長」縮短，使畫中

的上下景物緊湊些，

而略接近西式一點透

視構圖的意思。山石、

樹木也較強調立體性

的質感，故形成異於

傳統繪畫的氣氛。

當年台展的東洋部

(現今膠彩畫 )只有

三位默默無名的未滿

20歲的年輕台灣人畫
家郭雪湖、陳進、林

玉山入選，「台展三

少年」之美名不脛而

走，郭雪湖尤出風頭，

因為他年紀最輕。此

事件引起當時台灣文化界相當大的震撼。從此對於台灣漢文

化系統的傳統水墨臨摹在台展中銷聲匿跡。在日治時期，透

過國民教育體系推廣，起而代之的東洋畫大行其道，台展因

而決定了台灣美術進行的方向。在第二屆台展以後，三少年

皆連續獲三、四次特選殊榮，從此有如平步青雲，三人情同

手足，終身互相砥礪，三少年各有其獨特的繪畫風格，成為

台灣畫壇閃閃發光的耀眼恆星，一輩子都奉獻給台灣畫壇。

1928年，第二屆台展，郭雪湖又以膠彩畫《圓山附近》一
作獲得特選獎，必為當時的台灣總督府收購典藏。奠定了他

在台灣畫壇地位。他不僅因之一舉成名，還破題兒憑賣畫賺

了五百圓，當時可以購買兩棟樓房，跟清貧家境也從此說聲

再見。此後他連續多年榮獲特選與「台展賞」、「台日賞」、

「朝日賞」等佳績，多次於台灣美術展覽會得獎，成為少

數台籍免審推薦級畫家。郭雪湖用細緻典雅的膠彩為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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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縝密的筆觸、嚴謹的構圖和細微的用色，細膩刻劃出台灣

本土風情的畫風影響畫壇。圓山附近發表之後，畫壇上有許

多人模仿其巧密細膩的風格，也紛紛獲得台展入選，那時的

畫風只能用一筆一畫認真仔細描繪台灣土地的一草一木來形

容，並無特別技法及功力可言，甚至看不出任何的傳統淵源，

所以學來容易，很快就蔓延開來。這種繪畫正反映了那時代

的台灣人文的性格。而有「雪湖派」之稱並逐漸形成「台灣

畫派」。可惜時間不長，從 1928年到 1943年最後一回「府
展」，前後僅十五年，便因太平洋戰爭轉劇而致活動停頓，

接着由於舊時代結束，「台灣畫派」無異在新的政治局勢下

遭受摧殘。

影響郭雪湖一生的重要人物還有日籍畫家鄉原古統。接連入

選台展的他，認識了鄉原古統，並拜鄉原為師。鄉原也十分

欣賞郭雪湖細膩化的作品，兩人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

27歲時，鄉原夫婦介紹他與女學徒林阿琴相識，1935年，
在圓山附近的台灣神社結婚。在他們要結婚時，鄉原老師特

別提醒出身富裕的林阿琴 :「嫁給畫家，一切要自立自強。」

郭雪湖的成功背後有兩位重要的女人，一位是母親，另一位

是妻子，也是畫家的林阿琴。她一直默默在身旁支持着郭雪

湖的理想，縱使她的藝術才華十分出色，卻毅然一肩挑起相

夫教子的責任，讓郭雪湖無後顧之憂。在長年耳濡目染下，

6名子女都走上藝術文學之路，成為名符其實的藝術世家。
完美主義的郭雪湖生活簡單，樂觀進取，對於繪畫卻嚴謹且

一絲不苟。始終記得鄉原老師曾力勸要「堅持做一位專業畫

家的理想」，即使在戰爭生活最艱苦時，也堅持不兼差，甚

至辭退師大系主任，為了夢想和理想奮鬥，從年輕畫到年老。

在日治時代，郭雪湖曾與陳進、林玉山參加東洋畫會「梅檀

社」、「麗光會」，對於推展台灣美術運動之貢獻為結合畫

友成立東、西洋繪畫兼容的「六硯會」。1934年，台陽美
協成立後曾擔任多年東洋畫部評委。戰後初期，受聘為長官

公署諮議，1946年，與楊三郎等人籌組「台灣省全省美術
展覽會」，擔任「台灣全省學生美術展覽會審查委員」及「台

灣全省教員美術展覽會」顧問等。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使得原先屬於地方性的省展立即成
為全國性的美展，因此隨着政府來台的大陸籍畫家開始介入

省展評審。日治時代台灣接受日式美術教育之台灣畫家，視

東洋畫為台灣美術之一環，而後舉辦省展，自然而然地將「東

洋畫」納入國畫的範疇。但以大陸籍畫家們的中原文化本位

心態來說，中國傳統水墨畫才稱得上是國畫。部分外省畫家

為全面掌控省展權力，鏟除戰前的殖民影響，對曾經接受日

本美術教育之本省畫家動輒以奴化口實進行猛烈抨擊，認為

「東洋畫」是日本的東西，被貼上日本政治標籤，完全漠視

當時台灣畫家們推動發揚本土文化的意旨，甚至掀起「正統

國畫」之論爭，論戰將近	30年，造成美術社群分崩離析、
省籍衝突矛盾擴大。破壞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及共存發展的機

會。國民政府於文化政策上強調中原正統，逐漸成為主流，

並以「六儷畫會」、「七友畫會」等畫會最為活躍，相對之

下，東洋畫則日漸式微。有感於東洋畫名稱帶日本風，難容

於當時之官方意識形態，1977年，被稱「台灣膠彩畫之父」
的畫家林之助教授提出「膠彩」一詞取代之前說法，擬用材

質定名，避免無謂的爭論。1985年，林之助應東海大學美

術系主任蔣勳的邀請，首開「膠彩畫」課程，使台灣膠彩畫

的教育不再是師徒傳授，開始走入學院美術教育。「東洋畫」

這一獨特的繪畫語言，在面臨「正統國畫」之論爭，文化空

間位移之際，郭雪湖與其他膠彩畫家一樣，又得重新發展出

另一種融入中國水墨的繪畫語言，以因應外來殖民者與被殖

民者之間的文化和語言的衝突。	

1959年，郭雪湖創辦全台第一所經由教育局正式立案通過
的「雪湖美術教室」，致力於美術文化的教育傳承，培育兒

童繪畫創作。期間提倡培植美術人才，激發孩童對創作之熱

忱並建立優良美術環境及形塑社會審美之共感，發揮積極作

用。1964年，郭雪湖離開故鄉遠赴日本，正處於他一生的
轉折點，那時他別無選擇，因為正統國畫論爭越演越烈，他

們幾位推動台灣美術運動的東洋畫家被逼得走頭無路。郭雪

湖毅然出走，在日本他要重新面對新環境的挑戰，是他一生

中最困厄的時段。在日本，他研究考察繪畫技巧與趨勢以及

潛心專研當代國際藝術。期間亦演變個人創作。也喜歡流連

於美術館，曾赴泰國、菲律賓、印度，並曾三次暢遊中國，

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親睹壯麗山川，胸懷既深且廣，這是他

的「中國名勝五十景」創作期也是他繪畫生命的另一高峰。

旅日十六年後，1980年在美國舊金山落腳，繼續漫長的異
鄉藝術之旅，他踏遍鳳凰城、大峽谷等各州名勝，領略氣勢

旁磅的風景，胸中自有丘壑，完成了「北美洲風景五十景」

系列的壯舉。與國際接軌交流，多次海外展覽，可謂極具國

際觀的藝術家。郭雪湖雖然旅居海外，卻始終最愛故鄉，藉

著手邊豐富的草稿繼續以台灣鄉土為題材創作。他說 :「藝

術是莊嚴的事業，人雖老，畫要新。」

2007年，郭雪湖以	99歲高齡，獲頒行政院文化獎，這是
被視為文化界最高殊榮的獎項。並將獎金之孳息存於國立歷

史博物館設置「郭雪湖台灣藝術研究獎」，用以獎掖後進。

2012年 1月 23日於舊金山市灣區逝世。

郭雪湖的一生創作不懈，橫跨世紀成就斐然。從他作品的風

格與內涵，可見其多元寬廣的藝術視野。隨著時代與環境的

更迭，及勇於創新求變，有精細鈎線敷彩的膠彩畫，也有簡

化造型的裝飾風格，從中國傳統的水墨山水與青綠山水出

發，融合東洋畫的理念，自創重彩、淡墨勾勒的技法，並參

考西方繪畫的表現方式，注重寫生，成功的使膠彩畫的傳統

風格更為拓寬、更多元的境界之外，也成為一種台灣的本土

繪畫風格，優雅而且厚實。

郭雪湖是台灣膠彩畫家中最富盛名者，但其水墨畫和彩墨畫

也有堅實的基礎。早年重視臨摹，涉獵石濤、謝琯樵、川合

玉堂、橋本關雪等中日名家。當時他臨摹前人筆意的作品，

章法嚴謹，鉅細靡遺。然而他覺得偏重臨摹的結果很容易陷

入於文人畫的末流，寫生才是作畫的根基，而寫生必須建立

於紮實的基礎上，透過寫生來創作。	

在日治時代，從 1927年的《松壑飛泉》至 1928年的《圓
山附近》可見國畫至膠彩畫、水墨至設色、山水至風景、臨

摹至寫實的改變。尤其是	1927年，「表現台灣風土特色，
發掘台灣之美」是當時日本對台展期望的一項重要目標。

而且更在 1928、1929年當時，日本對台灣藝壇抱有混種期
許，期望台灣在地緣、血緣文化的特殊性有所發揮，也就是

結合中國傳統色彩、台灣本土特色、近代寫實風尚或日本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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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在此提倡水墨近代畫的影響下促成了郭雪湖的畫風轉

變。因此，在《松壑飛泉》之後，曾經過一番思索，他決定

不再畫虛幻的古人山水，而是要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尋求畫

題。1928年的《圓山附近》一作如上圖，是郭雪湖寫生圓
山附近的風景而成。他在 1927年的展覽會中見到鄉原古統
的《南薰綽約》三曲屏風一作以細緻的筆法分別描寫代表台

灣特色的白色的夾竹桃、紅色鳳凰花與鴿子、黃色金雨樹與

山娘，與唐人青綠設色的風格，深受感動與啟發。更是影響

郭雪湖從「松壑飛泉」轉變至「圓山附近」的重要視覺經驗，

從這裡郭雪湖聰明地使用混搭，集結時代趨勢、流行，灑脫

地轉變也順利地獲得當局喜愛。郭雪湖對圓山附近那一帶幽

靜的景物風情和一片綠的樹木如何彩色，如何配以深淺，而

使其表現生動有力，最為費心。此作內容繁複，構圖嚴謹，

用筆縝密，用色繁複和諧，濃艷奪目。樹叢綠蔭及磐石的空

間關係清楚，空間可居間流動，一片綠暈似有數十種色相變

化，層次豐富，氣

氛迷人。小徑蜿蜒，

迷入花木深處。小

丘下一面菜圃，點

景少婦獨自農耕，

左上方的鐵橋 (現

今的中山橋 )，顯示

當時的現代化，遠

方白鴿悠然掠過天

際，增添大自然之

美，展現濃厚的個

人品味，及台灣特

有的山林綠意，有

別與中國傳統重彩

繪畫及日本東洋畫

面貌。被日本南畫

大師松林桂月譽為

「細密畫的變種」，

遂成為「雪湖畫派」

之典範。1930年的
第四屆台展賞作品

《南街殷賬》台北

市立美術館典藏，

如右圖，(殷賬有繁

華、興旺的含意 )，

郭雪湖以誇張、戲

劇化的手法描寫大稻埕迪化街霞海城隍廟口節慶熱鬧景象為

主題，以極具地方文化特色的紅、藍、黃色為主調描繪的作

品。為表現氣勢，畫面安排上不同以往的橫幅作法，改採縱

直方向。畫面上的巴洛克建築經畫家巧思將原本二樓加高一

層以拉長景深，五彩繽紛的招牌遠近林立，熙攘的街道與繁

華的景象呈現了台灣文化的多元生命力。還將城隍廟刻意搬

入畫面右下方，畫中招牌旗幟錯落有致，與街道上的人群相

互輝映出一種難得的韻律。隨著非固定性視點的安排，觀賞

者的眼光可自由地遊走於人群與高樓之間，時而平視時而俯

視，大大地豐富了作品的敘事性。也因取景角度不同，使得

景深拉長，為狹長空間增添不少變化。畫中街上熙攘的挑夫、

人力車、小販、行人栩栩如生，城隍廟大拜拜的熱鬧紛騰則

詮釋了台灣民俗節慶祭典活動的獨特風貌。

大稻埕的時代，不只是台灣經濟的繁榮時代也是「台灣文化

的黃金時代」。充沛的民間文化動態，儼然就是台灣的「文

藝復興」。	

又如 1939年的《萊園春色》
見右圖，本幅畫霧峰林家花園

一角，為追求景物一種新的質

感，在設色時，有如油畫填塗

甚厚。為形容磚塊、石頭、古

牆老舊斑剝之意，以及樹幹老

皮層層的感覺，設色時，特意

讓底色不平整而微有起伏，然

後再略皴擦上色，不掩下層顏

色，極富斑剝之趣。此畫作採

用大量的中間色調，將此地方

仕紳雅致溫文的居家庭院表現

得恰如其分，在在呈現了台灣

時代面貌的變遷。

左圖為 1956年的《塔山煙雲》
此作為第十一屆省展參展之作。

塔山石壁之紋理類似大小方塊

層疊，堆積如塔，是阿里山之

勝景。郭雪湖數次遊覽阿里山

都有寫生之作。本幅從速寫資

料，而略改變自然的形貌，強

調塔山石塊層列之造型，並以雲海、參天古檜點出阿里山之

特色。	

1954年至大阪舉行個展之
前後，參考之對象又移向

日本畫壇。1959年的《燒
岳初秋》如右圖，本幅畫

日本長野縣燒岳之秋景，

山峰以近乎圖案式的塊面

組成，並以不同的點線為

裝飾，畫樹亦以不同的圖

案葉形去組合。在用色方

面，有相當重要的突破，不但調出明度較高的綠色系、土黃

色系之變化，並形成清爽優雅和諧的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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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懷著淡泊之心旅居國外後，創作了一系列的風景與
瓶花作品。期間遊歷世界各地，擴展不同視野意境，畫風轉

向簡潔濃艷，氣度恢宏，題材充滿詩意，還大膽結合水墨與

膠彩，自創重彩與淡墨勾勒的「重彩淡墨勾勒法」，將膠彩

畫帶向多元境界。雖然郭雪湖長年旅居國外，但對故鄉台灣

卻有很深的感情，藉由豐富的草稿，持續以台灣鄉土題材創

作。1978年的《江山晨霧》如圖一，俯瞰灕江，群山羅列，
民宅、田野點綴於群峰之間，江面波光點點，船隻悠遊其上，

令人嚮往的桂林勝景。群峰以青灰色為主題，近景的成蔭樹

林也在綠中帶灰，遠處青翠的田野則以低彩度構成調和的畫

面。此作的色彩、筆觸在統調中富有變化，主山以線條分割

成有層次的塊面，效果頗為成功。1981年的《群山煙雲》
圖二，舊金山附近的 Yosemite，是處饒有丘壑之名勝。作者
將 Yosemite的群山，亦如畫太魯閣溪山、蘇花懸崖一樣，
以分塊面法組合山石雄峻之形。此畫為達至簡純化高峰之代

表，他將山石之分面分塊大膽略去小的變化，也不強調立體

感的表現，有些局部已成抽象幾何圖形之美。

郭雪湖一向師法自然，畢生追求藝術的真、善、美，他的創

作源自於台灣的真實經驗，他的畫作完整地紀錄一生創作的

過程，成為文化傳承的依據。他的畫於台灣近代美術發展中

可謂畫出台灣精神的第一人。

圖一	1978	江山晨霧
圖二	1981	群山煙雲 1987富貴滿堂

1982林間積雪 (匹茲堡 )

1983橋畔城市 (金山大橋 ) 1982古都秋月 (台南 )



16 · 台日交流電影節

 1:00 pm 海角七號	Cape No. 7

 3:00-4:00 pm 座談 /茶會 /休息

 4:00 pm 灣生回家 Wansei Back Home

 6:00-7:00 pm 座談 /茶會 /休息

 7:00 pm KANO

Nikkei National Museum & Cultural Centre ,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Proudly Present

台日交流電影節
Taiwan / Japan Film Festival

Nikkei National Museum & Cultural Centre
6688 Southoaks Crescent, Burnaby (@Kingsway)

Tickets門票	 $10 each, $25 Day pass
Nikkei / TCCS member會員 $8 each, $20 Day pass

現場購票或事先訂票	

Ticket at the door or reservation in advance

SATURDAY 

Nov.19

台加 TCCS  604-267-0901 

日系 Nikkei  604-77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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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音樂家呂泉生，1916年七月一日，出生於日治時期的臺
中州豐原郡神岡庄三角仔，是中臺灣著名的「筱雲山莊」後人。

十六歲那一年，呂泉生參加學校修業旅行，到日本參觀。抵達

東京當天晚上，親戚帶他去日比谷公會堂，聽一場交響樂演奏

會。從沒聽過西洋古典音樂的他，回來以後總忘不了那天晚上

聽到的樂音，於是立志要當音樂家。他自己一定也沒料到，多

年後他首次帶領榮星兒童合唱團首次出國，前往日本參加「亞

洲兒童合唱大會」時，就在同一地點—日比谷公會堂演唱。

臺中一中畢業前，呂泉生已經默默許了自己一個音樂的夢… 
1939年，幾經波折，呂泉生終於從東洋音樂學校畢業。在學
校他雖然不是主修作曲，但在東寶聲樂隊服務時，曾經接受日

本作曲家若山浩一指點。當他回到當時極度缺乏作曲人才的臺

灣之後，很快就成為眾所公認的作曲家，初試啼聲的歌曲《秋

菊》與《你是我心目中美麗的薔薇》，旋律抒情優美，從風

格上很容易看出是師法他在東洋音樂學校的理論老師	成田為

三。

1943年，呂老師從日本回來將近一年，他不僅在音樂界奉獻
所學，更參與戲劇製作。厚生演劇研究會《閹雞》這一齣在臺

灣戲劇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劇，呂泉生老師擔任舞臺音

樂設計，配樂曲調全部出自其所採集的臺灣民謠及民樂。《閹

雞》上演第一天，其中臺灣民謠《丟丟銅仔》、《六月田水》

和《一隻鳥仔哮啾啾》，就立刻引發臺下民眾熱烈的回響。《閹

雞》成為了臺灣戲劇發展中無可取代的一幕，更是呂泉生投身

臺灣音樂教育以及他個人創作生涯的重要起點。

東京職業歌手的歷練，形塑呂泉生以歌曲抒寫心情、見證時代

的創作特色。二戰結束前後，臺灣政治、社會都經歷了激烈動

盪，這樣的時代氛圍，也催生出呂泉生著名的兩首時代歌曲：

《搖嬰仔歌》與《杯底不可飼金魚》。這兩首寓意深厚的歌曲

不僅記錄歷史，也譜出時代的心聲。當呂老師七十六歲時，也

因看到政治異議人士江蓋世在獄中寫的詩，深受感動，將其譜

成《囚人搖籃歌》，這首曲子可以說和早年創作的《搖嬰仔歌》

前後相呼應。

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很難體會戰爭中的人對和平的渴望。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呂泉生繼續利用手邊可得的
民謠曲調，改編閩南、客家和原住民民謠，引領出戰後民謠演

唱的熱潮。

台灣合唱之父 - 呂泉生 (1916-2008)

日本戰敗投降；然而，臺灣人民對於未曾謀面、卻即將把

他擁入懷中的祖國，是如此地陌生。呂泉生胸中雖然五味

雜陳，但是對於建設新家園，仍充滿著雀躍與期待。當時

他所創作的《三月來了》、《兒童進行曲》、《天亮了！

日出了！》，也都反映出他對未來新生活熱烈盼望的心緒。

呂泉生老師為臺灣音樂教育界做最多事的，就是 1951年接
受游彌堅邀請，到省教育會工作。國民政府來臺主政後，

大力推行國語教育，呂泉生老師在省教育會工作其間，首

先編輯中文版《101世界名歌集》，同時也編輯國民學校
的《音樂課本》，並主持《新選歌謠月刊》，貢獻至鉅。

我們耳熟能詳的《三輪車》《只要我長大》《耕農歌》《母

親，您真偉大》《搖啊搖》《娃娃國》都是新選歌謠的產物。

呂老師也在洪炎秋鼓勵下，將《唐詩三百首》中淺白易懂

的詩詞《遊子吟》《望月思親》、《清明》、《春曉》等

譜成典雅的樂曲，發表在《新選歌謠月刊》，開創了詩詞

作曲的新路線。

1957年初，有一天他的好友辜偉甫來訪，告訴他想要成立
一支兒童合唱團，並向他保證絕不是三分鐘熱度，一定會

堅持到底。呂泉生老師便答應，而接下了這份工作，與辜

偉甫先生一起創立了台灣第一個兒童合唱團 -榮星。

在當時資訊封閉的年代，呂老師步步摸索，逐漸把榮星合

唱團帶上軌道。榮星的成立也同時影響呂泉生的創作方向。

榮星在呂泉生老師的指導下發展、茁壯。隨著團員程度逐

步提昇，呂老師的創作思考也受到了影響。他時時思索著，

怎樣的歌詞和內容才適合兒童來唱？曲子的難度要寫多

深？音域怎麼設定，才不會傷害兒童的聲音？要如何指導

兒童們練習這些曲子？…等等。

呂老師為榮星寫歌，而榮星也以完美的歌聲演唱了呂泉生

的作品。呂團長和榮星合唱團的小朋友們，用歌曲開創出

臺灣兒童合唱的傳奇篇章。到了 1962年，榮星已經發展成
一支包括兒童隊、婦女隊、混聲隊的全面性合唱團。從此，

全面開啟榮星光輝的時代。

呂泉生老師生命中有三位貴人，第一位是游彌堅，第二位

是辜偉甫，第三位是謝東閔。1958年時，謝東閔邀請呂泉
生到其創辦的實踐家政女子專科學校教授音樂。這是一所

專為培養臺灣現代女子才德與學識的教學機構，1969年

九月六日在台北市政府親子

劇場，從早上陸陸續續進進

出出的人忙碌著 ... 

為著當晚一場紀念台灣合唱

之父呂泉生百歲誕辰紀念音

樂會，一群呂老師當年的學

生，為緬懷老師終身對臺灣

音樂的付出，希望藉由影像

與老師所譜的歌曲，和愛樂

者對話，和老師再一次共聚

一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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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創立音樂科，由呂泉生老師擔任科主任，一直到

1986年，七十歲時才得以退休。呂老師的長才，在家專校
園內完全發揮，再創他個人音樂事業的高峰。

1991年，呂泉生團長從服務了三十五年的榮星退休。
三十五，一個他始料未及的數字。榮星剛成立時，他原本以

為三、五年就會離開，

沒想到一待就是這麼

久。在榮星的歌聲中，

他看見自己的未來；在

兒童純真的眼中，他讀

到另一個對音樂殷殷期

盼的自己。

溫哥華有緣四次迎接呂

老師來訪，1994年，
台灣作曲家樂展首次在

Orpheum Theatre，由
溫哥華交響樂團全場演

出台灣作曲家的作品。

我們邀請了台灣世紀男

高音吳文修演唱《杯底

不可飼金魚》、並領唱

老師所寫的大合唱水

社族歌謠《快樂的聚

會》。老師夫婦專程從

加州前來參加。

隔年 1995年，兩週長的台灣文化節中在 Richmond 
Gateway Theatre舉行，其中安排兩場《呂泉生歌樂展》，
由此間老師各個時期的學生與數個合唱團共同演出，整場演

唱呂老師的作品，最後並由老師親自指揮所有演出者一起唱

他的傳世之作《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歡樂的聚會正好為

老師祝八十大壽。

2001年，當年榮星兒童合唱團的小朋友，其中許多人如今
在海內外音樂界活躍著，大家選擇陪伴呂老師來到溫哥華

旅遊團聚，並舉行一場感恩的音樂會，為呂泉生教授慶祝

八十五歲生日。這一次快樂的聚會，沒料到竟也是一次遺憾

感傷的聚會，老師聲聲念著要來探望家父，原本和老師約好

在音樂會見面的，但萬萬沒想到，中風的家父，就在老師抵

達的隔日清晨睡夢中別世。老師為錯過與老友見面而噓唏不

已，我們也為人生無常深深遺憾，同時體會更深地珍惜每一

次相會的機會。

最後一次是 2003年，當年受老師鼓勵支持，走上音樂之路，
在德州大學擔任合唱與歌劇的林菁教授，帶著他達拉斯德大

的合唱團來溫哥華與白鷺鷥合唱團交流演唱會。我們就決定

邀請老師專程前來，一場有趣溫馨的交流音樂會，我們知道

也溫暖了老師的心。

呂泉生晚年定居美國南加州，在風和日暖的他鄉，受到家

人、親友、學生和仰慕者的圍繞，度過了他幸福圓滿的一生。

記得每次打電話給老師，他第一句話一定是問：你人在哪？

我如果說：在溫哥華。老師一定接著問：那妳甚麼時候要來

LA。如果我說：我人在 LA，老師一定問：那妳什麼時候能

來我家？車子一到，老師一定親自開門接待。老師暢談往事，

記憶力驚人，晚輩連哪一年都沒把握，而呂老師常是年月日

都記得清清楚楚。

音樂家為夢想而來，留下滿園音樂的芬芳。臺灣合唱之父—

呂泉生，終其一生對臺灣音樂的付出，留給台灣許多經典樂

曲。望著紀念音樂會背景巨幅老師微笑拍手的影像，《阮若

打開心內的門窗》《杯底不可飼金魚》《搖嬰仔歌》，這首

首美麗悅耳的臺灣寶貴文化資產與老師的笑聲交織，如星星

般閃耀，灑落在他心血付出熱愛的故鄉台灣 ...

( 陳慧中紀錄與回顧於呂泉生百歲紀念音樂會 /感謝芝君 ; 
憲升 ;啟豐 ;奕盛提供文稿圖片資料 )

1995 台灣文化節《呂泉生歌樂展》

2001 快樂的聚會

2003 溫哥華白鷺鷥合唱團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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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歲的林宗義博士和證嚴法師、吳守禮教授、山美社區發

展協會，於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同時榮獲第一屆「總統文化獎」

殊榮，並由陳水扁總統在總統府親自頒獎。

二〇〇一年十月底，親訪林宗義博士的採訪者吳行健做了這

樣的描寫：

「一個初秋的上午，陣陣的涼風吹漲了台北市師大路與羅斯福

路口的各黨派立委候選人競選旗幟，筆者造訪座落於師大路

一棟建築物二樓的林茂生愛鄉文教基金會，開了門，一位頭

髮灰白，中等身材的老紳士伸出來說：『您好，我是林宗義。』

歲月一點都不客氣的在林宗義的前額刻劃下一條又一條的皺

紋，暗褐色的老人斑更爭先恐後的在他的臉上留下痕跡，讓

人印象深刻的是，溫文爾雅的談吐，思緒清晰的回憶，兩手

有力的比劃，肩膀挺得直直的外表，笑起來，瞇著魚尾眼的

林宗義，倒頗有名導演吳念真筆下的台灣『多桑』原味 ...」

這一段文字相當精確、生動地捕捉了林宗義博士的近貌，可

是二十七歲就扛起林家十字架的他，半個多世紀的漫漫天涯

路，他的表現沒有讓倚重他為家中長子重任的父母親失望，

兄弟中雖然大哥宗正一向病弱，英年離開人間，弟弟宗道出

生幾個月換單獨夭折，宗和、宗平、宗昌在父親離奇死亡後，

心靈也備受煎熬受創，在讀書過程中也出了狀況，但是妹妹

林詠梅和小弟宗光後來在東海大學分別由外文系和政治系以

優異成績畢業後，赴美深造，也都學有所成，林宗光取得政

治學博士後，在美國大學任教，成為一位傑出的政治學教授，

他並不是林宗義博士淡然謙虛地描述：「我這個老弟只會運

動而已。」林家走出了二二八受難家屬久久揮之不去的陰霾，

林宗義當年向母親所做的許諾：「只要我有什麼，我每個兄妹、

弟弟就有什麼。」林宗義日後身體力行一一做了驗證。

做為一個知名的國際精神醫學大師，攀上成就高峰的林宗義

博士始終謙沖為懷。他知道這個廣大的學術領域，就像二十

世紀曾對文學、藝術、心理學、精神醫學和人類各種不同領

域發生深遠影響的佛洛伊德（註 21）和一群傑出的精神分析

學者所做的突破，讓我們看到精神醫學和心理分析萬般艱辛

的過程。正如法國哲學家巴斯噶所說：「人是會思想的一支

蘆葦。」做為萬物中的生物之一，人能成為萬物之靈，只是

因為人類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註 22）

然而，就軀體來說，人是相當脆弱的，只要用力一掰，他就應

聲而斷；人最複雜神秘的領域就是精神思想活動，它也是創造

人類文明的原動力。林宗義博士專研精神醫學，這正是人最

艱難、隱密的部分，人類可以善用他的智慧於最美善、和平

的志業，以蓬勃的想像力，創造力營造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

相反的，如果誤用思想轉向負面，諸如屠殺、戰爭、毀滅對

方的種種惡行的話，那麼世界就要淪於不堪甚想的慘境了。

今天，人類用科技創造一個嶄新的世界，可是恐怖份子點燃

的戰火，不斷地迅速蔓延，這就是今天擺在前面充滿危險，

也閃耀著無限可能和希望的世界。

這裡來敘述一段小插曲，也許可以稍窺精神醫學領域是多麼

難以征服的堡壘！

這是旅居加拿大三十多年的名作家東方白（註 23）和林宗義

一次奇妙的交會。

一九五六年，當時十八歲建中高三學生的東方白，上學期剛

考完第一次月考，終於在升學激烈競爭之下，東方白發現自

己無法跳過一道又一道的高欄，不得不中途退場，腦子一片

空白，面對書本就痛苦不堪的東方白對父母表白症狀後，並

向學校辦理休學手續回家休養。

做了這項痛苦的決定，東方白在醫生所附的病情證明中，第一

次得知自己的病名叫作「神經衰弱」。在看過多位醫生都無

療效之後，也曾到林宗義醫生的診所（註 24）看了三個月的

病，每個禮拜去一次，第一次見到這位醫師看到他一臉嚴峻、

卻充滿睿智的臉龐，當然這時他還不知道就是台灣歷史悲劇

人物林茂生博士的公子，一位剛從日本東京帝大醫學部學成

歸國的青年醫師。

第一次見面的對話是這樣的：

「你念哪個學校？」

「建國中學。」

「幾年級？」

「高三。」

這位醫生深深地點頭，用他那雙銳利的眼睛瞪了這個高中學

生良久良久。

一九九一年夏天，林宗義博士和作家東方白同時參加了這一

年在溫哥華郊外溫泉遊覽勝地舉行的「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東方白是這次盛會的演講人之一。

整整三十五年過去了，當年的青年醫生，今年已是年逾七十，

享譽世界的精神醫學教授，而這個當年因病休學的高三學生，

也走過求學和憂患重重的人生，他留學加拿大取得工學博士

後，在加拿大愛德蒙頓定居下來，並在亞伯省政府環境部擔

任水文工程師，但更奇妙的是他已成為當代文壇重量級的台

灣文學家。

這位本行是水利工程師卻將以文學家留名後世的文壇怪傑東

方白上台演講前，先做了這樣戲劇性的開場白。

「㑲在座敢不是有一位林宗義先生？我是不是會使請伊稍企

來一下？」（註 25）東方白用福佬話首先發問。

林宗義的故事  
( 九 )	奇妙的交會

文	/	曹永洋；插圖 /曹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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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ighty-one years old Dr. Tsung-yi Lin received the 
first ever Taiwan Presidential Cultural Award in December 
2001. The other winners also accepting the honour were 
Master Cheng Yen (證嚴法師 ) of Tzu-Chi, Professor Shouli 
Wu (吳守禮教授 ), and Saviki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he award was presented by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at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Dr. Tsung-yi Lin was portrayed in an interview by Hsing-
Chien Wu (吳行健 ) at the end of October 2001 as follows:

“On a morning in the early autumn, the flags of th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candidates from different 
parties were catching the wind on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Shida Road and Roosevelt Road of Taipei City, I visited 
Taiwan Renaissance Foundation, which was located on 
the second floor to one of the buildings on Shida Road. 
When the door opened, a grey-haired and medium built old 
gentleman appeared and said: ‘How do you do? My name is 
Tsung-yi Lin’.

Time has relentlessly made its marks on Tsung-yi Lin’s 
forehead and dark brown age spots spotted the surface. 
Nonetheless, his gentle demeanor and his clear train of 
thought when recalling the past events were impressive. 
The dynamic hand gestures, the upright body posture, as 
well as the slight squinting of his eyes when he smiled 
were quite similar to the character, “Taiwan To-sang (多桑 )”, 
created by the well-known director, Nien-jen Wu (吳念真 ).”

This description of Dr. Tsung-yi Lin was fairly accurate as 
it had vividly captured his recent image. On a long journey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Tsung-yi Lin, who had been bearing 
the cross for his family since age 27, had not disappointed 
his parents or failed at his role as the eldest son. Even 
though, the first-born son, Tsung-cheng (宗正 ), who was 
always ill, had died young; his younger brother, Tsung-tao 
(宗道 ), passed away a few months after birth; Tsung-ho 
(宗和 ), Tsung-ping (宗平 ), and Tsung-chang (宗昌 ) were 
deeply devastated by the mysterious death of their father, 
and weren’t able to complete their educations, Yung-mei 
(詠梅 )and the youngest brother, Tsung-kuang (宗光 ), 
had exceptional accomplishments. Yung-mei and Tsung-
kuang had both graduated with top grades from the foreign 

The Story of 
 Dr. Tsung-yi Lin
  (9) A Wondrous Rendezvous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Hung

等這位老醫生教授帶著一臉迷惑的表情站起來時，東方白趕

快接下去說：

「林宗義先生，請你接受我十二萬分的感謝。」

九十度的鞠躬，使全場的聽眾為之譁然，作家東方白接著說

到了他高中時代到台北「祖師廟」對面一家診所讓林宗義為

他看病的故事，這時全場頓時鴉雀無聲地安靜下來……。

會後聚餐的時候，林宗義博士的旁邊留下一個空位等東方白

就座，二人的對話如下：

「想		到當時的一個病人，今仔日變成一位㑲台灣人的大作

家！」（註 26）

「林宗義先生，請你不通安倪講。」（註 27）東方白說。

「你當初來給我看病到當今已經幾年ㄚ？」

「大概有三十五、六年ㄚ哦……」東方白屈指算了算說。

林宗義聽了頻頻同意地點點頭，深吸了一口氣。

突然又對東方白說：「其實，病，二十靠醫生，八十靠家己。」

（註 28）

東方白二〇〇一年三月完成出版的文學自傳《真與美》青年萹

上（註 29），這樣寫著：「這句話出自像林宗義這麼一位世

界精神專家之口，確實叫我感到萬分意外，我除了瞠目結舌，

也只有默然無語……」

這是林宗義和作家東方白三十五年後在異國一次奇妙的交會。

註 21：佛洛伊德(Signrwnd Freud, 1856-1939)奧國精神分析大師，
代表作有《夢的解析》等。他的著作對二十世紀文學、藝術、醫
學、心理學等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

註 22：巴斯噶 (Blaise Pascal, 1623-1662) 法國哲學家、數學家。
代表著作有《冥想錄》他這段膾炙人口的名言是：「人類不過是
一支蘆葦，在自然界中最脆弱的，然而那是一支思想的蘆葦。」

註 23：東方白，本名林文德，一九三八年生，台大農工系畢業。加
拿大沙省大學工程博士。重要作品有《浪淘沙》及文學自傳《真
與美》。林宗義與東方白在加拿大溫哥華的奇妙交會。見前衛出
版社印行東方白《真與美》（二）青年萹（上）十三頁到十五頁。
二〇〇一年四月初版。

註 24：當時三十六歲的林宗義醫師在台大醫院精神科擔任醫師，台
大醫生嚴守不在外面開業的規定。這所醫院的院主每週五晚上把
醫院借給先生診治一些患者。

註 25：現將以下幾句台語對話翻譯為漢文，以供參考。「現在在場
是不是有一位林宗義先生？我是不是能請他站起來一下？」

註 26：「想不到當年的一個病人，今天變成咱們台灣的大作家。」

註 27：「林宗義先生，請你不要這樣說。」

註 28：「其實，病，二十靠醫生，八十靠自己。」

註 29：東方白的大河小說《浪淘沙》寫三個家族三代人的滄桑與悲
歡離合，共計三大冊。一百五十萬字，費時十年始告完成，與鍾

肇政《台灣人的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鼎足而三，並稱

台灣文學三座鮮明的里程碑。《真與美》這部文學自傳共計六部，

也是耗時十年，一百二十五萬字的鉅著，作者毅力堪稱驚人。

註 25-28：皆見東方白文學自傳《真與美》（二）青年萹（上）
十三頁到十五頁，前衛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四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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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department and 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of 
Tunghai University (東海大學 ) respectively, then they studied 
abroad in United States and were each successful in their 
fields. After Tsung-kuang received his doctor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he was offered a position to teach in a university in 
United States, and became a respectable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Curiously, he did not resemble the man that Dr. 
Tsung-yi Lin once humbly described as “the brother that’s 
only good at sports”. As the Lin family slowly recovered from 
the Two-two Eight Incident, Tsung-yi had kept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 promises he made to his mother, including sharing 
everything he had with his brothers and sister. 

Despite being an 
acclaimed leader 
in Psychiatry, 
Dr. Tsung-yi Lin 
had always been 
a modest and 
humble person, 
even at the peak 
of his career. He 
was well aware 
of the fact that 
psychiatry is a vast 
academic subject. 
Much like how the 
breakthroughs of 
Freud 1 and many 
other remarkable 
psychoanalysts in 
the 20th century 
had impacted 
literature, arts, psychology, psychiatry, and many other fields, 
this area of study can reveal the arduous processes that 
were psychiatry and psychoanalysis. As Pascal 2, a French 
philosopher, had said: “man is but a reed…, he is a thinking 
reed”. Man, being a part of the animal kingdom, was only 
the wisest of them all because of his/her ability to think 
independently.

If one is to consider only the human body, the human species 
is extremely fragile as the human body breaks easily on a 
deliberate snap. Consequently, the most complex and mystical 
part of a man is his psycho-activity, the rooted motivation to 
create the entire human culture. Psychiatry, the study that 
Dr. Tsung-yi Lin devoted his lifetime to, is the deepest and 
the most tenacious part of a human being. A man can use 
his wits on the most beautiful, kind and peaceful causes. 
With his colourful imagination, he can create a world that is 
drama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that what we have now. On 
the other hand, if he falsely put his mind to evil causes, such as 
massacres, wars, eradication of one’s opponents and etc., the 
world falls with him into a misery that’s beyond imagination.

Today, with the help of technology, humans have created a 
brand new world. However, the flames of the war ignited by 
the terrorists is spreading like wildfire. This is the world we live 
in, the world with dangers ahead,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glittered with hopes and possibilities.

There was an interesting sidelight to the story, which may shed 
some lights on just how irrepressible is the stronghold known 
as Psychiatry: a wondrous rendezvous between Tsung-yi Lin 
and the well-known author, Tung Fangbai (東方白 )3, who had 
been residing abroad in Canada for over 30 years.

In 1956, the 18 years old Tung Fangbai was a high school 
senior student at 
Taipei Municipal 
Jianguo High School, 
and was taking 
his first monthly 
examination in the 
first semester of 
grade 12. Amidst 
the overwhelming 
stress to compete 
for advancement into 
good universities, 
Tung Fangbai was 
suddenly hit with 
a realization that 
he was unable to 
overcome, one 
after another, the 
obstacles ahead. His 
mind drew a blank 
and he had to walk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exam. Tung Fangbai, who found the 
sight of books to be insufferable, told his parents about the 
problems and later submitted an application for withdrawal 
from the school, and stayed home to recover.

After making this difficult decision to drop out of school, Tung 
Fangbai learned from his medical report that he was suffering 
a disorder he had never heard before, which was called 
“psych-asthenia”. He visited quite a few doctors, but made no 
progress. He had also been treated by Dr. Tsung-yi Lin at his 
clinic 4 for 3 months, once every week. When Tung Fangbai met 
Dr. Tsung-yi Lin for the first time, he saw a stern but intelligent 
face.  Obviously, he did not know this young doctor, who had 
just graduated from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Medical Science 
School, was the son of Dr. Bo-seng Lin, a tragic figure in Taiwan 
history.

Here is their first exchange:

“Which school did you study?”

“Jianguo High School.”

The Story of 
 Dr. Tsung-yi Lin
  (9) A Wondrous Rendezv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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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year are you in?”

“Grade 12.”

The doctor nodded deeply, and stared at the high school senior 
with his sharp gaze for a very long time.

In the Summer of 1991, Dr. Tsung-yi Lin and author Tung 
Fangbai both participated in a seminar hosted by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in a hot spring destination located in 
Vancouver suburbs. Tung Fangbai was one of the speakers at 
the event.

35 years had passed since their first meeting. The young 
doctor then was over 70 years old now, and had become a 
distinguished doctor of psychiatry around the globe. The high 
school senior dropout, on the other hand, had survived all the 
schooling and a life filled with hardship. Tung Fangbai studied 
abroad in Canada and received his doctorate in Engineering. 
He then settled down in Edmonton, Canada, and worked as a 
hydrological engineer for Environmental Alberta. Nonetheles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thing was that he had since become 
a major player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the Taiwanese 
literary field. 

This genius, who started his career as a hydrological engineer, 
but would go down the history as a brilliant author of the 
literary world, began his speech with the following opening 
remark:

“Is there a Mr. Tsung-yi Lin in the audience? Can I please ask 
him to stand up for a moment?” Tung Fangbai first asked a 
question to the audience in Hokkien dialect.5

When the gray-haired doctor stood up with a puzzled look on 
his face, Tung Fangbai swiftly continued:

“Mr. Tsung-yi Lin, please accept my most sincere gratitude.”

Tung Fangbai then proceeded to bow down 90 degrees 
showing his appreciation, which left the entire audience in 
surprise. The audience was utterly quiet when the author 
slowly began to tell the story of how he used to see Dr. Tsung-
yi Lin at a clinic across from the “Tsushih Temple” in Taipei 
back when he was in high school….

At the reception after the seminar, a seat was saved next to Dr. 
Tsung-yi Lin for Tung Fangbai. Here is their conversation:

“I cannot believe a patient back then turned into a great 
Taiwanese author!”6

“Mr. Tsung-yi Lin, that’s too kind”7, said Tung Fangbai.

“How long has it been since you came to see me at the clinic?”

“About 35, 36 years…”, Tung Fangbai did a quick calculation.

Tsung-yi Lin nodded agreeingly, and took a deep breath.

He turned to Tung Fangbai and said：”Actually, to combat an 
illness, doctors can only do 20%, and you have to work on the 
other 80% yourself.”8

Tung Fangbai completed and published his autobiography in 
March 2001 titled “truth and beauty (真與美 )”9. In the youth 
section of the book, he wrote: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was a 
statement made by a worldly expert in Psychiatry, such one 
as Dr. Tsung-yi Lin. I was beyond baffled. However, besides 
looking stunned, I didn’t know what to say at the time…”

That was the wondrous rendezvous between Tsung-yi Lin and 
Tung Fangbai, the author, after 35 years on a foreign land.

1. Sigmund Freud, 1856-1939. The master of Psychoanalysis from 
Austria, who published many books inclu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His works are hugely influential to the fields of 
literature, arts, medicine, Psych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2. Blaise Pascal, 1623-1662, was a French Philosopher and 
Mathematician. In one of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Pensées, he 
wrote this famous quote: “ Man is but a thinking reed, the weakest 
in nature, but he is a thinking reed.” 

3. Tung Fangbai (東方白 ) was born in 1937 as Wen-te Lin (林文德 ). 
He graduated from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obtained his doctorate in Engineering 
from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His major works include “Sand 
Washed with Waves (浪掏沙 )” and an autobiography titled “Truth 
and Beauty (真與美 )”. The wondrous rendezvous between Dr. 
Tsung-yi Lin and Tung Fangbai in Vancouver, Canada was recorded 
in the Youth section of the “Truth and Beauty”, page 13~15. 

4. When Dr. Tsung-yi Lin was 36 years old, he worked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As a NTUH doctors, he was bound by the rules not to 
start his own practice outside of the hospital. Instead, the director 
of this clinic allowed Dr. Tsung-yi Lin to use the space to see some 
patients on every friday evening..

5-8. These quotes were from the Tung Fangbai’s autobiography, “Truth 
and Beauty” Volume 2 The Youth (Part 1), page 13~15.

9. Tung Fangbai’s Roman-Fleuve prized work, “Sand Washed 
by Waves” was a story about the turbulent past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a family, and all the joys they shared as well as 
the sorrows they experienced. It took 10 years to complete this 
3 volumes masterpiece with a total of one million five hundred 
thousand words. Along with Taiwanese Trilogy by Chao-cheng 
Chung and Wintery Nights Trilogy by Ciao Lee, these three iconic 
books are the beacon of light of our time, and three unmistakable 
mileston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ruth and Beauty” has 6 
volumes with a total of one million two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words. His impressive perseverance was demonstrated when he 
also completed the autobiography in another 1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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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溫哥華道場
大悲懺法會
10月1日,11月12日,12月24日(六)	
9:30AM	–	12:00PM
設有消災、超薦燈，歡迎上網填寫雲端
牌位。

經典共修 – 金剛經	
10月1日,	10月29日,	11月5日,	
11月19日,	12月17日	(六)	
2:00PM	–	4:00PM
靜坐、誦經、繞佛、法師開示，從簡
單、單純的修行生活中體驗金剛經的智
慧。(不著海青，歡迎隨喜參加)

默照禪七 (英語進行，提供中文翻譯)
10月15日~10月22日
需事先報名及通過審核，全程住宿道
場。

中文初級禪訓班 (三堂課需全程參與)
11月6日	(日),	11月12日	(六),	
11月20日	(日)	1:30PM	–	4:30PM
學習正確的打坐觀念和方法，在生活中
安定身心，開啟智慧。

更多活動訊息請查詢		
604-277-1357
www.ddmba.ca

大溫哥華台灣松齡會
10月1日(六)10:00AM
講題：台灣的國安危機
講者：蔡春松(前台灣同鄉會會長)
下午：慶生會,卡啦ok

10月8日(六)10:00AM
講題：台灣的世界第一，陶笛
講者：章旭輝

(前台灣101大樓水電工程師)
下午：慶祝重陽節,松齡會25週年慶

10月15日(六)10:00AM
全天卡拉OK

10月22日(六)10:00AM
講題：溫哥華的歷史
講者：林聖哲(綠色文化俱樂部)
下午：電影放映

10月29日(六)10:00AM
講題：如何使用傳統中藥Q&A
講者：陳昶仁

(加拿大國家中醫藥學會副會長)
下午：賓果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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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	

范發寬會長：604-291-8186
604-616-0066(c)

藝術媒體學院公演
英文戲劇「抉擇」(Choice)
「抉擇」劇本是西三一大學戲劇系教授	
Dr.	Lloyd	Arnett	所寫：

一個認為他的心，會引導他做出正確道
德決定的年輕人，面對一個道德難題，
做出一個錯誤的選擇，然後了解到他需
要一個超乎他的道德指南針。
我們活在一個充斥著電腦、手機、網
路、影像及快節奏音樂的世界裡。「抉
擇」接近現實生活，包括兩條交錯的故
事線：用手機進行他的個人生活和用攝
影機與他人的面談。關於神同在、生命
目標及引導、彼此相愛、對世界有文化
貢獻、對超越今生的永恆的渴望等。

演出日期與地點：
1.10月1日	4:00PM
本那比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1600	Delta	Avenue,	Burnaby

2.10月3日	6:00PM
Strathcona	Church
431	Princess	Ave.,	Vancouver

3.10月5日	6:00PM
Caritas	9	Coffee	Roasters
#104-7655	Edmonds	St.,	Burnaby

查詢電話：778-865-3029	王小姐

綠色文化俱樂部
10月2日(日)上午九時：三角洲

國境海灣野鳥生態解說
10月3日(一)下午三時：溫哥華植物園

樹木與季節性花卉
10月8日(六)上午九時：三角洲

萊福保護區野鳥生態解說
10月16日(日)上午九時：溫哥華市

傑里科海灘野鳥解說
10月20日(四)上午十時：劉長富老師

主講西洋藝術賞析
10月20日起依天氣公佈地點：溫哥華

社區秋色與歷史導覽
10月22日(六)上午九時：列治文

鱘魚淺灘野鳥生態解說
10月27日(四)上午十時：國際時勢

分析、歷史文化探討

10月27日起起依天氣公佈地點：
溫哥華社區秋色與歷史導覽

10月29至30日兩天一夜：溫哥華島
古堡庭園鮭魚生態旅遊

10月30日(日)上午九時：列治文
愛歐娜海灘野鳥解說

11月3日(四)上午十時，顧梓承主講
電力維修居家修繕

11月3日起依天氣公佈地點：溫哥華
社區秋色與歷史導覽

11月5日(六)上午九時：三角洲
萊福保護區野鳥解說

每個月有二十多次溫哥華社區與公園健
康步行，義工免費領隊(事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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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會管弦樂團
10月7日(五)7:30PM
開季音樂會"秋瑟琴韻"
地點：Michael	J	Fox	Theatre

7373	Macpherson	Ave.	Burnaby

大都會管弦樂團秉持深耕教育、提供舞
台給予音樂才華者，今年諸多競爭者
中、甄選阮京子承擔開季重任；駐團作
曲家Trevor	Hoffmann將發表年度新曲
目；創團指揮謝建得帶領舊幹新枝、延
續樂團傳承的使命！

本季開幕將以舉世聞名的柴可夫斯基第
一號鋼琴協奏曲展開序幕。開季交響樂
首選捷克名作曲家德佛札克第七號交響
樂，音樂史上將此樂章評為19世紀傑出
作品、或與布拉姆斯及舒伯特並駕齊
驅，與其馳名的第九號新世界樂章、皆
是愛樂者的首選與鍾愛，此開季交響樂
章、將是愛樂者所期待駐團指揮謝建得
的詮釋演出！

白鷺鷥音樂中心
10月10日(一）2:00PM
白鷺鷥與水牛合唱團20週年感恩音樂會 	
地點：Vancouver	Unitarian	Church

（49th	Ave.	&	Oak路口）
Free	Admission	免費入場
歡迎索票訂位	(604-228-1638)

以感恩的心慶祝創團二十週年，白鷺鷥
與水牛合唱團願與親朋好友；鄉親愛樂
者，分享我們喜愛的歌與懷念的故鄉。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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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包括：呂泉生；馬水龍；陳永淘；	
冉天豪；莊春榮；金希文；
鄭煥壁：林福裕：蕭泰然等
人作品。

溫哥華市政府社區花園計畫
社區花園是一塊由公眾人士集體種植的
土地。	這些土地通常是由非牟利組織
或一群人士負責管理，栽種的花草、食
用蔬果及觀賞用植物可供種植者及其家
庭使用或捐贈予相關團體。社區花園有
助增加鄰舍活力，亦是區內人士聚首的
地方，同時可讓不同文化背景及年齡人
士互相學習，對社區發展及社會包容等
目標作出貢獻。

1.	市府公園或是其他市府土地上的社
區花園，申請網址如下：
http://vancouver.ca/people-
programs/start-a-new-community-
garden.aspx
申請截止：10月11日（二）

2.	非市府土地(私人土地)上的花園，
協助申請表格如下：
http://vancouver.ca/people-
programs/start-a-new-community-
garden.aspx

溫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
秋季藝術交流講座系列活動
10月22日(六)	2:30PM
《轉換中的個人身份》公共講座
主講：著名當代藝術家，UBC藝術系顧

雄教授

11月5日(六)2:30PM
《藝術升學專題講座》
主講：藝術教育工作者藝術家簡婉师
內容：此次的專題講座是針對對藝術有
熱誠，未來想在藝術方面有所鑽研的有
志青年所量身製訂。講座內容包括美、
加、英大學及美術學院的入學要求。講
座中將談論各學校在作品及製作流程上
的側重點和要求。除此之外，如何能讓
學生從作品集中表達自我想法，又如何
突顯現作品的獨特性都是此次講座的重
要議題。對於在藝術領域有夢想的學
生，平時又該如何培養他們的想像力，
觀察力，及批判性思維能力呢?		偉業
非一日之功，及早準備，從容面對。期
待我們的下一代嶄露頭角，大放異彩！

以上活動地點：融空間	
123	East	8th,	Van.
方式：活動免費，座位有限歡迎報名參

加，電郵	info@ccafv.com　

查詢：604-649-6782
778-895-2283

協會聯繫：溫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
web:www.ccafv.com			
email:info@ccafv.com

英屬哥倫比亞省台灣商會
10月27日（四）6:00PM
十月會員茶敘及公司參訪
參訪：Taipak	Enterprises	Ltd.
地點：125	-	23000	Fraserwood	Way	

Richmond	BC
請網路上報名參加，詳情請洽TCCBC	
604-771-8585
www.tccbc.ca	,	facebook	page

加西台灣藝術家協會
2016會員聯展《美的競艷》
10月28日-11月9日	10:00AM-5:00PM
（週日休息）
畫展開幕式
10月29日(六）2:00PM
地點：Burnaby麗晶廣場二樓中信中心
查詢：604-877-8606（中信中心）

加拿大海文學院
海文學院	(The	Haven	Institute)位於
BC省Gabriola島上，成立於1983年，具
有BC省教育部認證專業資歷之機構。舉
辦各種身心靈成長和心理諮詢專業的訓
練課程，建校30餘年以其專業地位在加
拿大、北美乃至全球都享有盛譽。海文
的學員來自各行各業，其中不乏著名
的心理學大師，他們在團體互動中成
長，既深入覺察自己的內心，同時勇敢
地將自己投入關係中，在生活中探索與
實踐，找到屬於自己的自由、負責、健
康、快樂路徑。

海文學院即將在溫哥華舉辦工作坊，有
現場中文翻譯，以有趣互動、體驗式學
習方式，觀照生命中遇到的溝通與人際
關係關卡，進而運用一些實用的方法，
幫助自我瞭解，彼此澄清和分享，創造
和維持生命中你想要的關係。

10月29日（六）10:00AM-5:00	PM
主題：海文學院溝通工具百寶箱：建立

清晰無礙的連結

10月30日（日）10:00AM-5:00PM
主題：海文學院關係工具百寶箱：深化

自我與他人的連結

地點：台加文化協會
8853	Selkirk	St,	Van.

導師：Jennifer	Hilton&Toby	Macklin
翻譯：秦文嫻
學費：海文學院老朋友每人每天$50，

新朋友或帶新朋友一起參加者，
每人每天體驗價$30。

午餐：請自理
報名：名額有限，需事先報名。
網路：www.haven.ca
免費報名專線：1-800-222-9211ext.1
電郵：register@haven.ca

溫哥華台灣電影節
魏德聖導演作品特映會
《52Hz, I love you》

繼去年在北美播放「KANO」受到廣大迴
響支持，魏德聖導演團隊為了回饋在北
美的朋友，將在今年10月底來北美60個
城市進行巡迴他的最新作品─台灣首部
音樂劇電影《52Hz,	I	Love	You》，該
片預計明年春節在台灣上映，	所以這
次在北美的大家可以比台灣的親朋好友
更早搶鮮看這部魏導的新片！

魏德聖導演大膽起用充滿魅力的新生代
演員來詮釋台北都會愛情故事。魏導
說：繼《賽德克巴萊》和《KANO》的豪
華盛宴後，《52Hz,	I	Love	You》這部
清新小品宛如精緻的下午茶甜點，讓觀
眾享有滿滿的甜蜜幸福感！

10月29日(六)	3:30PM
地點：Landmark	Cinemas	

800	Carnarvon	St.
New	Westminster,	BC

映後有神秘嘉賓見面會

11月2日（三）8:30PM
地點：Vancity	Theatre	

1181	Seymour	St.	Vancouver
映後有魏德聖導演座談會
以上兩場放映會票價：$15

11月3日	(四）	7:00PM	
地點：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	Vancouver
映後有魏德聖導演座談會
票價：$12，台加會員$10。

售票詳情請洽：
台加文化協會(8853	Selkirk	St.	Van)
www.facebook.com/vancouvertwff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When the first Taiwanese landed in Vancouver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re were no support 
systems in place for them. Taiwanese immigration to Canada has increased rapidly since 1986.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was established in 1991 to assist new immigrants understand and 
integrate into Canadian society. The Society also seeks to introduce and promote Taiwanese Culture in 
Canada’s multicultural society.

Now,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 Taiwanese are fully integ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Canada but there 
continues to be a need to help new immigrants The Society has a mission to not only help new arrivals 
but also to promote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ese and Canadians. We regularly hold events to facilitate 
Taiwanese and Canadian cultural exchange for all British Columbians.

OUR GOALS
To educate and assist new immigrants to understand and integrate into Canadian life and culture.
To contribute to multiculturalism through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programs related Taiwanese arts, 
cul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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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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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台加文化協會

Serving the Community Since 1991

宗旨
本會匯集海內外台灣人的力量，以促進並提昇台灣人在加拿大的文化交流，	

為達到此目的，本會推行下列諸項活動：

	 1.	協助或教育移居加拿大之台灣人瞭解及適應加拿大的社會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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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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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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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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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爭取加入各級政府，台灣有關機構，民間團體，企業界及個人包括經費等各方面協助，以利上述各項活動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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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9, 2016 

 

 

 

Dear Friends: 

 

I am delighted to extend my warmest greetings to everyone 

attending the 25th anniversary gala of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TCCS). 

 

Tonight, you have come together to support a worthy cause.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91, the TCCS has become a vital resource in the community, providing a wide 

range of programs and services aimed at equipping newcomers from Taiwan with the 

tools they need to successfully settle and integrate into Canadian society. I am certain 

that everyone in attendance this evening will be glad to know that proceeds raised 

will allow the organization to continue its important work.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dedicated staff and volunteers of the TCCS for helping to 

build a better Canada. I am sure that this milestone will be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reflect upon your many rewarding experiences, to take pride in all that you have 

accomplished and to look to the future with optimism. 

 

Please accept my best wishes for a memorable evening and for continued success in 

the years to come. 

 

Sincerely,    

 

 
The Rt. Hon. Justin P.J. Trudeau, P.C., M.P.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A Message from Premier Christy Clark  
 
     
 
 
 
 
 

 
As Premier of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I am pleased to extend my greetings to 
everyone attending this special 25th Anniversary Gala of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After a quarter century of community building and outreach,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remains dedicated to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helping newcomers establish 
their lives in Canada.  Milestones like this ar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the 
accomplishments made over the years, while also looking ahead to future goals and initiatives of 
the Society. 
 
Congratulations to all members of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as you celebrate 
your 25th anniversary, and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the years ahead. 
 
Sincerely, 
 
 
 
 
 
 
Christy Clark 
Premier 



 

 

 
 

October 2016 
 
 
 
 
 
 
 
 
 
 

A Message from the Mayor 
 

 
On behalf of the citizens of Vancouver, and my colleagues on City Council, I want to 
extend warm greetings to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in honour of their 25th 
anniversary and 2016 Fundraising Gala.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was founded in 1991 in order to assist new 
immigrants in their transition and integration into Canadian society. This organization 
continues to provide education and preserve culture through celebration and a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a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I want to thank the organizers of 
tonight’s fundraiser, and the dedicated individuals at the society, for the hard work and 
effort they have put into our community and the many amazing events throughout the 25 
years. 
 
Best wishes for continued success and I hope everyone in attendance has a wonderful 
evening! 
 
Sincerely, 

 
 
 
 

Gregor Robertson 
MAYOR 



 
 

 
 

CITY OF BURNABY 
OFFICE OF THE MAYOR 

DEREK R. CORRIGAN 
MAYOR 

 
 

GREETINGS 
 
 
On behalf of Burnaby City Council and the citizens of Burnaby, greetings and best wishes to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TCCS) on your 25th anniversary and 2016 
Fundraising Gala on October 9th at the Nikkei National Museum and Cultural Center. 
 
Over the past 25 years, TCCS has made huge strides in assisting new immigrants adjust 
smoothly and integrate into Canadian society by providing support services and targeted 
initiatives that have made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many people. This is a 
remarkable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your organization and everyone that has contributed 
over the years can be proud of the efforts they have made in helping new immigrants in 
Canada and building a vibrant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Thank you again to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and I hope that everyone 
enjoys a wonderful evening of celebration, cultural exchange, and delicious cuisine. All the 
best for another 25 years of success! 
 
Sincerely, 
 

 
 
Derek R. Corrigan 
      M A Y O R                                                        

 





Dear TCCS members,
On behalf of TCCS,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tonight for the TCCS 25th 
Anniversary Fundraising Gala. The donations you have given will go a long 
way to allow TCCS to continue delivering programs and events. 
We are excited by what the future may hold for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ommunity, and hope that as we move forward with respect and care, we 
can count on all of your support.
My sincere thanks to all the sponsors, volunteers, staff, board members, 
and TCCS members for another great year and a successful 2016 TCCS fundraising.
感謝所有台加會員與今晚佳賓，您們的支持讓台加可以繼續提供好的節目與有意義的活動。也讓我

們以感恩的心情，一起迎向更豐盛的未來。

Dennis Lin
TCCS Chairperson

Greetings
On behalf of the 2016 TCCS Celebration and Fundraising Gala committee, 
I am delighted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our 25th Anniversary Gala. It is 
because of your continued financial support over that past quarter century 
that the TCCS is able to reach this major milestone.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Tonight, we are very fortunate to showcase the activities and programs 
from the TCCS and its members, with performances in music, dance and 
Taichi. We are grateful to have so many people willing to display their 
talents.

The planning of this celebration and fundraising gala could not have happened without the 
involvement of committee members, numerous volunteers and TCCS employee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of them for their hard work. I also want to thank the masters of 
ceremonies and all the performers who will make our evening a joyful and unforgettable.

Let all of us celebrate tonight in order to have a beautiful tomorrow.

Karen Shih
Fundraising Gala Chairperson 
2016 TCCS Celebration & Fundraising Gala Committee

8853 Selkirk St, Vancouver, BC V6P 4J6
604-267-0901
www.tccs.ca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台加文化協會
Serving the Community Since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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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加文化協會感謝您

Chairperson Dennis Lin 理事長 林洋聖

Vice Chairperson Karen Shih 副理事長 廖純如

Secretary General Michelle Huang 秘書長 黃斐琳

Treasurer Margaret Wang 財務長 王蔡妃珠

H.R.Director James Liu 人事長 劉長富

P.R. Director Peggy Tsai 公關
 蔡雯珮

Director Ruby Ba 理事 巴如玉

Director Thomas Chang 理事 張政雄

Director Serina Chen 理事 陳佳樺

Director Antonia Chu 理事 朱淑端

Director Edward Dai 理事 戴振華

Director Jules Hou 理事 侯進居

Director Jeffrey Hwang 理事 黃威傑

Director Han Chang Lin 理事 林漢章

Director Avin Lin 理事 林煥常

Director Esthter Lin 理事 林挺睦

尤徹次 王水火 王怡蓉 王彥文 王海萍 王傑生 朱榮隆

何水源 何國慶 何德川 余雅玲 吳念真 吳松峰 吳振揚 吳祚偉

吳淑如 吳澄第 李白文 李吉香 李松源 李恆隆 李素幸 李燿星

汪笨湖 阮允文 卓盈君 卓峰隆 周佳盈 周洪才 周素雲 周博健

屈維正 林佛兒 林奇鋒 林宗仁 林宗文 林宗義 林東淵 林俊榮

林姍依 林盈秀 林秋月 林瑞瑩 邱樹茂 姚麗娟 施華維 施華澤

柯美香 柯澤華 洪茂榮 洪素惠 洪慶豐 胡正福 胡勝光 范政雄

唐美雲 孫靜源 徐秀蘭 徐俊逸 徐素蓉 祝孝卿 祝瑩倩 張文曲

張丘翠 張立勝 張亦凱 張至億 張邦良 張炎輝 張凌青 張清雲

張琬薰 張瑞森 張資生 張榮次 張福源 張福權 張燕祥 張鍾玲

張麗平 張麗英 曹子慶 莊瑞榮 許招揚 許昱仁 許昱雯 許榮銈

連慧純 郭淑珊 郭淑緣 郭順蓮 陳大川 陳月美 陳以理 陳宗雄

陳怡靜 陳枝傳 陳金水 陳昱璋 陳美穗 陳勝宗 陳朝夫 陳銘德

陳慶霖 傅羅莉 曾炳琴 曾錦城 曾龍雄 游玉霞 湯雪雪 黃多助

黃金標 黃俊逸 黃啟昌 黃錦文 黃錦清 黃瓊珠 楊正昭 楊素卿

楊維斯 葉文輝 葉明珠 葉政宏 葉懿賢 廖崇立 廖雪瓊 劉朝銘

劉碧娥 潘蕙芬 蔡美款 蔡振南 蔡振盛 蔡瓊儀 蔣素美 蔣敏一

鄭宇翔 鄭江祥 鄭彩蓮 鄭戴發 盧月鉛 盧永豐 盧素梅 蕭啟德

賴正匯 賴宗信 賴怡仁 賴修賢 賴金蓉 鍾寶珠 魏忠正 魏總潣

羅昱晟 朱許育華 范林秀美 吳謝愛玉 陳方雪惠 何蔡碧悅 張何秋月 陳汪溶溶

陳林美滿 陳廖碧霞 潘張李瑲 羅李阿昭 逢美照相 企鴻印刷

江松溪

TCCS Board of Directors 
2016-2017 

世紀會員芳名錄

1991-1992 林宗義 張邦良 賴佑哲 楊正昭 施興國 洪鳳儀 
賴復霄 謝禧明 蔣敏一 王蔡妃珠 李美玉 連松淋 

1992-1993 林宗義 張邦良 賴佑哲 楊正昭 施興國 連松淋 
闕雅美 蔣敏一 陳大川 黃立雄 洪鳳儀 林悅文 

1993-1994 林宗義 張邦良 賴佑哲 楊正昭 林悅文 陳大川 
宋善青 林蔚榮 洪鳳儀 蔣敏一 闕雅美 連松淋 

1994-1995 施興國 許建立 林聖哲 吳淑如 賴德修 林正輝 
林悅文 林慰榮 闕稚美 宋善青 闕雅美 李純蓮 

1995-1996 張邦良 王正輝 陳俊銘 廖純如 楊正昭 吳振揚 陳朝夫 林正輝 張麗平 
宋善青 林慰榮 吳淑如 賴德修 蘇賜發 陳端華 賴佑哲 許建立 

1996-1997 張邦良 陳朝夫 蔡澄洲 廖純如 陳端華 吳振揚 張亦凱 楊正昭 張麗平 
鍾鴻貴 呂阿福 盧月鉛 賴美守 李純蓮 蘇祐民 張瓊珍 許建立 

1997-1998 王正輝 陳朝夫 陳端華 蔡澄洲 張麗平 蔡秀珠 張立勝 鍾鴻貴 郭順蓮 
林瑞麟 盧月鉛 賴美守 孫國棟 王富美 林東淵 葉振祥 楊正昭 

1998-1999 王正輝 廖純如 羅廷瑄 蔡澄洲 鍾鴻貴 程得勝 侯武彰 林悅文 郭順蓮 
李純蓮 林士朗 盧月鉛 賴美守 王富美 葉振祥 孫國棟 蔡秀珠 

1999-2000 周洪才 羅廷瑄 李純蓮 蔡秀珠 程得勝 謝瑞林 廖純如 王海萍 黃順進 
李贊星 林仁森 鐘淑汝 王正輝 詹元稹 郭順蓮 葉振祥 侯武彰 

2000-2001 周洪才 羅廷瑄 李純蓮 侯武彰 廖純如 李贊星 黃順進 廖雪瓊 謝瑞林 
林修民 魏順得 鐘淑汝 楊崇志 李鴻慶 高源雄 林仁森 程得勝 詹元稹 

2001-2002 楊正昭 郭順蓮 張亦凱 陳端華 吳權益 楊祟志 鐘淑汝 周洪才 
林修民 廖雪瓊 高源雄 謝瑞林 蔡秀珠 陳思翰 詹元稹 李贊星 

2002-2003 施興國 郭順蓮 張亦凱 陳端華 吳權益 楊崇志 林修民 楊凱淦 
陳思翰 陳其諒 胡勝光 葉茂雄 高源雄 楊正昭 梁壽美 

2003-2004 羅廷瑄 張亦凱 吳權益 梁壽美 楊凱淦 葉茂雄 楊正昭 施興國 
胡勝光 許建立 李建德 鐘淑汝 陳其諒 陳啟耕 陳思翰 吳文誠 

2004-2005 羅廷瑄 許建立 葉茂雄 李純蓮 梁壽美 鐘淑汝 陳啟耕 
楊育達 陳其諒 許素芬 王文裕 林紋守 吳文誠 

2005-2006 許建立 張亦凱 楊忠達 鐘淑汝 羅廷瑄 林紋守 許素芬 
林英俊 葉明珠 陳怡君 李純蓮 陳啟耕 楊育達 王文裕 

2007-2008 周洪才 張亦凱 楊育達 葉茂雄 許素芬 林瑞麟 王文裕 
陳怡君 李贊星 林韋達 林英俊 林紋守 李純蓮 楊永欣 

2007-2008 周洪才 葉茂雄 黃威傑 楊永欣 盧月鉛 林瑞麟 
梁壽美 林韋達 李金萍 李贊星 王傑生 吳文誠 

2008-2009 王傑生 張亦凱 楊育達 葉茂雄 許素芬 吳文誠 林瑞麟 
梁壽美 周洪才 楊凱淦 林韋達 李金萍 李贊星 陳思翰 

2009-2010 王傑生 吳文誠 鐘淑汝 黃惠美 范琪瑋 蔡霞芬 陳思翰 
曾依凡 陳敏夫 許建立 梁壽美 盧月鉛 李金萍 田興和 

2010-2011 王正輝 張亦凱 田興和 黃威傑 蔡霞芬 蔡秀珠 洪考貞 
施興國 蔡雅玲 許慧瓊 柯美香 劉長富 劉坤益 鐘淑汝 

2011-2012 施興國 張亦凱 田興和 王正輝 劉坤益 葉國淼 蔡雅玲 蔡秀珠 
柯美香 許慧瓊 劉長富 林蔚榮 張瓊珍 盧月鉛 鐘淑汝 

2012-2013 施興國 劉坤益 葉國淼 劉長富 張瓊珍 盧月鉛 巴如玉 
林洋聖 許慧瓊 林蔚榮 蔡雅香 柯美香 戴振華 張鍾玲 

2013-2014 張亦凱 盧月鉛 戴振華 張瓊珍 林洋聖 葉國淼 
洪考貞 張鍾玲 蔡雅玲 英秀青 劉仲明 巴如玉 

2014-2015 廖純如 黃威傑 巴如玉 張亦凱 林洋聖 王蔡妃珠
田興和 張鍾玲 洪考貞 戴振華 蔡雅玲 劉仲明 

2015-2016 廖純如 黃威傑 巴如玉 張亦凱 林洋聖 英秀青
蔡雅玲 田興和 張鍾玲 洪考貞 戴振華 林煥常

林漢章 林煥常 
英秀青 
王蔡妃珠 林漢章
劉仲明

 TCCS Board of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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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文化協會感謝您 ·

1991-1992 林宗義 張邦良 賴佑哲 楊正昭 施興國 洪鳳儀 
賴復霄 謝禧明 蔣敏一 王蔡妃珠 李美玉 連松淋 

1992-1993 林宗義 張邦良 賴佑哲 楊正昭 施興國 連松淋 
闕雅美 蔣敏一 陳大川 黃立雄 洪鳳儀 林悅文 

1993-1994 林宗義 張邦良 賴佑哲 楊正昭 林悅文 陳大川 
宋善青 林蔚榮 洪鳳儀 蔣敏一 闕雅美 連松淋 

1994-1995 施興國 許建立 林聖哲 吳淑如 賴德修 林正輝 
林悅文 林慰榮 闕稚美 宋善青 闕雅美 李純蓮 

1995-1996 張邦良 王正輝 陳俊銘 廖純如 楊正昭 吳振揚 陳朝夫 林正輝 張麗平 
宋善青 林慰榮 吳淑如 賴德修 蘇賜發 陳端華 賴佑哲 許建立 

1996-1997 張邦良 陳朝夫 蔡澄洲 廖純如 陳端華 吳振揚 張亦凱 楊正昭 張麗平 
鍾鴻貴 呂阿福 盧月鉛 賴美守 李純蓮 蘇祐民 張瓊珍 許建立 

1997-1998 王正輝 陳朝夫 陳端華 蔡澄洲 張麗平 蔡秀珠 張立勝 鍾鴻貴 郭順蓮 
林瑞麟 盧月鉛 賴美守 孫國棟 王富美 林東淵 葉振祥 楊正昭 

1998-1999 王正輝 廖純如 羅廷瑄 蔡澄洲 鍾鴻貴 程得勝 侯武彰 林悅文 郭順蓮 
李純蓮 林士朗 盧月鉛 賴美守 王富美 葉振祥 孫國棟 蔡秀珠 

1999-2000 周洪才 羅廷瑄 李純蓮 蔡秀珠 程得勝 謝瑞林 廖純如 王海萍 黃順進 
李贊星 林仁森 鐘淑汝 王正輝 詹元稹 郭順蓮 葉振祥 侯武彰 

2000-2001 周洪才 羅廷瑄 李純蓮 侯武彰 廖純如 李贊星 黃順進 廖雪瓊 謝瑞林 
林修民 魏順得 鐘淑汝 楊崇志 李鴻慶 高源雄 林仁森 程得勝 詹元稹 

2001-2002 楊正昭 郭順蓮 張亦凱 陳端華 吳權益 楊祟志 鐘淑汝 周洪才 
林修民 廖雪瓊 高源雄 謝瑞林 蔡秀珠 陳思翰 詹元稹 李贊星 

2002-2003 施興國 郭順蓮 張亦凱 陳端華 吳權益 楊崇志 林修民 楊凱淦 
陳思翰 陳其諒 胡勝光 葉茂雄 高源雄 楊正昭 梁壽美 

2003-2004 羅廷瑄 張亦凱 吳權益 梁壽美 楊凱淦 葉茂雄 楊正昭 施興國 
胡勝光 許建立 李建德 鐘淑汝 陳其諒 陳啟耕 陳思翰 吳文誠 

2004-2005 羅廷瑄 許建立 葉茂雄 李純蓮 梁壽美 鐘淑汝 陳啟耕 
楊育達 陳其諒 許素芬 王文裕 林紋守 吳文誠 

2005-2006 許建立 張亦凱 楊忠達 鐘淑汝 羅廷瑄 林紋守 許素芬 
林英俊 葉明珠 陳怡君 李純蓮 陳啟耕 楊育達 王文裕 

2007-2008 周洪才 張亦凱 楊育達 葉茂雄 許素芬 林瑞麟 王文裕 
陳怡君 李贊星 林韋達 林英俊 林紋守 李純蓮 楊永欣 

2007-2008 周洪才 葉茂雄 黃威傑 楊永欣 盧月鉛 林瑞麟 
梁壽美 林韋達 李金萍 李贊星 王傑生 吳文誠 

2008-2009 王傑生 張亦凱 楊育達 葉茂雄 許素芬 吳文誠 林瑞麟 
梁壽美 周洪才 楊凱淦 林韋達 李金萍 李贊星 陳思翰 

2009-2010 王傑生 吳文誠 鐘淑汝 黃惠美 范琪瑋 蔡霞芬 陳思翰 
曾依凡 陳敏夫 許建立 梁壽美 盧月鉛 李金萍 田興和 

2010-2011 王正輝 張亦凱 田興和 黃威傑 蔡霞芬 蔡秀珠 洪考貞 
施興國 蔡雅玲 許慧瓊 柯美香 劉長富 劉坤益 鐘淑汝 

2011-2012 施興國 張亦凱 田興和 王正輝 劉坤益 葉國淼 蔡雅玲 蔡秀珠 
柯美香 許慧瓊 劉長富 林蔚榮 張瓊珍 盧月鉛 鐘淑汝 

2012-2013 施興國 劉坤益 葉國淼 劉長富 張瓊珍 盧月鉛 巴如玉 
林洋聖 許慧瓊 林蔚榮 蔡雅香 柯美香 戴振華 張鍾玲 

2013-2014 張亦凱 盧月鉛 戴振華 張瓊珍 林洋聖 葉國淼 
洪考貞 張鍾玲 蔡雅玲 英秀青 劉仲明 巴如玉 

2014-2015 廖純如 黃威傑 巴如玉 張亦凱 林洋聖 王蔡妃珠 林漢章 林煥常 
田興和 張鍾玲 洪考貞 戴振華 蔡雅玲 劉仲明 英秀青 

2015-2016 廖純如 黃威傑 巴如玉 張亦凱 林洋聖 英秀青 王蔡妃珠 林漢章
蔡雅玲 田興和 張鍾玲 洪考貞 戴振華 林煥常 劉仲明

      TCCS Board of Directors 
       

2011 林錦星 柯月雲夫婦 林桂美女士 2012 郭俐妏女士


女士

柯江忠 陳月美夫婦 李安邦先生

2013 林蔚榮先生 2014 廖俊惠 周碧娟夫婦 徐秀廷 蔡阿惜夫婦 林挺睦先生

2015 徐秀廷 蔡阿惜夫婦 施興國 廖純如夫婦 林漢章 鄭秋蘭夫婦 柯江忠 陳月美夫婦 高銘發 簡英鑾夫婦 蘇秀蘭女士

2016 柯江忠 陳月美夫婦 林蔚榮先生 潘立中 張理瑲夫婦 黃華欽 Frances Huang夫婦

Chairperson Dennis Lin 理事長 林洋聖

Vice Chairperson Karen Shih 副理事長 廖純如

Secretary General Michelle Huang 秘書長 黃斐琳

Treasurer Margaret Wang 財務長 王蔡妃珠

H.R.Director James Liu 人事長 劉長富

P.R. Director Peggy Tsai 公關
 蔡雯珮

Director Ruby Ba 理事 巴如玉

Director Thomas Chang 理事 張政雄

Director Serina Chen 理事 陳佳樺

Director Antonia Chu 理事 朱淑端

Director Edward Dai 理事 戴振華

Director Jules Hou 理事 侯進居

Director Jeffrey Hwang 理事 黃威傑

Director Han Chang Lin 理事 林漢章

Director Avin Lin 理事 林煥常

Director Esthter Lin 理事 林挺睦

尤徹次 王水火 王怡蓉 王彥文 王海萍 王傑生 朱榮隆 何水源 何國慶

何德川 余雅玲 吳念真 吳松峰 吳振揚 吳祚偉 吳淑如 吳澄第 李白文 李吉香 
李松源 李恆隆 李素幸 李燿星 汪笨湖 阮允文 卓盈君 卓峰隆 周佳盈 周洪才

周素雲 周博健 屈維正 林佛兒 林奇鋒 林宗仁 林宗文 林宗義 林東淵 林俊榮 

林姍依 林盈秀 林秋月 林瑞瑩 邱樹茂 姚麗娟 施華維 施華澤 柯美香 柯澤華 
洪茂榮 洪素惠 洪慶豐 胡正福 胡勝光 范政雄 唐美雲 孫靜源 徐秀蘭 徐俊逸 

徐素蓉 祝孝卿 祝瑩倩 張文曲 張丘翠 張立勝 張亦凱 張至億 張邦良 張炎輝 
張琬薰 張瑞森 張資生 張榮次 張福源 張福權 張燕祥 張鍾玲 張凌青 張清雲 
張麗平 張麗英 曹子慶 莊瑞榮 許招揚 許昱仁 許昱雯 許榮銈 連慧純 郭淑珊

郭淑緣 郭順蓮 陳怡靜 陳枝傳 陳大川 陳月美 陳以理 陳宗雄 陳朝夫 陳銘德 
陳慶霖 陳金水 陳昱璋 陳美穗 陳勝宗 傅羅莉 曾炳琴 曾錦城 曾龍雄 游玉霞

黃金標 黃俊逸 黃啟昌 黃錦文 黃錦清 黃瓊珠 黃多助 湯雪雪 楊正昭 楊素卿 
楊維斯 葉文輝 葉明珠 葉政宏 葉懿賢 廖崇立 廖雪瓊 劉朝銘 劉碧娥 潘蕙芬 
蔡美款 蔡振南 蔡振盛 蔡瓊儀 蔣素美 蔣敏一 鄭宇翔 鄭江祥 鄭彩蓮 鄭戴發

盧月鉛 盧永豐 盧素梅 蕭啟德 賴正匯 賴宗信 賴怡仁 賴修賢 賴金蓉 鍾寶珠 
羅昱晟 朱許育華 范林秀美 吳謝愛玉 陳方雪惠 何蔡碧悅 張何秋月 陳汪溶 魏忠正 魏總潣 

陳林美滿 陳廖碧霞 潘張李瑲 羅李阿昭 逢美照相 企鴻印刷 

江松溪

    TCCS Board of Directors 
2016-2017 

世紀會員芳名

 榮譽顧問

2011 林錦星 柯月雲夫婦 林桂美女士 2012 郭俐妏女士


女士

柯江忠 陳月美夫婦 李安邦先生

2013 林蔚榮先生 2014 廖俊惠 周碧娟夫婦 徐秀廷 蔡阿惜夫婦 林挺睦先生

2015 徐秀廷 蔡阿惜夫婦 施興國 廖純如夫婦 林漢章 鄭秋蘭夫婦 柯江忠 陳月美夫婦 高銘發 簡英鑾夫婦 蘇秀蘭女士

2016 柯江忠 陳月美夫婦 林蔚榮先生 潘立中 張理瑲夫婦 黃華欽 Frances Huang夫婦

Chairperson Dennis Lin 理事長 林洋聖

Vice Chairperson Karen Shih 副理事長 廖純如

Secretary General Michelle Huang 秘書長 黃斐琳

Treasurer Margaret Wang 財務長 王蔡妃珠

H.R.Director James Liu 人事長 劉長富

P.R. Director Peggy Tsai 公關
 蔡雯珮

Director Ruby Ba 理事 巴如玉

Director Thomas Chang 理事 張政雄

Director Serina Chen 理事 陳佳樺

Director Antonia Chu 理事 朱淑端

Director Edward Dai 理事 戴振華

Director Jules Hou 理事 侯進居

Director Jeffrey Hwang 理事 黃威傑

Director Han Chang Lin 理事 林漢章

Director Avin Lin 理事 林煥常

Director Esthter Lin 理事 林挺睦

尤徹次 王水火 王怡蓉 王彥文 王海萍 王傑生 朱榮隆 何水源 何國慶

何德川 余雅玲 吳念真 吳松峰 吳振揚 吳祚偉 吳淑如 吳澄第 李白文 李吉香 
李松源 李恆隆 李素幸 李燿星 汪笨湖 阮允文 卓盈君 卓峰隆 周佳盈 周洪才

周素雲 周博健 屈維正 林佛兒 林奇鋒 林宗仁 林宗文 林宗義 林東淵 林俊榮 

林姍依 林盈秀 林秋月 林瑞瑩 邱樹茂 姚麗娟 施華維 施華澤 柯美香 柯澤華 
洪茂榮 洪素惠 洪慶豐 胡正福 胡勝光 范政雄 唐美雲 孫靜源 徐秀蘭 徐俊逸 

徐素蓉 祝孝卿 祝瑩倩 張文曲 張丘翠 張立勝 張亦凱 張至億 張邦良 張炎輝 
張琬薰 張瑞森 張資生 張榮次 張福源 張福權 張燕祥 張鍾玲 張凌青 張清雲 
張麗平 張麗英 曹子慶 莊瑞榮 許招揚 許昱仁 許昱雯 許榮銈 連慧純 郭淑珊

郭淑緣 郭順蓮 陳怡靜 陳枝傳 陳大川 陳月美 陳以理 陳宗雄 陳朝夫 陳銘德 
陳慶霖 陳金水 陳昱璋 陳美穗 陳勝宗 傅羅莉 曾炳琴 曾錦城 曾龍雄 游玉霞

黃金標 黃俊逸 黃啟昌 黃錦文 黃錦清 黃瓊珠 黃多助 湯雪雪 楊正昭 楊素卿 
楊維斯 葉文輝 葉明珠 葉政宏 葉懿賢 廖崇立 廖雪瓊 劉朝銘 劉碧娥 潘蕙芬 
蔡美款 蔡振南 蔡振盛 蔡瓊儀 蔣素美 蔣敏一 鄭宇翔 鄭江祥 鄭彩蓮 鄭戴發

盧月鉛 盧永豐 盧素梅 蕭啟德 賴正匯 賴宗信 賴怡仁 賴修賢 賴金蓉 鍾寶珠 
羅昱晟 朱許育華 范林秀美 吳謝愛玉 陳方雪惠 何蔡碧悅 張何秋月 陳汪溶 魏忠正 魏總潣 

陳林美滿 陳廖碧霞 潘張李瑲 羅李阿昭 逢美照相 企鴻印刷 

江松溪

    TCCS Board of Directors 
2016-2017 

世紀會員芳名

 榮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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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加文化協會感謝您

于美人 尤   清
  尤徹次 方珠娥  王正輝  王永輝  王玉櫻  王成基  王俊傑  王英明 王玲玲  王桂榮  王純茹 
石季香 朱文駒 朱守鳳  朱廷章  朱啟宗  朱淑玲  江妙蟾  江金豐 江啟堯  何桂林  何國慶 何銘祐  余子安

 吳明彰  吳宣勳 吳    恬 吳祖茂  吳祚偉 吳素文 吳偕燭  吳仁輔  吳世光 吳   怡 吳淑如  吳謙一 吳繁憲


 余穎明 吳豐秋  吳權益  呂久茂  吳志誠  呂文峰  呂阿福  宋善青 李文哲  李西淇  李志文 李明宗 李明昭

李   欣 李金萍 李俐慧 李信明  李昭陽  李英隆  李哲男 李純蓮 李清民 李惠真  李雅弘  李當成  李銘煌

 李燿星 李繡玉  李贊星  汪官玫  汪詠絮  沈于順  沈洲銘 阮崑池  卓峰隆 周正剛  周洪才  周純翠 周純慧 
周添貴 周碧娟 周賢耕 官明湟 官高田  林千惠 林士芸 林士朗  林仁森 林月華 林正輝 林成賢  林西興

 林育才  林奇鋒 林宗仁  林宗義  林宜信 林忠和 林明珠 林河濱 林金虎 林亮夫  林俊榮 林英俊 林悅文

 林桂美 林益仁 林益弘  林淑玲  林勝美  林琛琛 林琦敏 林貴香 林瑞麟 林聖洋 林聖哲  林道鈞  林達志 
林嫩紅  林漢章  林福財 林銘璋 林慧瑩 林蔚榮 林錦全 林錦星 林挺睦 林鴻森 林賀宏 邱孝震 邱宏隆 
邱武力  邱建陽 邱雪青 邱麗蓮  邱挺棻 姚書新 姜惠民  施   月  施興國 施樺玲 施怡安  柯仁杰  柯江忠

 柯志達 柯毓慧  柯毓龍 柯澤華  洪正欽  洪正發 洪考貞 洪士淵  洪志昌  洪敏夫 洪瑩真 胡久美 胡建舟 
英秀青  范政雄  范發寬  孫芸玲 孫靜源 徐士淵  徐世翔  徐秀廷 徐佳君  徐芳玲 徐晉康  徐梅子 涂明達

涂鐵雄 祝本亮 祝孝卿 馬英平  高志祥  高銘發  高明雄  高惠芬 高源雄 高寬容 張子忠 張元毓 張幼雯 
張弘昌 張宇成  張式煥 張式麟 張邦良 張明永 張東ㄗ 張枝茂 張炎輝 張芳育  張政雄 張春月  張春蓮

 張凌青 張哲郎 張容華  張素美 張陳惜 張富美  張惠美 張瑞森 張碧蓮 張福源 張福權 張慶明  張穎青

 莊宏圖 張    鴻 張維成 梁雅妍  梁壽美  梁德煌  章孝嚴  莊子祥  莊正信  莊逢時  莊瑞榮  莊聯昇 莫可竹

 莫和明 莫璥瑋 莫璥豪 許永毅  許利寧 許其欣 許建立  許建忠 許哲佩 許振興  許景淳  許愛珊  許瑞津

 許榮淑 許慧欣  許慧珠  許澤本  連松淋 郭秀廷 郭敏能 郭淵源 郭清美  郭清隆  郭榮桔  陳大川 陳文石

陳文隆 陳世勳 陳永興 陳光郎 陳吉慶  陳好款 陳守毅 陳旭玲 陳坤池 陳宗江 陳忠陽  陳怡秀  陳昌煥 
 陳明義  陳東奇 陳東璧 陳枝傳 陳長庚 陳俊傑  陳信棟  陳威震 陳思穎 陳政達 陳春材 陳昭旭 陳秋榮 
陳英傳 陳茂男 陳哲雄 陳泰男  陳偉璋 陳彩雲 陳彬燦  陳從龍 陳捷雄  陳淑靜  陳淳正  陳清樂 陳勝宗 
陳   斌 陳朝夫 陳詠雯  陳媺淳 陳源銘  陳詩源  陳嘉誠  陳榮達 陳榮儒 陳端華 陳銘德  陳慧中  陳瓊瓊 
麥峰誠  傅尚分 傅羅莉 彭伶雅 彭淑芬  彭碧瑜  曾依凡 曾春榮 曾炳榮 曾   綠 曾錦城 游芳民 游美淑

 湯見春 程得勝  賀南英 黃   丹  黃水定 黃立雄 黃志成 黃卓生 黃炆煌  黃金益 黃長春 黃重志  黃淑英

 黃惠美  黃華欽 黃溫香  黃輝雄  黃樹國 楊正昭 楊志宗  楊村政  楊承賢 楊明仁 楊松長 楊建忠 楊春泰 
楊秋成 楊恭治 楊淑芬  楊淑美  楊淑娟 楊富美  楊雅芬  楊瑞典  葉秀英 葉建中 葉美麗 葉茂雄 葉振祥 
葉梅花  葉禎吉  董金杏 董倫福 詹元稹 詹信忠 鄒武鑑 廖學仁 廖依凡  廖育英  廖治德  廖俊惠 廖純如

 廖純真 廖新武 廖 嘉禎 劉昭賢 廖樹籃  廖聰明 廖    春 趙保衡 劉文淵 劉成才 劉坤益 劉長富  劉美琪 
劉啟安  劉淑英  劉瑞姬 劉義雄  劉碧娥  劉碧華  劉福進 劉遠麗  劉澄英  歐思亮  潘立中  潘榮煌  潘蕙芬 
蔡月桂  蔡世元 蔡妃珠 蔡志宏 蔡秀珠  蔡來發 蔡奇蘭 蔡炎焜  蔡阿惜 蔡昭雄 蔡禹錫 蔡雅玲 蔡雅香 
蔡碧珠 蔡銀子  蔡銘浩  蔡澄洲 蔡翼飛  蔡霞芬 蔣佩華  蔣炳圭  蔣敏一  鄭美蕊  鄭智仁  鄭貴蓮  鄭戴發 
盧月鉛 盧永豐 盧國雄 蕭為中 蕭   惠 賴建章  賴泉源  賴國良  賴復霄 賴惠珍  賴德修 賴鴻財 賴瓊琚 
賴淑雲 薛盛華  謝美雲 謝勝夫  謝欽宗  謝欽泉 謝嘉修 謝德志 謝德耀  謝德顯 謝禧明  羅世長 鍾瑩豐

 鍾鴻貴  鍾如月  簡文豐 簡美麗 闕雅美 顏卓也 顏麗紅 蘇義華 羅永宜 羅廷瑄 羅時成  羅朝峰  羅麗珍 
嚴芳瓊 蘇怡璇 蘇茂雄 蘇慶城 鐘淑汝 陳艷淑  郭利妏  葉縣年  洪襆郁  李光熹 張典翰 劉仲明 許嘉妏 
吳季頻 葉慧珍 林洋聖 侯進居  黃斐琳 蔡明昌 謝依霖 闕仰潔
 闕仰義 林歆立 林歆怡 柯閎原 邱俊德

劉春敏 周浩敏 戴振華 連淑惠 楊熾豐

Alan Tomines Jason Huang Fred Lin Emma Lin Edward Ko Grace Pi-Feng Chen Kelly Chi
Wilson Chang Tama Copithorne Tony Lin Jack Liao Anna Shih Claire Shih Tomines A.Chen

  Metrosquare Development Corp  溫哥華世紀扶輪社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統一集團 加僑地產

  MacDonald Realty  華濤國際事業公司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 逢甲大學 穩達

台加文化協會永久會員芳名錄

 陳甘美卿  陳鄭添瑞 陳蘇惠琴  陸崔競乾
  楊鄭毓仁  廖宋妙子  廖詹明英 蔡林玉英 蔣李美慧 賴劉中訓

 謝趙翠慧 林柯月澐 林連惠麗  王蔡妃珠 何蔡碧悅 吳謝愛玉 林陳文華 卓張麗姿 周翁麗娟  林李美貞

 林蔡亮亮 林戴美嬌  洪游秀美  祝黃寶錚  張李中秋  連黃素娟 張葉素珍 陳方雪惠  謝范秀玉  林郭美珠

英秀青老師


一個人唱歌，是一件很快樂很的事。兩個人唱歌，是一

件很愜意的事。三個人一起唱歌，是一件很溫暖的事。

那如果是一群愛唱歌的人聚在一起唱歌呢？那就是幸福

加倍的事！


陪金齡的長輩唱歌也有好幾年的時間了，每次只要是有

新的曲子從無到有，從唱音符到整個曲子完成，都會讓

我非常的開心又感動！


想起好幾十年前，剛從日本唸完書回到台灣的第一個工

作，就是教70歲以上的阿嬤們唱歌。現在想想那些阿嬤

實在很可愛，每次上課前要開始發聲練習時，總有些阿

嬤會自動離開座位；有的上廁所、有的去喝水、有的說

腳酸、有的說喉嚨痛 花樣百出，就像我教的另一幼

幼班的合唱團一樣，都很會自動「離席」 很可愛！


台加25歲了，感謝支持台加的每一個人，因為你們所以

台加茁壯，因為你們讓台加有家的溫暖！我要借這個機

會，感謝台加給我機會，讓我可以跟金齡的長輩們一起

唱歌、一起聊天！謝謝你，台加！        


                                                                                                                                

台加金齡日 時間：每週四10:am-3:00pm


10:00am-11:00am 肢體律動   Monica 老師


11:00am-12:00pm 歡樂歌唱   英秀青老師


11:00pm-3:00pm  專題演講 / 影片欣賞

金齡學員陳甘美卿


歲月如梭，曾幾何時，發現「肩酸脖子疼」已非年邁家母

之專用語。承好友介紹，加入星期二、四 劉仲明老師的平

甩功與太極拳練習。週四緊接著參加Monica 老師的肢體律

動。這才發現，原來週四是台加金齡日。雖然我無法全程

參加，卻有機會體驗。


關於平甩功與太極拳，已經有人專文撰寫。筆者雖然深受

其益，便不再贅述。


肢體律動：


Monica 老師以極其淺顯，詼諧的方式，帶領我們做各種簡

易卻非常有益的伸展動作，喚醒身體各部位的肌肉，使其

較為結實。最後配著活潑輕鬆的拉丁曲，協調各種律動，

不知不覺間，原來感到的疼痛便不知去向了。經常練操的

同學們亦是和樂融融。


歡樂歌唱：


英秀青老師以優美的琴聲，帶領大家開懷地唱著熟悉的老

歌與台灣作曲家的新創作。鄉情洋溢。用「不亦樂乎」來

形容每一位參加者的心境，應不為過。


輕鬆地與朋友們享用午餐之後，有些人留下來聽專題演講

或欣賞影片。不知不覺間，美好的一日過了。


啊！美好的金齡日           


                                                                                            


感謝有你─台加文化協會 
感謝台加月刊大溫哥華台灣人的活動看榜，世界日報停刊以

後，我都是靠著台加月刊來了解活動訊息，參加了溫哥華很

多社團，比較之下感覺台加文化協會辦得非常好，有自己的

場地，有規劃又有組織，有電子通訊還有月刊雜誌，感受到

工作人員很認真也很辛苦，謝謝他們的辛勞，參與了才會了

解他們的用心，每次回到溫哥華就想到台加，回到台加就像

回到自己的娘家般自然和快樂。 
不記得是那一年的星期四台加快樂金齡日，也是我們戶外教

學的日子，上完了氣功課，一行二十多人搭School bus 來到

Stanley Park，目的是去看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所捐獻

的長椅，感謝行政Sandy幫大家準備午餐，陳慧中老師講著

蔡阿信的故事，大家聽得很開心，每個星期四下午在台加放

映『浪淘沙』劇中女主角雅信正是蔡阿信醫師，飯後大家去

健行，由Second Beach走到Rose Garden, 沿途欣賞風景，

好美的天鵝，大家拼命照相，不亦樂乎。為了配合影片『浪

淘沙』，我們又實地來看阿信所捐的長椅，過去沒有戶外教

學，自從陳慧中老師來台加後，一切都在進步，台加越來越

好。 
也不記得是那一年台加文化協會安排的世紀會員、永久會員

聯誼烤肉活動，讓我們盡興而歸，感謝台加用心策劃，讓整

個活動完美無缺，下午四點報到後，由溫哥華台灣語言學校

校長胡玉華帶我們環繞Central Park一周，走到湖邊欣賞風

景，心情無限開朗，香腸、烤肉、雞翅膀、玉米、磨菇、沙

拉、生菜、涼麵、蕃薯、麵包等，準備了這麼豐富，我們肚

子撐得好飽，Monica老師帶我們跳排舞，接著分組用屁股寫

字，大家笑聲不斷，然後每一組上台講笑話，一輪兩輪三輪

笑死了，我也上台講了個笑話，太好玩了，八點多才依依不

捨的踏上歸途，這真是個難忘的烤肉活動。 
台加！謝謝你！我愛你！ 

顏麗紅寫於台加文化協會25週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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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秀青老師


一個人唱歌，是一件很快樂很的事。兩個人唱歌，是一

件很愜意的事。三個人一起唱歌，是一件很溫暖的事。

那如果是一群愛唱歌的人聚在一起唱歌呢？那就是幸福

加倍的事！


陪金齡的長輩唱歌也有好幾年的時間了，每次只要是有

新的曲子從無到有，從唱音符到整個曲子完成，都會讓

我非常的開心又感動！


想起好幾十年前，剛從日本唸完書回到台灣的第一個工

作，就是教70歲以上的阿嬤們唱歌。現在想想那些阿嬤

實在很可愛，每次上課前要開始發聲練習時，總有些阿

嬤會自動離開座位；有的上廁所、有的去喝水、有的說

腳酸、有的說喉嚨痛 花樣百出，就像我教的另一幼

幼班的合唱團一樣，都很會自動「離席」 很可愛！


台加25歲了，感謝支持台加的每一個人，因為你們所以

台加茁壯，因為你們讓台加有家的溫暖！我要借這個機

會，感謝台加給我機會，讓我可以跟金齡的長輩們一起

唱歌、一起聊天！謝謝你，台加！        


                                                                                                                                

台加金齡日 時間：每週四10:am-3:00pm


10:00am-11:00am 肢體律動   Monica 老師


11:00am-12:00pm 歡樂歌唱   英秀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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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歌唱：


英秀青老師以優美的琴聲，帶領大家開懷地唱著熟悉的老

歌與台灣作曲家的新創作。鄉情洋溢。用「不亦樂乎」來

形容每一位參加者的心境，應不為過。


輕鬆地與朋友們享用午餐之後，有些人留下來聽專題演講

或欣賞影片。不知不覺間，美好的一日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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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阿信的故事，大家聽得很開心，每個星期四下午在台加放

映『浪淘沙』劇中女主角雅信正是蔡阿信醫師，飯後大家去

健行，由Second Beach走到Rose Garden, 沿途欣賞風景，

好美的天鵝，大家拼命照相，不亦樂乎。為了配合影片『浪

淘沙』，我們又實地來看阿信所捐的長椅，過去沒有戶外教

學，自從陳慧中老師來台加後，一切都在進步，台加越來越

好。 
也不記得是那一年台加文化協會安排的世紀會員、永久會員

聯誼烤肉活動，讓我們盡興而歸，感謝台加用心策劃，讓整

個活動完美無缺，下午四點報到後，由溫哥華台灣語言學校

校長胡玉華帶我們環繞Central Park一周，走到湖邊欣賞風

景，心情無限開朗，香腸、烤肉、雞翅膀、玉米、磨菇、沙

拉、生菜、涼麵、蕃薯、麵包等，準備了這麼豐富，我們肚

子撐得好飽，Monica老師帶我們跳排舞，接著分組用屁股寫

字，大家笑聲不斷，然後每一組上台講笑話，一輪兩輪三輪

笑死了，我也上台講了個笑話，太好玩了，八點多才依依不

捨的踏上歸途，這真是個難忘的烤肉活動。 
台加！謝謝你！我愛你！ 

顏麗紅寫於台加文化協會25週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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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碧瑜老師        

台加身心靈成長中心是2006年三月十三日正式成立的；雖

然早在1994年已開始有這方面的活動。成立的目的是協助

新移民家庭適應加拿大的新生活，也穩定父母的心，以便

可幫助孩子適應學校環境以及社區生活。我跟我先生當年

到美國念書之後，每到一處，給我們這些異鄉遊子最大的

安定感的，就是當地的台灣同鄉。每遇到有困難時，總有

他們不吝相助。有鑑於此，移民加拿大後，就想把回饋的

心用來協助新移民。等自己的孩子長大後，我便參與當時

廖純如女士每週舉辦的” 家庭經驗分享” 。這二十多年來，

身心靈成長中心舉辦的活動，多半是請專業人士來演講、

座談或開課，傳授他們的專長。我們也邀請”非專家”的一

般人士，分享他們比較特別的經驗，來鼓舞大家向上的精

神。章旭輝先生是一個例子。他移民後，打開自己的家門，

成立陶笛家族，已有十年的歷史。讓有需要的人(包括大人

及孩子) ，每週末都有個相聚的好去處。希望孩子們得到肯

定、交到好朋友之後，可以互相鼓勵，一起活出亮麗的人

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安安”的故事。她曾罹患很嚴重

的憂鬱症。瘦到體重剩下38公斤。看遍了中、西醫，卻都

不見好轉。後來她自己下定決心要好起來，因為她不想增

加家人、尤其是老母親的擔心。在這決心的驅動下，她自

己創造了許多能幫自己的方法：如搭乘公車到某個小鎮，

享受當地小吃；第二次，又去更遠的地方…。她也自告奮

勇到社區中心做義工，幫助憂鬱症患者。用這些方法幫自

己建立自信心之後，憂鬱症便不藥而治。她的分享主要是

鼓勵大家多靠自己，多幫助自己建立自信心，多啟動我們

的自癒能力。身心靈成長中心很順利地走到今天，要謝謝

所有專家、師長不辭辛苦地來教導我們；也謝謝所有支持

這個園地的參與者。我深信，在努力學習的過程中，我們

都會領會到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將過得更快樂。我們繼

續往前走罷！

生活「悟」語專欄 文/徐碧霞老師

在生命的修煉中有一門非常重要的功課，就是「厚道」。

什麼是厚道？大部分的我們都會認為厚道的相反就是刻薄。

只要我們都對人不刻薄，就是厚道。如果我們對厚道的認

識僅止於此，是不夠的。厚道的學習是為了要拓寬我們的

心量，增加我們生命的深度。厚道就是學習更有包容性的

去看人、事、物，並說出肯定、悅耳且符合事實的話語。

許多時候我們的心眼犯上了「潔癖」的毛病。潔癖讓我們

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子，要求完美。潔癖從正面來說，是

懂得講究，對人、對事有所要求。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是不放過別人，也不善待自己。這樣的我們在與人相處的

時候，並不受人歡迎。因為我們身上似乎帶了把無形的尺，

隨時都在衡量計算。在諸多的事情上我們馬上可以看出不

周全的地方；在人際關係中，我們馬上可以感覺到他人性

格上的缺點。如果加上我們的反應太快，就容易將自己掉

入「批評」、「論斷」之中。就因為這樣的「挑剔」，讓

我們失去了厚道的心。雖然我們的言語是反映事實，可是

我們的意識是刻薄的。在NLP (N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中Joseph O´connor強調：每個人都有療癒自己的能力。

一旦我們的生命達到另一個成熟的階段，我們便能體察到

自己過去的不足，也能自我改變。因為過去的我是一個事

實的存在，也是一個歷史紀錄。當我們透過不同的方法，

不斷的自我觀照，修養自己時，每一天我們都是一個新造

的人。

所以，當我們對人說出批評的話語時，是否有為明天的來

臨保留空間呢？ 厚道是要學習拉住自己的舌頭，不要反

應太快，給別人一點時間改變，給自己一點時間成長。厚

道是一種溫柔、一種慈悲。當我們看到站在我們眼前的人

在掩飾他的不安時，我們不去點破。我們接受現狀的他，

溫柔的相待，就是厚道。厚道是對人性有一份深層的暸解，

並有接受的能力。厚道在培養我們有一顆寬容的心，增長

我們愛的能力。厚道在告訴我們：善待自己，善待他人。

題目：藥食同療(1)(2) 

時間：(1) 十月十一日(星期二) 10:00AM – 12:00PM 

(2) 十月十八日(星期二) 10:00AM – 12:00PM

主持：辛憶明老師


主講：黃雪子醫師


 台加台灣學校


一 、 桌球班

教練:劉世明老師，前經濟部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桌球

代表隊主力代表。曾先後獲該二單位桌球比賽冠軍,在全國

性長青團體賽，擊敗過全國50歲和60歲組單打冠軍。具多

年教球經驗，對初學者教學頗有心得,且有耐性，教學成效

尤 為顯著。刀板(橫板),直板皆宜。 

招收對象:Gr 3-7

時間:星期二 3:30pm-5:00pm 

二、 兒童圍棋班 

A班:星期三 3:30pm - 5:00pm 

B班:星期六 1:30pm - 3:00pm 

招收對象:K1~Gr 6,每班12人以下 

教師:戴振華老師 

三、書畫藝術班(書法、水墨) 

教師:甘錦城老師 招收對象:K1-Gr 6,每班12人以下

時間:星期三 3:30pm - 5:00pm 

四、豎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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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對象:K1-Gr7,每班3~5人 
時間:星期四 4:00pm-4:50pm 

五、陶笛班 

教師:章旭輝老師 招收對象:Gr4~7,每班6人以上 

時間:星期四4:00pm - 5:00pm 

六、 2017年特別活動的日期,預定如下: 

3月20-24日,魔術棋彩Fun春假營

7月3-7日,魔術棋彩Fun夏令營

8月21-25日,魔術棋彩Fun夏令營

8月26日,台加會內圍棋賽 

關於圍棋 
簡單黑白子，變化何其多。

圍棋是有品味、有趣味的邏輯思考訓練⼯具。

AlphaGO 圍棋軟體已於2016年超越人腦，是繼1997年IBM

深藍（Deep Blue）電腦（可計算到12步）打敗西洋棋世界

棋王之後的驚人之舉！

對於教育的省思

孩子的光陰歲月，孩子的腦細胞，是大部分用來背誦，還

是用來思考和感知？

在這科技日新月異的年代，教育理念要如何調整才能跟上

腳步？從傳統教育/背多分/走來的，如何面對更廣闊的四

度空間？

為什麼讓孩子學棋
讓孩子靜下、思考，增強邏輯推理能力。

讓孩子在輸贏之間，漸次提升挫折容忍度。

上課方式

每堂課依學生程度給予適當題目練習、觀戰、復盤、生生

對弈、師生對弈，模擬比賽，正式比賽等，於寓教於樂中，

引導學習。

打油詩
三分鐘學圍棋，一點不誇張，

圍棋 ABC，從圍起來開始。

只在門外看又看，以為難又難，

何不輕輕入門來，你會很喜歡。

教師簡介

圍棋棋力：業餘三段
教學經驗：30年以上，擅於引導孩子在快樂情境中，有效
學習。
現任台加⽂化協會理事、台加台灣學校負責人、台加圍棋
負責人。曾擔任溫哥華法⿎山道場、亨澤圍棋協會及溫哥

華法⿎山道場、本拿比、列治文多處才藝教室圍棋教師。

兒童圍棋班


校長：廖純如校長


負責人：戴振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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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彭碧瑜老師         
台加身心靈成長中心是2006年三月十三日正式成立的；雖

然早在1994年已開始有這方面的活動。成立的目的是協助

新移民家庭適應加拿大的新生活，也穩定父母的心，以便

可幫助孩子適應學校環境以及社區生活。我跟我先生當年

到美國念書之後，每到一處，給我們這些異鄉遊子最大的

安定感的，就是當地的台灣同鄉。每遇到有困難時，總有

他們不吝相助。有鑑於此，移民加拿大後，就想把回饋的

心用來協助新移民。等自己的孩子長大後，我便參與當時

廖純如女士每週舉辦的” 家庭經驗分享” 。這二十多年來，

身心靈成長中心舉辦的活動，多半是請專業人士來演講、

座談或開課，傳授他們的專長。我們也邀請”非專家”的一

般人士，分享他們比較特別的經驗，來鼓舞大家向上的精

神。章旭輝先生是一個例子。他移民後，打開自己的家門，

成立陶笛家族，已有十年的歷史。讓有需要的人(包括大人

及孩子) ，每週末都有個相聚的好去處。希望孩子們得到肯

定、交到好朋友之後，可以互相鼓勵，一起活出亮麗的人

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安安”的故事。她曾罹患很嚴重

的憂鬱症。瘦到體重剩下38公斤。看遍了中、西醫，卻都

不見好轉。後來她自己下定決心要好起來，因為她不想增

加家人、尤其是老母親的擔心。在這決心的驅動下，她自

己創造了許多能幫自己的方法：如搭乘公車到某個小鎮，

享受當地小吃；第二次，又去更遠的地方…。她也自告奮

勇到社區中心做義工，幫助憂鬱症患者。用這些方法幫自

己建立自信心之後，憂鬱症便不藥而治。她的分享主要是

鼓勵大家多靠自己，多幫助自己建立自信心，多啟動我們

的自癒能力。身心靈成長中心很順利地走到今天，要謝謝

所有專家、師長不辭辛苦地來教導我們；也謝謝所有支持

這個園地的參與者。我深信，在努力學習的過程中，我們

都會領會到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將過得更快樂。我們繼

續往前走罷！ 

生活「悟」語專欄          文/徐碧霞老師 

在生命的修煉中有一門非常重要的功課，就是「厚道」。 
什麼是厚道？大部分的我們都會認為厚道的相反就是刻薄。

只要我們都對人不刻薄，就是厚道。如果我們對厚道的認

識僅止於此，是不夠的。厚道的學習是為了要拓寬我們的

心量，增加我們生命的深度。厚道就是學習更有包容性的

去看人、事、物，並說出肯定、悅耳且符合事實的話語。 
許多時候我們的心眼犯上了「潔癖」的毛病。潔癖讓我們

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子，要求完美。潔癖從正面來說，是

懂得講究，對人、對事有所要求。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是不放過別人，也不善待自己。這樣的我們在與人相處的

時候，並不受人歡迎。因為我們身上似乎帶了把無形的尺，

隨時都在衡量計算。在諸多的事情上我們馬上可以看出不

周全的地方；在人際關係中，我們馬上可以感覺到他人性

格上的缺點。如果加上我們的反應太快，就容易將自己掉

入「批評」、「論斷」之中。就因為這樣的「挑剔」，讓

我們失去了厚道的心。雖然我們的言語是反映事實，可是

我們的意識是刻薄的。在NLP (N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中Joseph O´connor強調：每個人都有療癒自己的能力。

一旦我們的生命達到另一個成熟的階段，我們便能體察到

自己過去的不足，也能自我改變。因為過去的我是一個事

實的存在，也是一個歷史紀錄。當我們透過不同的方法，

不斷的自我觀照，修養自己時，每一天我們都是一個新造

的人。 
所以，當我們對人說出批評的話語時，是否有為明天的來

臨保留空間呢？ 厚道是要學習拉住自己的舌頭，不要反

應太快，給別人一點時間改變，給自己一點時間成長。厚

道是一種溫柔、一種慈悲。當我們看到站在我們眼前的人

在掩飾他的不安時，我們不去點破。我們接受現狀的他，

溫柔的相待，就是厚道。厚道是對人性有一份深層的暸解，

並有接受的能力。厚道在培養我們有一顆寬容的心，增長

我們愛的能力。厚道在告訴我們：善待自己，善待他人。 
      


題目：藥食同療(1)(2)


時間：(1) 十月十八日(星期二) 10:00AM – 12:00PM


(2) 十月十八日(星期二) 10:00AM – 12:00PM


主持：辛憶明老師


主講：黃雪子醫師


 台加台灣學校


一 、 桌球班


教練:劉世明老師，前經濟部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桌球

代表隊主力代表。曾先後獲該二單位桌球比賽冠軍,在全國

性長青團體賽，擊敗過全國50歲和60歲組單打冠軍。具多

年教球經驗，對初學者教學頗有心得,且有耐性，教學成效

尤 為顯著。刀板(橫板),直板皆宜。 

招收對象:Gr 3-7              


時間:星期二 3:30pm-5:00pm 

二、 兒童圍棋班 


A班:星期三 3:30pm - 5:00pm 


B班:星期六 1:30pm - 3:00pm 


招收對象:K1~Gr 6,每班12人以下 


教師:戴振華老師 

三、書畫藝術班(書法、水墨) 


教師:甘錦城老師 招收對象:K1-Gr 6,每班12人以下


時間:星期三 3:30pm - 5:00pm 

四、豎琴班 


教師:Bonnie,美國國際豎琴療法師、 Vancouver Academy 
of Music室內樂團團員。2012-2015間榮獲各項比賽冠亞軍 
招收對象:K1-Gr7,每班3~5人 
時間:星期四 4:00pm-4:50pm 

五、陶笛班 


教師:章旭輝老師 招收對象:Gr4~7,每班6人以上 


時間:星期四4:00pm - 5:00pm 

六、 2017年特別活動的日期,預定如下: 


3月20-24日,魔術棋彩Fun春假營


7月3-7日,魔術棋彩Fun夏令營


8月21-25日,魔術棋彩Fun夏令營


8月26日,台加會內圍棋賽 

關於圍棋  
簡單黑白子，變化何其多。 

圍棋是有品味、有趣味的邏輯思考訓練⼯具。 

AlphaGO 圍棋軟體已於2016年超越人腦，是繼1997年IBM

深藍（Deep Blue）電腦（可計算到12步）打敗西洋棋世界

棋王之後的驚人之舉！ 

對於教育的省思 
孩子的光陰歲月，孩子的腦細胞，是大部分用來背誦，還

是用來思考和感知？ 
在這科技日新月異的年代，教育理念要如何調整才能跟上

腳步？從傳統教育/背多分/走來的，如何面對更廣闊的四

度空間？ 

為什麼讓孩子學棋 
讓孩子靜下、思考，增強邏輯推理能力。 
讓孩子在輸贏之間，漸次提升挫折容忍度。 

上課方式 
每堂課依學生程度給予適當題目練習、觀戰、復盤、生生

對弈、師生對弈，模擬比賽，正式比賽等，於寓教於樂中，

引導學習。 

打油詩 
三分鐘學圍棋，一點不誇張， 

圍棋 ABC，從圍起來開始。 

只在門外看又看，以為難又難， 
何不輕輕入門來，你會很喜歡。 

教師簡介 
圍棋棋力：業餘三段 
教學經驗：30年以上，擅於引導孩子在快樂情境中，有效
學習。 
現任台加⽂化協會理事、台加台灣學校負責人、台加圍棋
負責人。曾擔任溫哥華法⿎山道場、亨澤圍棋協會及溫哥

華法⿎山道場、本拿比、列治文多處才藝教室圍棋教師。 

兒童圍棋班


校長：廖純如校長


負責人：戴振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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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樂樂，何如眾樂樂


2012年結束臺灣的教學，來到溫哥華居住，本

想專心於繪畫。應慧中老師及戴振華老師邀約，

又踏上教育工作，開的是冷門的書畫藝術，轉眼

幾年過去了。近日才跟我學幾個月的學生陳希，

參加「天金盃」書法比賽，居然得到學生組第三

名。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大概如此吧！


這幾年春假營以及夏令營也在戴老師規劃及盛情

邀約下，接下重擔，雖是8-10堂課，卻是費心費

神，全力以赴，深怕誤人子弟。這麼小的學生如

何拿毛筆，又不太懂中文，因此在教材上絞盡腦

汁，把中西工具題材大融合，並且多樣化選擇材

料，以適應個別差異，及不同年齡層的使用，僥

倖還能過關。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並接受挑戰。


如向大師畢卡索學習單元、小叮噹卡通畫，以及

詩畫創作、象形文字的書寫等，都出乎預料之外。

小朋友都畫得很棒，這不得不佩服他們的天真聰

穎！


最近一次台加在蘇格蘭文化中心辦的演講，年輕

父母聽演講，幾十位小朋友在隔壁由我們幾個老

師及義工帶活動、教學、玩童玩等。心想書畫這

靜態的功夫如何帶動？因此準備了水寫的練習布，

既不會弄髒場地，乾了可以再寫，居然也讓不少

民眾及小朋友玩得高興得不得了！特別ㄧ位才幼

稚園大的小朋友很愛畫畫，她爸媽就把她交給我

跟戴老師的圍棋，經過半玩半畫的合作畫引導後，

給她彩色毛筆跟宣紙，她居然畫出了一張很好很

有童趣的畫！令人讚嘆！（可惜當時沒有拍照）

因此我更有信心的把水墨書法帶到輔導課推行，

成效很好，是芊雅小朋友的水墨畫「高飛」，韻

味十足。


目前台加在這有限的空間設備，而能辦這麼多活

動，開這麼多課，誠屬難得，當然行政團隊的努

力付出是成功最大的關鍵。期待百尺竿頭更上一

層樓，後浪推前浪，不斷進步。


書畫藝術社
老師：甘錦城老師

  
負責人：盧月鉛老師

台加藝廊
台加藝廊的成立迄今已進入第22年了，它提供了美術界和大溫哥華區愛

好藝術市民的交流舞台。 
二十多年來，每個月個展或聯展的藝術創作，從具象、寫實、抽象或泛

印象派等不同風格畫風的作品到陶工藝、攝影展，豐富多元！ 
在加國西岸能提供好的展場之處確實不多，台加藝廊的展場雖小但該有

的設備都俱全！在藝廊展出者，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創作理念得以發揮展

現發表，且因為台加多元的各組活動，每檔參展者都有相當多的觀眾被

吸引過來欣賞。媒體朋友、宏觀電視也常來採訪傑出創作者，近年加上

台加月刊的報導每月又有上千位讀者能一覽其畫作!  

投入台加藝廊義工是榮幸，也希望未來有更多藝界朋友來繼續參展! 

  
負責人：盧月鉛老師

台加藝廊
台加藝廊的成立迄今已進入第22年了，它提供了美術界和大溫哥華區愛

好藝術市民的交流舞台。 
二十多年來，每個月個展或聯展的藝術創作，從具象、寫實、抽象或泛

印象派等不同風格畫風的作品到陶工藝、攝影展，豐富多元！ 
在加國西岸能提供好的展場之處確實不多，台加藝廊的展場雖小但該有

的設備都俱全！在藝廊展出者，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創作理念得以發揮展

現發表，且因為台加多元的各組活動，每檔參展者都有相當多的觀眾被

吸引過來欣賞。媒體朋友、宏觀電視也常來採訪傑出創作者，近年加上

台加月刊的報導每月又有上千位讀者能一覽其畫作!  

投入台加藝廊義工是榮幸，也希望未來有更多藝界朋友來繼續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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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樂樂，何如眾樂樂


2012年結束臺灣的教學，來到溫哥華居住，本

想專心於繪畫。應慧中老師及戴振華老師邀約，

又踏上教育工作，開的是冷門的書畫藝術，轉眼

幾年過去了。近日才跟我學幾個月的學生陳希，

參加「天金盃」書法比賽，居然得到學生組第三

名。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大概如此吧！


這幾年春假營以及夏令營也在戴老師規劃及盛情

邀約下，接下重擔，雖是8-10堂課，卻是費心費

神，全力以赴，深怕誤人子弟。這麼小的學生如

何拿毛筆，又不太懂中文，因此在教材上絞盡腦

汁，把中西工具題材大融合，並且多樣化選擇材

料，以適應個別差異，及不同年齡層的使用，僥

倖還能過關。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並接受挑戰。


如向大師畢卡索學習單元、小叮噹卡通畫，以及

詩畫創作、象形文字的書寫等，都出乎預料之外。

小朋友都畫得很棒，這不得不佩服他們的天真聰

穎！


最近一次台加在蘇格蘭文化中心辦的演講，年輕

父母聽演講，幾十位小朋友在隔壁由我們幾個老

師及義工帶活動、教學、玩童玩等。心想書畫這

靜態的功夫如何帶動？因此準備了水寫的練習布，

既不會弄髒場地，乾了可以再寫，居然也讓不少

民眾及小朋友玩得高興得不得了！特別ㄧ位才幼

稚園大的小朋友很愛畫畫，她爸媽就把她交給我

跟戴老師的圍棋，經過半玩半畫的合作畫引導後，

給她彩色毛筆跟宣紙，她居然畫出了一張很好很

有童趣的畫！令人讚嘆！（可惜當時沒有拍照）

因此我更有信心的把水墨書法帶到輔導課推行，

成效很好，是芊雅小朋友的水墨畫「高飛」，韻

味十足。


目前台加在這有限的空間設備，而能辦這麼多活

動，開這麼多課，誠屬難得，當然行政團隊的努

力付出是成功最大的關鍵。期待百尺竿頭更上一

層樓，後浪推前浪，不斷進步。


書畫藝術社
老師：甘錦城老師

  
負責人：盧月鉛老師

台加藝廊
台加藝廊的成立迄今已進入第22年了，它提供了美術界和大溫哥華區愛

好藝術市民的交流舞台。 
二十多年來，每個月個展或聯展的藝術創作，從具象、寫實、抽象或泛

印象派等不同風格畫風的作品到陶工藝、攝影展，豐富多元！ 
在加國西岸能提供好的展場之處確實不多，台加藝廊的展場雖小但該有

的設備都俱全！在藝廊展出者，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創作理念得以發揮展

現發表，且因為台加多元的各組活動，每檔參展者都有相當多的觀眾被

吸引過來欣賞。媒體朋友、宏觀電視也常來採訪傑出創作者，近年加上

台加月刊的報導每月又有上千位讀者能一覽其畫作!  

投入台加藝廊義工是榮幸，也希望未來有更多藝界朋友來繼續參展! 

  
負責人：盧月鉛老師

台加藝廊
台加藝廊的成立迄今已進入第22年了，它提供了美術界和大溫哥華區愛

好藝術市民的交流舞台。 
二十多年來，每個月個展或聯展的藝術創作，從具象、寫實、抽象或泛

印象派等不同風格畫風的作品到陶工藝、攝影展，豐富多元！ 
在加國西岸能提供好的展場之處確實不多，台加藝廊的展場雖小但該有

的設備都俱全！在藝廊展出者，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創作理念得以發揮展

現發表，且因為台加多元的各組活動，每檔參展者都有相當多的觀眾被

吸引過來欣賞。媒體朋友、宏觀電視也常來採訪傑出創作者，近年加上

台加月刊的報導每月又有上千位讀者能一覽其畫作!  

投入台加藝廊義工是榮幸，也希望未來有更多藝界朋友來繼續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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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S toastmaster club has been going on for quite a while.  
Our average attendance is around 10 persons per each 
meeting.  We meet on 1st and 3rd Wednesday of each month 
from 7 - 9 pm, we are hoping to build up to minimum 20 
persons to charter the club with Toastmaster International. 
During these past meetings we have been given a lot of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rom many experienced 
toastmasters, to be our evaluators, educators, keynote 
speakers, etc. etc., without them we will not be able to survive 
thus far.All those people who have been continuously 
attending, I find that -wow, how much they have progressed!  It 
amazes me that some evolved from a very shy, murmuring, not 
knowing where to place his/her hands person to a very 
confident, energetic speaker.  At the recent meeting, I was 
surprised by a new member who chaired the meeting so well. 
I often heard some of the attendants telling me that after 
coming to the meeting, they got promotion in the work place, 
their business thrived, they are able to conduct their business 
meeting efficiently, etc.,etc.   

TCCS Toastmaster  
國際演講俱樂部


負責人：馬苔菱


指導：Chris Lee


時間：10月5日/10月19日 7:00pm

橋牌是一種高雅,，文明， 競技性高的益智遊戲.。橋藝既是一種

技巧，也是一門藝術。變化多元。有邏輯推理，還參雜人性心

理與運氣成分，更使橋藝增添神祕色彩。


玩橋牌，學習搭檔之問的密切合作，齊心協力，實現共同的目

標，對牌桌上應有的禮儀與風度，亦有潛移默化之功。


施興國先生常出現在台加， 看他完成 game 合約時的快樂，令

人振奮。蔡政良先生曾是


電腦工程師， 一拿到好牌就想打成滿貫，企圖心十足。聽一下

副班長張寶蓮女士訴說她在外面和人打牌的緊張嚴肅， 更突顯

台加聯誼的輕鬆偷快。


台加橋藝社歡迎所有人來玩橋牌，不管你是木匠，家庭主婦， 

醫師， 或公司主管。 在這裏，


可從結交朋友， 格外親切。 新人可以在幾個小時就學會玩牌的

基本技巧， 但卻需要經常和


高手對招，才能熟悉更精進的橋藝。


橋藝社已有部落格網站， 可學習橋牌英文。我們準備了一系列

的叫牌法介紹，幫忙您上道。也常 email 資料給社員， 分析精

彩牌例，內容實用又有趣。


歡迎大家一起來快樂的玩橋牌 !!

台加橋牌社

負責人：劉仲明


時間：星期五 1:00pm - 3:00pm

   

大家的日本語自2015年9月開課至今已屆滿兩年了。本課程

以「大家的日本語」『みんなの日本語』為教材，共有初級I、

II，進階I、II四本書，計50課。 
是目前國內各大專院校的指定教材，也是在日本被廣泛使用

的初級日語教材。內容涵蓋單字、句型、例句、會話、練習

及問題等，充實而詳盡。只要熟記書中單字及句型，就能掌

握日常生活中必須的基本語彙和基本的表達方式，奠下扎實

的日語基礎。目前在台加開設初級I和進階I的課程，除了學

習教材上的內容外，亦有日語歌謠及日本文化的介紹，希望

能使學員們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享受學習日語的樂趣及提

高學習興趣。語文的學習是終身學習的進行式，在學習的過

程中，難免會有挫折，覺得單字老是記不住，或學了就忘。

必須能將課堂所學實際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自問自答，

養成以日語來思考的習慣。並不是只有在教室裡學習，要嘗

試使用學過的日語與日本人交談。因為『喜歡』而學習才能

持之以恆，才是進步的關鍵也才能樂在其中地學習。如果您

對日語有興趣，歡迎加入我們的日語班，大家一起來學習。 

大家的日本語
老師：劉瑛瑛


(A)入門基礎會話班


時間：星期二 10:00am - 12:00pm


(B)日本語初級班


時間：星期一 10:00am - 12:00pm

來加拿大移民的朋友，攏知影加拿大誠鼓勵多元文化的發展，尤其是學生囡仔，攏常常著愛共咱祖國帶來的

文化提出來佮大家分享。咱介紹台灣的風俗民情、節慶活動、音樂藝術的時，攏受著加拿大的真大的歡迎。

如果會當教咱幾句仔台灣話會使佇日常生活使用，著會閣較有入骨的印象。可見語言是文化交流重要的工

具，也是咱的文化資產。


為著欲乎咱的少年眾，佇海外有機會系統性學習台灣話，傳承祖先留落來的文化財。咱多謝台灣文化中心提

供了教育平台。每禮拜五下哺有台語基礎班，早起時嘛有台語讀寫進階班。請各位台語文的有志先進，鬥陣

來欣賞咱優美台灣文學佮上婿的台灣聲音。


我佇十外年前，有去咱當地的電台－FM 96.1作一個15分鐘的台語節目，主要是講一寡台灣歲語。不過，我

嘛共加拿大的民情、風俗鬥陣滲落去講，這兩種文化的衝擊結果，卻作成截然不同的效果。受著聽眾朋友真

濟的迴響。這個節目紲連續了八年之久。回想起來，這個節目會當活八年，主要受有豐富佮多元的台灣文化

做基礎。嘛愛感謝先民留落來的八音聲調。目怪有廣東聽眾來批講，我講話敢哪著唱歌呢！唉！台灣話誠是

世界上婿的話。


意外的是即馬就有廣東人慕名來遮學台語。學台語的理由是百百種。有的人是為著唱卡啦OK，有人是為著賺

錢作生理，有人為著食頭路，可見台灣話嘛有經濟的較應。為了方便學生囡仔佮上班族，即時會佇暗時開班

授課，請早報名。


台語文研習班 老師：李贊星老師


時間：初級班 - 每週五 1:30pm-3:00pm


         進階班 - 每週五 10:30am-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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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S toastmaster club has been going on for quite a while.  
Our average attendance is around 10 persons per each 
meeting.  We meet on 1st and 3rd Wednesday of each month 
from 7 - 9 pm, we are hoping to build up to minimum 20 
persons to charter the club with Toastmaster International. 
During these past meetings we have been given a lot of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rom many experienced 
toastmasters, to be our evaluators, educators, keynote 
speakers, etc. etc., without them we will not be able to survive 
thus far.All those people who have been continuously 
attending, I find that -wow, how much they have progressed!  It 
amazes me that some evolved from a very shy, murmuring, not 
knowing where to place his/her hands person to a very 
confident, energetic speaker.  At the recent meeting, I was 
surprised by a new member who chaired the meeting so well. 
I often heard some of the attendants telling me that after 
coming to the meeting, they got promotion in the work place, 
their business thrived, they are able to conduct their business 
meeting efficiently, etc.,etc.   

TCCS Toastmaster  
國際演講俱樂部


負責人：馬苔菱


指導：Chris Lee


時間：10月5日/10月19日 7:00pm

橋牌是一種高雅,，文明， 競技性高的益智遊戲.。橋藝既是一種

技巧，也是一門藝術。變化多元。有邏輯推理，還參雜人性心

理與運氣成分，更使橋藝增添神祕色彩。


玩橋牌，學習搭檔之問的密切合作，齊心協力，實現共同的目

標，對牌桌上應有的禮儀與風度，亦有潛移默化之功。


施興國先生常出現在台加， 看他完成 game 合約時的快樂，令

人振奮。蔡政良先生曾是


電腦工程師， 一拿到好牌就想打成滿貫，企圖心十足。聽一下

副班長張寶蓮女士訴說她在外面和人打牌的緊張嚴肅， 更突顯

台加聯誼的輕鬆偷快。


台加橋藝社歡迎所有人來玩橋牌，不管你是木匠，家庭主婦， 

醫師， 或公司主管。 在這裏，


可從結交朋友， 格外親切。 新人可以在幾個小時就學會玩牌的

基本技巧， 但卻需要經常和


高手對招，才能熟悉更精進的橋藝。


橋藝社已有部落格網站， 可學習橋牌英文。我們準備了一系列

的叫牌法介紹，幫忙您上道。也常 email 資料給社員， 分析精

彩牌例，內容實用又有趣。


歡迎大家一起來快樂的玩橋牌 !!

台加橋牌社

負責人：劉仲明


時間：星期五 1:00pm - 3:00pm

   

大家的日本語自2015年9月開課至今已屆滿兩年了。本課程

以「大家的日本語」『みんなの日本語』為教材，共有初級I、

II，進階I、II四本書，計50課。 
是目前國內各大專院校的指定教材，也是在日本被廣泛使用

的初級日語教材。內容涵蓋單字、句型、例句、會話、練習

及問題等，充實而詳盡。只要熟記書中單字及句型，就能掌

握日常生活中必須的基本語彙和基本的表達方式，奠下扎實

的日語基礎。目前在台加開設初級I和進階I的課程，除了學

習教材上的內容外，亦有日語歌謠及日本文化的介紹，希望

能使學員們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享受學習日語的樂趣及提

高學習興趣。語文的學習是終身學習的進行式，在學習的過

程中，難免會有挫折，覺得單字老是記不住，或學了就忘。

必須能將課堂所學實際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自問自答，

養成以日語來思考的習慣。並不是只有在教室裡學習，要嘗

試使用學過的日語與日本人交談。因為『喜歡』而學習才能

持之以恆，才是進步的關鍵也才能樂在其中地學習。如果您

對日語有興趣，歡迎加入我們的日語班，大家一起來學習。 

大家的日本語
老師：劉瑛瑛


(A)入門基礎會話班


時間：星期二 10:00am - 12:00pm


(B)日本語初級班


時間：星期一 10:00am - 12:00pm

來加拿大移民的朋友，攏知影加拿大誠鼓勵多元文化的發展，尤其是學生囡仔，攏常常著愛共咱祖國帶來的

文化提出來佮大家分享。咱介紹台灣的風俗民情、節慶活動、音樂藝術的時，攏受著加拿大的真大的歡迎。

如果會當教咱幾句仔台灣話會使佇日常生活使用，著會閣較有入骨的印象。可見語言是文化交流重要的工

具，也是咱的文化資產。


為著欲乎咱的少年眾，佇海外有機會系統性學習台灣話，傳承祖先留落來的文化財。咱多謝台灣文化中心提

供了教育平台。每禮拜五下哺有台語基礎班，早起時嘛有台語讀寫進階班。請各位台語文的有志先進，鬥陣

來欣賞咱優美台灣文學佮上婿的台灣聲音。


我佇十外年前，有去咱當地的電台－FM 96.1作一個15分鐘的台語節目，主要是講一寡台灣歲語。不過，我

嘛共加拿大的民情、風俗鬥陣滲落去講，這兩種文化的衝擊結果，卻作成截然不同的效果。受著聽眾朋友真

濟的迴響。這個節目紲連續了八年之久。回想起來，這個節目會當活八年，主要受有豐富佮多元的台灣文化

做基礎。嘛愛感謝先民留落來的八音聲調。目怪有廣東聽眾來批講，我講話敢哪著唱歌呢！唉！台灣話誠是

世界上婿的話。


意外的是即馬就有廣東人慕名來遮學台語。學台語的理由是百百種。有的人是為著唱卡啦OK，有人是為著賺

錢作生理，有人為著食頭路，可見台灣話嘛有經濟的較應。為了方便學生囡仔佮上班族，即時會佇暗時開班

授課，請早報名。


台語文研習班 老師：李贊星老師


時間：初級班 - 每週五 1:30pm-3:00pm


         進階班 - 每週五 10:30am-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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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4年開始在台加教排舞及國標舞， 最大的收穫

是：很享受和一群熱愛舞蹈的同伴一同「做愛做的事：

就是跳舞」。跳舞不分年齡、沒有尊卑、不論地位，

只要有單純的心、願意放開你的四肢，磨練一下你的

身體，就成了！每個人都可以跳出自己的風格來！


2年8個月的日子，看著一張張的照片，記 及數算

著和國標、排舞班學生一同做過每一件事：聚餐、出

遊、表演、國慶遊行、旅行， 哇！好多美好回憶！

真的好開心：有你們真好！


 


同學們！我們要持續跳....跳....跳, 跳到天荒地老，跳到

心花怒放，跳到返老返童，也歡迎新舊同學一起來。


Let's go dance!!!


國際標準舞社 ＆ 排舞社

老師：謝依霖 Elain 老師


國際表準舞(限會員）


時間：星期一/星期三 1:00pm-3:00pm


排舞 (不限會員）


時間：星期二 1:00pm - 2:30pm


         星期五 10:00am - 11:30am


  
溫哥華國際土風舞在1999年由四位來自台灣的土風舞熱愛者所創

立。僅管只是一個小團體，他們經常聚在一起，快樂的跳舞，也

回味著移民前在台灣跳舞時的美好記憶。本社隸屬台加文化協會

的一個社團，因為廣受歡迎，所以團體日漸茁壯，學員也隨之增

長，目前分成兩個班級；初級班與進階班。我們有固定的上課時

間，並有經常性的聚會、舞會和不定期的受邀性演出。本社致力

推廣源自世界各地的土風舞，我們也寄望藉由舞蹈，可以在我們

的新家園，加拿大的多完環境裡，與其他族裔交朋友，並進而認

識、欣賞他們的精神與文化。


土風舞社自從成立以來，田興和老師盡心盡力，熱心參與，帶領

團員參與各大小社區活動，也為台加土風舞社打出響亮名號。 
 


我們的團體是一個快樂的大家庭，大家因共同的喜好而聚合，經

由不斷的研習，激盪了我們的腦力，經由快樂的舞動，活絡了我

們的筋骨，而最讓人珍惜的是，跨海度洋後，我們再此找到了家

鄉的溫情和真摯的友誼。 

台加土風舞 

TCCS Folk Dance Club 

老師：田興和老師


時間：A班星期一＆三10:00am-12:00pm   


         B班星期二：7:45pm - 9:30pm


音樂是最好的情感抒發，美國馬里蘭大學專家倡導，經常唱歌不僅是釋放壓力，緩解心情的主要方法，且放聲

歌唱不但可以增加面部肌肉運動，改善頸部、面部血液循環，還能增加人體肺活量，減慢心肺功能衰退，被譽

為『增氧健身法』。歌唱可以發展對於音樂、藝術欣賞能力，和思想集中。所以歡唱卡拉ＯＫ好處很多，能把

煩惱一掃而空，青春常駐，體態輕盈，精神愉快，身心自然更健康了。


如果唱歌方法正確，是可以消耗體能。唱完一首歌後氧氣消耗量與跑一百公尺後的氧氣消耗量效果相當，因此

唱一首歌等於跑了一百公尺。借網流一句話 『活著就是勝利，掙錢只是遊戲，健康才是目的，快樂才是真

諦』。唱歌是最快樂的娛樂，也是最好的長壽藥。


台加卡拉OK俱樂部成立至今一晃眼以十年了，除了歌唱也可以“練舞功“。每星期六下午2:00pm-5:00pm在台

加文化協會，目前D.J.是 Willy 與余香娟，負責人鍾淑汝，會員設有群組，方便大家聯繫，如原時段更改，會

後聚餐，度假旅遊，奇聞共賞，資訊交流，談天說地等，相處越久，情誼越深，個非常愉快又溫暖社團俱樂部。

歡迎愛好者也來加入吧。


卡拉OK俱樂部 負責人：鍾淑汝


時間：每星期六2:00p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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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4年開始在台加教排舞及國標舞， 最大的收穫

是：很享受和一群熱愛舞蹈的同伴一同「做愛做的事：

就是跳舞」。跳舞不分年齡、沒有尊卑、不論地位，

只要有單純的心、願意放開你的四肢，磨練一下你的

身體，就成了！每個人都可以跳出自己的風格來！


2年8個月的日子，看著一張張的照片，記 及數算

著和國標、排舞班學生一同做過每一件事：聚餐、出

遊、表演、國慶遊行、旅行， 哇！好多美好回憶！

真的好開心：有你們真好！


 


同學們！我們要持續跳....跳....跳, 跳到天荒地老，跳到

心花怒放，跳到返老返童，也歡迎新舊同學一起來。


Let's go dance!!!


國際標準舞社 ＆ 排舞社

老師：謝依霖 Elain 老師


國際表準舞(限會員）


時間：星期一/星期三 1:00pm-3:00pm


排舞 (不限會員）


時間：星期二 1:00pm - 2:30pm


         星期五 10:00am - 11:30am


  
溫哥華國際土風舞在1999年由四位來自台灣的土風舞熱愛者所創

立。僅管只是一個小團體，他們經常聚在一起，快樂的跳舞，也

回味著移民前在台灣跳舞時的美好記憶。本社隸屬台加文化協會

的一個社團，因為廣受歡迎，所以團體日漸茁壯，學員也隨之增

長，目前分成兩個班級；初級班與進階班。我們有固定的上課時

間，並有經常性的聚會、舞會和不定期的受邀性演出。本社致力

推廣源自世界各地的土風舞，我們也寄望藉由舞蹈，可以在我們

的新家園，加拿大的多完環境裡，與其他族裔交朋友，並進而認

識、欣賞他們的精神與文化。


土風舞社自從成立以來，田興和老師盡心盡力，熱心參與，帶領

團員參與各大小社區活動，也為台加土風舞社打出響亮名號。 
 


我們的團體是一個快樂的大家庭，大家因共同的喜好而聚合，經

由不斷的研習，激盪了我們的腦力，經由快樂的舞動，活絡了我

們的筋骨，而最讓人珍惜的是，跨海度洋後，我們再此找到了家

鄉的溫情和真摯的友誼。 

台加土風舞 

TCCS Folk Dance Club 

老師：田興和老師


時間：A班星期一＆三10:00am-12:00pm   


         B班星期二：7:45pm - 9:30pm


音樂是最好的情感抒發，美國馬里蘭大學專家倡導，經常唱歌不僅是釋放壓力，緩解心情的主要方法，且放聲

歌唱不但可以增加面部肌肉運動，改善頸部、面部血液循環，還能增加人體肺活量，減慢心肺功能衰退，被譽

為『增氧健身法』。歌唱可以發展對於音樂、藝術欣賞能力，和思想集中。所以歡唱卡拉ＯＫ好處很多，能把

煩惱一掃而空，青春常駐，體態輕盈，精神愉快，身心自然更健康了。


如果唱歌方法正確，是可以消耗體能。唱完一首歌後氧氣消耗量與跑一百公尺後的氧氣消耗量效果相當，因此

唱一首歌等於跑了一百公尺。借網流一句話 『活著就是勝利，掙錢只是遊戲，健康才是目的，快樂才是真

諦』。唱歌是最快樂的娛樂，也是最好的長壽藥。


台加卡拉OK俱樂部成立至今一晃眼以十年了，除了歌唱也可以“練舞功“。每星期六下午2:00pm-5:00pm在台

加文化協會，目前D.J.是 Willy 與余香娟，負責人鍾淑汝，會員設有群組，方便大家聯繫，如原時段更改，會

後聚餐，度假旅遊，奇聞共賞，資訊交流，談天說地等，相處越久，情誼越深，個非常愉快又溫暖社團俱樂部。

歡迎愛好者也來加入吧。


卡拉OK俱樂部 負責人：鍾淑汝


時間：每星期六2:00p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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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台加成立、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以來，許多愛好室外、野外活

動的人，便自動自發的三五成群的組隊登山健行。1997年侯武彰

先生成立了健行社。2000年侯武彰回流，由詹元稹接下這個担子

迄今。起初參加的人都是勇，自從走的多是 難度的行程，到侯

武彰時期，每星期六上、下午各走一次行程。現在則是：每次健

行一早上，接著是聚餐(自由參加) 。可見健行社的行程由艱難走

向溫和。參加健行不用報名，只要按會訊所示的集合時間、地點

來參加便可。號稱風、雨、雪無阻，事實上太壞的天氣，健行也

會取消。團體健行的好處就是人多胆大，大家一齊行動，不會有

危險的顧忌。多人談話的聲音，會使附近的動物避開。


健行社自詡：[走盡大小三山五嶽，吃遍菲沙南北名菜] ，每個人

來參加都是要鍛鍊身体和呼吸新鮮空氣，享受大的溫的天然資源。

健行後聚餐，自由參加。社員當中對於點菜有心得的人都會自動

協助，所以這個健行、午餐是許多人每個星期期待的一個活動。

許多人喜歡參加健行，但是不願意開車，因此能找到人共乘，是

夠運氣的。來參加幾次，在同好中也許可以找到共乘者。健行中，

大家交換信息，對於新來的移民有很大的幫助。有著先輩、後進

的支援當領隊，十多年來，我們的活動繼續在進行。人員有更替。

參加的人數有少至數人，多至60人。健行的地點，夏天多半選擇

山區樹林，避免日灑，冬天則選擇平地、市區、河邊和海岸。夏

天有時也到外島或較遠的步道去健行。另外，我們也安排比較高

難度的行程以滿足勇腳仔的需求。玩樂兼運動是我們的宗旨，我

們也有參雜划獨木舟的健行和体會curling的活動。Vancouver Sun 

Run 這個贊助公益的年度活動我們也組隊參加，穿著台灣隊的汗

衫走出去。


除了大地區週末定期的健行，有時也舉辦短期的旅遊/健行，如

Garibaldi provincial park, Mt. Baker, Cascade loop…   健行社歡迎新

雨舊知來參加。 

 109 
Walks (km)

十月一日 
週六9:15am

Boundary Bay


South Delta

64 8 詹元稹


581-6191.

Hwy 99 S>hwy 17AS>56 St. S>12 Ave E> 

boundary Bay Rd. > Regional Park Parking

十月八日 
週六9:15am

Poco Trail


Port Coquitlam

28 8 高騰輝 
207-0533

#7 Lougheed HWY>Shaughnessy St. 

(S)>Lions way>Lions park
十月十五日 
週六9:15 am

Belcarra Regional 

Park, Port Moody

24 5.5 胡正福 
882-8061

Ioco Rd>1st Ave.>Bedwell Bay Rd.>Picnic 

area parking

十月廿二日週

六9:15 am

Semiahmoo Heritage 

TrailSouth Surrey

8 詹元稹 
581-6191

#99 HWY(exit 10)  >King George 

>Crescent Rd> 3530 144 St., Elgin Centre

十月廿九日 
周六9:15 am

Derby Reach/Fort 

Langley,Langley


10
胡正福 
882-8061

Hwy #1 (exit 58) >96th Ave.(E)>208 

Ave.>Allard Dr. >Park parking .

健行社
負責人：詹元稹

  

自從台加成立、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以來，許多愛好室外、野外活

動的人，便自動自發的三五成群的組隊登山健行。1997年侯武彰

先生成立了健行社。2000年侯武彰回流，由詹元稹接下這個担子

迄今。起初參加的人都是勇，自從走的多是 難度的行程，到侯

武彰時期，每星期六上、下午各走一次行程。現在則是：每次健

行一早上，接著是聚餐(自由參加) 。可見健行社的行程由艱難走

向溫和。參加健行不用報名，只要按會訊所示的集合時間、地點

來參加便可。號稱風、雨、雪無阻，事實上太壞的天氣，健行也

會取消。團體健行的好處就是人多胆大，大家一齊行動，不會有

危險的顧忌。多人談話的聲音，會使附近的動物避開。


健行社自詡：[走盡大小三山五嶽，吃遍菲沙南北名菜] ，每個人

來參加都是要鍛鍊身体和呼吸新鮮空氣，享受大的溫的天然資源。

健行後聚餐，自由參加。社員當中對於點菜有心得的人都會自動

協助，所以這個健行、午餐是許多人每個星期期待的一個活動。

許多人喜歡參加健行，但是不願意開車，因此能找到人共乘，是

夠運氣的。來參加幾次，在同好中也許可以找到共乘者。健行中，

大家交換信息，對於新來的移民有很大的幫助。有著先輩、後進

的支援當領隊，十多年來，我們的活動繼續在進行。人員有更替。

參加的人數有少至數人，多至60人。健行的地點，夏天多半選擇

山區樹林，避免日灑，冬天則選擇平地、市區、河邊和海岸。夏

天有時也到外島或較遠的步道去健行。另外，我們也安排比較高

難度的行程以滿足勇腳仔的需求。玩樂兼運動是我們的宗旨，我

們也有參雜划獨木舟的健行和体會curling的活動。Vancouver Sun 

Run 這個贊助公益的年度活動我們也組隊參加，穿著台灣隊的汗

衫走出去。


除了大地區週末定期的健行，有時也舉辦短期的旅遊/健行，如

Garibaldi provincial park, Mt. Baker, Cascade loop…   健行社歡迎新

雨舊知來參加。 

 109 
Walks (km)

十月一日 
週六9:15am

Boundary Bay


South Delta

64 8 詹元稹


581-6191.

Hwy 99 S>hwy 17AS>56 St. S>12 Ave E> 

boundary Bay Rd. > Regional Park Parking

十月八日 
週六9:15am

Poco Trail


Port Coquitlam

28 8 高騰輝 
207-0533

#7 Lougheed HWY>Shaughnessy St. 

(S)>Lions way>Lions park
十月十五日 
週六9:15 am

Belcarra Regional 

Park, Port Moody

24 5.5 胡正福 
882-8061

Ioco Rd>1st Ave.>Bedwell Bay Rd.>Picnic 

area parking

十月廿二日週

六9:15 am

Semiahmoo Heritage 

TrailSouth Surrey

8 詹元稹 
581-6191

#99 HWY(exit 10)  >King George 

>Crescent Rd> 3530 144 St., Elgin Centre

十月廿九日 
周六9:15 am

Derby Reach/Fort 

Langley,Langley


10
胡正福 
882-8061

Hwy #1 (exit 58) >96th Ave.(E)>208 

Ave.>Allard Dr. >Park parking .

健行社
負責人：詹元稹

高爾夫球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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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加有兩個非常特別社團，那就是高爾夫球俱樂部與保齡

球俱樂部。兩個社團分別集合了一群有共同嗜好，志同道

合的球友們。他們有熱愛保齡球的、有熱衷於小白球的，

有喜歡大溫地區好山好水美麗自然風景，有喜歡與好友一

起相聚出遊的，他們分別成立了台加保齡球俱樂部與高爾

夫球俱樂部，除了固定會員，也有臨時呼朋引伴。雖然活

動地點不在台加文化協會教室裡，多年來每週聚在一起。

保齡球俱樂部每週日上午10點在球館練球，歡迎新手加入。

高爾夫球俱樂部只要天氣許可，每週都有球敘，每個月也

有例賽，足跡踏遍溫哥華多個球場，在許多場地都可以看

到他們打高爾夫球的英姿。

負責人：李友志


時間：星期日10:00am-12:30pm


地點：The Zone Bowling球館


#180 - 14200 Entertainment Blvd, Richmond

保齡球俱樂部

自從租戶Kerisdale Heating搬走後，原先當倉庫/

工廠用的空間一直閒置著。後來有人贈送球桌，

後來就有人打起球來了。漸漸的，桌子也多了，

人也多了，桌球社逐漸形成。 
由於倉庫的設備，當作桌球室很不理想，桌球社

的核心人員便當義工，鋪地板、油漆牆壁、加上

燈光，以極少的費用，把場地的品質，大大的提

昇。現在有四張桌子，可供八人同時使用。 
經營採自主管理，目前繳年費的會員約有75人，

也有按次繳費來參加的人。上午打球的人很多，

必須排隊。下午比較寬鬆。除了台加上班時間開

放外，另外星期二、四晚上、星期六也開放，方

便上班族。 
桌球社也提供台灣學校的桌球課，教導桌球入門。

同時也有人提供成人教學訓練。每年至少辦一次

比賽，邀請外界球友切磋球藝，互相觀摩

桌球聯誼社
負責人：詹元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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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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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台加成立、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以來，許多愛好室外、野外活

動的人，便自動自發的三五成群的組隊登山健行。1997年侯武彰

先生成立了健行社。2000年侯武彰回流，由詹元稹接下這個担子

迄今。起初參加的人都是勇，自從走的多是 難度的行程，到侯

武彰時期，每星期六上、下午各走一次行程。現在則是：每次健

行一早上，接著是聚餐(自由參加) 。可見健行社的行程由艱難走

向溫和。參加健行不用報名，只要按會訊所示的集合時間、地點

來參加便可。號稱風、雨、雪無阻，事實上太壞的天氣，健行也

會取消。團體健行的好處就是人多胆大，大家一齊行動，不會有

危險的顧忌。多人談話的聲音，會使附近的動物避開。


健行社自詡：[走盡大小三山五嶽，吃遍菲沙南北名菜] ，每個人

來參加都是要鍛鍊身体和呼吸新鮮空氣，享受大的溫的天然資源。

健行後聚餐，自由參加。社員當中對於點菜有心得的人都會自動

協助，所以這個健行、午餐是許多人每個星期期待的一個活動。

許多人喜歡參加健行，但是不願意開車，因此能找到人共乘，是

夠運氣的。來參加幾次，在同好中也許可以找到共乘者。健行中，

大家交換信息，對於新來的移民有很大的幫助。有著先輩、後進

的支援當領隊，十多年來，我們的活動繼續在進行。人員有更替。

參加的人數有少至數人，多至60人。健行的地點，夏天多半選擇

山區樹林，避免日灑，冬天則選擇平地、市區、河邊和海岸。夏

天有時也到外島或較遠的步道去健行。另外，我們也安排比較高

難度的行程以滿足勇腳仔的需求。玩樂兼運動是我們的宗旨，我

們也有參雜划獨木舟的健行和体會curling的活動。Vancouver Sun 

Run 這個贊助公益的年度活動我們也組隊參加，穿著台灣隊的汗

衫走出去。


除了大地區週末定期的健行，有時也舉辦短期的旅遊/健行，如

Garibaldi provincial park, Mt. Baker, Cascade loop…   健行社歡迎新

雨舊知來參加。 

 109 
Walks (km)

十月一日 
週六9:15am

Boundary Bay


South Delta

64 8 詹元稹


581-6191.

Hwy 99 S>hwy 17AS>56 St. S>12 Ave E> 

boundary Bay Rd. > Regional Park Parking

十月八日 
週六9:15am

Poco Trail


Port Coquitlam

28 8 高騰輝 
207-0533

#7 Lougheed HWY>Shaughnessy St. 

(S)>Lions way>Lions park
十月十五日 
週六9:15 am

Belcarra Regional 

Park, Port Moody

24 5.5 胡正福 
882-8061

Ioco Rd>1st Ave.>Bedwell Bay Rd.>Picnic 

area parking

十月廿二日週

六9:15 am

Semiahmoo Heritage 

TrailSouth Surrey

8 詹元稹 
581-6191

#99 HWY(exit 10)  >King George 

>Crescent Rd> 3530 144 St., Elgin Centre

十月廿九日 
周六9:15 am

Derby Reach/Fort 

Langley,Langley


10
胡正福 
882-8061

Hwy #1 (exit 58) >96th Ave.(E)>208 

Ave.>Allard Dr. >Park parking .

健行社
負責人：詹元稹

  

自從台加成立、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以來，許多愛好室外、野外活

動的人，便自動自發的三五成群的組隊登山健行。1997年侯武彰

先生成立了健行社。2000年侯武彰回流，由詹元稹接下這個担子

迄今。起初參加的人都是勇，自從走的多是 難度的行程，到侯

武彰時期，每星期六上、下午各走一次行程。現在則是：每次健

行一早上，接著是聚餐(自由參加) 。可見健行社的行程由艱難走

向溫和。參加健行不用報名，只要按會訊所示的集合時間、地點

來參加便可。號稱風、雨、雪無阻，事實上太壞的天氣，健行也

會取消。團體健行的好處就是人多胆大，大家一齊行動，不會有

危險的顧忌。多人談話的聲音，會使附近的動物避開。


健行社自詡：[走盡大小三山五嶽，吃遍菲沙南北名菜] ，每個人

來參加都是要鍛鍊身体和呼吸新鮮空氣，享受大的溫的天然資源。

健行後聚餐，自由參加。社員當中對於點菜有心得的人都會自動

協助，所以這個健行、午餐是許多人每個星期期待的一個活動。

許多人喜歡參加健行，但是不願意開車，因此能找到人共乘，是

夠運氣的。來參加幾次，在同好中也許可以找到共乘者。健行中，

大家交換信息，對於新來的移民有很大的幫助。有著先輩、後進

的支援當領隊，十多年來，我們的活動繼續在進行。人員有更替。

參加的人數有少至數人，多至60人。健行的地點，夏天多半選擇

山區樹林，避免日灑，冬天則選擇平地、市區、河邊和海岸。夏

天有時也到外島或較遠的步道去健行。另外，我們也安排比較高

難度的行程以滿足勇腳仔的需求。玩樂兼運動是我們的宗旨，我

們也有參雜划獨木舟的健行和体會curling的活動。Vancouver Sun 

Run 這個贊助公益的年度活動我們也組隊參加，穿著台灣隊的汗

衫走出去。


除了大地區週末定期的健行，有時也舉辦短期的旅遊/健行，如

Garibaldi provincial park, Mt. Baker, Cascade loop…   健行社歡迎新

雨舊知來參加。 

 109 
Walks (km)

十月一日 
週六9:15am

Boundary Bay


South Delta

64 8 詹元稹


581-6191.

Hwy 99 S>hwy 17AS>56 St. S>12 Ave E> 

boundary Bay Rd. > Regional Park Parking

十月八日 
週六9:15am

Poco Trail


Port Coquitlam

28 8 高騰輝 
207-0533

#7 Lougheed HWY>Shaughnessy St. 

(S)>Lions way>Lions park
十月十五日 
週六9:15 am

Belcarra Regional 

Park, Port Moody

24 5.5 胡正福 
882-8061

Ioco Rd>1st Ave.>Bedwell Bay Rd.>Picnic 

area parking

十月廿二日週

六9:15 am

Semiahmoo Heritage 

TrailSouth Surrey

8 詹元稹 
581-6191

#99 HWY(exit 10)  >King George 

>Crescent Rd> 3530 144 St., Elgin Centre

十月廿九日 
周六9:15 am

Derby Reach/Fort 

Langley,Langley


10
胡正福 
882-8061

Hwy #1 (exit 58) >96th Ave.(E)>208 

Ave.>Allard Dr. >Park parking .

健行社
負責人：詹元稹

高爾夫球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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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加有兩個非常特別社團，那就是高爾夫球俱樂部與保齡

球俱樂部。兩個社團分別集合了一群有共同嗜好，志同道

合的球友們。他們有熱愛保齡球的、有熱衷於小白球的，

有喜歡大溫地區好山好水美麗自然風景，有喜歡與好友一

起相聚出遊的，他們分別成立了台加保齡球俱樂部與高爾

夫球俱樂部，除了固定會員，也有臨時呼朋引伴。雖然活

動地點不在台加文化協會教室裡，多年來每週聚在一起。

保齡球俱樂部每週日上午10點在球館練球，歡迎新手加入。

高爾夫球俱樂部只要天氣許可，每週都有球敘，每個月也

有例賽，足跡踏遍溫哥華多個球場，在許多場地都可以看

到他們打高爾夫球的英姿。

負責人：李友志


時間：星期日10:00am-12:30pm


地點：The Zone Bowling球館


#180 - 14200 Entertainment Blvd, Richmond

保齡球俱樂部

自從租戶Kerisdale Heating搬走後，原先當倉庫/

工廠用的空間一直閒置著。後來有人贈送球桌，

後來就有人打起球來了。漸漸的，桌子也多了，

人也多了，桌球社逐漸形成。 
由於倉庫的設備，當作桌球室很不理想，桌球社

的核心人員便當義工，鋪地板、油漆牆壁、加上

燈光，以極少的費用，把場地的品質，大大的提

昇。現在有四張桌子，可供八人同時使用。 
經營採自主管理，目前繳年費的會員約有75人，

也有按次繳費來參加的人。上午打球的人很多，

必須排隊。下午比較寬鬆。除了台加上班時間開

放外，另外星期二、四晚上、星期六也開放，方

便上班族。 
桌球社也提供台灣學校的桌球課，教導桌球入門。

同時也有人提供成人教學訓練。每年至少辦一次

比賽，邀請外界球友切磋球藝，互相觀摩

桌球聯誼社
負責人：詹元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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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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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慢性疾病自我管理的能力"系列課程是由史坦福大學醫學院

創編，已在世界近40個國家舉辦，卑斯省(BC)至今也已超過20, 000

人參加。 因成效卓著，衛生廳2010年開始， 委由維多利亞大學

免費將此課程推廣至大溫華人社區。台加於2011年引進此課程。

參加的會員踴躍也深感受益。


2013年10月，BC省的中文課程第100期，適逢於台加舉行，課程

結束後維多利亞大學也於台加舉辦了精彩熱鬧的慶祝會，有來自

各社區的合作夥伴中僑，中信, Mosaic，library等代表及學員近百

人參加，由華語課程coordinator Dr. Courtney Kang主持。20多年前

將此課程引介入加拿大的Dr. Patric McGowan也特別與會，感謝支

持此課程的各社團和帶領組長們， 將此課程帶向一個新的里程碑。

“培養慢性疾病自我管理的能力”課程內容廣泛實用，學員可以

學習到如何： 建立健康飲食習慣，積極做適合自己的運動，了解

並調整負面情緒，放鬆身心，防止跌倒，改善睡眠，與醫護人員

做更有效的溝通，製定健康目標與可行的計劃，切實付諸行動，

與解決發生的問題等等。慢性病與生活習慣息息相關， 如果日常

生活中能靈活的運用這些所學的技巧和方法，定能幫助自己成為

一個積極的自我健康管理者，提升在慢性病狀態中的生活品質。

上課方式是由組長解說， 再帶領學員參與討論， 集思廣益，經驗

分享，常在互學互動，活潑的氣氛中欲罷不能每週製訂的行動計

劃，最能鼓舞學員”起而行”，將以前想做或想改變的，開始跨

出第一步，增加了”化知識為行動”的能力和信心，也藉由行動

慢慢建立起健康的習慣和生活形態。

慢性疾病自我管理
負責人：洪考貞

整脊物理治療黃威傑醫師七年多來非常有耐心教大家如何自我

保健及減緩常見疼痛，內容包括頸部、肩部、腰部、臀部、腿

部及腳不等的復健。平常若沒有疼痛問題也可以自我保養，如

強化肌肉、拉筋、訓練平衡感等。


現代人較多時間坐在電腦桌前，缺乏運動，壓力又大，肌肉容

易緊繃或疲勞。復健操可以促進血液循環，鎮定緊張的神經，

搭配呼吸調息，達到放鬆身心效果，緩減壓力，改善睡眠品質，

若持之以恆，對健康有很多的好處。


台加復健運動操的課程是每個月上一次課，在星期日上午10:30-

11:30am，歡迎有興趣者一起來運動。

復健運動操 負責人：黃威傑醫師


時間：星期日上午10:30am-11:30am


光陰荏苒，轉眼間「台加」即將過25歲生日，太極拳社生根也超過21年，在

此茁壯開枝散葉。多年來，拳社推廣正宗鄭子太極，習者無數，都能如祈獲得

健康與強壯。時光變遷，早期學員多數回流台灣，少數停留溫哥華，大家如候鳥般，

夏暑居溫哥華，冬寒則返台灣，無論身居何處，遇學員時總見神彩奕奕、充滿活力

之態，令人欣慰，見證太極確實帶給人們健康與美好人生。「台加鄭子太極拳社」，

每週六早10:00~12:00開課，其間老學員切磋拳藝，新學員樂學新技，大家其樂融融，

共同目的就是「快樂」地學拳，獲得「健康」的身體。少數嚮往太極奧妙，追求「上

層功夫」者，拳社也不讓失望，助其獲取數面世界級太極推手比賽「金牌」而歸。

太極拳的精髓在於體用一致，身心合一，太極的健康和功夫是一體兩面，太極真功

夫是磨出來的功夫，就如磨刀一樣，磨出鋒利的刀是體，切菜削果是用，一把鋒利

的刀，自然能用於切菜(健康)，亦能用於防衛(功夫)。太極拳鍛鍊目的，即在使體內

精、氣、神充足，拳經曰:[一舉動，周身俱要輕靈，氣宜鼓蕩，神宜內斂…]，經肢

體運動，刺激人體元氣的匯集和鼓蕩，體內的宗氣、衛氣、元氣充滿全身，貫串於

全身經脈，營養各器官的功能作用。太極拳的修煉，在於動中求靜，動靜相應，陰

陽相濟，身心一致，生命能量源源不斷、無止無休地滋生。 經常鍛鍊鬆沉、內歛，

生命之泉便得清淨、中和，生生不息，生機無限。望「台加鄭子太極拳社」的新舊

學員，都能得到太極真締，如經論十三勢歌所云:[ 若言體用何為準，意氣君來骨肉

臣；詳推用意終何在，益壽延年不老春]。
今欣逢台加文化協會25周年慶，祈望協會蓬勃發展，更上一層樓。並感謝長期資訊

推廣，提供場地，嘉惠習者健康，造福大眾。

台加文化協會鄭子太極拳社 沈于順  吳明芳  

鄭子太極社
老師：沈于順＆吳明芳


時間：A班星期四 1:00pm-2:30pm


 B班星期六10:00am-12:00PM

拖


天


壓


地


式


金 


雞


獨


立


式

The class size varies from 2-8 student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read some 
English in the newspaper and we then talk about it and what it means.  This class 
has been a lovely experience for me as  I have learned a great deal and shared 
some events in my life. It was fascinating to me to explain a niece’s  wedding that 
we attended in Mexico. I also explained about our wedding rings and the gifts one 
gives. A student asked me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different  term often used on 
the traffic report… … ...head on,  side swipe, fender bender, rear ender, and other 
terms. All these terms that I take for granted can be quite perplexing to somebody 
learning the language. As a class we would then look at the sentence  and see if 
the words were used correctly for both  grammar and meaning. It was also 
important that the flow of the sentence moved smoothly. At Christmas I brought in 
some baking that my  wife did. I explain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hortbread  and 
poor man’s shortbread. I also discovered that our families had a sweet tooth in 
comparison to my students.  I feel blessed to have had this wonderful experience
and give my thanks. I also thank the members of the Taiwanese Cultural Centre for 
your welcome and  inclusion in other events. I look forward to questions  coming 
out of the future classes. 

園藝盆栽社

負責人：張鍾玲

時間：10月15日6pm-7pm


主題：1. 高源雄老師


講解日照植物的開花習


性及整枝法(園藝部分）


2. 王永輝老師

樹勢衰弱的原因及其恢


復法(盆栽部分) 


兩位老師都有三、四十年的專

業經驗，歡迎加入園藝社捻花弄

草，享受無可言喻的快樂，期

間還有會員之間的聯誼活動，

共同分享園藝與日常生活中樂

趣，並每年都舉行一連兩天的

盆栽展。

時事英文班 老師：Charles Mclarty


上課時間：星期二 1:00p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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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荏苒，轉眼間「台加」即將過25歲生日，太極拳社

生根也超過21年，在此茁壯開枝散葉。多年來，拳社推

廣正宗鄭子太極，習者無數，都能如祈獲得健康與強壯。

時光變遷，早期學員多數回流台灣，少數停留溫哥華，

大家如候鳥般，夏暑居溫哥華，冬寒則返台灣，無論身

居何處，遇學員時總見神彩奕奕、充滿活力之態，令人

欣慰，見證太極確實帶給人們健康與美好人生。「台加

鄭子太極拳社」，每週六早10:00~12:00開課，其間老

學員切磋拳藝，新學員樂學新技，大家其樂融融，共同

目的就是「快樂」地學拳，獲得「健康」的身體。少數

嚮往太極奧妙，追求「上層功夫」者，拳社也不讓失望，

助其獲取數面世界級太極推手比賽「金牌」而歸。 
太極拳的精髓在於體用一致，身心合一，太極的健康和

功夫是一體兩面，太極真功夫是磨出來的功夫，就如磨

刀一樣，磨出鋒利的刀是體，切菜削果是用，一把鋒利

的刀，自然能用於切菜(健康)，亦能用於防衛(功夫)。 
太極拳鍛鍊目的，即在使體內精、氣、神充足，拳經

曰:[一舉動，周身俱要輕靈，氣宜鼓蕩，神宜內斂…]，
經肢體運動，刺激人體元氣的匯集和鼓蕩，體內的宗氣、

衛氣、元氣充滿全身，貫串於全身經脈，營養各器官的

功能作用。太極拳的修煉，在於動中求靜，動靜相應，

陰陽相濟，身心一致，生命能量源源不斷、無止無休地

滋生。  經常鍛鍊鬆沉、內歛，生命之泉便得清淨、中

和，生生不息，生機無限。望「台加鄭子太極拳社」的

新舊學員，都能得到太極真締，如經論十三勢歌所云:[ 

若言體用何為準，意氣君來骨肉臣；詳推用意終何在，

益壽延年不老春]。


今欣逢台加文化協會25周年慶，祈望協會蓬勃發展，更

上一層樓。並感謝長期資訊推廣，提供場地，嘉惠習者

健康，造福大眾。 

台加文化協會鄭子太極拳社 
沈于順  吳明芳   

鄭子太極社 老師：沈于順＆吳明芳


時間：A班 星期四 1:00pm-2:30pm


         B班 星期六10:00am-12:00PM

拖


天


壓


地


式


金 


雞


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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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慢性疾病自我管理的能力"系列課程是由史坦福大學醫學院

創編，已在世界近40個國家舉辦，卑斯省(BC)至今也已超過20, 000

人參加。 因成效卓著，衛生廳2010年開始， 委由維多利亞大學

免費將此課程推廣至大溫華人社區。台加於2011年引進此課程。

參加的會員踴躍也深感受益。


2013年10月，BC省的中文課程第100期，適逢於台加舉行，課程

結束後維多利亞大學也於台加舉辦了精彩熱鬧的慶祝會，有來自

各社區的合作夥伴中僑，中信, Mosaic，library等代表及學員近百

人參加，由華語課程coordinator Dr. Courtney Kang主持。20多年前

將此課程引介入加拿大的Dr. Patric McGowan也特別與會，感謝支

持此課程的各社團和帶領組長們， 將此課程帶向一個新的里程碑。

“培養慢性疾病自我管理的能力”課程內容廣泛實用，學員可以

學習到如何： 建立健康飲食習慣，積極做適合自己的運動，了解

並調整負面情緒，放鬆身心，防止跌倒，改善睡眠，與醫護人員

做更有效的溝通，製定健康目標與可行的計劃，切實付諸行動，

與解決發生的問題等等。慢性病與生活習慣息息相關， 如果日常

生活中能靈活的運用這些所學的技巧和方法，定能幫助自己成為

一個積極的自我健康管理者，提升在慢性病狀態中的生活品質。


上課方式是由組長解說， 再帶領學員參與討論， 集思廣益，經驗

分享，常在互學互動，活潑的氣氛中欲罷不能每週製訂的行動計

劃，最能鼓舞學員”起而行”，將以前想做或想改變的，開始跨

出第一步，增加了”化知識為行動”的能力和信心，也藉由行動

慢慢建立起健康的習慣和生活形態。


慢性疾病自我管理
負責人：洪考貞

整脊物理治療黃威傑醫師七年多來非常有耐心教大家如何自我

保健及減緩常見疼痛，內容包括頸部、肩部、腰部、臀部、腿

部及腳不等的復健。平常若沒有疼痛問題也可以自我保養，如

強化肌肉、拉筋、訓練平衡感等。


現代人較多時間坐在電腦桌前，缺乏運動，壓力又大，肌肉容

易緊繃或疲勞。復健操可以促進血液循環，鎮定緊張的神經，

搭配呼吸調息，達到放鬆身心效果，緩減壓力，改善睡眠品質，

若持之以恆，對健康有很多的好處。


台加復健運動操的課程是每個月上一次課，在星期日上午10:30-

11:30am，歡迎有興趣者一起來運動。

復健運動操 負責人：黃威傑醫師


時間：星期日上午10:30am-11: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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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台加文化協會邁入溫哥華的第25個年頭!遊子在

異鄉打拼已不容易，而台灣人要在另一個國度為台灣

文化推廣交流與紮根，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十鼓擊樂團是來自台灣台南的傳創鼓樂，由謝十老師

在 2000 年的春天成立，希望打造一套屬於台灣的鼓

樂。因此，十鼓的創作作品，皆是以台灣的歷史、風

景、人文故事為創作題材。「十鼓」的涵義是延續創

辦人創團的精神，「十」字代表藉著兩支鼓棒交疊一

起，賦予鼓樂更大的生命力，同時也象徵十鼓匯集十

方的能量，共同凝聚一股團結的力量，希望台灣人可

以擁有共同對台灣文化的珍惜，而擁有共同的未來和

期望。


 因為種種的因緣際會和台加的牽成，十鼓TEN DRUM CANADA 在2013年首次來到溫哥華駐點推廣，成為

海外第一個有來自十鼓資深教師長期駐點的地方，感恩台加以及溫哥華朋友們的愛護，十鼓TEN DRUM 

CANADA 在進駐溫哥華的同年開始順利開課招生、並不定期受台加邀請，參與台灣學校春夏營隊授課至今

三年多，期間也陸續開始有各種非商業性的文化交流表演機會。 

TEN DRUM CANADA 也期許自己能學習台加在地耕耘的精神，為推廣台灣藝文在溫哥華盡一份棉力，對十

鼓TEN DRUM CANADA 來說，溫哥華的人物力資源不比在台灣推廣的容易，未來還需要時間累積經驗、用

耕耘的心在溫哥華推廣來自台灣的鼓樂。 

十鼓用獨創的運動節奏，讓打鼓、學節奏變得簡單容易，而十鼓TEN DRUM CANADA現在利用這個機會，

傳達希望持續招募對台灣鼓樂愛好的長期夥伴，如果你/妳是喜歡傳統鼓樂、對擊鼓運動有興趣、喜歡表

演、就算練鼓手破皮、起水泡、長繭，還是喜歡打鼓的人，甚至是單純喜歡台灣的朋友，不需要擁有相關

的經歷，都可以來信和我們聯絡細節!  我們歡迎你/妳加入十鼓TEN DRUM CANADA 的團隊! 

祝福台加 25 週年募款晚會圓滿成功 

十鼓 TEN DRUM 
負責人：黃鈺惠



一個下午，發現你可能的未來。

未來 
= 工作 x 家庭2

時間 

9/10（六）15:30 開始

地點 

Scottish Cultural Centre 
8886 Hudson St, Vancouver, BC V6P 4M9

票價 

大人$15（包含三個講座+晚餐）同行小孩免費入場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TCCS

Celebrate our Future

把小孩交給我們設計的遊玩時間， 

三個啟發人生動力的講座，

配上台灣道地小吃，

開啟人與人之間的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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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L
unar New Year!

Year of 
Monkey!!

Saturday, Feb. 20, 11:30AM –  7:30PM
Vancouver Alpen Club

4875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Admission: General $10 / Seniors & Students $5 / Children under 5 Free

Tickets & info: VAC     604-874-3811 / www.vancouveralpenclub.ca
     TCCS    604-267-0901 / www.tccs.ca

German Taiwanese Festival
台德美食啤酒節

A cross-cultural event featuring German and Taiwanese cuisines, 
beer, music, dance, crafts and more!
繼去年大家津津樂道的台德香腸豬腳啤酒節 ,今年將有更精彩的現
場台灣、德國、瑞士、奧地利的音樂、舞蹈、手工藝攤位…

Proudly Presented by
Vancouver Alpen Club &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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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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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 Open House Showcases, Worksho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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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蘭文化中心

Scottish Cultural Centre, 
8886 Hudson St, Vancouver

Marpole Dance Festival
2016馬寶舞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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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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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布
之
美

服
裝
走
秀

台
灣

Taiwanese Traditional Textile
Fashion Show 

2015 TCCS Fundraising Gala
台加文化協會募款餐會

9 月 19 日 (六 ) 晚上 6:00pm
Sept. 19th, Saturday @ 6:00pm

Hellenic Community Centre
4500 Arbutus, Vancouver

Ticket $120 ($60 tax deductible)
For more info: www.tccs.ca

                         604-267-0901

A Bridge to Taiwan – Series of Taiwanese  lms

at Taiwanese Cultural Centre (8853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Info: 604-267-0901  www.tccs.ca

This series of 28 Taiwanese  lms provide the easy access to the best of Taiwan cinema and the most entertaining way to know Taiwan’s 

history, literature,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complex culture background.

Proudly presented by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  ce, Vancouver &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explorASIAN

May
2015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

暗戀桃花源 1pm
兒子的大玩偶 7pm

2

海鷗飛處 10am

Kano 7pm

3

戀戀風塵 7pm

4

三鳳震武林 1pm
大輪迴 3pm

5

戀戀風塵 1pm
海角七號 3:40pm

6

回來安平港 10am
返家八千里 3:30pm
魔法阿媽 4:30pm

7

父後七日 1pm
闔家觀賞 3pm
片刻暖和 3:30pm

8

秋決 10am
愛情萬歲 7pm

9

10 11 12 13 14

金色玫瑰 1pm
畫影 1:35pm
回來安平港 2:30pm

15

替生/醫生 10:30am
有人只在快樂的時
候跳舞 1pm
替生 2pm

16

17 18 19

一八九五 4pm

20

夢幻部落 1:30pm

21

熱帶魚 3:30pm

22

石頭夢 10am
海鷗飛處 4pm

Kano 7pm

23

簡單作業 10:30am
魔法阿媽 10:45am
一八九五 7pm

24

熱帶魚 2pm
當愛來的時候 4pm

31

海角七號 2pm

25

父後七日 1pm
種樹的男人 3:30pm
秋決 7pm

26

替生 /醫生 1:15pm
暗戀桃花源 3pm

27

愛情萬歲 1pm
有人只在快樂的時
候跳舞 4pm
替生 5:10pm

28

闔家觀賞 1pm
片刻暖和 1:30pm
替生 2pm

29

金色玫瑰 1pm
畫影 1:35pm
種樹的男人 4pm
返家八千里 7pm

30

當愛來的時候 10am
兒子的大玩偶 7pm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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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感恩 BBQ 派對
沙灘排球  散步  BBQ  遊戲  看夕陽

台加誠摯感謝所有的社團負責人、講師、義工、以及贊助者
因為有您們的熱忱付出與支持

台加活動才得以圓滿進行
台加理念才得以順利推動

請一起來參加夏日感恩 BBQ 派對

享受燒烤、沙灘排球、 海邊散步、談天說地、欣賞夕陽   

時 間 : 2015 年 8 月 30 日 (日 ) 4pm - 8pm
地 點 : Locarno Park, 4445 NW Marine Drive, Vancouver
       (UBC 山腳下海灣沙灘公園，遙望西北溫山景、市中心與看夕陽之最佳景點 )
RSVP: 8 月 25 日 (二 )前，請聯絡 604-267-0901，謝謝您！

台加文化協會 敬邀

夏日感恩 BBQ 派對
沙灘排球  散步  BBQ  遊戲  看夕陽

台加誠摯感謝所有的社團負責人、講師、義工、以及贊助者
因為有您們的熱忱付出與支持

台加活動才得以圓滿進行
台加理念才得以順利推動

請一起來參加夏日感恩 BBQ 派對

享受燒烤、沙灘排球、 海邊散步、談天說地、欣賞夕陽   

時 間 : 2015 年 8 月 30 日 (日 ) 4pm - 8pm
地 點 : Locarno Park, 4445 NW Marine Drive, Vancouver
       (UBC 山腳下海灣沙灘公園，遙望西北溫山景、市中心與看夕陽之最佳景點 )
RSVP: 8 月 25 日 (二 )前，請聯絡 604-267-0901，謝謝您！

台加文化協會 敬邀

夏日感恩 BBQ 派對
沙灘排球  散步  BBQ  遊戲  看夕陽

台加誠摯感謝所有的社團負責人、講師、義工、以及贊助者
因為有您們的熱忱付出與支持

台加活動才得以圓滿進行
台加理念才得以順利推動

請一起來參加夏日感恩 BBQ 派對

享受燒烤、沙灘排球、 海邊散步、談天說地、欣賞夕陽   

時 間 : 2015 年 8 月 30 日 (日 ) 4pm - 8pm
地 點 : Locarno Park, 4445 NW Marine Drive, Vancouver
       (UBC 山腳下海灣沙灘公園，遙望西北溫山景、市中心與看夕陽之最佳景點 )
RSVP: 8 月 25 日 (二 )前，請聯絡 604-267-0901，謝謝您！

台加文化協會 敬邀

夏日感恩 BBQ 派對
沙灘排球  散步  BBQ  遊戲  看夕陽

台加誠摯感謝所有的社團負責人、講師、義工、以及贊助者
因為有您們的熱忱付出與支持

台加活動才得以圓滿進行
台加理念才得以順利推動

請一起來參加夏日感恩 BBQ 派對

享受燒烤、沙灘排球、 海邊散步、談天說地、欣賞夕陽   

時 間 : 2015 年 8 月 30 日 (日 ) 4pm - 8pm
地 點 : Locarno Park, 4445 NW Marine Drive, Vancouver
       (UBC 山腳下海灣沙灘公園，遙望西北溫山景、市中心與看夕陽之最佳景點 )
RSVP: 8 月 25 日 (二 )前，請聯絡 604-267-0901，謝謝您！

台加文化協會 敬邀

January 6 -28, 2014
The first time ever seen in UBC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www.tccs.ca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VANCOUVER
www.roc-taiwan.org/ca/yv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rving K Barber Learning Centre, Vancouver Campus, 1961 East Mall

Experience the original 
and exquisite beauty of 
Taiwan’s art.
Aboriginal Culture
Contemporary Design
Crafted Masterpieces
Fin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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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繪華 魚的印記 2016  20F 油彩

 
紀千景_荷 2013_10F 油彩 

                                                  

 

 

 

紀千景－董繪華－王麗珍 個 展

展覽時間：2016/10/24~10/29 

展覽地點：台加文化協會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8853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P4J6 
Phone：604-2670901 

開放時間：

Monday-Friday 9:00~17:30 

Saturday:10:00~17:00 
王麗珍 漫遊邊界 2014  62ｘ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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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PER WIR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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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Your Advantage 

倫敦理財提供多家
財務機構的全面理財服務﹕

●個人人壽保險
●個人傷病保險
●個人危疾保險
●個人醫療保險
●商業保險
●保本投資基金﹑RRSP
●年金﹑RRIF及LIF
●團體保險
●僱員退休計劃
●房屋貸款
●終身收益保障基金
●免稅儲蓄帳戶

Freedom 55 Financial offers the following products 
from a range of financial companies:

• Individual life insurance
• Individual disability insurance
• Individual critical illness insurance
• Individual health and dental insurance
• Business insurance
• Segregated funds, RRSPs
• Annuities, RRIFs and LIFs
• Group insurance
• Group retirement plans
• Mortgages
• Lifetime Income Benefit
• TFSA

Freedom 55 Financial is a division of 
Londo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倫敦理財為加拿大倫敦人壽保險公司之附屬部門

十多年投資理財經驗
為您設身處地著想

郭  重  容 Emily C.J. Kuo  MBA

Financial Security Advisor

Suite 2 , 47 0 Kingsway, Metrotower 
Burnaby, British Columbia V5H 
Office 604-438-1232, ext. 247
Fax 604-438-7799 Cell:604-841-6228
emily.kuo@

Focus on 
Your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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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9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BC ( )

Closed on Sunday

604-322-5088

加拿大海文學院 The Haven, 具BC省教育部認證專業資歷之機構，以其專業地位在加拿大、
北美及全球都享有盛譽，常年舉辦身心靈成長和心理諮詢專業課程。

欣逢台加文化協會25週年慶
祝賀：會務昌隆，造福人群

10月29日：溝通工具箱工作坊
10月30日：關係工具箱工作坊

地點：台加文化協會 報名請洽：www.haven.ca 或致電1 800 222 9211 轉分機 1

每日＄30

Vancouver Formosa Academy

Building Bridges to Success!

25
 Supporting Immigrants Rooting Canada!!

Egret Music Centre
Proudly presents

Egret Choir 20th
Anniversary Concert

2:00 PM, Monday, October 10th, 2016
Unitarian Church of Vancouver

 (49th Ave. @ Oak)

Sharing Our Joy and Love 
with Choral Music from Formosa

Free Admission
604-228-1638 / 604-436-5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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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acebook.com/GogetGroup gogetgroup.com

BREAK GROUND 

HPO Licensed 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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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SA免稅投資帳戶 - 您知道嗎﹖

加拿大國家考試及格

卑詩省註冊家庭牙醫

美國賓州大學牙周病學碩士

美國賓州大學牙周補綴專科醫師

美國賓州大學人工植牙專科醫師

前台北臺安醫院牙科主治醫師

20

Walter   

Cell 778-996-4832

Joanne

Cell 604-817-0366

$226,000, #2350 3700 No. 3 Road, Richmond
2 333 2008

$319,000, #105/115 6100 Buswell Street,Richmond
23

$928,000 #105/115 6100 Buswell Street,Richmond 
1,320

201610_AD_mix1.indd   1201610_AD_mix1.indd   1 2016/9/28   下午 09:30:502016/9/28   下午 09:30:50



Since 1999 Youneed Enterprises Ltd

www.youneedmassagechair.com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3,4993,499

$4,299

$499 $59911$$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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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604-805-0809



VFFA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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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C

www.vfalinc.com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BUILDING BRIDGES TO SUCCESS                                                                       SINCECE E 198989

Trang 
50 Denison University 

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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