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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ouver Taiwanese Film Festival 台灣電影節

「國際台灣光雕地景藝術節」之曙光 - 記2017台南月津港燈節桃米

台灣現代音樂與民族音樂之推手 - 作曲家許常惠

台灣的尼加拉瀑布

為政壇新鮮人加油

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

Reading Taiwan – Taiwanese Literature
閱讀臺灣 - 臺灣現代文學經典

回首來處  / 野柳女王岩 /  祈禱

The Service of the Leaves 只為尋找井底那片月光

八田與一與嘉南大圳

善用自我康復的本能



Walk for Motherland
愛 母 親 說 母 語

 150    

 Community Walk around Deer Lake
 Celebrate Mother's Day and Motherland Taiwan!  
 Free event with fun game stations 
 featuring Taiwanese languages. 
 Family-friendly! 

  

時間：五⽉13⽇(六)下午 2pm - 5pm 
地點：Deer Lake Park, Burnaby 鹿湖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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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茶點。 
          歡迎於報到處洽詢印有加拿⼤建國150週年Logo及台灣青、台灣⾦圖案精美紀念T恤。 
查詢：台加文化協會 604-267-0901  / www.tccs.ca 
主辦：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大溫哥華台灣松齡會  白石台灣同鄉會  世界華商婦女會溫哥華分會 
         台加文化協會  北一女加拿大校友會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溫哥華分會  卑詩省台灣商會  
         溫哥華台灣媽媽團  溫哥華台灣爸爸團  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  菲沙谷台灣鄉親會  
贊助：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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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潮落

五千年的風姿

孤獨又寂寞

為眺望遠天的渺茫

召喚昔日的承諾

錯過了無數的春花秋月

美麗的夢

留下美麗的憂愁

歲月流逝，容顏岩化

但是，驛動的心

也能凝結成石嗎？

沿著海灣岬角

浪花層層，水鳥陣陣

正掀動

殷殷叮嚀 ……

與其讓海風恣意吹拂

雕塑寞落形象

在風波雲影裡

展示無奈的蒼桑

不如放下矜持

回歸人世

過恬淡自在的日子

野柳女王岩

圖文 /何康隆

*** 數度走訪野柳，但見海浪依然澎湃，流動的色彩依然飄

浮於海天交接處，在光迴韻旋中，內心的感觸依然起伏如潮。

*** 十七世紀西班牙人佔領台灣北部海岸，把所佔領之地稱

謂「Parian」，後來台音轉譯成「萬里」。萬里最著名的勝

景就是野柳。野柳是大屯山餘脈伸入海中 1700 公尺的岬角。

若從金山一帶遠眺，則猶如潛入大海中的巨龜，故又名「野

柳龜」。野柳的海岩層含有石灰岩的砂岩，并夾雜各種不規

則的結核塊，由於各種岩質的抗海蝕，風蝕的耐力不同，經

年累月後，才形成形態各異，崢嶸凹凸的怪石，諸如蕈狀石，

蜂窩，薑石，壼穴，燭台石，豆腐岩 …等等 。其中最突出

的是女王岩。美國布萊斯國家公園 (Bryce National Park) 
的遊客中心，所舉例全世界著名的「人形怪岩」(Hoodoos)，
野柳的女王岩是其中之一。

*** 野柳女王岩究竟有多少歲數 ?女王岩在地殼變動的過程

中，因受海水風吹差別浸蝕而逐漸形成今日的面貌。以其最

高部份不超過海拔 8 公尺來看，如果以台灣北部海岸地殼上

升速度 ，每年為2到4公釐來計算，則女王岩的自露出地表，

承受海水沖刷浸蝕以來， 應該不到五千年就可以升到目前

的高度。所以女王岩的年齡不超過 5000 歲。由於經年累月

受到海蝕，風吹，日曬，雨淋以及人手觸摸，其頸部愈來愈

細。2013 年的測量，女王岩頸部是 126 公分，相較於 2006
年所測量的 144 公分，足足減少 18 公分。依此下去，據估

計女王岩只有十至二十年健在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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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花朵繽紛盛開的五月，是加拿大一年一度的亞裔傳統月，也是象徵
思念親人故土的月份。今年母親節前一天午後，台裔社團將再次呼朋引
伴，一起到本拿比市的鹿湖公園，展開輕鬆趣味慶祝母親節的「愛母親
說母語」健行活動。我們也首次以「Walk	for	Motherland」為名，成
為explorASIAN亞裔傳統月節中的一個社區活動，為喚起不同族裔共同
來珍愛母語，尊重彼此，也珍惜加拿大和諧多元文化社會！	

在文化部與LA台灣書院的支持下，藉著亞裔傳統月節，台加將在台灣文
化中心舉行一連三週的「閱讀臺灣－臺灣現代文學經典」展出活動。除
了珍貴地作家紀錄片、文學電影欣賞及講座等，靜態展出也包含紐約哥
倫比亞大學發行的臺灣現代文學系列、文化部長期推動的文學作品英譯
書籍、當代臺灣文學英譯季刊、2017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出版品、文學電
影中文原著、珍珠板介紹台灣文學的發展階段作家照片等。請大家踴躍
前來觀賞，並廣邀第二代與對文學有興趣的英語讀者。

介紹台灣的人文藝術一直是台加月刊的重要指標之一，感謝廖武藏老師
從創刊以來，一路為我們書寫台灣早期本土畫家的專欄。這期間曾多次
接到讀者感恩的話語，由於時代的桎捁，多少默默孤獨耕耘，一般人大
都陌生的前輩畫家，終於像重新出土的寶藏。他們的人生與畫作，讓我
們在欣賞之餘，內心常有莫名的尊敬與悸動。感謝廖老師每個月花許多
時間與精神，以其對前輩畫家的珍惜景仰之情，及對美學的執著，從收
集到的龐大或有限的資料中，為我們整理出深入淺出的畫家畫像，讓我
們得以有機會認識他們的作品與作品背後的畫魂，實在不是「感謝」兩
字足以言謝！　	

在廖老師這一系列暫告一段落之際，我們也很感謝簡巧珍老師，慨然應
允將其多年深入研究台灣音樂的收集與心得，從上月起將提供系列台灣
音樂家專欄。台加也將同時盡力配合每一位音樂家安排作品欣賞會。我
們深深期待，在深受西洋音樂洗禮的世代，當我們能哼唱出貝多芬莫札
特之同時，我們也能清楚認出自己故鄉音樂家的經典曲調。上月介紹的
第一位留學加拿大的陳泗治校長，本月介紹的台灣民族音樂與現代音樂
推手許常惠教授，其人其樂，都值得我們進一步來發掘認識與欣賞。

轉眼六月將至，七月也會很快追上來⋯六月初台灣傳統週，眾人期待的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的大觀舞演出；六月中一年比一年成功且受
注目的溫哥華台灣電影節，正緊鑼密鼓準備中；而六月下旬為準備加拿
大國慶的台灣民俗藝陣「十二婆姐」，也將有培訓課程與茶會演出；	
七月將迎來兩天盛大的加拿大150週年國慶各種慶祝活動；這些在在讓
人興奮期待⋯而暑假期間也還有旅遊活動以及台加親子夏令營等⋯一個
留連忘返的冬天，終於不敵水仙櫻花與鬱金香輪番上場的爭豔，依依不
捨地告別了。終於，讓我們一起來歡唱：

啦啦啦啦啦啦，春天好，啦啦啦啦啦啦，春天好，太陽當頭高高照，
啦啦啦啦啦啦，春天好，啦啦啦啦啦啦，春天好，田野山崗風景妙。

蝴蝶兒輕輕飛，鳥兒樹上叫，楊柳枝彎彎腰，花兒對我笑。
啦啦啦啦啦啦，春天好，啦啦啦啦啦啦，春天好，我們歡迎春天到。



3認識溫哥華 ·

Elworth豪宅是喬治亞式歷史建築，有客廳，餐廳，臥室，
洗手間，以及廚房。臥室內展示早期的婦女服飾。廚房內有

早期的洗衣機，可插電。無法脫水，因此，上頭有兩根滾筒，

用來將衣服軋乾。一台簡單的烤麵包機只有電熱線。火爐兼

暖氣供應。

外面有一戰紀念碑，

教堂，城際電車與電

車。該城際電車從

1912~1950年一直是
本拿比最重要的交通

工具。電車內分為抽

煙間與普通間。普通

間的椅子為東方的籐

製座椅，可以隨車行

方向而調整，設置有下車拉鈴。

一間昔日上課的教室，可以同時容納八年級的學生，依年齡

設置高矮課桌椅。老師會依據學習程度，提供不同教學與作

業。教室除了黑板，還有暖氣爐，牆上吊著當時英國國王與

皇后的照片。

這家名為道生園

(Way Sang Yuen 
Wat Kee) 的中藥
店於 1900年在
維多利亞開業，

1971年關門並於
後來搬家到博物館

成為一景。這中藥

店讓人頗感驚訝，

布置得真齊全，一

處角落又有乾燥藥草及處裡藥草的工具。雜貨店賣的東西很

廣泛，有廚房用具、農具、兒童玩具。

其中一個普通的二十年代打鐵店鋪，如今工作人員依舊會每

天按照古法，演示煉鐵與遊客互動。還有座小木屋，是一位

叫霍姆斯 (William Holmes) 的居民修建於 1860年，也是當
年本拿比最早一批房屋。

今年 5月 22日，正值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生日的國定假日
(Victoria Day)，館區會安排一些表演歌舞，還有一小型的遊
行。同時，館方也準備蛋糕分享遊客。雖是小型的遊行，氣

氛歡愉溫馨熱鬧，而且有一雍容華貴的婦女扮成女王參與遊

行。載歌載舞，整個園區充滿歡樂。遊行由風笛及穿著帥氣

的皇家騎警引導。

(作者林聖哲為資深自然歷史解說員，活動請參閱綠色文化

教育網站 www.greenclub.bc.ca)

鄉村博物館呈現昔日風華
圖文 / 林聖哲

本拿比鄉村博物館 (Burnaby Village Museum) 是坐落於溫哥
華地區本那比市的一個露天博物館，占地約 10英畝。園區
西南有一溪流穿過，溪水潺潺使得館區嫵媚動人。

該博物館是一個重建 1920年代的村落，包括有 32個具有歷
史意義和特色的建築，只有一棟 Elworth歷史建築是位於原
本的地點，很多是從其他地方移來的歷史建築，是一個親身

體驗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本拿比純樸生活的好去處。

在這個露天博物館中，人們可以看到舊時打鐵、印刷的情形

和當時的街頭表演，電車、教堂、郵局、銀行、餐廳、麵包店、

學校、理髮廳、雜貨店、中藥房、銀行、報社、打鐵店等也

一一呈現在眼前，甚至還有穿著復古服飾的員工進行傳統貿

易。

在這個繁忙的小

鎮中，最醒目的莫

過於制造於 1912
年的旋轉木馬，

來此的遊客都喜

歡坐上這個古老

的木馬遊玩幾圈，

盡情的追隨童年

的美好記憶。

本拿比鄉村博物館

的最大特點就是把歷史建築集中在一起，既是一種保護，也

是便於遊客參觀欣賞。1971年本拿比鄉村博物館正式成立，
不過它的最初名字叫民俗文化村 (Heritage Village)。同年 11
月 19 日開館，請來加拿大總督 Roland	Michener親自主持
開館儀式。短短三天就有 15,000人參觀，轟動一時。爾後，
昔日街道的老建築，開始陸陸續續搬到博物館與遊客見面。

1975年，卑詩省工程師協會在博物館室外修建了一段鐵路模
型，一家中藥鋪和一棟別墅被搬進來，博物館開始逐漸壯大。

1976年，在日裔加拿大人協會的努力下，一個日式澡堂被搬
進博物館，用來紀念早期日本先民在卑詩省的貢獻。

1979年，加拿大和德國根據美國作家馬克吐溫 (Mark Twain)
的小說哈克貝利 -費恩歷險記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改編合拍的電視劇，就是在這裡取景的，從此本拿比
鄉村博物館名聲大噪。

1984年，隨著民俗文化村正式改名本拿比鄉村博物館後，這
裡發展迅速，更多的本拿比歷史建築送到這裡來。1990年，
本拿比市政府正式接手博物館，此後歷屆市政府都相當重視

博物館的建設，並有專項計劃來管理這座博物館。

博物館自美國購入一個 1912年的老木馬，給予修護，每隻
木馬各有特色，再搭配 1920年代的Wurlitzer樂隊風琴。無
論是大人孩子，只需花上象徵性的幾塊錢，就能享受童年那

不一樣感覺的木馬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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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 張幼雯

台灣的尼加拉瀑布

	 十分瀑布

【鏡頭下的故鄉】

今年春天，台灣北部雨量充沛，位於新北市平溪區的十分瀑布，顯得氣勢磅 ?，不

愧被稱作台灣的尼加拉大瀑布。當天拍照時，聽到許多香港遊客不斷驚呼：「太誇

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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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潮落
五千年的風姿
孤獨又寂寞
為眺望遠天的渺茫
召喚昔日的承諾
錯過了無數的春花秋月
美麗的夢
留下美麗的憂愁
歲月流逝，容顏岩化
但是，驛動的心
也能凝結成石嗎？
沿著海灣岬角
浪花層層，水鳥陣陣
正掀動
殷殷叮嚀 ……
與其讓海風恣意吹拂
雕塑寞落形象
在風波雲影裡
展示無奈的蒼桑
不如放下矜持
回歸人世
過恬淡自在的日子

野柳女王岩

圖文 /何康隆

***	數度走訪野柳，但見海浪依然澎湃，流動的色彩依然飄

浮於海天交接處，在光迴韻旋中，內心的感觸依然起伏如潮。

***	十七世紀西班牙人佔領台灣北部海岸，把所佔領之地稱

謂「Parian」，後來台音轉譯成「萬里」。萬里最著名的勝
景就是野柳。野柳是大屯山餘脈伸入海中 1700公尺的岬角。
若從金山一帶遠眺，則猶如潛入大海中的巨龜，故又名「野

柳龜」。野柳的海岩層含有石灰岩的砂岩，并夾雜各種不規

則的結核塊，由於各種岩質的抗海蝕，風蝕的耐力不同，經

年累月後，才形成形態各異，崢嶸凹凸的怪石，諸如蕈狀石，

蜂窩，薑石，壼穴，燭台石，豆腐岩	…等等	。其中最突出

的是女王岩。美國布萊斯國家公園	(Bryce National Park)	
的遊客中心，所舉例全世界著名的「人形怪岩」(Hoodoos)，
野柳的女王岩是其中之一。

***	野柳女王岩究竟有多少歲數 ?女王岩在地殼變動的過程

中，因受海水風吹差別浸蝕而逐漸形成今日的面貌。以其最

高部份不超過海拔 8公尺來看，如果以台灣北部海岸地殼上
升速度	，每年為2到4公釐來計算，則女王岩的自露出地表，
承受海水沖刷浸蝕以來，	應該不到五千年就可以升到目前

的高度。所以女王岩的年齡不超過 5000歲。由於經年累月
受到海蝕，風吹，日曬，雨淋以及人手觸摸，其頸部愈來愈

細。2013年的測量，女王岩頸部是 126公分，相較於 2006
年所測量的 144公分，足足減少 18公分。依此下去，據估
計女王岩只有十至二十年健在的時光。



                  時間:  2017 年 5⽉10⽇ 星期三  ～  5⽉30⽇ 星期⼆ 
                  開幕:  5⽉10⽇(三)                  10:30 AM  開幕茶會 
                                                                        11:00 AM  與作家⾯對⾯ (瘂弦/李秀/胡守芳） 
                                                                        13:00 PM  ⽂學經典影⽚ 
                  閉幕:  5⽉30⽇(⼆)                  15:30 PM  ⼈⼈談⽂學 
                                                                        17:00 PM   閉幕茶會 

                  地點：台灣⽂化中⼼  8853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查詢： 604-2670901 / www.tccs.ca

INV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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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Mins

如歌的行板
A Life that Sings

一位詩人，一本詩集，從上一世紀中迄
今，影響力仍在擴散，詩人擁有什麼神奇
的特質，寫下什麼故事？	本片跟隨着傳奇
的傳主，從溫哥華到河南南陽，從童年的
流動圖書館到現在的地下室。打開詩人記
憶的寶庫，為觀眾呈現瘂弦對文壇與文學
的耕耘與情緣。

How have one poet and his single book 
of poetry from the last century con-
tinued to inspire people today? What 
unique quality has the poet possessed? 
What stories have his poetry told?
A Life That Sings follows the legendary 
poet Ya Hsien from Vancouver to Nan-
yang of Henan Province in China, to the 
mobile library from his childhood and 
the basement of his current home.....

5月10日1PM

Afternoon in the Study

《午後書房》以古典、真摯而舒緩的影像
語彙，紀錄林文月女士的生命歷程和寫作
故事。	紀錄片中，林文月以第一人稱現
身說法，娓娓道出她和文學關係。林文月
說，她選擇在寧靜的斗室內寫作，在那當
下，她就是她自己，不用面對他人，無需
偽裝，更無需武裝；寫作豐富了她的生
命，也讓她有	真實的存在感。

Lin Wen-yueh excels at “the silver lining”, 
establishing a lyrical tone of senti-
mentality while writing about the food, 
people and happenings of day-to-day 
living with a cool descriptive eye and an 
unhurried narrative rhythm. Such a style 
reveals the profound cultural wisdom in 
her work.

5月11日1PM/18日2:30PM/24日3PM

午後的書房
67	Mins

 逍遙遊
The Untrammeled Traveler

他說，西子灣是他最後的歸宿。《逍遙
遊》跟隨余光中夫婦的遊屐，牽引出詩人
的鄉愁、文學啟蒙、寫作風格與文壇交
遊，更可見其走過中西思潮交會澎湃的歲
月，找尋屬於自己的聲音。在那些鏗鏘的
思維與文句壘疊起來的生命史中，余光中
最後把身心都託付給島嶼南方的海灣，和
夫人一起，靜靜陪伴對方的燭光。

He is back. The one who used to explore 
Sirius and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said 
that Xizi Bay would be his final resting 
place. The Untrammeled Traveler fol-
lows the footsteps of Mr. and Mrs. Yu, 
exploring the poetʼs nostalgia, literary 
inspiration, writing style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literary circle. His life consists 
of influential thoughts and vigorous 
sentences...

5月12日1PM

162	Mins

兩地
Home in Two Cities

北京城南的英子，到了台北城南，變成文
壇不可或缺的「林先生」。《兩地》從林
海音「雙鄉」的特殊身份切入，隨著女兒
夏祖麗娓娓道來的聲線，走入她的書桌、
生活圈、編輯台，特殊年代裡的風聲鶴唳
與擔當，以及那一塊奮力開拓的純文學園
圃。林海音的文學作品跨越時空，她是戰
後台灣文學從襁褓到成熟，那無私勇敢
的母親。

Little Eiko from the south side of Pe-
king came to the south side of Taipei, 
growing into the irreplaceable “Ms. Lin 
Hai-yin”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world. 
Home in Two Cities tells the 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 Hai-yinʼs special 
background of having “two homelands”. 
With the heartfelt narration from her 
daughter Julie Chang,...

5月15日3PM

55	Mins

朝向一首詩的完成
Towards the completion of a poem

和孤獨同樣不朽的是什麼？從奇萊到柏克
萊，亂石磊磊的心間正在上升完成的，是
詩…。從楊牧朗誦的聲音，花蓮中學裡踟
躕的少年，大度山下論辯學習的身影，在
愛荷華選讀古英文的執著與好奇，乃至其
穿梭於歐美、中國與台灣的文化資源，融
會知識進入文學寫作的嘗試…	均使人重讀
楊牧詩，更深刻地重新被撼動一次。

What is immortal like loneliness? From 
Chi Lai Mountain to Berkeley, what is ris-
ing in the confusing mind - poems. The 
writer comfortably absorbing western, 
Chinese and Taiwanese cultural resourc-
es trying to create his literary works, to 
the poet who is determined to work on 
rhyme and imagination meticulously; 
these moments amaze us more deeply 
when we read Yang Mu’s works again.

5月16日1PM

165	Mins

化成再來人
The Coming of Tulku

莊周夢蝶，無有虛實。詩人在紅塵中夢想
脫俗，於露電裡捕捉永恆。《化城再來
人》借用佛經典故，以周夢蝶的一天隱喻
其一生中的風景，從日常中穿插映射其思
維、修行、寫作，試圖重現昔年武昌街氣
氛、書攤的孤獨國，追索病痛帶來的改變
與啟發、幾次生命裡的流徙與意義，最後
具現為那不負如來不負卿的悟與情。

The poet dreams to live free of secular-
ity and capture eternity in a fragment 
of time. The coming of Tulku cites the 
anecdotes of Buddhist classics, refer-
ring to a whole life time by the allusion 
of one day in the life of Chou Meng-tieh. 
His thoughts, meditations, and writings 
are reflected in his everyday life...

5月21日1PM

164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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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
The Freezer

橘子擁有一座像超市的超大冰箱。她寫小
說，寫一位可以聞到分手味道、名叫螞蟻
的男子的故事。故事裡頭有她自己，也有
室友小玫…		橘子被命名的同時，似乎就
寫下了她的命運，但她卻不自知。書寫者
似乎又是被寫者，影片在殘破與清澈的影
像之間，尋找所謂的現實。

Tangerine owns a super-large freezer 
like those in supermarkets. It was fully 
stocked and well organized. She wrote 
novels, and a story about a man named 
Ant. She included herself and her room-
mate Hsiao-mei in the story. Ant was 
actually Hsiao-mei’s boyfriend, who was 
always cheating on her, causing Hsiao-
mei to leave… The movie condense and 
highlight the lonely world.

5月10日3:45PM/15日5PM/18日1PM

	25Mins

如霧起時
Port of Mists

《如霧起時》以鄭愁予同名詩作為嚮導，
從已然失落的第一本詩集，切入詩人的生
命。曾在港口工作、熟稔於水手與離別，
煮酒焚葉星座聚首的燙熱年代，到愛荷華
時期的衝激，以及任教於耶魯後的靜定與
博觀，他始終守著這美的行業，高高舉起
風燈，在世界的臉上鑲嵌光影。

Who passed down the profession 
of poet? Listen to the traveler of the 
universe reciting to you on the dream-
land - Port of Mists starts the journey 
with Zheng Chou-yu’s self-titled poem, 
Thanks to his experience of working at 
the port, he could not be more familiar 
with sailors and goodbyes. From the am-
bitious era of meeting with comrades to 
talk about their life experiences....

5月28日1PM	

	191Mins

尋找背海的人
The Man behind the Book

每一夜，小說家和他自己搏鬥，在斗室
內，像挖掘壕溝那樣地起運著胸膛內的
土。《尋找背海的人》以年輕小說家尋覓
的蹤跡，串起王文興的文學生涯。圖書館
內密排的書架，校園參差的花樹與歧路，
對藝術的敏銳感受和一己之見。王文興展
現了一個信守文字信仰、珍重對待寫作、
以緩慢換取深刻的文學身影。

The Man behind the Book is connecting 
the various pieces of Wang Wen-xinʼs 
literary career. From the dense rows of 
book shelves in the library to the uneven-
ly lined-up trees and forked roads, his 
sharp sensitiveness to art and personal 
opinions, just like sculpting the core of 
spirituality, translates thoughts into sig-
nals precisely, and eventually turns them 
into words.

5月26日1PM

113	Mins

蛾
The Moths

米索的男友向她說明關於改建一棟老宅的
工程，米索和他到老宅走了一回，打從踏
進這老宅開始，有些似乎不屬於她記憶的
影像浮現。另一頭，天橋上有位叫小襄的
女孩，趕路時還被路人的行李在左大腿內
側撞了一下；同個時刻，米索在同一個地
方也受傷了，屋內那些畫滿回憶的樑柱
上，有一處寫了支手機號碼，這時，米索
的電話響起...

Misuo, an entomologist, is shown a 
reconstruction project of an old building 
by her architect boyfriend. Later, images 
that are not part of her own memory 
start to emerge. A girl named Xiao-xiang 
who’s former home was the old building 
that Misuo’s boyfriend is about to re-
construct. There, Xiao-xiang’s childhood 
images flash before her eyes....

5月10日4:15PM/16日4PM/18日4:15PM

	25Mins

行走的樹
 Those Days When We Were Young

在一片美麗的湖色山光，山東硬漢老魏與
台灣小姑娘阿月在眾人的祝賀下結婚了。
阿月沒想到，枕邊這位夜夜惡夢的另一
半，經常張貼發散反蔣的文宣品，並收聽
中共關於文革的廣播，兩人終至離婚收
場。老魏想再見阿月，在那關上了門的書
房裡，究竟，老魏想跟阿月談什麼？

Amidst spectacular scenery of serene 
lakes and majestic mountains, Old WEI, 
a tough guy from Shandong, marries 
A-yue, a young girl from Taiwan. How-
ever, A-yue was unaware that her new 
husband, was having nightmares every 
night…The two eventually divorce. Old 
WEI wants to see A-yue again, what is 
Old WEI going to say to A-yue?

5月11日2:30PM/16日4:30PM/23日3:30PM

	25Mins

晚風細雨
Breeze and Drizzle

仁浦與父親在列車上，一個個名字挨著確
認紅包裡頭裝的金額，這趟旅程是在開放
探親之後，回鄉祭祖與尋親的。在名冊
上，有個沒寫輩份但金額卻不少的名字…	
祭祖時，仁浦的父親痛哭失聲。後來，仁
浦才知曉原來母親始終不願意跟著回來
的原因。

While on a train, Renpu and his father 
check whether the money inside each 
red envelope matches their list of desig-
nated names. They are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 to worship the ancestors 
and look for relatives. On the list there is 
one name with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money but no indication of a relation-
ship… Later, Renpu is surprised that his 
Father cries out when worshiping the 
ancestors....

5月11日3PM/16日5PM/25日3:30PM

	25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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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海人洛馬比克
Old Seafarer

蘭嶼少年洛馬比克有著高超的捕魚技術。
他的情人洛伐特說神父要帶她去臺灣學縫
紉，他們在洞穴裡告別，並互相承諾要等
彼此。父親親自教洛馬比克挑選可以砍伐
的樹，以及如何栽種。五年後洛馬比克成
了討海人，跟著漁船來到臺東，晚上在小
吃攤用餐，卻意外重逢了洛伐特，她已經
是一個三、四歲大女孩的母親。

Luomabike is a young fisherman from 
Orchid Island. His lover Lofat tells him 
that a priest is taking her to Taiwan to 
learn tailoring. They bid farewell to each 
other in a cave and commit to write 
to each other and wait until they can 
meet again. Five years later, Luomabike 
becomes a fisherman and visits Taitung 
with the fishing boats.......

5月11日4PM/23日2:30PM/25日4:30PM

	25Mins

後來
The Mother

除夕當天，年邁的彩鳳好像走到哪都被人
嫌，打掃沒有她的份，廚房也不讓她去，
就連想跟曾孫一起看電視，曾孫都寧可把
電視讓給她。失業許久的小兒子是唯一會
和她聊上兩句的人，但是講沒幾句又要跟
她借錢…	晚上的圍爐，素杏見母親累到打
瞌睡，遂承諾拜天公時再叫醒她。

On Lunar New Year’s Eve, elderly mother, 
Tsai-feng, seems to be an annoying 
influence. She is not asked to partici-
pate in the New Year cleaning, nor is 
she allowed in the kitchen. Even when 
she wants to watch TV with her great-
grandsons, they refuse to watch with 
her. Her youngest son, who has been 
unemployed for a long time, is the only 
one who will still chat with her....

5月12日4PM/23日3PM/24日4PM

	25Mins

大象
Towards the completion of a poem

電影放映師小象封閉自己，工作讓他可以
合情合理地無時無刻與人隔離。在放映之
餘，小象會為貼滿牆的場景紙卡進行潤
飾。在小象夢中，有被汲取靜電的羊群，
還有動盪不安的象住宅。小象受不了不絕
於耳的施工聲，向工人抗議，卻意外地發
現牆的裂縫中有好多讀書的人被困住。

Elephant lives in seclusion. His job as a 
movie projectionist even allows him to 
be isolated from people at work. When 
Hsiao-hsin, who admires him, finally 
calls him up, he does not know how to 
answer her request for a date. Trapped 
in his dreams that are filled with elec-
trostatic sheep, and his home life in tur-
moil, can Hsiao-hsin change his world?

5月12日4:30PM/18日3:45PM/23日4PM

	25Mins

降生十二星座的人
Spring Beauty

阿輝一如既往來到滿妹的Pub玩快打旋
風，依舊選擇春麗：一個天蠍座，在少女
時代就背負沉重報殺父之仇的角色。這
天，一位小學生在他快要破臺的時候，投
入了五元切關挑戰，小學生也選擇了春
麗，阿輝的藍色春麗很快地敗在小學生的
紅色春麗。他沮喪地來到吧臺喝上一杯馬
丁尼洩恨，想起了那些聲稱不懂他的女朋
友們，想起小學三年十班的鄭憶英。

As always, A-hui came to Man-mei’s pub 
to play the Street Fighter video game 
choosing to play his regular Scorpio 
character Chun-li, who is burdened with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avenging her 
father’s death. But today, he thought of 
those girlfriends that claimed not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him. He thought of 
CHENG Yi-ying in the third grade...

5月12日5PM/18日4:45PM

	25Mins

送報伕
The Paperboy

楊君到報社應徵送報伕，老闆示意他閱讀
條款，如同意便可立即上工。條款第三條
寫要繳10圓保證金，楊君身上僅6圓，老
闆稱看他可憐通融他。然而工作不了幾
天，老闆卻要他轉去推銷報紙…	上工20
天，老闆又藉口業績太差辭退他。楊君這
才知道，原來工作不到四個月不退保證
金，而不到一個月更無薪資可領。

On a bitter cold day with heavy snow, 
YANG, from Taiwan, goes to a newspa-
per office to apply for a paperboy job. 
The boss states that he must pay 10 yen 
deposit to start working immediately. 
However, after 20 days the owner claims 
bad sales, and fires YANG for not work-
ing hard enough. Only then does YANG 
realize that the deposit was nonrefund-
able, nor can he be paid...

5月15日4PM/17日3PM

	25Mins

世紀末的華麗
 End of A Century: Miea’s Story

米亞有過被眾仰慕者圍繞的年少輕狂，但
她不要麻煩的愛情。米亞與有家室、年紀
大得足以當她父親的老段交往，住在一間
陳舊的頂樓公寓，公寓與她的美麗，以及
她在房內裝飾的、灑落的假花假瓣顯得格
格不入。說好的分手似乎要再延期」…	回
家，米亞不接電話了。

In the hazy years of her youth, Miea used 
to be surrounded by admirers, but she 
did not want love that was troublesome. 
She is dating a married man who was 
old enough to be her father. She lives on 
the top floor of an outmoded apartment 
that seems incompatible with her beauty 
and the fake flowers and petals that she 
uses to decorate her room…

5月15日4:30PM/17日4:45PM	

	25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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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別海岸
The Farewell Coast

根據蕭颯的小說《小葉》改編，在海邊長
大的阿程，是一個本性善良的農村青年，
與母親相依為命，因交友不慎而過失殺
人，出獄後在飯店當服務生，結識了應召
女郎小蕙。小蕙身世坎坷，兩人同病相憐
而同居。後阿程涉入槍案，兩人一路逃
亡，在追捕過程中走投無路，小蕙割腕，
阿程飲彈。

A-Cheng falls in love with Hsiao-hui, a 
beautiful prostitute who sells herself to 
a brothel to pay off his debts. On the run 
from both criminals and the police, the 
star-crossed lovers flee through Taiwan. 
The sensitive and conflicting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 makes the road trip seem 
rough and dangerous, ....

5月18日1PM/27日1PM

	85Mins

一八九五
Blue Brave (1895)

甲午戰爭之後，台灣於1895年被割讓予日
本。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領銜一支近衛師
團，自北至南，接收台灣；一直到了苗栗
銅鑼灣的客家庄，遭遇了最大的抗日勁
旅。這是台灣史上最大的一場戰役，乙未
之戰，終究不敵日軍而戰敗瓦解。

After the 1894 Sino-Japanese War, the 
Qing government ceded Taiwan to Ja-
pan. Japanese colonial troops landed on 
the north coast and swept southward, 
meeting no resistance until reaching 
Miaoli’s Hakka villages. There was the 
biggest war ever fought in Taiwan’s his-
tory… 

5月17日10AM/24日1PM/29日3PM

	110Mins

父後七日
7 Days in Heaven

父親驟逝，阿梅自都市急奔家鄉處理後
事，未料，台灣五光十色的喪葬習俗，卻
帶給她一趟匪夷所思的特殊體驗。一場又
一場宛如走馬燈的葬儀流程，更讓梅重新
找到一個看望這塊土地的獨特視角。然
而，華麗的七天儀式後，喪親之痛，才慢
慢重回到梅身上，「子欲養而親不待」的
喟嘆使她久久不能自己。

A dark and poetic comedy, 7 Days in 
Heaven centers on one woman’s expe-
rience of the death and funeral of her 
father. Mei, resolutely urban, makes her 
way back to her rural hometown, where 
she and her brother endure a series of 
arcane and elaborate funeral rites. This 
film assumes a lighthearted approach 
to its otherwise severe themes of death 
and grief....

5月12日7PM/15日1PM/21日3:30PM

92Mins

消失打看
Honey PuPu

播電台午夜節目主持人Vicky失去了戀人
Dog，他毫無預警地憑空消失了。她在台
北街頭尋覓未果，於是登入Dog所架設的
網站碰一碰運氣。這是一個讓許多年輕人
線上討論「消失」的網站「消失打看」
（missing.com）。她在網站上認識了一
群新世代青少年，一同在台北尋找已「消
失」的事物。漫遊過程中，三角戀情隱
密滋生⋯

Midnight radio-show hostess Vicky 
searches for her lover, Dog, who disap-
peared without a trace. While investigat-
ing his whereabouts in Taipei City, Vicky 
comes across a group of good-looking 
and stylish youngsters interested and 
interrelated in a labyrinth website “Miss-
ing.com/ing” with various discussions 
on “Missing” … 

5月23日1PM/25日1PM

	103Mins

驀然回首台北人
Sudden Recollection of Taipei People

白先勇是	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旗手，從「
現代文學的傳燈人」一路到「傳統戲曲的
傳教士」。一個人一輩子能夠成就一件
事，己經很不容易、白老師卻是一再創造
新局面、新高峰，而且是包含文學、戲
劇、歷史三個不同的高峰，立德、立言每
樣都做到極致。行政院文學獎頒給白老
師，真正實至名歸，恐怕也無形中提高了
這個獎項的標準!

Pai Hsien-Yung’s endeavors are all part 
of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epth and width 
of the word “love,” no matter it is the cul-
tivation of arts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nvolvement in movie and theatrical 
productions, support to those new to the 
art and cultural circle, love for families 
and friends....

5月26日3:30PM/30日3PM

	40Mins

灣生回家
Wansei back home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無條件
投降，國民政府命令日本政府，除必要留
用之人，餘皆歸國。但返回日本後，灣生
無法適應日本人族群環境與生活習慣，也
因此對臺灣有深深的懷念；直到臺日間重
新開放交流後，許多在臺出生的日本人返
回臺灣，但卻發現物是人非⋯

Wansei refers to Japanese who were 
born in Taiwan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After WWII, wansei were repatri-
ated to Japan. Since then, painful sepa-
ration stories have occurred throughout 
Taiwan and Japan. ‘Wansei Back Home’ 
took 12 years of field interviews and five 
years of filming production. It doesn’t 
stories of friendships and family ties, 
but also tells life’s true meaning.

5月26日7PM/29日1PM

	100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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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上寫作的道路，完全來自幼年時代父親的鼓勵。我的文

學和詩的啟蒙，乃是在故鄉的菜油燈下開始的。

父親一向熱愛新文學寫作。在我們縣 (河南南陽 )裡，他是

一位相當活躍的文藝工作者。他寫小說、寫文學評論，還辦

過文藝刊物。記得 1939-1940 年間，他曾與一批文學同好創

辦了一分石印的文學雜誌	-	黃河流域。黃河流域，多大器

的名字 !	不過這刊物的影響和銷路，並不像它的名字那麼

壯闊。它僅在我們縣裡流傳。所謂編輯部，就設在我們家

裡。每次召開編輯會議，我母親一大早就得打理吃食；我也

幫忙在廚房裡燒火。那是抗戰時期，父親和他的文友們開起

會來，總是情緒激昂，每每辯得面紅耳赤。而我也就在同仁

雜誌吵吵鬧鬧的氣氛中初識了文藝。

父親供職於南陽縣城眾教育館。父親在館裡的主要工作是

管理漢畫 (南陽畫像石 )	和圖書部門。為了吸引更多的縣

民看書，父親想了個流動圖書館的點子 :		把書放在牛車上

(當時南陽還少有汽車 )，每天從縣城出發，到四鄉八保去

巡迴展覽。這個流動圖書館只有三個⋯館員，一個是父親，

負責借書；一個是掌鞭的(趕牛者)，負責駕車；一個是我，

負責鼓鑼。家鄉沒電，當然不可能有擴音器，當牛車停在村

子裡時，我們便用敲鑼的方式把人引來看書。我永遠也忘不

了那榆蔭下的長長夏日，在知了聲中，我隨著車子看書的甜

美感覺。

父親發覺我性近文學，非常高興，不但介紹我看更多的文藝

書籍，而且還規定我每一星期寫一小篇作文給他批改。到了

小學五年級，我已經可以寫三四千字的長文。父親鼓勵我的

一句話，至今我依然記得。他說，⋯娃兒，我要你將來做

中國文壇上的亮角兒 !	⋯

小學六年級開始寫詩。有一次作文課，老師出的題目是

“冬”。別的同學抓耳撓腮，兩個小時還沒有交卷；我二十

分鐘不到就寫完了。那首“冬”是這樣寫的 :

狂風呼呼  砭肌刺骨

一切凋零  草木乾枯

一週後老師發卷子，用紅筆批了個寫詩是偷懶的表現。自那

以後，我不敢再寫詩了，改寫散文和小說。

初二那年，也是作文課，我寫了篇一個傷兵的自述。發卷子

的時候，人家都發了，就我一個人後發。老師說 :你坦白告

訴我，你這篇是從哪裡抄來的 ?	我敢斷言你寫不出這樣的

文章。你說吧 !	抄誰的 ?全班眾目睽睽，把我嚇得哭出聲

來。天地良心 !	那真是我寫的。雖然風格有點模仿開封來的

雜誌，但的的確確是我寫的。老師看我哭了，說:我不冤枉你，

再出個題目你做，兩個小時後交卷。	如果寫得好，我把你推

薦到臧克家那裏去。臧克家是我的朋友。我記得他出的題目是

『白山黑水』，因為他提起臧克家，所以我又寫了一首詩。交

卷後他說詩寫得不錯，但並沒有轉給臧克家。以後聽高班的同

學說，他是吹的，他根本不認識臧克家。

1948 年，我十七歲。隨著學校往南方流浪。背囊中除了一幢

破棉被，兩雙母親手製的布鞋外，就是一本何其芳的詩集⋯

預言。這個人成為我文學上的偶像。	在冰雪萬里的襄沙路(襄

陽至沙市)上，每晚打開背包把詩集拿出來，總不忘念它幾段。

我早期的詩，都受了何其芳的影響。

來到台灣後，1954 年認識了

詩友張默、洛夫，一起創辦

⋯『創世紀詩刊』，結合當

時的軍中作家共同耕耘，號

稱“一支沒有薪餉的部隊”。	

這個同仁雜誌沒有任何經濟

來源，完全靠我們當小軍官

的薪餉。	有時候印費短絀，

還常常跑到當鋪當掉自己的

腳踏車和手錶。出版的時候，

沒錢在報上登廣告，就到高

雄每家電影院打尋人幻燈字

幕。不過，幻燈片上寫的是

⋯『創世紀』出版了 !	有一

次雜誌出版後，我同張默兩

人，找了籮筐扁擔抬到郵局

去寄發，跟一位賣雞蛋的老

太太撞上了。蛋白、蛋黃弄得滿雜誌都是。後來還是張默回去

借錢，才把老太太打發走。這個雜誌到現在還在辦。白先勇讚

美她是文壇的長命貓，我們則把她當作我們的精神教堂。

除了交文友、辦詩刊之外，做讀書札記也是我多年來一直不曾

間斷的習慣和愛好。早年在南部海軍基地服務，台南市立圖書

館、高雄煉油廠圖書館是我假日去消磨的地方。看到喜歡的

書，就加以抄寫（那時還沒有影印），做成札記。有時碰到愛

不釋手的書，發起瘋來整本書抄寫一遍。	像荷馬的史詩『奧

德賽』、法國作家的『地糧』，我都有完整的手抄本。這些手

抄本現在都放在我的書房裡，高與人齊，有三四摞之多。這些

抄本現在看來也沒有多大用處，唯一的用處是拿來教子；不過，

要你成為文壇上的“亮角兒”這類的勉詞，我從來不敢對孩子

說。因為，我知道連我自己也做不到。

寫詩和從事文學報刊編輯工作數十年。青春有味，白髮無情。

雖然文壇上的道路長而寂寞，但我仍然會走下去的；享受人生

的文學或文學的人生，不在目的，而在過程。

回首來處

文 / 瘂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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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這也算孤燈夜思中的一項樂趣吧！

將近四個寒暑，《井月澎湖》才完稿。此

刻澎湖已不再是抽象名詞，而是具體感受

到那一長串的顛沛，我的血緣如斯真實地

過活在彼口歷史井月之中。井水如斯冰

冷，日月照樣運轉，一井水一世人。小說

中人物依舊踏著先祖腳印繼續前進，他們

的子孫或許各自忙碌自己的生命旅程，無

暇顧及先人的足跡起源。一代傳一代，生

命似乎不斷在重覆，是悲是喜，都已不在

話下了。也許歷史很容易學，學不來的是

歷史的真確。

《井月澎湖》不僅僅是愛情、親情，應該

還有社會型態的轉變以及斯民對斯土的關

愛。但願這把關愛種子，根植於西仔埔頂

與天人菊同生吹拂，伴隨低度污染的海岸

線，守候著這六十四個島嶼，像珍珠鑲映

臺灣海峽之中閃閃發光。

此書於 1996年在台灣以華文出版，曾獲
吳濁流文學獎、高雄市文藝獎。2002年
以作家之名移居加拿大，為紀念	先父母

與台、澎被日本殖民的苦難時代，更想讓

較多族群英文人士瞭解故鄉澎湖、台灣，

特將這本歷史小說從華文翻成英文，並

於 2011年在美國 Xlibris出版“Penghu 
Moon in the Well”。

只為尋找井底那片月光

The Service of the Leaves

文	/ 李秀 Louise Lee Hsiu

台灣人的故事《小說連載》

父母少年時，正是臺灣被殖民的年代，流

離困苦寫照每一個澎湖人的生命，掙扎求

生是臺灣子民的課題。疲憊雙目，曾見證

馬關條約的後遺。冷暖的生命，創傷的心

靈，雖曾驚痛於時難的殘敗，但仍不免有

刻骨銘心的傳承，而閃出幾許的柔光。

澎湖對現今少年人來說，只是戲水弄潮樂

園，待東北季風來臨，又是一片沉寂；在

經濟架構上，它只是人口外流的離島；從

歷史探尋，它更是西班牙、荷蘭、日本、

國民黨政府的化外之島；而我對澎湖的思

考，則是從孺慕親情而來的。

澎湖子孫，對根探溯，是無可迴避的主題。

基於和文字結緣，做為企圖記錄澎湖人文

的我，入侵事件只是一個源起，在這之中

突顯出來的是人，是對人性中一切隱秘的

剖示和審現。大之於國邦的衝突，小之於

家族兄弟的糾葛，均脫離不了人性的環

結。

在歐洲殖民主義尚未偏於乖張之時，歐洲

人寫歐洲以外文化，多半以遊記或風土人

物誌傳述，如馬可波羅的《中國遊記》通

篇充滿欣羨和驚奇；到十九世紀末至廿世

紀初，歐洲作家則喜歡以「野蠻對文明」

自以為文明人的二分法看待歐洲以外的異

質文化；可是廿世紀中期以後，他們開始

承認一旦褪去了文明外衣，卸下了白人統

治者面具，剩下來的根本僅是人性，而非

種族的問題了。

就多族群的臺灣來說，作者勢必從融合出

發觀照斯土斯民。融合的過程難免發生對

峙、衝突，當恩怨成為彼此共同的歷史經

驗時，本土文化無法切割的主體，自然而

然就呈現了。

澎湖在臺灣主體性凝聚、蛻動、移位的歷

史進程中，從開臺主體退居為以臺灣為主

體之下的邊陲。黑水淵深渡過多少移民，

滄波興伏間，歷代的來路漸形湮滅不清；

荒村棄島，老叟瘦嫗，是要瀕臨歷史的遺

忘，還是要從現實重新加深記憶？於是以

思慕溯歸的情懷，完成十萬字的《井月澎

湖》，從日本入侵開始作為小說背景，傳

遞兩個澎湖家族的生活歷史。

In each place in the world, there 
are always some fascinating sights 
to visit. They might be a series of 
mountains, historical monuments 
or wonderful lakes. Every country is 
proud of their features, and everyone 
is interested in talking about them. In 
my home country, the Penghu Islands 
offer a rich diversity of spectacular 
geological scenes and landscapes. 
Not only are there many special spots 

歷史事件，雖是過去，但傳到某一時代也

是當世的先驗知識，當代對於歷史的見解

各有不同的觀點。就大中國一統的立場看

施琅與鄭成功，其二者的殺父個人恩怨，

無礙於臺灣一統於中國，他們都是擴張中

國封疆領土的英雄。但就臺灣主體的立場

看，施琅是統派，鄭成功據臺抗清，不正

是十足的兩個中國的獨臺傾向？

文學一牽涉歷史，往往陷入歷史迷陣，遭

遇有史無文的窘境，《井月澎湖》這部小

說雖從歷史沿起，但也儘量回歸生活縮

影，人性彰顯而設身處地化做那時代的

人。攀坡臨海，搜集史料，即使一句小小

諺語，也求證多方，咀嚼再三，有時亦請

陳燕參與推敲。只是創作過程「對話」曾

是困擾工事，如果要求自然，那麼重現當

時真實語言是不可避免，況且國民黨語言

政策推行所謂的「國語」，更不是他們熟

悉的語法，像厚話（多嘴）、話屎（流言）、

無事使（無價值）、拖屎連（辛苦累人）、

創治（惡作劇）、凍霜（吝嗇）……等等，

若不使用當時當地語，實難傳神，可是大

量使用當時當地語又怕引起隔閡，造成時

空限制。如何捏拿得宜，還真要下一番功

夫。事實上，澎湖語某些話很文言，好比

稱你為「汝」，討一些東西為「討寡物

件」……謹慎推敲之際，文字奧妙盡在其

and symbols of interest that attract a 
great number of tourists, but for me 
there is a personal connection with 
my parents who spent their childhood 
there. However, no portrait of these 
sights is complete without mentioning 
the special landforms and maritime 
aspects of the Penghu Islands.

The Penghu Islands consist of nearly 
sixty islands and are located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Most of 

( 編按 :「The Service of the 
Leaves	」是摘自李秀長篇小說
「井月澎湖」英文版序文，「井
月澎湖」曾獲吳濁流文學獎及高
雄市文藝獎，劇情是從馬關條約
的簽訂，到日本入侵澎湖、臺灣
作為小說背景。傳遞澎湖李家和
許家的興衰糾葛，見証殖民時代
的悲歡歲月。台加月刊將自下月
起中英文連載，敬請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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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lands are low and flat-topped, and 
surrounded by steep cliffs. Because the 
Penghu Islands are volcanic, composed 
of basalt magma and sea alluvium 
eroded over the years, these elements 
have shaped the currently magnificent 
outlook. Moreover, the Penghu Islands 
have been a strategic hub for navigation 
in East Asia, a vital source of fish for 
European countries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a stopover for the Chinese on 
their voyages to the far seas and their 
migrations to new lands.

For example, Hisyu is a small island 
located on the west side of Penghu. 
Fishing and mining are the major 
industries here. The surrounding sea 
is concentrated with squid, lobster, 
colorful fishes and mussels. Once 
Europeans called Hisyu “The Island of 
the Fisherman.” In addition, Penghu and 
Italy are the world’s two largest agate-
producing areas, and Hisyu’s agate has 
been recognized worldwide as being 
the best because of its colors and fine 
quality. Searching for agate along the 
seashore is my favorite activity because 
it reminds me of all the delightful family 
times there, when I was young.

Waian, the township where my parents 
were born, is located to the south of the 
Hisyu. A lighthouse was built in 1778. It 
was the first lighthouse in Taiwan and 
was built to guide the boat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It was my 
favorite place, so as a teenager, I would 
often watch the ocean’s movements 
reading them like a book that recalled 
happy memories of my parents when 
my mother was still alive.

Additionally, it is easy to discover a lot 
of chrysanthemums throughout this 
area. This flower thrives in a climate of 
strong seasonal winds and a scarcity 
of rainfall. Its vitality symbolizes the 
inhabitants’ spirit of fortitude and 
endeavor. It also seems to be a symbol 
of my parents’ life; hence I always walk 
along paths looking for this flower 
whenever I come back to Penghu from 
Taiwan or Canada.

Is it possible to find a place where the 

special geological landscape, colorful 
kinds of fishes and varieties of scenery 
are combined in such wonderful 
harmony? Of course,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same 
sights. I don’t know if it is because 
Penghu is my homeland, but I am 
convinced that Penghu has som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sights I have ever 
seen, and there I feel connected to my 
family. If you visit Penghu, you will also 
fall in love with this land. A Swiss man, 
who is my son’s friend, said that he 
has visited many types of seashor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Hisyu’s coastal 
beach is a truly memorable place for 
him.

I adore my parents timelessly. Even 
though they passed away many 
decades ago, whenever I see them in 
my mind, I feel strong emotions. And 
so, I wrote the novel Penghu Moon in 
the Well to honour my parents. This 
book has won two literary awards in 
Taiwan and it has even been read over 
a period of two months by a Kaohsiung 
radio station.

The novel begins in Waian, the place 
of my parents’ birth, and then shifts 
to Kaohsiung when my parents move 
there. In 1895, China’s Qing Dynasty 
was forced to sign the Treaty of 
Shimpnpseki (馬關條約 ) ceding Taiwan 
and Penghu to Japan, and so this 
historic event forms the background of 
Penghu Moon in the Well. In this novel, I 
describe Lee Shiang, who embodies my 
grandfather whose son Lee Zi-Shan, is, 
in fact, the embodiment of my father. 
The novel highlights the lives of two 
Penghu families as a testimony to the 
colonial years in Taiwan. The Lee family 
represents my father’s relatives, and 
my mother’s relatives are presented as 
members of the Zhu family.

Taiwanese critic, Dr. Ye (葉石濤 ) said 
that this novel is outstanding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six features:

1. It fully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time, 
social movement of each stage of 
Taiwan from the end of the Ching 
Dynasty (1895) to the 1986’s. It 

presents the details of daily public 
life and the distress of the people in 
Penghu under the rule of a foreign 
nation---Japan. The local history of 
Penghu Islands is the epitome of the 
whol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Taiwan.

2. It complains about the misery of 
women’s lives in Penghu because of the 
human rights that Taiwanese women 
were deprived of under feudalism.

3. The details about the people’s faith in 
the Goddess Matsu and other kinds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are vividly portrayed; 
it is like a scroll of folk illustrations of 
Taiwan.

4. This novel is also an example of 
oceanic literature. Surrounded by 
the sea, the Penghu people’s survival 
depends on the kindness of the sea, 
cultivation of the land is secondary. 
Their lives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coastal ecology.

5. Excellent command of the mother 
tongue is important in accurately 
portraying the true nature of Taiwanese 
culture.

6. The reality of Taiwan as a multiracial 
society is highlighted. There are various 
kinds of racial backgrounds in the 
novel. The portrayals of the characters 
are vivid and full of contrasting 
personalities; the novel interlocks lives 
of complicated lightness and darkness.

I hope that the story of my adored 
ancestors can show in some way my 
beautiful home country, the Penghu 
Islands, which lay like pearls, reflected 
in the sparkling Taiwan Straits. 
Furthermore, when I know something is 
magnificent, the first thing I have to do 
is share it with my friends everywhere, 
so that the knowledge of this beautiful 
thing can spread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I would like to quote from 
a message God sent from the ocean: 
“The service of the fruit is precious; the 
service of the flowers is sweet; but let 
my service be the service of the leaves 
in the shade of humble dev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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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七點不到，我踏出家門。外面還未大亮，但是，東邊魚

肚白的天空，已出現絲絲的光芒。在北國的溫哥華來說，二

月底尚是春寒料峭的季節。雖然有些石楠已經迫不及待地含

苞待放，大多數的花樹卻都還是無精打采地在冷風中顫抖，

等待著春神來把他們從冬眠中喚醒。

一個禮拜一次的六公里多疾步「行軍」，雖在寒風中完成，

卻也走出一身微汗。一腳踩進派特孫大樓時，一股暖流迎了

上來。看到醫護人員以及坐著輪椅的病人夾雜在熙來攘往的

人群中，我感恩我每周一次的學習時間又將開始了。

在護理站取得今天的床位分配表之後，我發現有三個病房是

空的。雖然在安寧病房「滿床」時候佔絕大多數，這種有幾

個空床的情形亦非僅見；最多的可能是昨晚有病人往生，而

時值清早，還沒有補上新病人。

查了一下病人離院記事簿，果然不出我所料 -昨晚有三位病

人先後離開。心想：大夜班的護理師一定忙壞了，既要照顧

其他病人，還得清理亡者的大體，處理家屬的需求。這麼一

想，對於護理人員不由心生無限的敬意。看看那三間病房也

已經清理、消毒完畢，看來煥然一新，正等待新病人的到來；

工作人員的效率也在我心中再度留下深刻的印象。

循往例，我在紀念牌前默哀、祈福了一陣、煮了一壺新鮮咖

啡、看看需要不需要啟動洗碗機之後，就準備探訪工作。那

時，我突然想起上個星期值班給我許多感觸的一位叫瑪麗亞

（非真名）的新病人，於是決定先去看她。

上個星期，我只不過為罹患末期胰臟癌的她拿了她要加在燕

麥粥上的肉桂粉，她就連聲感謝個不止。看著她吃得津津有

味時，我問她還有沒有需要我做的事，她隨口說：「你已為

我做得太多了。」我笑著回答道：「如果這樣就算太多，那

我的工作就太過於輕鬆了。」聽我這麼說，瑪麗亞一聲：好

吧！隨即放下手中的小調羹，表情有些嚴肅地兩手拉著我的

右手，要我和她一起祈禱。

病人要求一起祈禱不算新經驗；我通常扮演被動的角色，配

合他們的動作。當然，也曾有過要我為她祈禱，之後，又要

求我為她降福的病人。

於是，我莊重地閉起眼睛，讓瑪利亞帶領。空氣中寂靜了一

陣子之後，就傳來她虔誠的聲音：上主，祢的女兒來向祢問

安了。謝謝妳一直不斷地照顧我。我知道現在我已病入膏肓，

住到安寧病房來了，但是，我知道祢有祢的計畫，雖然我無

法了解那是什麼。如果祢願意我痊癒的話，我感謝祢；如果

【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

祈禱

文 /許建立

“陪伴，在離別前”一書收集了一些曾在台加月刊發表與

許多未曾發表過的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書中將作者在安

寧病房所見種種，分門別類；希望讀者可以從裡面學得一

些書本或學校從不曾教過的功課。

“陪伴，在離別前”每本 $15；如果需要，他也可以為購
書者簽名。所有書款均將捐贈羅東聖母醫院的安寧基金。

有意贊助購買者，請前往台加文化協會	(TCCS - 8853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謝謝 !

祢覺得我已走到生命的盡頭時，我不只不會有怨言，更要感

激祢給我學習遵循祢旨意的機會。然而，在此緊要關頭，也

許我會現出自己的軟弱，因此，我要求祢加強我的信德，給

我勇氣，讓我不要猶豫，不要起嗔怨之心或貪生之念，而心

甘情願地接受你為我所安排的計畫…。我也求祢降福這裡的

醫護團隊，因為他們給了我非常好的照顧；求祢賜給他們身

心平安，以便照料更多其他的病人…。

說到這裡，她的聲音減弱；我想也許她正為她個人的私事祈

求吧。不一會兒，只聽到她說：「我如此祈求，全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我跟著答了聲：阿門！張開眼睛時，只見她微

笑地望著我說：謝謝你陪我祈禱；雖然我沒問你的信仰，我

知道你願意的。我告訴她我信的是佛教，不過，萬教歸宗，

陪她向耶穌祈禱是我的榮幸云云。

那天走出瑪麗亞的病房時，心中受到這個經驗的撼動，久久

無法平復。一般人祈禱時，通常會希望神佛俯允他們之所求：

希望考上理想的學校、找到良好的工作、疾病速速遠去、財

富滾滾而來等等；如果無法如願，就覺得祈禱無效，神佛不

靈．雖然聖經上耶穌曾說：努力求，必將得到，但是神要我

們「得到」的，也許不是我們私心所想要的；我們所求更也

許不是我們果報應得的一部分 ...。像瑪麗亞這般，求神賜

給她接受即將面對死神的勇氣，真是智者，雖然她才六十來

歲。我心裡也感動如此知道感恩、又有慈悲心的她，特別為

醫護團隊所做的祈求；何況她求的又是讓團隊可以照料更多

其他的病人。如此的祈禱，的確是我們該學習的楷模。

想到這裡，我加緊腳步．一進到 420病房，只見到臉色枯黃
的瑪麗亞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上星期曾見過的兒子路加

(非真名 )神色憂戚地坐在陪伴床上。我心中一陣疼痛，趕

忙一個大步跨上前去。也許她被我的腳步聲驚醒了，瑪麗亞

睜開無神的眼睛，看到是我，臉上勉強堆起笑容，伸出毯子

底下的手，讓我拉住。我不知說什麼好，卻聽她微弱的聲音

說：「我想我的時間大概不多了；現在輪到你為我祈禱吧！」

於是，我先為她做能量治療之後，教她和我一起修「頗瓦

法」。我請她觀想軟弱、微小的我們，正被神無限的愛與平

安包圍著；而神也正用祂無邊的仁慈充滿我們，治癒不堪當

的我們．我們也渴求與神結合，跟隨祂的引導…。

看著瑪麗亞沉沉睡去，我心中懇求神佛慈悲，賜給這位教我

們祈禱真義的婦人平安、喜樂，也帶領她自在、安詳地上

路…。		 	 	 	 				(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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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八田與一的銅像被破壞，海內外許多台灣人，才留意

到八田與一在台一生的事蹟。

雖然今天絕大多數台灣人都知道八田與一是誰，但許多人不

知道除了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從北到南，台北的下水道

工程、桃園的桃園大圳、南投日月潭的水力發電所、台南的

自來水計畫、高雄港的建設等等，都有八田與一的足跡。

八田與一在建設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過程中，舉家搬至工

地與工人一起作息。當時日本政府因經費不足而必須裁去一

半員工時，他獨排眾議認為台灣人勞工若被辭退，全家的生

計恐怕會出問題，竟考量先辭退日本技師。又在水圳完成時，

立碑紀念工程中的所有罹難人員。他還特別主張紀念名單不

人道主義者八田與一

可依職位高低，或日本人先台灣人後之排序，而應公平地只

依罹難先後順序排列。他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無國界的工

程師。

當然八田與一在台灣最重要的建設是嘉南大圳，原本遼闊的

嘉南平原，多是「看天田」，就是老天若不下雨，就沒有水

來灌溉。嘉南大圳的興建，讓台灣的農產量提昇了好幾倍，

嘉南大圳實質提昇了一般農民的所得。

這兩首歌頌嘉南大圳的台語詩作，都是寫成於二戰日本撤離

台灣後，是一個跨越時代、超越政權，台灣小老百姓的感懷

之作。

《嘉南大圳》 謝喜三

	建			壩			艱			難			不			計			工	，	
Giàn    ba gān lăn  but gè  gong
	嘉			南			農			戶			沐			深			功，

gā  lăm  lōng hō bhok  cīm   gong
	為			懷			當			日			技			師			苦	，
Wui   huăi  dōng rīt  gī  su  kò 
	千			古			烏			山			像			鑄			銅	。
ciān    gò  o     suan  siōng  dù    dŏng

《嘉南大圳》 鄭海涵		

	大			圳			巨			霸			奪			天			工	，	
Dua    zun    gu      ba    duat   tiān  gong
	縱			貫			嘉			南			處			處			通，
ciòng guàn  gā  lăm  cù  cu tong
	萬			物			向			榮			流			德			澤	，	
Bhan  mih  hiòng  ĭng līu  dik  dīk
	農			村			擊			壤			樂			堯			風。
 lōng  cuan  gik    riòng   lok  iāu    hong

心適的台語
◎ 心			歹			無			人			知	，	喙			歹			上			厲			害。

Sim  pàin   bhōr  lāng     zai       cui   pàin  siong    li       hāi
【釋義】：一個人心地不好，別人看不出來，若是嘴巴不好，講話尖酸刻薄，出口傷人，其所造成的禍害卻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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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具備作曲家與民族音樂學家身份的許常惠，是台灣光復

後第一位赴法國留學的音樂學子，先是學音樂史，再學作曲。

1959 年學成歸國之後，以作曲家之姿發揮影響力，不僅帶動

台灣音樂創作的熱潮，也在民族音樂採集活動中擔任前導的

角色。之後投身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並以個人的號召力發起、

促成「亞洲作曲家聯盟」與「亞太民族音樂學會」之成立，

為台灣作曲家尋求世界舞台，也為兩岸音樂交流貢獻良多。

足見他是個領袖型人物，其音樂上的每一個步履都牽動著台

灣音樂史的發展。

豐富而璀燦的生命史

出身鹿港小鎮的書生世家

許常惠 1929年出生於彰化和美鎮，這是個以務農為主的小
鄉鎮，許常惠卻有幸誕生於以書香傳家的懸壺濟世之家，祖

父許劍漁為前清秀才，父親許五頂是鎮上名醫。由於家中並

無習弄音樂的淵源、又有著士大夫根深蒂固輕舞樂重文墨的

觀念，小時候並未接觸任何樂器。但是彰化縣的民俗曲藝在

日益式微的今天仍保存了相當數量的戲種陣頭，可以想見當

時處處可聞的情況，這種民間音樂，無疑對許常惠的音樂創

作有著潛意識的影響。

許常惠在十一歲時即跟著兄姐赴日本就讀小學。在這一段期

間，他與日本交響樂團的松田三郎學習小提琴，也常赴音樂

廳賞樂，奠定了對音樂的喜好與學習基礎。如此的音樂養成

背景完全不是同時期身在台灣所能擁有的，因此二戰後，當

他回到台灣時，是國內少數的小提琴學習者之一。學業上，

他進入台中一中就讀高中部，音樂上他繼續隨溫仁和、李金

土、甘長波學習小提琴	，並加入台中市音樂協進會管弦樂

團，出入各種音樂小型聚會，可以說是中部音樂界活躍的小

提琴手。1949年考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 (今台灣師範大學 )
音樂系；師範學院以師資培育為主，在當時小提琴屬於選修

課，但許常惠因為已有不少演奏經驗，對此特別認真修習。

曾面對戰爭的悲劇、又歷經二二八事件、以及國民政府政府

遷台之後的動盪不安，許常惠乃認定「世界上如果還有一點

真，大概只有藝術家創作理念當中的真了。」	因此，在大

學期間，「成為藝術家」的志向逐漸在心中凝聚，也因為對

小提琴的執著並胸懷大志，待師大畢業，服完兵役，他便遠

赴法國繼續小提琴的深造。

作曲家

文 /簡巧珍

巴黎的學習與民族的自覺

巴黎的藝術氣息深深地吸引著許常惠，但最令他感動的竟是

小市民也能沈醉在法國大音樂家作品當中的情境，法國人演

奏法國人的作品是多麼自然而優美的事，像白遼士、拉威爾

的作品，大家聽得如此忘神！他也發現在旅店或宿舍中，擔

任清掃的歐巴桑或姑娘，一邊打埽一邊唱歌劇的自在。原來，

莫札特、威爾第的音樂完全就是在歐洲人的生活當中啊！

在西方藝術的洪流中主修小提琴，令他感到自己的渺小。他

身切感受到當時台灣音樂教育及文化與歐洲之間的落差，也

萌生對自己學習的反思。身為台灣人，終將成為台灣的音

樂家，那麼他的努力應在哪裡著力呢？幾經思索之下，他

從法蘭克音樂學院轉到巴黎大學，不再主修小提琴而改學

音樂史，師事身兼作曲家、指揮家，也是音樂學家的夏野

(Jacques Chailley)	教授。

原來許常惠認為音樂史，不過是偏於文學記述的音樂文化

史，經過學習才深刻體認這是一門非常科學，廣泛的學科：

「... 旋律、節奏，和聲等的構成及發展的研究，和每一時

代音樂作品的分析便是音樂史的基礎，然後才有音樂思想

史，民族音樂學，音樂心理學以及音樂史和其他姊妹藝術史

或整個人類文化史的聯帶關係的研究。」可見，音樂史將是

一門終生研究不完的工作，於此同時，許常惠也深刻體認到，

音樂創作與民族音樂學緊密的關係。

有關許常惠與民族音樂學的研究，除了指導教授夏野的影響

之外，也與他在法國聽到有關巴爾托克與匈牙利音樂的演

講，以及對德布西音樂分析之後的震撼與反省。「一個學音

樂的，如果連他自己民族的音樂都弄不清楚，還談什麼國際

性，世界性？」也是這一份覺醒，促使他特別到德國慕尼黑

圖書館查看中國音樂家王光祈的論文和著作，並對其《中國

音樂史》感受特別深刻。

可見許常惠在巴黎的學習，雖然是接受現代音樂的洗禮，浸

淫在西方藝術潮流中，卻反而激起更多的民族自覺，並且從

音樂歷史的發展中體認到作曲家與自身文化的息息相關。束

裝返國之際，雖然明知相較於當時的巴黎，台灣幾乎可以說

是音樂的沙漠，然而「回國」的信念卻是堅定的，因為他已

領會著手整理本國的音樂史，在自己家園尋找作曲的靈感將

會是他「一生的問題」。

現代音樂與民族音樂之推手

許常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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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樂的調查與推廣	

除了教學、創作之外，許常惠也與同樣留學歐洲的作曲家史

惟亮合作，成立「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致力台灣民歌

之採集，並於 1966年展開田野採風活動，為台灣音樂史寫
下重要的一頁。傳統樂人陳達之所以在恆春被「發崛」並受

到珍視，也正是源於這一波活動的影響。

這一時期許常惠陸續完成了一些自傳統音樂取材的創作曲，

包括為交響樂團與兒童合唱團而寫的《祖國頌之一：光復》

與無伴奏小提琴《前奏曲五首》	。清唱劇《葬花吟》，《女

冠子》(為女高音與室內樂 )、為傳統樂器「塤」所創作的

《童年回憶》、以及長笛獨奏《盲》……也都是重要的作品，

1969年 5月 15日他在台北中山堂舉行的個人第二次作品發
表會，便相當明顯地反映了他以民歌作為創作泉源的音樂觀

與風格。

推展社會音樂活動、促進國際音樂交流

70年代許常惠於教學之餘並開始忙於各項社會活動，包括為
拓展台灣作曲家發展空間而發起「亞洲作曲家聯盟」的成立，

為有計畫的維護與發揚民族音樂而發起「中華民俗藝術基金

會」的籌備及成立…，充份展現具備活動能力的長才。百忙

之餘，他仍有作品問世，曲目包括兒童清唱劇《森林的詩》、

三重奏《台灣》（小提琴、單簧管與鋼琴）、交響曲《白沙

灣》……等多首，1981年完成的《百家春》（為鋼琴與國
樂團的協奏）則可視為此一時期的代表作。

80年代之後，許常惠致力於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與教學，二十
餘年來指導了五十多篇音樂學碩士論文，他個人的著作則有

《台灣高山族民謠集》、《台灣福佬系民謠》、《民族音樂

學導論》、《台灣音樂史初稿》、《音樂史論述稿》……等。

許常惠這個時期的創作重心是歌劇，事實上他早在 1960年
代即嘗試歌劇的實驗與創作，1965年清唱劇《兵車行》、《國
父頌》可謂初步實驗	。1979年許常惠著手歌劇《白蛇傳》
的創作，至 1988年才完全定稿。是他一生耗時最長的一部
作品。1999年，發表的歌劇《國姓爺──鄭成功》，也是
他生前最後一部作品。

斯人驟世典範長存

將近五十年的努力，以作曲與傳統音樂為生命中的兩大重

心，許常惠不僅桃李滿天下並連獲國內外各種重要獎項：十

大傑出青年、吳三連文藝獎、法國騎士獎章、法國榮譽軍團

長官級勳章……等，而且也屢任要職，包括亞洲作曲家聯盟

理事長、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執行長、教育部講座教授、國

家文藝基金會董事、國策顧問……等，資望在國內音樂界無

人可比，他也幾乎已成為台灣音樂界的領導象徵。

令人錯愕的是，在沒有預警之下，許常惠於 2000年 12月
11日晚宴赴歸中，在下車的剎那不慎跌倒，因之昏迷未再
甦醒，2001年元旦凌晨辭世。不僅帶來各界的震撼，更多
的是遺憾與悲痛！綜其一生，對台灣音界的貢獻是有目共睹

的，有人視他為「民族音樂的領航者」；有人推崇他為「現

代音樂的推手」，而他的國際觀與本土觀所激盪出來的思想

更深深影響著台灣 60年代以後的音樂發展，許常惠的一生
是台灣現代音樂史璀燦的一頁！

現代音樂的認識與作曲方向抉選

初到巴黎，任何聲音對於許常惠而言都具吸引力，他不放棄

所有可能的音樂會。一兩年過去，蛻變成只對當時正如火如

荼展開的現代音樂有興趣，由著名的作曲家布列茲所領導的

前衛音樂發表會－「音樂的領域」，更是他視為直接學習與

觀摩的好機會。

只是，無所不奇的音樂雖然帶來震撼，卻也令他有了更多美

學上的困惑。他甚至直言「我不喜歡布列茲的作風，我不能

贊同他們的“音樂＂，如果那種音樂也叫做音樂的話！」	

「古典時代的所謂即興演奏，至少還保持一種統一形式與清

明意志。但是他們呢 ?	只靠瞬間與偶然的神經敏感，留下來

的是何等的零亂！」「他們的音樂只有在衝動裡獲得唯有一

次的生命。這樣的作曲者能對自己作品負責任嗎 ?無責任無

信仰的作品多麼空虛，多麼頹廢。」

相對於此，匈牙利作曲家巴爾托克或法國作曲家岳維禮

(Andre Jolivet) 的音樂，在前衛音樂中算是“保守＂的，但
是無論旋律、節奏、音長、音量、音色等流動，縱使令許常

惠感到支離分裂的神經，卻也同時能使他感受到強壯的全盤

力量，這種統一的力量讓他深深領悟“那種強烈的貝多分主

義是不能改的＂，這種美，才是讓他可以獲得共鳴的“現代

＂。也正是這些背景，許常惠在決定學習作曲時，選擇了拜

岳維禮為師。

就時間而言，他學作曲已是在巴黎的最後一年，然而如前所

述，他在音樂史上的鑽研，事實上也為作曲之路展開更廣闊

的思維。根據他的自剖「夏野教授在無意中教了我音樂的基

本原則，岳維禮先生教了我更詳細的音樂技術，使我觸到作

曲裡的一種祕訣」。此後他幾乎認定自己將往作曲路上走去，

也以作曲家自許。

歸國學人的旋風與影響

經過將近五年的學習，許常惠於 1958年束裝返國。因為他
是戰後首開赴法先例，不僅音樂界，社會各界也對他有所期

待，回國第二天，報上斗大的標題「許常惠昨自海上來」，

說明了他日後成為音樂界焦點人物的時代背景	。1960年，
許常惠在台北中山堂舉行第一次個人作品發表會，以在法國

所創作的作品為主要內容，風格傾向二十世紀歐洲現代音樂

的表現手法。

在那個完全以古典、浪漫做為欣賞與學習主流的年代，這一

場音樂會嶄新而特異的風格引起熱烈迴響，一個月之中多達

十六篇評論，而其中以抨擊性的文章為多。但是不管大家接

受與否，這個別於古典與浪漫風格的音樂語法終於正式在台

灣登陸，並促使台灣的音樂創作走向另一個里程碑。

許常惠除了在台灣師大音樂系、國立藝專音樂科等音樂院校

執教之外，也在台北、台中開設作曲班，培育青年學子。並

推展「製樂小集」作品發表會，結合台灣作曲家發表新作，

不僅因此激勵更多人投入作曲的領域，前輩作曲家如郭芝

苑、陳泗治的作品，也得以有機會發表。而受到這股旋風影

響，許多年輕音樂家所組織的作曲團體諸如「江浪樂集」、

「五人樂團」、「向日葵樂會」……等等也紛紛成立，台灣

的作曲風氣蓬勃的發展，而年輕音樂創作者，不論是音樂科

系學生、或者對作曲有興趣的青年，都有了一展長才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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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常惠的作品風格

西方印象派與中國美學結合的探索

許常惠早期的音樂深受印象派的影響。為長笛、女高音與長

笛的室內樂《八月二十日夜與翠雛共賞庭桂》，鋼琴伴奏部

份以全音音階為主軸的和聲，其色彩朦朧、輕柔，無論譜面

的視覺與實際音響表現，在在有著德布西在《月光》當中的

影子。然而，歌樂從旋律走向與節奏看來，顯然是以中國式

的詩詞吟唱法來表現。

在音響上與鋼琴若即若離的長笛，不時加入小二度的色彩

音，形成中國器樂當中抹音、吟揉或是戲曲中拖腔的韻味，

使得該曲平添中國風格的詩情畫意。這個作品是許常惠於留

法時期完成的，從其音樂內涵的整體構思看來，他在嘗試將

中國傳統思想與西方現代音樂技法相結合的理念中，已有獨

特的見解與風格取向。

根據白萩的五首詩所譜寫的無伴奏次女高音獨唱曲《白萩詩

五首》，採中國傳統清唱的吟詩方式而寫，力求貼近唱詞唸

白的旋律，不追求絢麗，卻別有一番韻味！

以五聲音階所寫的五首樂曲皆可獨立，以中國調性而言，呈

現了相當完整的拱型形式，以西方調性而言，建立在 La Mi
升 Fa之上。La Mi的主從關係亦說明了整組作品穩固統一的
基礎。

慢板樂曲，多的是內心的描繪，旋律感覺較平和，猶如喃喃

自語，表現上類似朗誦風格。快板樂曲，旋律的起伏較大，

戲劇性的表現也多，風格則恰如咏嘆調。五個樂曲的完整性

恰如五個樂章。

該曲另一特色是譜面的設計與風格恰如原詩文所排列之詩體

一般，將旋律隨著詩作齊頭齊尾而排列，令人見到樂譜亦如

見到詩文，「新詩」的意境躍然譜中 (譜例 )。這個大膽的

嚐試，或許正是許常惠集文學與音樂藝術為一體的感性訴

求！

（譜例）：《白萩詩五首》

以傳統音樂素材為創作泉源

許常惠剛回國的時候，作品的確是西化程度比較多，但不久，

他即開始尋找中國作曲方向、尋找中國音樂的泉源，並從事

民間音樂的採集活動，《葬花吟》正是在其作曲家與音樂學

家兩種身份的交會點上所出現的早期作品。這是一首為女聲

合唱、女高音獨唱、引磬以及木魚所作的清唱劇。以曹雪芹

的《葬花吟》為歌詞，八部合唱的女聲以對位手法寫出。

樂曲的風格是肅穆的，並充滿宗教氣氛，固然是因為引磬與

木魚兩種法器其音色之文化性格所致，許常惠刻意的營造也

是重點，曲中就有一段猶如佛寺晚課誦經的場面，許常惠以

採自廟宇的晚課內容為素材，重新用女聲四部合唱以同音反

復快速唱唸的方式，營造尼姑誦經的音響效果，並運用木魚，

以急板、且通段不休歇地敲擊，以襯托佛教梵唄的氣氛。

尤值得注意的就是該曲音樂材料是以五聲音階調式為主，全

曲共轉了十二次不同起音之五聲音階羽調式，由A羽調起始，

每五度一轉，至樂曲結束時，形成一圓滿的調式循環。這種

表現方式，誠然為中國音樂理論重新賦予時代的新生命。

1966年開始的民歌採集活動，對許常惠的影響首先具體體
現在作品十六之四號《小提琴前奏曲》之四──《思念的》

之中。他以陳達先生的說唱──恆春調《思想枝》做為主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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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加以變化，巧妙地運用變化音、逐小節切換拍號、多次音

程大跳、主要音域的八度移位等手法企圖以切割、變體以及

組合方式，使主題的音調模糊化，直至樂曲終了，《思想枝》

的主旋律才清楚而明朗地在高把位呈現出來	。

中國音樂語法的移植

中國樂器獨特的音樂語法，也經常由許常惠移植到西方樂器

上來表現。例如《三重奏：鄉愁三調》的第三調，除了直接

引用南胡曲《二泉映月》的曲調之外，並以小提琴與大提琴

模仿南胡的演奏，鋼琴則模仿古箏的刮奏效果。

鋼琴獨奏曲《賦格三章：有一天在夜李娜家》第三首《賦格

與展技》，賦格部份靈感來自古琴的韻味，於是以充滿裝飾

的緩板二分音符長音，來表現那股特殊的神秘風味。展技的

部份則運用了連續快速彈奏同音的技法來模仿琵琶的輪指。

為鋼琴與國樂團而寫的《百家春》其樂曲一開始，即是依次

以梆子、鋼琴、琵琶分別表現戲曲上場之散節拍鑼鼓點的效

果。為長笛而作的獨奏曲《盲》，則取材自台北街頭，盲人

按摩師夜裡所吹奏的抑鬱笛聲。

為傳統樂器而寫

許常惠也以不同於國樂曲以往的技巧與表現風格，為傳統樂

器寫了一些作品。專為瀕臨失傳的樂器「壎」創作的獨奏曲

《童年的回憶》，取材自他童年時代的童謠記憶。琵琶獨奏

曲《錦瑟》，南胡獨奏曲《抽刀斷水水更流》、《村舞》、《喜

秋風》都以比較現代的思維與技法譜寫，樂句的變化、轉折、

鋪陳，有其細緻之處，凸顯傳統樂器優美的質感之餘，也拓

展了音響上的豐富。

為兒童而寫

為兒童而寫的代表作有清唱劇《森林的詩》、《獅頭山的孩

子》。獨唱曲《楊喚詩十二首》，以楊喚詩譜寫的合唱曲《小

蝸牛》、《小螞蟻》、《小蜘蛛》、《小蟋蟀》等四首。相

較於其他作品因為調性的游移與疏離，而帶有較多晦澀與抽

象，這些為而童而寫的作品顯得清新而易懂，每個作品也都

有獨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曲調，頗能以技術上的專業彰顯詩

詞的童趣。

《中國民歌鋼琴琴曲集第一本：給兒童的二十首曲子》

(1980)，《中國民歌鋼琴琴曲集第二本：給少年的二十首曲
子》(1981)，是一系列師法巴爾托克的鋼琴曲《小宇宙》的
作品。前者有二聲部，三聲部，四聲部對位法，技巧較為單

純。後者則多為複調式的作法，並使用五聲音階的和聲、半

音階等尖銳音響，以及複雜的卡農與對位技法，兼具技巧與

演出效果的精采度。

中國傳統思維與文化的啟發

為鋼琴與國樂團而寫的《百家春》，第一個特色是編制，其

次是採用中國古代大曲曲式，分為散序、中序、破三個段落。

第三個特色是以北管曲調《百家春》為素材變奏曲。只是西

方的變奏是愈變愈遠，許常惠用的剛好相反，「百家春」的

旋律是在最終的第十段才完整出現，宛如遠處的一幅畫，輪

廓愈來越明晰。

鋼琴是西方樂器之王，許常惠用一個以十二平均律調弦為基

礎的的西方鍵盤樂器來搭配現代形式的國樂團，以兩者間的

調和與矛盾，來尋求中西樂器在音色上合壁的可能性，本身

即帶有相當的挑戰性，再者，大曲原為歷史上的名稱，許常

惠以它做為樂曲的結構，體現大異於西方的美學觀點，也展

現了他個人思想的活躍。而這些確實也提供了同時代台灣作

曲家音樂創作的新方向。

台灣作曲家的何去何從──許常惠作品的民族風格

翻開西洋音樂史，從文藝復興過渡到巴洛克、古典、浪漫風

格，所著眼的事實上是作曲家的創作意向與共性，是西洋音

樂歷經漫長的發展逐步演化的景象。面對台灣作曲家，以許

常惠為例，在赴法國之前，他對於中國作曲家所知的作品或

許也只是民國時期趙元任、黃自等人的藝術歌曲，受限於資

訊與音樂文化背景的影響，對於黃自的管絃樂作品《懷舊》

甚至也無從知悉。

因此，如何以西洋音樂思維、作曲技法來創作“我們的音樂

＂，建構台灣的音樂風格乃至音樂史，是深刻而迴避不了的

問題。許常惠回國之後不久，即陸續出版《中國音樂往哪裡

去》、《尋找中國音樂的泉源》等書，正是對這個課題進行

自省與探索的心得。

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西洋現代音樂風格與中國或台灣

傳統音樂、與文化思維相互交融的特色，那是一種宏觀的民

族精神，通過豐富的人生經驗以及活躍的思想所展現出來

的成熟藝術。而這有一部份也正是台灣作曲家，從 1960，
1970，至 1980所展現的共性，這股風潮與藝術理念的追求，
與許常惠的推波助瀾是有很大關係的。

打著「現代音樂」的旗號在台灣帶動音樂創作的熱潮，在我

們現在看來，許常惠所運用的現代語言，或許只是西洋 20
世紀初的創作技法，諸如德布西、巴爾托克、史特拉汶斯基

等人的手法。但是在台灣高等音樂教育體系中，那個西方音

樂史只教到浪漫派初期或中期的 1960、1970年代，這無疑
還是令人稱奇的音樂風格，也是台灣音樂必經的歷程。他的

《葬花吟》於1992年獲選為「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典作品」，
他的一些作品曾被視為曲高和寡，而今聽來卻是溫暖有致。

若稱他為「現代音樂的推手」，實至名歸。

著者 :	簡巧珍	台灣藝術大學 /台南藝術大學副教授

參考資料：

王維真。〈札根於傳統的創新──許常惠〉，《音樂與音

響》。152期，1986。

林韻。《許常惠音樂作品之分析研究》。台北：台灣師大

碩士論文，1996。

趙琴。《許常惠－－那一顆星在東方》。台北：時報文化

出版，2002。

簡巧珍。《二十世紀六Ｏ年代以來台灣新音樂發展之軌跡

（再版）》。台北：漢世紀數位文化公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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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在五月九日就要省選了，競選活動已依法啟動。本地的

選情氣氛雖然明顯缺少台灣選舉的激情火爆，更不見街頭運

動的勁道，不過各種拜票、掃街、造勢活動還是有的。	而

且隨著社群媒體的普及，有的沒的話題還真不時會把選情給

炒熱的。

這次省選共有 18	位華人參選，人數之多，前所未有。台灣

社群出現五金釵 ,	更是錦上添花的好事。過去每一次選舉都

會出現「華人一定就要選華人的主張」。選戰成績如果不理

想，就會出現「華人不團結才會讓華人落選」的論點。其實

任何候選人光依賴單一的支持群體是很難成就的，必須要在

全體選民裡找到最大公約數，最小公分母，才能爭取到最大

的票源。

如何爭取到最大公約數呢 ?	那就是候選人本身的條件能力，

也就是吸取自己固有支持者以外的選民的能力。我期望所有

華人候選人除了鞏固自己基本票源外，更要走出去面對陌生

人，說服更多的選民，讓他們了解你，同意你是一個優秀的

候選人：不因為你的族裔背景，而是因為你的能力。拜票之

餘，更需要好好的了解時事議題，面對選民時必須言之有物。	

選舉拉票拜票固然是一段很辛苦的過程。而當選後，作為政

壇新鮮人，那才是考驗的開始。我們除了繼續鼓勵華人，鼓

勵年輕才俊參選公職外，也要給這些政壇新鮮人更多支持，

給他們多加油、多打氣。競選成功固然可喜，如何在公職崗

位上做到讓其他政壇人士尊敬，才是大家所期待的。當選人

固然不可以患「大頭症，忘了我是誰」,	支持者也不該抱著

「我投票給你，我成就了你，你就得乖乖聽我的，隨傳隨到，

我的電話你得馬上接」的觀念。

任何一位政壇新鮮人，都必須在全新的環境裡，找到自己的

空間以及行走的方位。就像剛進大學校門的新鮮人，光是辦

理註冊手續就煞費周章了。不管是在議會大樓的辦公室，或

是選區的民眾服務處都刻不容緩要馬上成立。可別以為就那

麼簡單，光是人事安排就不是容易的事。首先你必須弄清楚

哪些工作是政治任命，可由政黨或自己安排；哪些是政府公

務員的工作，絕不能越界，更不能混淆不清。政黨分離，就

連一封信都要看內容才能決定該交給誰來打字，因為政府公

務員絕對不能做任何與政黨或政治活動有關的事務。一不小

心被政敵知道踢爆出來，那可不是一句 :	「對不起，我新來

的」就能了事。你敵對黨的工作就是要逮住痛腳，踩不死你

也要你痛三天。政黨政治是沒有蜜月期的。更甚者是自己同

志之間的利益糾結，很多時候，需要防備的除了眼前還有背

後。當選了就是正式進到政治的競技場，那可是完全的新戲

碼了。

當選後的政壇新鮮人要修的基本功很多，首先是認識新環

境的人與事。進了政府才知道政府部門的龐大與複雜。官

僚體系就是專業分工、權責分明，重要的是彼此絕不能越

界。為民請命，為民伸冤，您還得找對人才行。就這一點，

除了靠時間的累積，還得要勤跑基層。很多老公務員幾十

年不曾見過一個議員到他們辦公室拜訪過。去握個手，下

次有事找他們幫忙，那何止事半功倍，好幾倍都有可能。

朝中有人好辦事，那個人不見得是甚麼大官，真正辦事的

人才能為你指點迷津。

第二是建立自己的黨內關係與網絡。議會老鳥本來就自成

一個系統，黨內藏鏡人到處都是，如何迅速了解誰是真正

的決策者，誰是某個議題台前幕後的掌舵人，都必須在很

短時間內摸清、掌握並且搭上線，才會政通人和。連任的

老鳥，尤其是對方陣營的老鳥，最大的樂趣就是打菜鳥。

新鮮人如果沒有自家的老鳥護航叮嚀，天天被連諷帶刺打

得一頭包，是常有的事。

第三是要花時間深入了解議題。每次開會前的議程都會有

很多附件，三五吋厚是家常便飯，一兩尺高也不稀奇。閱

讀的功夫各憑本事，如何抓重點更是功夫。當然也有人是

看都不用看就口若懸河，自己說得眉飛色舞，別人聽得一

頭霧水。但是對一個新鮮人，尤其是少數族裔來說，拿出

實力，說出深度，才是讓人折服的正途。尤其是英文非母

語的第一代移民，議會發言，更是一件需要事前做足功課

的大事。

寫到這裡，其實我的重點是想讓大家了解政壇新鮮人，要

了解的事情很多，能掌握的時間很少。如果他沒有即時回

您的賀電，沒有出席您的活動，沒有時間為您剪綵，沒有

辦法一個晚上趕三四場宴會，請您體諒他。也許他正為明

天一個很重要的會議努力做功課，也許他剛好有個很難得

的機會和某議案的重要關係人會談，也有可能他已經累到

想昏倒。給他們多一點空間與時間吧。還沒做好的地方，

給他時間，主動提醒他，也把你的建議分享給他。少責怪，

多鼓勵。華人在北美的議會佔有一席之地是很難得的，消

費容易灌溉難。讓我們愛護他們，勉勵他們，多給他們打

氣加油！今天幫他打前鋒 ,	明天更要替他做後盾。	

為政壇新鮮人加油
文 / 黎拔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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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台灣電影節
Vancouver Taiwanese Film Festival

11th annual · 2017第十一屆

Single Ticket 單場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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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Deal 優惠套票

3-Tickets Package 三場電影 4     $30

Ticket 票價

Ticket Location 購票地點

Vancity Theatre 溫城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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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網上購票 :	www.twff.ca

Venue 活動地點

VanCity Theatre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Centre 
1181 Seymour St, Vancouver

Tax included. Membership not included 
以下票價含稅；不含會員費

Movie Schedule  時刻表

JUN 10  FRIDAY 

Jun 11  SATURDAY

JUN 12  SUNDAY

四十年 前導短片 :小夜曲

 -- 導演座談 --

  我的蛋男情人 前導短片 :水巨人    紅衣小女孩 前導短片 :他奶奶的一天       52Hz, I love you 前導短片 :虎爺

  櫥窗人生 前導短片 :小貓事
-- 閉幕典禮 --

T 媽媽 +門 +玫瑰少年
    我的蛋男情人 前導短片 :噴嚏少女

失控謊言 前導短片 :貪食
-- 音樂會 --

-- 導演座談 --
四十年 導演致詞

被出賣的台灣

只要我長大 前導短片 :April 19

18:00 17:00 17:30

18:00
16:55

14:15 14:30
12:30

10:30

20:10 18:50 20:00

21:00 21:00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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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衣小女孩	THE TAG-ALONG

「傳說，被『她』跟上，你將無法脫身…」

改編自台灣著名鄉野傳說，十年來最賣座的台灣恐怖片。阿偉

是一個房地產經紀人，認真工作希望能與女友怡君早日結婚。

有一天，與他同住的奶奶失蹤了…。詭異的是，家裡打掃過了

衣服也洗好了，還替阿偉煮了早餐，但就是不見奶奶的蹤影。

毫無頭緒的阿偉逐漸感到焦急，他打開奶奶平日用的相機，竟

看到其中一段出遊的影片中，有個詭異的身影跟在奶奶背後，

像是個穿著紅衣的小女孩，阿偉打從心底感到不寒而慄，沒想

到詭異的事情，開始接二連三地發生…。

Best-selling Taiwanese horror movie of the past 10 years本片入圍 2016年韓國富川
奇幻影展創投項目、2016年金馬國際影展閉幕片及第 53屆金馬獎四項提名。
2016台北電影節 最佳男女主角得獎、最佳劇情片提名。

2016 Bucheon International Fantastic Film Festival - Selection

2016 Golden Horse Award - Best Leading Actress, Best New Director, Best Visual 
Effects, Best Film Editing - Nominated

2016 Taipei Film Festival - Best Actor, Best Actress - Won

2016 Taipei Film Festival - Best Narrative Feature - Nominated

我的蛋男情人 MY EGG BOY

「幸福好難，但別忘了有期待才叫活著」

現代都會女性事業得意，愛情業績卻掛零；尋找真愛的同時，

還要與時間賽跑！曾梅寶深信冷凍食品能慰藉許多無法享受新

鮮食物的心靈，也期待著長久保鮮的愛情，為自己的青春爭取

時間，尋找真命天子。偏偏卻遇上新鮮至上，對愛情只相信此

時此刻的阿始。當「冷凍」的深情遇上「新鮮」的熱情，一場

愛情保存期限的浪漫論戰就此展開！

被出賣的台灣 FORMOSA BETRAYED

「中國人說我們都是兄弟，如果真是如此，為何這樣待
我們？」

以 80年代震驚國際的「江南案」、「陳文成」命案改編的爭
議之作。一位在堪薩斯大學任教的台裔美籍教授在校園被謀

殺。對臺灣政治生態毫無所悉的警探傑克，被派遣至台灣調查

此案。隨著線索一步一步展開，他才發現事情並非如表面所顯

現的單純，自己竟逐漸逼近一個牽扯到美、中、台高層政治敏

感神經的恐怖陰謀。

2009 費城亞美電影節	觀眾票選最佳電影

2009 聖地牙哥電影節	最佳男演員

2009 聖地牙哥電影節	最佳影片

四十年	ODE TO TIME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當年青澀年華的酸甜滋味，轉
眼間卻成為心目中最重要的回憶」

《四十年》以「民歌 40」週年演唱會為軸心，匯集台灣民歌年
代 30 多位重量級歌手及推手的訪談內容，描繪出民歌代表人

物的真實際遇，與他們在時代變遷中的成長與改變。本片由導

演侯季然執導，重溫當年民歌風華，走訪各地貼身紀錄這些前

輩歌手、創作者的點滴，帶來 40 年台灣的滄海桑田，那些成

就你我寶貴的青春歌曲與回憶。

52HZ, I LOVE YOU

「孤單，只是故事的開始」」

魏德聖導演獻上睽違九年音樂愛情電影，七位音樂人聯手打造

17首原創歌曲，重回現代生活的幽默與感動。一對攜手相伴十
年的情侶，他們的愛情旋律似乎隨柴米油鹽而逐漸消逝；另一

對沒有嘗過愛情滋味的男女，卻因為一場意外開啟了緣分。在

都市中孤單的人，或許只是尚未遇見相同頻率的同類，能與你

產生幸福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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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 T 媽媽
THE PRIESTESS WALKS ALONE

「逼視自己生命情境極為寫實、動人，大家都看得到令人
欽佩的能量。」— 本片監製 侯孝賢

當一名影像工作者舉起攝影機，她所要展開的是一場超渡家庭間

無語傷痛的牽亡儀式。

本片導演黃惠偵的母親為一名牽亡魂法師與女同性戀者。透過牽

亡儀式的吟誦與禱念，她帶領亡靈得到救贖。然而她卻始終無法

超渡自身所背負的傷痛過去。而導演與母親雖然生活在相同的空

間裡，但幾十年來卻又像是同個屋簷下的陌生人，唯一的交集是

母親準備的吃食。她們之間沒有噓寒問暖、沒有母女間的心裡

話、沒有「我愛你」。

於是導演從自身出發，幾個簡單的提問，開啟的將是兩人必須做

好準備才能面對的對話。她是否真的準備好去面對母親給出的答

案？她是否又能夠好好面對自己那些已經被埋藏許久的過去？

本片為榮獲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金馬提名最佳剪輯與

紀錄片《日常對話》的原型，本片同時亦獲得金穗影展一般組首

獎與南方影展評審團及人權關懷獎等多個獎項。極具挑戰與突破

的話題之作背後所隱藏著的將是一個女兒與她的同志母親之間質

樸纖細的愛恨情愁。

2016台灣國際酷兒影展項目

2016 Taiwan International Queer Film Festival - Selection

2017 第 39屆金穗影展 一般組首獎

2017 Golden Harvest Awards Grand Prize

2016 南方影展 評審團獎及人權關懷獎

2016 South Taiwan Film Festival Jury Prize and Human Rights Award

2016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2016 Taiwan Women Make Waves Film Festival

2014 入選 2014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 

2014 Accepted to Docs Port Incheon| 

失控謊言	WHITE LIES, BLACK LIES

彩虹法藝老闆娘意外遇害，頸部被利刃深深劃開，老闆蘇俊傑

離奇失蹤，陪同逃亡的竟是初戀情人周曉晨，沸沸揚揚的新聞

事件，更引來周刊記者美玉的密切關注，身為兩人國中同學的

她，以協助澄清為由，取得獨家專訪機會，卻也意外抖出多年

前另一起草草了結的命案。改編自台灣真實社會事件，一宗命

案，三個偶然重疊的生命，牽扯出萬千謎團與深陷泥淖的真相；

撲朔迷離的男女關係、懸疑難辨的兇殺案情，直指人性最深層

的黑暗角落。

2016台北電影節 最佳劇情片入圍

2016金馬獎 最佳新演員 入圍

2016 Taipei Film Festival - Best Narrative Feature - Nominated

2016 Golden Horse Award - Best New Performer - Nominated

櫥窗人生	BETALNUT GIRLS

「街頭最爭議的風景，一層玻璃兩個世界」

麗珍獨自扶養孩子，還要應付嗜賭索錢的父親，在經濟壓力下，

在檳榔攤工作賺錢，卻因此與管區警察康偉結緣，並慢慢發展

出親密的友誼關係。然而兩人的職業衝突及社會的冷言閒語，

這份愛情能夠有選擇並開啟幸福嗎 ?	《櫥窗人生》是一部以檳

榔西施為題材的電影，探討了這群遊走在灰色地帶的女孩，在

那片光鮮亮麗霓虹玻璃的背後，不為人知的辛酸，並為了生存

而努力奮鬥的故事。

只要我長大
LOKAH LAQI (HANG IN THERE, KIDS!)

一個遺世獨立的原住民部落，靜靜地躺在美麗山谷間，三個在

部落山林間長大的小男孩，他們樂觀活潑、調皮貪玩，卻又因

為家庭而各懷心事，他們一直用最「看得開」的方式在長大著。

行動不便的拉娃老師為部落的孩子們開設了課輔班，讓他們在

下課之後，除了家以外，還有一個溫暖的地方。拉娃對這群孩

子們而言，是一道愛的光芒，她擁有美妙歌喉，卻不再開口唱

歌，直到瓦旦發現了拉娃以前唱歌的錄音帶 ... 這 3 個小毛頭

鼓起勇氣，帶著錄音帶來到台北，這會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什麼

樣的變化呢？

2016 義大利 Giffoni國際兒少影展

2016 韓國富川奇幻影展

2016 金馬獎最佳新演員、原著劇本、最佳原創電影歌曲提名

2016 台北電影節 最佳新演員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剪輯獎、最佳劇情長片獎和
百萬首獎

2016 Premio CIAL per l’ambiente 

2016 BIFAN Children’s Jury Award

2016 Golden Horse Award - Best New Performer, Best Original Screenplay, Best 
Original Film Song - Nominated

2016 Taipei Film Festival - Best Narrative Feature, Best Director, Outstanding Artistic 
Contribution in Editing, Best New Talent, Grand Prize - 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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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of art begins in Taiwan, where as a child she 
learn ed  th e  tech n iq u es  o f  t rad i t io n a l  C h in ese 
painting, which includes using a special tapered 

brush dipped in black or coloured ink to draw on rice paper or silk.
Four years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oil painting followed high school 
before moving to Canada where she soon enrolled in the Vancouver 
School of Arts (now the Emily Carr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By 
combining her traditional background with new painting methods, 
Hai-Ping created a unique approach to oil and watercolour. ¡°I want 
westerners to see my Chinese background and training, so I use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brushwork combined with western themes.

Hai -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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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畫起源在高中時代，隨著胡念祖老師學習
傳統山水多年，畢業於臺灣國立藝術學院藝

術系，主修油畫，童年隨家人移民加拿大，在溫哥華美術學院
續修兩年雕刻及廣告藝術，一年後再修會記轉行成為理財顧問
三十多年，但難以忘懷的還是互壞，年年參與畫會書畫展覽，
持續研修繪畫技巧。

目前與張珩老師研習書畫，試著用水墨來表現溫哥華景秀山水，
體驗生活、創作、不斷探討融合東西文化，表現在油畫及水墨
山水，這些年參與書畫聯展五十餘次。為前任加拿大中華文化
藝術總會會長 (2012 至 2016)，目前是國際書畫藝術研究中心
研究員。

王	海	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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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

鹽水鎮舊名月津是台南縣創建最古老的城鎮。至19世紀 (嘉
慶、道光年間)是鹽水最盛時期，已是大市鎮，人稱「一

府、二鹿、三艋岬、四月津 」，具有嘉南地區歷史文化、政
治、經濟、交通、軍事重要地位。

月津歷史、地理之位置

鹽水(月津)的歷史可追朔到西元1662年，鄭成功實施屯墾制
度，其部將在今舊營里和後宅里一帶墾殖，漸成聚落。

鹽水因倒風內海形成天然內港，內海裡的港口扮演貿易的重

要角色，是南臺灣重要水路糧道，也是聚落生活重鎮，商旅

繁華。由於鹽水港的港道環繞街區，形成彎曲狀，有如半

月，所以又稱為「月津港」或「月港」。唯到19世紀 (道光
末期)，急水溪、八掌溪泥砂填積，造成內海淤塞，港口功

能漸失。日治時期，日政府鋪設縱貫鐵道，擬經鹽水通過，

因地方仕紳恐修築鐵路破壞風水地理，錯失成為交通樞紐的

機會，因此鹽水從昔日的港口都市轉變成鄉村城鎮，但也因

此保存許多古樸的歷史建築與民風。

人稱鹽水三寶除月津港外，尚有古蹟八角樓、以及名譽國內

外的鹽水蜂炮。

八角樓

葉家大宅是臺灣少見的樓閣宅第，興建於1847年（道光27

年），是鹽水糖郊富商葉開鴻與其長子葉瑞西等人聘請唐山

師傅來臺耗時十年，建材來自中國大陸的福州杉、磚瓦與石

條，除三進樓閣，北側還設置茶房，屋後則有花園。葉家大

宅坐西朝東，第一進為樓高兩層的店面；第二進為三開間一

條龍式的閩南建築，是祭祀祖先的花廳；第三進即是現存的

鹽水八角樓，2003年經公告為歷史建築，2009年公告為古
蹟。

鹽水蜂炮

譽有「北天燈‧南蜂炮」的鹽水蜂炮，每年元宵節都聚集數

數以萬計的觀光客，前來親身體驗萬炮齊發，有如蜂群傾巢

而出的蜂炮，不絕於耳的巨大鳴聲的奇景與熱鬧盛況。該活

動據耆老推測，源於1885年（光緒11年），當時瘟疫流行，
居民基於民間習俗，向當地的「關聖帝君」（關公）祈求平

安，並依占卜結果，在元宵節晚上，恭請廟中的周倉爺開

路，關聖帝君殿後，一路燃放炮竹，繞鎮一晚，消滅疫情。

後來遂演變成為全臺最具代表性的宗教活動之一，更登上名

列世界三大民俗慶典。

台南月津港燈節是全國唯一以「藝術」與「地景地貌」為創

作核心，強調地方社區之特色與傳統燈會之精神，打造出充

滿創意、彰顯在地文化、自然景觀的大型燈節。

自2012年台南縣市合併，為大台南開啟餔一樣的燈節。其主
題如下:

「國際台灣光雕地景藝術節」之曙光 
—記2017台南月津港燈節
文/ 陳郁秀

春花鏡月【國家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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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的努力，累積的能量，造就今年璀璨的成果。

2017年月津燈節之內容  雲端花火盛宴

「2017月津燈節」是以「四季禮讚」為創意主軸，	
「春蝶、夏蟬、秋楓、冬雪」為象徵，邀請了45位藝術家和15組大專院校藝術科技科系的師生，創作了五十件作品，其中
包含了7件大型地景型作品，4件國際藝術家作品，延著月津港四周，分為「藝術家亮麗主燈區」及「青年璀璨徵件區」，
展現出一個白天陽光普照，夜晚燈火通明的魅力「光影世界」。

正月21日迎著春風來到台南鹽水，參加別緻的開幕式，午後和煦的陽光照射湖面，各個作品在陽光下呈現自然色澤，散發
出作品的原色，倒影栩栩如生，十分溫馨。下午六時左右，天色還未全黑，天空的光洽讓畫面十分清晰，各個作品倒映水中

真是漂亮極了。未料入夜後，強勁的海風夾雜著鹹鹹的溼味，讓人覺得冬天尚未離去，不禁拉緊了衣襟，我在寒風的陪伴

下，走訪月津港。

燈區的作品太精采了，只能割愛部分景點與作品，選擇其中少數與大家分享。

1.《初蝶》— 這是春天第一隻蝴蝶，象徵春天的腳步來臨了，是日本藝術家森岡厚次的作品，作品造型簡單俐落，色彩溫
和柔美，作出破繭而出準備翩翩起舞之姿，把「春」的氣息不論在陽光下或燈光下都明顯傳遞出來。

2.《蟬羽化》— 宣告在土地中成長的蟬之幼蟲，羽化的過程是告知夏天的來臨，而搭配橋上的螢光線及邊坡的柳樹倒影，
夏的意象令人清爽愉悅，這是日本藝術家田中健作的作品。

3.《秋水光澗》— 是國人「有用主張U×U」工作坊的創作，巧妙的運用人行道旁的樹排打上紅色燈光，綠葉呈現楓葉之效
果，而樹枝樹幹流動的星光潺潺而下，形成一片生動有風的楓林，令人驚豔。

4.《雪上摩托車遊記》— 則是國人林建志藝術家的創作，他以詼諧的角度切入，有型有韻，把冬雪的氛圍帶來南國。

5.《Keyframes》— 特別值得介紹的是由法國知名藝術團隊Groupe LAPS 帶著他們最著名的火柴人形燈管，結合燈光音效的
大型裝置藝術。來到月津港，在水月橋往自行車橋的步道對岸草地上，設計如動畫一般，每個閃亮火柴人隨著音樂起舞的舞

碼，演出一齣既具動感扣人心弦的夜之舞。

2012—「月、一千零一月」、2013—「夢中城市」、2014—「鹽水上河圖」、 

2015—「鹽水夜宴圖」、2016—「月津寶盒亮津津」、2017—「四季禮讚」

初蝶 線代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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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津迷》— 游文富以竹子型豎帶有月字型的迷
宮，邀請觀眾互動，觀者遊走竹枝內，進行一趟探索

美景之旅…。

7.《寄一草原的月亮前傳》— 林晉宏本次作品以「月
亮打包的過程」為場景，內容敘述穿著太空服的太空

人，在某個浩瀚無邊際的神祕空間認真的製作月亮，

並以火箭將它寄出到天空中的故事，充滿想像的創

意。

8.《織梭月光夢》— 此作品是由台南科技大學創新產
品設計系的師生們共同創作。內容是敘述初春時分，

創作群將夢想、祝福、思念、期待一一織入月津港，

將思念託付給月娘，現場白兔望月的意境是由實體與

倒影成就圓滿，巧思令人佩服。

其他諸如《春花望月》、《光譜原色—四季》、《光

肌碼頭》、《桃花源》、《孵蛋》及年青朋友們的創

作《孵蛋》，均是一時之選。走訪兩區作品至少需要

二至三小時的時間，琳瑯滿目，創新又精緻，在眾多

經費龐大的燈節中脫穎而出。此次的各項工作是由「

都市藝術工作室」執行，而策展人杜昭賢的功力深

厚，美感與佈局具全面的在地關懷與國際觀，值得喝

采。

結論

藝術需要時間累積，與在地文化、在地地景地貌對話

也需要時間，由月津港燈節的進步，我們看見在地文

化的茁壯，也看到國際藝術家與在地的互動。21世紀
是一以「自然+人」為本的世紀，月津港的創造力正引

領台灣各地花費龐大經費但仍原地打轉的燈會走向另

一個思考的領域。

我期許「台南鹽水月津燈會」在不久的將來，是代表

台灣品牌的「國際光雕地景藝術節」。

著者: 陳郁秀 
公廣集團董事長/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 前文建會主委

Keyframes

月津迷

秋水光澗



人體有自我康復的本能。每個人都有這個經驗，很疲倦，但晚上

睡一覺，早上精神就恢復了。事實上，不管是小毛病還是大毛

病,	我們都能自我康復，但你要知道你有這個能力，也要有這個

信心，才會想到去用。

恢復知覺

自我康復很重要的開始，就是恢復你的知覺：聽覺、觸覺、嗅

覺、視覺、味覺、心的知覺。我們為什麼會生病?	因為我們沒有

知覺，	也許坐的時候姿勢不好，吃的是身體不喜歡的、有毒的

東西，這都是因為我們缺少知覺，沒有反應了。你現在就可以體

會一下:

＊你的坐姿舒不舒服?	

＊你的耳朵現在聽到了什麼?	 聽到了有什麼反應?	

	 是身體的哪一部位有反應？	

＊你聞到了什麼?	

	 身體有什麼反應?	

＊注意你是怎麼呼吸的，是輕輕鬆鬆還是憋著氣?	

你吸到了胸部腹部還是腳底?	

	 是不是你一注意他就有所改變了?	

＊聽到鳥聲身體有什麼反應?	

你聽到噪音和機器的聲音時是不是一樣?

在平常的行住坐臥中去注意，去深深體會。我們平常習慣了某個

姿勢，有時會帶來長期的緊張，沒有放鬆，但自己不知道，有時

你可以故意去放鬆一下，看看你是很緊張的在走動，還是讓地球

支撐著你在走動。故意拍一下膝蓋，看看是僅僅膝蓋有感覺，	

還是這一拍影響到全身。如此下來慢慢的可以恢復你的知覺。

如何與能量接觸?

我們要如何感受?	如何用意念?	你把注意力放在哪裡？你注意什

麼，你就與那個能量相接。你放在正面的、開心的事情，注意宇

宙最圓滿的展現，你就已經開始得到它們的能量。反之若你想到

悲傷的事，也就與其能量相接。看山有山的能量，看海有海的能

量，訓練自己的敏感度，身體就可以很清楚地感知到，我們平時

太忙，以至於感覺感受都麻木了。

我們平常的呼吸很淺，特別是女性，一般早上醒來尚未下床時，

是很好的練習機會。手先放在小腹上，從吐氣開始，小腹壓下，

吸氣的時候，把手頂出來躺著練比坐著時容易，可以將好幾本厚

重的書放在腹部練，這樣可增強腹肌，吸氣時吸得很足，以至於

在呼吸之間有所停頓，並不是憋氣，呼吸慢到像是沒有呼吸一樣
的。

吸大地之氣(8884呼吸法)

你可以做深呼吸，重點是在吸氣之後的停頓，一呼一吸間的停

頓，讓你可以吸樹木之氣，大地之氣，自然之氣，宇宙之氣，所

有這些你想吸的好氣，在停頓的時候他會進來。想像這氣到全

身，深深的吸氣數8下，屏住呼吸數8下，呼氣數8下，再屏住呼

吸數4下。觀想你將宇宙最圓滿，最清淨的氣吸進來，把污濁之
氣吐出去。濁之氣也不要亂吐，可觀想吐到地球裡面做堆肥。

情緒大掃除 心的排毒

驚嚇，胎內和幼兒時期的創傷，特別是冷落，批評，忽視，手術

的恐慌擔憂，失去的悲傷不滿憤恨，自卑...等都是情緒的垃圾,

需要清除。

疏導情緒的方法

1. 眼睛轉動

眼睛的轉動和腦部的活動是密不可分的，每當我們回憶一件

事，很自然的眼睛就會往上或往下看。如果將眼睛的運轉範

圍比喻成一個時鐘，嗅覺的回憶是12點和6點，聽覺是3點和

9點，視覺是1點和11點，情感方面是5點和7點的位置。

當產生負面情緒時,	如憤怒,悲傷,焦慮,或是想到引發負面

情緒的人和經歷,	可先將眼睛右轉三次(	順時針)	以進入記

憶的檔案，再將眼睛左轉很多次(	逆時針)直到情緒得到紓

解，這個方法已被無數心理醫生用在他們病人的身上都有出

奇的效果。

2. 觀想藍光

太陽光彩能調節情緒，開啟潛能，晴天的藍色天空和陰天的

灰暗對我們的心情影響也不同。天空的藍色有“放下”的作

用，	也是無條件的愛，可清洗一切負面的記憶，既可排解

負面的情緒，也可化解不和諧的人際關係。

清洗負面記憶，可再一次回憶童年的情景和人物，將整個回

憶的畫面用天藍色的光彩照射者，觀想與父母或是帶我們長

大的人和睦相處，他們給我們愛，尊重和信任。也可觀想將

藍色的光彩吸進全身的神經系統，從頭到腳讓自己的每一個

細胞都充滿了藍光。帶給全身安寧祥和。也可觀想將藍光送

給我們親愛的家人朋友，送給他們無條件的愛，每次幾分鐘

就夠了。

現代生活遠離大自然，與人類過去的生活環境相差很大，要
維持身心靈整體健康，需要不斷的學習，不斷的選擇。

1.飲食自然乾淨 和飲淨化的水

選購自然農耕生產出來的蔬果，穀類，種子和海藻類。補充

發酵泡菜類，避免基因改造和加工食品，如有條件自己耕種

和發芽菜，土壤中補充微量元素(岩石粉），海洋礦物質。

水是生命之源，不僅要從物質上淨化，還要從能量上去淨化

(去除污染所留下的波動兩極分開的磁鐵，北極放在水瓶

下，可去除污染的波動)。

（參考琉璃光出版	<回歸身的喜悅>）

2. 提升能量 排除污染 保護環境

選用有機棉衣物及無毒自然清潔家庭用品。

補充酵素，礦物質，友善細菌，天然有機植物營養補充品。

避開電磁波，微波的干擾，採取各種保護措施，如數字

4812453，真言，能量片，泥煤苔，色彩精油，泡油澡。練

習提升能量的運動如調氣，開啟七輪，運用不同腦波的呼吸

方式。

（參考琉璃光出版的書	<能量醫療>	<向電磁波微波說不>	<

探測錘測量技術>	<	航向宇宙生命的奧秘>）健康是一生的

投資和學習，需要我們不斷的努力與關注，健康並非僅僅是

吃一些補品，和買一些健康器材即可獲得，	當我們沒有生

病時，要先想到預防，不要種下生病的種子，一旦有病時也

需要回想生病的種種原因，設法彌補。

恢復自我康復的本能，先除去健康的干擾，然後提升加強康

復的功能，兩方面都同時進行才是最有效的。

希望大家都能夠學習開心的生活，開心就可以康復自己，康
復家人，康復他人。

善用你的寶貝      		文 / 張鍾玲人體自我康復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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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豬耳朵		 1磅
薑（拍碎）	 1小塊
紅蘿蔔（切兩吋長的絲）	 1根
芹菜（切兩吋長的絲）	 	 3支
鹽 ¼小匙

沾醬：
蒜末	 1大匙
蔥末	 1大匙
醬油膏	 2大匙
辣椒醬	 ½小匙

作法：
1. 將整個豬耳朵用滾水汆燙過，清洗乾淨。
2. 豬耳朵與薑一起放入鍋中，加入冷水蓋住豬耳朵，用大
火煮滾，轉小火煮到豬耳朵變軟約1	½小時，用叉子輕
刺，能刺透就是夠軟了。

3. 取出鍋中的豬耳朵，待涼，放冰箱冷藏才切。
4. 紅蘿蔔絲及芹菜絲，灑鹽，捏乾水分備用。
5. 豬耳朵用利刀切成非常薄的薄片，和紅蘿蔔絲與芹菜絲
拌勻，盛盤，淋上沾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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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拌豬耳

Ingredients:
1 pound pig ear
1 inch piece ginger
1 carrot (julienne, 2 inches long)
3 stalk celery (julienne, 2 inches long)
¼ teaspoon salt

Dressing (pre-mix):
1 tablespoon  garlic (minced)
1 tablespoon  green onion (minced)
2 tablespoons  soy sauce paste 
½ teaspoon chili paste

Preparation:
1. Blanch pig ears in boiling water, rinse and clean.
2. Put pig ears and ginger in a pot, add enough water to

cover pig ear, and bring water to boil on high. Reduce
heat to low and cook until pig ears are soft, which should 
take about 1 ½ hours, If a folk can piece through the pig
ear easily, it is done.

3. Remove pig ears from heat, cool, and refrigerate.
4. prinkle salt over carrot and celery to marinate, squeeze

out water, set aside.
5. Cut pig ears to very thin slices with a sharp knife, toss

with carrot and celery, plate and drizzle ith dressing.

 Tossed Pig Ear (Taiwanese style)

材料：
麵條（燙熟，瀝乾）	 1磅
日本小黃瓜（切絲）	 2條
火腿絲		 ⅔杯
蛋 5個
香菜（切碎）	 ½杯

醬汁（事先調勻）：
芝麻醬		 ½杯
醬油	 ½杯
糖	 5大匙
甜米酒(eg.	Mirin)	 1大匙
辣椒油		 1至2大匙
蒜頭（拍碎）	 2小匙
水	 2大匙

作法：
1. 將蛋煎成3張蛋皮，切粗絲。
2. 將煮過瀝乾的麵條置於盤中，於其上排上切絲的小黃
瓜、火腿、蛋絲及香菜。

3. 食用前，醬汁澆在麵條上，攪拌好即可食用。

註：
1. 日本小黃瓜可以1條English	cucumber代替。
2. 火腿絲可以香腸切絲或熟雞絲替代。

涼麵

 Tossed Taiwanese Noodles
Ingredients:
1 pound fresh egg noodles (cook and drain)
2 Japanese cucumbers(julienne)
⅔ cup ham (julienne)
5 eggs
½ cup cilantro

Dressing (pre-mix):
½ cup  sesame paste
½ cup  soy sauce
5 tablespoons  sugar 
1 tablespoon  sweet rice cooking wine(e.g. Mirin)
1-2 tablespoons hot chili oil
2 teaspoons minced garlic
2 tablespoons water

Preparation:
1. Beat eggs, fry into 3 sheets, julienne.
2. Place cooked and drained noodles in serving platter. On

top of noodles, arrange cucumber ham, egg, and cilantro
in seperate sections.

3. Right before serving, pour dressing over noodles and
toss.

Notes:
1. One English cucumber can replace two Japanese

cucumbers.
2. Taiwanese sausage or chicken strips can replace h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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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深受大家喜愛的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又來了，今

年將於 5月 19 日 ( 星期五 )及 5月 20 日 ( 星期六 )在台灣

文化中心舉行。此講座活動是由僑務委員會主導，駐溫哥華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協導，台加文化協會主辦。希望藉由這

個活動能提供台灣最新的烹飪技巧與資訊，提升僑營餐飲業

的經營實力，推動台灣美食國際化並行銷台灣美食品牌形

象。

今年受邀前來的溫國智老師與李建軒老師皆是目前台灣廚藝

界的年輕新秀，除了廚藝精湛，任職多家知名餐廳，也在餐

飲學校担任教職，並為多家食品餐廳品牌的代言人，電視節

目的常駐特約廚藝老師，多項國際烹飪比賽的常勝軍，並有

多本相關的著作。

這次講座內容將以「傳統創新、健康美味」為主要訴求，相

信大家能從 2天的學習中得到很大的收穫。基於場地座位數

的限制，每次的講座常是一位難求，為免向隅，請大家儘速

報名。

溫國智老師

現任：「鼎太極創意料理」總經理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專技助理教授

曾任：「參和院餐廳」廚藝總監， 「嚐嚐久久連鎖餐廳」

行政主廚。曾獲頒國際青年商會十大傑出青年，及多

項國際廚藝比賽金牌獎。著有「美食好簡單第一、二、

三集」、「超省錢廚房 39 元出好菜」、「中西料理大

PK」等多本著作。

＊上課時間：

	2017年5月19日(星期五)及5月20日(星期六)

		下午 2時 ~5 時兩場

＊上課地點：

		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	Vancouver

＊上課費用：

每人每場 10 元，2場各示範不同菜式

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 ,	額滿為止。

報名及洽詢電話：604-267-0901

2017 年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即將開鑼了 !

李建軒老師 Stanley

現任：私立光啟高中專任技

術教師，City	Super 廚藝教

室老師。

曾任：尚青餐廳、君品酒店、

晶華酒店西式料理廚師，多

項品牌代言人及電視媒體特

約廚藝老師，

著有「我的第一本醬料地

圖」、「義大利麵豐盛味

美」、「涼拌麵爽口醬汁」

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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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亞裔傳統月協會
5月1日（一）至6月4日（日）
紀念加拿大建國150週年-亞裔紀念活
動畫展："Genrration One: Celebrating 
the Mixed Asian Heritage of Canada" 
for Canada 's 150th Anniversary of 
Confederation"
地點：Vancouver Lipont Art Centre

4211 No. 3 Road, Richmond
捷運加拿大線：Aberdeen Station
美術館南面可以免費停車。
www.lipont.com

十二位獲選參加聯展其中的亞裔畫家，
包括來自台灣的潘建中老師、王海蘋老
師、羅世長老師三位，歡迎前往觀賞！

5月1日（一）至5月31日（三）
「絲綢和香料」絲路攝影特展
 "Slik and Spices" Following the Trade 
Routes and Beyond exhibition
地點：Chinese Cultural Centre Museum 

(555 Columbia St.Van)

台加文化協會＆台灣書院
5月10日- 5月30日 
閱讀台灣-台灣現代文學經典
Reading Taiwan Modern Taiwanese 
Literary Classics
地點：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 Van

請詳閱P6
更多詳情：604-267-0901/www.tccs.ca

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3月15日- 6月16日 每週三、五 9AM
金齡大學提供長輩充實健康活動好去處
地點：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733 41st Ave. Van. 
22、41公車可達

費用：$80
連絡：778-297-9290, 604-266-08203
內容包括：每次都有「新新聞」和「大
家來唱歌」分別由王惠風先生、陳懿娜
老師帶領，每週五則固定由賴香年老師
教大家講英文。

5月3日  日本自由行（張政雄老師）
安寧病房（許建立老師）

5月5日  加拿大150周年（二）
（闕雅美長老）

5月10日 大溫房地產的趨勢
（王恆凱老師）
老年人的營養 
（詹珮芸營養師） 

5月12日 人生哲學（顏三貴長老）  
5月17日 社會新知（李志強處長）

手麻（郭家欣醫師）   
5月19日 這是我的立場 －馬丁路德  

（謝大立牧師） 
5月24日 社會新知（吳清桂老師） 

糖尿病飲食（詹珮芸營養師） 
5月26日 加拿大150週年（三）

（闕雅美長老）

5月31日 手工皂心得（陳懿娜老師）   
腳踝痛（郭家欣醫師）

6月2日  人生哲學（陳煥章教授） 
6月7日  社會新知（吳清桂老師）

高齡人口醫療管理
（陳守平醫師） 

5月27日（六）11AM
園遊會：「當愛與我們童在一起」
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將於當天舉行園遊
會，今年的主題是「當愛與我們童在一
起」，會中有多樣台灣古早味小吃（潤
餅、肉圓、肉粽、刈包、鐵路便當米
糕、燒仙草、大腸包小腸等等），還有
夜市遊戲和柑仔店。歡迎攜家帶眷一起
來趣味一下!

北一女加拿大校友會
5月6日 （六） 9:30 AM
健行活動 - Quarry Rock at Deep Cove
集合:9:30AM Panorama Park停車場
海拔：220 m
健行時間：1.5至2小時
注意事項：請穿防滑好走鞋、水、乾糧
共乘：
9AM 捷運加拿大線Yaletown站 (碧娟)
9AM Safeway @ 4th & Vine St.(玉玟)
聯絡：周碧娟 604-716-2515  

翁玉玟 604-761-1908

5月28日（日） 1:30PM
特別講座：一首歌的生命力，台灣音樂
故事，從北一女校歌說起
主講人：王維真校友
地點：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Van.

法鼓山溫哥華道場
5月6日（六） 9:30AM
浴佛法會
藉浴佛的功德，淨化自心、祈願社會
安定祥和，備有壽桃和浴佛水與大眾
結緣。

5月20日、6月3日（六）2PM
經典共修 - 金剛經
一種很簡單、很單純的修行方式，一部
金剛經，體驗樸實的禪風，開啟生活的
智慧。

5月27日 （日）1PM
「廣告和行銷的真相」
常濟法師主講，探討故事中豐富的隱
喻、象徵和圖畫意象，改寫您的生命故
事，邁向無限希望的人生。

6月4日 （日）9AM
精進禪一
一天清淨、寧靜的修行生活，
練習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方法。
（請事先報名）

6月11、18、25日（日）1:30PM 
中文初級禪訓班
加開課程，即日起報名，敬請把握。
更多詳情：604-277-1357/www.ddmba.ca

大溫哥華台灣松齡會
5月6日（六）10AM
講題：70年台美關係
講者：王惠風會友
下午活動：慶生會，賓果遊戲

5月13日（六）10AM
講題：有關母親事宜
講者：李贊星會友
下午活動：母親節聚餐

Deer Lake健行

5月20日（六）10AM
講題：專題演講
講者：宋善青會友
下午活動：卡拉OK

5月27日（六）10AM
講題：日本古蹟之旅
講者：陳慧玲老師
下午活動：慶祝端午節

每位會友可領取2顆粽子

入會：年齡55歲以上，台灣籍
年費40元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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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中華道教關帝協會
5月6-7日（六、日）11AM-4PM
「天金廟會」
有親子遊戲、精彩多元舞台表演、美味
正統台灣小吃、摸彩活動等，精彩、好
玩、好吃、好有趣，是闔家踏春出遊的
好地方。

活動餐券每本20元，內含獎品豐富的摸
彩券，即日推出至5月5日止 （活動當
日不發售），歡迎踴躍訂購。

詳情請洽本堂服務台：
服務電話：604-568-9880
地址：3426 Smith Ave. Burnaby

綠色文化俱樂部 
5月7日（日）9AM：伊麗莎白皇后公園

黃鶯解說（免費）
5月13日（六）3PM：素里湖野花與野鳥

解說（免費）
5月14日（日）10AM：本拿比杜鵑花園

歷史建築解說
5月14日（日）10AM：列治文市愛歐娜

海灘野鳥解說
5月15日（一）3PM：溫哥華市植物園樹

木導覽（免費）
5月18日（四）10AM：國際時勢分析、

人類歷史探討
5月20~21日兩天：溫哥華島蛇頸龍、杜

鵑花生態旅遊（報名）
5月21日（日）10AM：三角洲市Reifel

野鳥生態解說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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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一）12PM：本拿比村莊博物
館歷史解說

5月23日（二）10AM：從駱駝市場到奴隷
市場講座

5月24日（三）10AM：皇家城市北區歷
史建築解說

5月27日（六）10AM：皇家城市南區歷
史建築解說

5月28日（日）10AM：北溫Maplewood野
鳥生態解說

5月28日（日）2PM：本拿比山自然歷史
解說（免費）

5月29日（一）3PM：溫哥華市植物園樹
木導覽（免費）

6月3日（六）10AM：海斯汀社區公園與
歷史建築解說

6月4日（日）3PM：向陽光地森林野花
生態解說（免費）

6月9日（五）10AM，顧梓承老師主講：
居家維護講座

6月10日至11日兩天：溫哥華島海膽海
洋生態旅遊（報名）

每個月有20多次社區與公園健行，義工
免費領隊（事先報名）

林聖哲會長604-327-6693
綠色文化活動：www.greenclub.bc.ca
臉書分享資訊：www.facebook.com/

josephlin.greenclub

慈濟基金會加拿大分會
5月7日（日）10:30AM
  哈佛醫師心能量—創造幸福美滿的家庭
地點：慈濟加拿大分會	

8850	Osler	St.	Van.

	波士頓大學醫學博士，曾在哈佛麻省總
醫院服務的許瑞云醫師，結合西醫、
中醫、能量醫學、心理學、自然療法與
多年臨床經驗，教您重新檢視生理與
心理，找到開啟自我療癒的鑰匙—心
能量。

5月14日（日）10:30AM
浴佛節  母親節   慈濟日
地點：Churchill	Secondary	School	

7055	Heather	St.	Van.

適逢慈濟加拿大分會	25週年，藉由舉辦
浴佛大典為全球祈福，	並感恩天下偉大
的母親。	現場還有親子園遊會與豐富獎
品，	誠摯地邀請您	前來	共享溫馨美好的
天倫假期。

10:30AM	浴佛典禮	
12:00PM	-	3:00PM	親子園遊會

	更多詳情：604-266-7699
www.tzuchi.ca

溫哥華台僑社區聯合慶祝母親節
5月13日（六）2PM-5PM
Walk for Motherland 慶祝母親節
「愛母親說母語」鹿湖健行活動
2PM至4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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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幾個趣味遊戲與母語
站，相互學習台灣通用的華、台、客
語。最後來到終點站划船區，分享母語
歌曲，且享受茶點。有特別製作Canada 
150thＴ恤，歡迎事先預訂或現場購買

地點：Burnaby	Deer	Lake	Park	
（Canada	Way從Sperling右轉直行進入
公園停車場）
查詢：台加文化協會	604-267-0901

溫哥華陶笛家族	
5月13日（六）6PM
陶笛家族11週年生日「憶陶笛初衷」
地點：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Van.

十年後的第一年，如同再次新生，念初
衷。陶笛的啟蒙老師之一台灣的陶笛阿
志，這份初衷銘記在心。

在這十一歲的生日中，陶笛家族將吹奏
阿志所有的十張陶笛專輯，表達一份懷
念與感恩。也期待陶笛家族的每一位家
人及朋友們，永不忘初衷。

Potluck模式，免費入場，歡迎闔家來
支持與觀賞。如果有時間準備一份拿手
好菜的朋友們，請帶來讓我們品嘗您的
手藝，謝謝。如果當天忙碌，請來支持
即可。

庇詩中樂協會
首屆「絲竹楓葉音樂節」，慶祝加拿大
建國150週年。由溫哥華本地聯合加拿
大各地的優秀演奏家共同演出，並特邀
台灣小巨人絲竹樂團藝術總監陳志昇先
生指揮及主持。

5月20日（六）10:00AM	
加拿大的中樂發展 - 免費公開講座
主講：陳志昇博士、展艾倫博士、韓梅

博士、黃溫雅恩博士

5月20日（六）8:00PM
國樂楓華－庇詩中樂團大型民族音樂會
獨奏嘉賓：譚宇莎/古箏、畇初/笛子、

陳穎添/笙

5月21日（日）7:30PM
絲竹新楓匯－絲竹楓葉樂團音樂會		
獨奏嘉賓：宋雲/二胡、林敏/古琴、

江革玲/琵琶、韓梅/古箏
指揮：陳志昇、華偲然

地點：Vancouver	Playhouse
600	Hamilton	St.	Van.

票價：兩場音樂會$55/$45
一場音樂會$35/$25

購票：604-327-8807，mail@bccma.net	
詳閱：www.bccma.net

BC省台灣商會
5月25日（四）6:30PM
五月會員茶敘及公司參訪
歡迎會員們前來茶敘，一同探討參訪公
司的經營模式和成功經驗。

參訪公司:	Bismark	Group
http://bismarkproperties.com/
地點：5003	Minoru	Blvd,	Rmd,
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10

現場備有茶點招待，名額有限，請速上
網報名。

6月10日（六）6:30PM
25週年慶祝晚會－台灣醫療奇蹟
5:30PM	-	6:30PM	報到，來賓聯絡交流
（現場備有付費酒吧）
6:30PM	晚會正式開始

卑詩省台灣商會誠摯地邀請您參加加拿
大建國150週年暨卑詩省台灣商會25週
年慶祝晚會。

今年晚會的主題為「台灣醫療奇蹟」，
在您享受美味佳餚，欣賞豐富的節目之
時，也將向您介紹世界聞名的台灣的醫
療產業以及醫美產業。

最後的抽獎活動，獎項包括由航空公司
提供的台灣來回機票、高級按摩椅以及
豪華住宿券。	座位有限，請盡速報名
參加！請各位來賓著正裝出席。

地點：Vancouver Fairmont Waterfront
900 Canada Place, Van.

費用：每位150元。

請上網報名	tccbc.ca	
電洽	604-771-8585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5月27日（六）2PM
肉粽節節慶
2:00PM：潘立中先生分享旅遊請座
3:00PM：卡拉OK聯誼及發粽子

地點：同鄉會會館	
7663	Nanaimo	St.Van.

同鄉會員每家庭贈送2粒肉粽,也可另購
（每顆$3.00）

6月4日（日）7PM
台灣傳統週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大觀舞集

地點：Vancouver	Playhouse
600	Hamilton	St.	Van.

入場票:	$15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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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加月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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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土風舞	10AM

日本語進階	10AM

成人桌球班	3:30PM

2
平甩&太極	8:30AM

華佗氣功	10AM

日本語初級	10:30AM

英文時事	1PM

土風舞	7:45PM

3
土風舞	10AM

台灣民俗手藝	3:30PM

圍棋班	3:30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4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電影欣賞：
閱讀無限 1PM

5
iPad和iPhone課程11AM

橋牌社	1PM

6
健行社 9:15AM
Mosquito Creek, N. Van.

鄭子太極拳	10AM

卡拉ok俱樂部	2PM

7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8
土風舞	10AM

日本語進階	10AM

成人桌球班	3:30PM

9
平甩&太極	8:30AM

身心靈：憂鬱症10AM

日本語初級	10:30AM

英文時事	1PM

土風舞	7:45PM

10
土風舞	10AM

閱讀台灣開幕 10:30AM

與台灣作家座談11AM

台灣民俗手藝	3:30PM

圍棋班	3:30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台灣學校桌球班	3:30PM

Toastmaster 7PM

11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閱讀台灣：
午後的書房1PM

12
橋牌社	1PM

13
健行社 9:15AM
Point Grey, Van.

鄭子太極拳	10AM

運動復健操 10:30AM

卡拉ok俱樂部	2PM

台僑社區母親節活動
＠ Deer Lake 2PM

園藝盆栽俱樂部 7PM

14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15
土風舞	10AM

日本語進階	10AM

國際標準舞	1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16
平甩&太極	8:30AM

身心靈：母親節10AM

日本語初級	10:30AM

英文時事	1PM

排舞	1PM=

土風舞	7:45PM

17
土風舞	10AM

國際標準舞	1PM

台灣民俗手藝	3:30PM

圍棋班	3:30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台灣學校桌球班	3:30PM

18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閱讀台灣：
惜別海岸 1PM

19
排舞10AM

橋牌社	1PM

美食廚藝講座 2PM

20
健行社 9:15AM
Deer Lake, Bby

鄭子太極拳	10AM

美食廚藝講座 2PM

21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22 23
平甩&太極	8:30AM

華佗氣功	10AM

日本語初級	10:30AM

英文時事	1PM

排舞	1PM

土風舞	7:45PM

24
土風舞	10AM

國際標準舞	1PM

台灣民俗手藝	3:30PM

圍棋班	3:30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台灣學校桌球班	3:30PM

Toastmaster 7PM

25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閱讀台灣：
消失打看 1PM

26
排舞10AM

橋牌社	1PM

27
健行社 9:15AM
Capilano Canyon, N. Van 

鄭子太極拳	10AM

28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29
土風舞	10AM

日本語進階	10AM

國際標準舞	1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30
平甩&太極	8:30AM

華佗氣功	10AM

日本語初級	10:30AM

英文時事	1PM	

排舞	1PM

座談：大家談文學3PM

閱讀台灣閉幕 5PM

土風舞	7:45PM

31
土風舞	10AM

國際標準舞	1PM

台灣民俗手藝	3:30PM

圍棋班	3:30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台灣學校桌球班	3:30PM

閱讀台灣展出時間
週一至週五 9AM-5PM
週六	10AM-5PM	

5 月 10 日 -	30 日

桌球聯誼社
週一至週五
		9AM-5:30PM
週二	/	週四	
		7PM-9:30PM
週六	10AM-5PM

5 月 May 2017

Victoria Day

台加休館

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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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課程 &活動
TCCS Activities

·台加課程 & 活動

橋牌社
主持：劉仲明 604-266-2926
時間：每週五1PM-3PM
費用：每人每次一元 (限會員)

保齡球俱樂部
每週日10AM準時開球。
地點：The Zone Bowling Centre

180-14220 Entertainment Blvd.
Richmond（No.6 Rd.夾Stvenston
Hwy），SilverCity電影院和
Subway對面。
球館電話: 604-271-2615

高爾夫球俱樂部
因為氣候因素，場地狀況不佳，預定5月開打。報名請洽林德清604-277-7589，或留
電話給台加辦公室轉達，我們會很快跟您聯絡。

球類運動Sport

休閒娛樂Recreation

園藝盆栽俱樂部
時間：5月13日（六）7PM
園藝：漫談玫瑰
講師：高源雄
盆栽：雜木類唐（三角楓）、山槭、櫸

樹等樹樁、摘芽修剪
講師：王永輝
園藝社年費$20，單次上課$5。

土風舞
老師：田興和
時間：A班，每週一＆三 10AM

B班，每週二 7:45PM
費用：A班，$25／月；

B班，$40／三個月

是否經常回味起年輕時在操場、公園、
草地上大夥兒圍成一圈，盡情暢快跳著
土風舞的美好時光? 律動的身體伴著優
美輕快的樂曲，那是多麼令人愉悅開懷
的享受啊! 

卡拉OK俱樂部
主持: 鐘淑汝 604-418-1357

時間: 5月6日、13日（六）2PM

半年收取會費30元，全年50元。台加會

員drop in $3，非台加會員每人每次收

費$4。

桌球社
主持：詹元稹 604-581-6191

開放時間：週一至五 9:0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週二至四 7:00PM-9:30PM

費用：會員$80/年 ；非會員$100/年

成人桌球班：週一和三3:30PM-5PM

晚上週末打球額外$1非會員Drop in $3

舞蹈Dance

國際標準舞
老師：謝依霖

時間：每週一＆三 1PM-3PM

費用：$30/月；$10/Drop in

(週一老師上課 & 週三學員自行練習)

排舞
老師：謝依霖

時間：每週二 1PM-2:30PM

每週五 10AM-11:30AM

費用：會員$12/月；非會員$18/月

$5/Drop in

大家的日本語
老師：劉瑛瑛老師
(1) 日本語進階一
時間：每週一10AM - 12PM
從最基礎的單字、句型開始到簡單常用的
日常會話及日語歌謠練習，希望能使學員
們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中享受學習日語的樂
趣及提高學習興趣。

(2) 日本語初級一
時間：每週二10:30AM - 12:30PM
費用：會員$150，非會員＄180(12次)
從最基礎的發音、文字(50音平假名、片
假名)開始到簡單常用的日常會話及日語
歌謠練習。

英文時事班
老師：Mr. Charle Mclarty
時間：每週二 1PM - 3PM
費用：會員 $20 / 非會員＄30/月
學英文不再只是跟者課本背誦，也可
以輕鬆又多元。Mr. Mclarty帶您以輕
鬆、配合時事方式，快樂學英文。

Toastmaster Club
負責人：馬苔菱
指導：Chris Lee
時間：5月10日（三）7PM

5月24日 (三）7PM

TCCS Toastmaster Club 目前每月第
二、第四週三聚會。歡迎您加入，來
賓免費。這是一個經過國際認同，對
學習英文與在公眾演講的平台，參加
Toastmaster除了增進個人演說能力技
巧，也對您個人學經歷資料有很大的加
分效果。

5月24日（三）是Open House，歡迎各
位一起參與。

語言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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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課程 &活動
TCCS Activities

台加課程 & 活動 ·

健行社

備註：1. 務必穿登山鞋 (或球鞋 )，且自備雨具，風、雨、雪無阻。沿途風光明媚，請別忘了攜帶相機。
2. 健行詳細內容請依編號參閱 Douglas & McIntyre出版	“109 Walks in British Columbia’s Lower Mainland”(6th Edition)。
3. 地點及詳圖請電洽當日領隊。

時間 健行地點 109
walks

行程
(km) 領隊 集合地點

5/6（六）
9:15AM

Mosquito Creek
North Vancouver 47 6.8 詹元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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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六）
9:15AM

Point Grey
Vancouver 12 6 李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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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六）
9:15AM

Deer Lake
Burnaby 17 5.5 葉茂雄

604-299-0496
Canada Way > Sperling Ave.> Deer Lake Ave. 
> Century Park (Shabolt Centre) Parking

5/27（六）
9:15AM

Capilano Canyon
North Vancouver 43 8 高騰輝

604-207-0533
#1 HWY (exit 14) > Capilano Rd N > Capilano
Regional Park > Hatchery Southern Parking

6/3（六）
9:15AM

Baden Powell Trail
North Vancouver

57 4.5 高騰輝
604-207-0533

Hwy #1& > (exit 22) Mt.Seymour Pkwy E > 
Deep Cove Rd N.> Paranama Dr. > Park Park-
ing

6/10（六）
9:15AM

Minnekhada Regional Park
Port Coquitlam

30 6.5 鐘淑汝
604-275-1357

#7 Hwy > Coast Meridian > Victoria > Quarry 
Rd > Reg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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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異動資訊
國際標準舞和排舞：5月15日（一）起，

恢復上課。
台灣學校書畫藝術班：6月7日（三）起，

恢復上課。
台灣學校圍棋班：6月21日（三）起暫停

至8月中旬。

華佗氣功課程
時間：5月2、23、30日、6月6日	

（皆週二）10AM	–	12:30PM
老師：謝婉卿及丘殿君
場地費用：$1/會員

$2/非會員/每節課
（不接受單節報名）

*只收24名學員，額滿即止，報名請早

華佗氣功是一套長壽氣功，教人如何保
健強身、延年益壽的功法。基礎班的內
容集中於教授氣功的簡義，練功須知要
訣。學員透過四堂課的學習，掌握逆呼
吸、站姿、身心放鬆等基本動作；並且
教授、鍛鍊第一節的中流砥柱功（即頸
肩鬆軟功）。這功法能使學員將肩頸以
上之筋肌全部鬆解軟化，以促進血液循
環，減輕疼痛，尤其是頭痛、偏頭痛、
頸痛及肩膊酸痛等。

平甩功及太極拳
主持:	劉仲明

時間:	每週二＆四	8:30AM-10AM

費用:	會員$1/次；非會員$2/次

許多養生的道理，都需要透過鍛練去體

會，不是背誦經典來的。

復健運動操
時間：5月13日（六）10:30AM
負責人：鄭啟曜醫師

復健運動的內容將包含頸部、肩部、腰
部、臀部、腿部及腳部等的復健，讓大
家有機會學習自我保健及減緩常見的疼
痛。參加的學員請自備鋪地墊及穿寬鬆
的衣服。

鄭子太極拳教學
老師：沈于順＆吳明芳	604-985-8687
時間：每週六	10AM
費用：會員$158／期；非會員$189／期
（一期8堂）；Drop	in：$26.25
課程內容：鄭子太極拳功架	,太極拳推
手,	無極站樁	&	健身十二段錦

鄭子太極拳37式緩和鬆柔的動作，功效
宏大老少咸宜，每天利用空閒幾分鐘，
能達到幼者壯、老者健，是最王道的養
生功法。青年者習練，增加關節柔軟
度、心肺功能、矯正不良脊椎姿勢，學
得防身武術。年老者習練，下盤穩固不
易跌倒，改善一些慢性病，強化內臟、
腦幹和中樞神經，達到健康延年。

健身運動Exercise 金齡日Golden Age Day
每週四	10-11AM	肢體律動-蔡雅玲老師

11-12PM	歡樂歌唱-英秀青老師
1-3PM	專題演講／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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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4日（四）1PM 電影欣賞：閱讀無限
一個小小的海島，為什麼能擁有全世界
唯一廿四小時不打烊的書店？人口只
有兩千三百萬人口的臺灣，為什麼能夠
涵蓋全球華文市場近四分之一的出版
版圖？
自由，是台灣最閃耀的光芒，各種言論
的豐富多樣性，在健全的出版業展現活
力風采：幾千年的東亞漢字文化傳統，
用它創新的現代樣貌在台灣這個小島上
繼續發生。	

5月11,18,25日（四）1PM 閱讀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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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校
Taiwan School

·台灣學校

圍棋班

指導：戴振華老師　
時間：週三	3:30PM	-	5PM
費用：$150／每期10次，Drop-in　$17

三分鐘學圍棋，一點都不誇張，圍棋ＡＢＣ是從「圍起來」
開始的。只在門外看又看，以為難又難，何不輕輕入門來，
你會很喜歡。

台灣民俗手藝坊

指導：周元英老師／蘇育菁老師
時間：春季班3月29日-5月31日（三）3:30PM-5PM
費用：$120／10堂課（含材料費），Drop-in　$15

以環保材料，推廣環保概念的民俗手藝，用家家戶戶信手拈
來的環保回收紙張物品，老師的創意指導，啟發孩子無限想
像空間與潛力。絕對適合家庭親子共同參與、學習、創作。

2017年夏令營

辦理多年的台加魔術棋彩Fun夏令營，今年暑假暫停。但請
期待：2017年8月21日-9月1日，台加親子夏令營！詳情資訊
請見本頁上方。

桌球班

指導：劉世明老師
時間：5月10日起，週三3:30PM	-	5PM
費用：$150／每期10次，Drop-in　$17
招收對象：Grade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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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加2017年親子夏令營

時間：8月21日至25日，10AM-3PM
8月28日至9月1日，10AM-3PM

招生對象：至12歲（6歲以下一定需要父母
之一免費陪同上課。）
華語初學者可適用不同族群

課程：華語教學速成班，每天四堂課。

學費（含教材）：上課一週＄250
上課兩週＄450
上課一堂$15（請事先報
名，以利準備教材）
同一家庭特別優惠

快速學會拼音·熟稔正確音調
充分機會，聽華語，說華語

教學在唱遊或故事活動進行，無冷場
提升兒童說華語的興趣，聽華語的能力

For registering: TCCS: 604-267-0901; Ms. Liao: 604-266-9981

TCCS Summer Camp

查詢報名，索取簡章：台加：604-267-0901；廖老師：604-266-9981

Learning to pronounce Mandarin words in correct tones 
with effective phonetic aides.

Great opportunity to speak and responds to basic 
Mandarin.

Classes taught by professional Mandarin instructors 
with games, singing, and story-telling activities.

Motivating children to engage and enhanc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 new language.

Time: August 21-25, 10AM - 3PM
August 28-September 1, 10AM-3PM

Offered: Families with children under 12 years old.
Any student under age of 6 needs to be accompanied 
by an adult.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in learning Basic Mandarin.

Class:  Learns to speak and responds to basic Mandarin/
4 sessions per day

Fees (the materials included): 
One Week: $250 (materials included)
Two Weeks: $450 (materials included)
Drop-ins: $15/class 
(Please call in advance to ensure availability)
Discount for families with more than one child regis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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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身心靈中心
Holistic Health

台加身心靈中心 ·

學習身心靈成長　開創幸福圓滿人生

台加文化協會成立「台加身心靈成長中心」是協助有意願在身、心、靈成長的朋友走向更

寬敞、更自在、更寫意的人生。每個月二次的活動，為大家提供一個追求身體的健康、情

緒的平坦、靈性的增長的資源。需要個人成長探索，請打預約電話 604-267-0901。

文/徐碧霞

我們付出什麼，就會得到什麼。你想得到愛嗎？就付出愛罷；你想得到正義嗎？就付出正義罷；你想得到尊重嗎？

就付出尊重罷；你想得到慈悲嗎？就付出慈悲罷 -- 你想要什麼，你就付出什麼罷。

憂鬱症的臨床現象、病因、治療、與預防
日期：5月9日（二）10:00AM	–	12:30PM
主講：王德賢老師
主持：徐碧霞老師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將心血管疾病、憂鬱症與愛
滋病列為2020年全世界需要重視的三大疾病。僅次於
心血管疾病，憂鬱症之所以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不
僅是這個疾病的普遍性與高自殺率，而所造成嚴重的
社會經濟負擔更令人擔憂。王老師將在這個講座中，
憑藉著他豐富的臨床經驗與學理，與大家分享憂鬱症
的臨床現象、病因、治療、與預防。

王德賢老師簡介：
卑詩省	臨床諮商師	(Registered	Clinical	
Counsellor)
宏濟神經、精神科醫院	--	臨床心理師督導、組長
聯安診所	--	心理諮詢顧問
國立政治大學	--	兼任	臨床心理師

專業領域：
壓力調整、睡眠障礙、性格違常、
情緒障礙、心理病理

母親節聚餐
時間：5月16日（二）10:00AM	–	12:30PM
分享：葉家珠老師
主持：辛憶明老師

母親的愛及付出是人類繼續存在很重要的條件之一。
母親在疼惜下一代時，大概不會想到那麼遠去，但的
確母親無私的犧牲、奉獻才能把子女培育成人。母親
的角色非常重要，關係到每個子女對人生的看法。因
此，人們常說：影響世界最大的力量，是那推動搖籃
的手。

今年母親節，我們想提醒每位母親(還有父兼母職的男
士)她們的重要性。母親，妳是太陽、也是夜裡的月亮
及星星，永遠照耀我們的道路。感謝妳!

今年我們母親節的聚會，當科學家及社會工作者的葉
家珠老師將跟大家分享她當母親的經驗。然而，每個
人都有很特別、與眾不同的故事可以講。葉老師也請
大家帶你母親或你自己當母親的一、兩張照片來，好
分享你的故事。讓我們一起再度肯定自己的用心及努
力。

講完故事，我們一起吃飯來慶祝我們的節日。請各位
帶你的拿手好菜來與大家分享。

現在的科技讓我以為可以擁有全世界				
因為Google一下，我就可以查到所有我想知道的知識

但是，當看到Robert Fisher	的著作『為自己出征』(The Knight in Rusty Armor)時
我禁不住要跟大家分享：

雖我擁有此宇宙，
並無一物為我有，
因我不可知未知，
如我不願棄已知。

Though this universe I won,
I possess not a thing,

For I cannot know the unknown
If to the known I cling.

華佗氣功課程 (詳閱P37)
日期：五月2日(二)、五月23日(二)、五月30日(二)、六月6日(二)四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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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Canadian Monthly Distribution List / 台加月刊取閱地點

Vancouver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Greater Vancouver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7663 Nanaimo St./604-688-3738
大華旅遊Formosa Travel Ltd 
102-3399 Kingsway/ 604-606-0636
大頭仔Bubble World
3377 Kingsway/ 604-451-7658
千鶴髮廊T. Flamingo Hair Salon 
8538 Granville St./604-879-7211
天仁茗茶
550 Main St/604-684-1566
王記台灣牛肉麵
Wang’s Taiwan Beef Noodle House
3250 Cambie St/604-872-3618
台加文化協會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8853 Selkirk St./604-267-0901
台北點心麵廠Taipei Dim Sum Food Ltd
7109 Victoria Dr/ 604-322-5088
加拿大多元文化活動中心
537 Main St/604-638-3493
老桂松咖啡坊La Cuisson Cafe
2050 41st/ 604-558-2589
老黃牛肉麵Huang's Beef Noodle Shop 
6940 Victoria Dr./604-324-8884
多元數學教育中心MPM
3036 W 41st Ave./604-266-6762
我愛我車TUNN EX 
 #20-970 SW Marine Dr./604-263-9533
欣欣畫框Hsin Framing & Moulding 
#103-8828 Heather St./604-336-6938
松林居Kalvin’s Szechuen Restaurant 
5225 Victoria Drive/604-321-2888
紅鶴酒家
Flamingo House Chinese Cuisine
7510 Cambie St/ 604-325-4511
恩加麵廠Grace Noodle House
#6-9079 Shaughnessy St./604-322-
3538
麥當勞地產
MacDonald Realty Kerrisdale
2105 W38th Ave
國際畫廊International Arts Gallery 
#2083-88 West Pender St, International 
Village Mall/ 604-569-1886
溫哥華東寧書院
Vancouver Formosa Academy
5621 Killarney St./604-436-2332
崴傑脊椎骨科
Century Chiropractic Clinic
#204-2786 West 16th Ave
7667 Nanaimo St./604-678-9967
愛我微笑牙醫診所Love My Smile 
8307 Oak St./604-647-6453
萬巒豬腳Corner 23rd 
4008 Cambie St./604-879-8815
新聯華假期XO Tours Canada
600-1788 W. Broadway/ 604-738-6188
碧瑤美髮
3580 Fraser St/604-876-6438
綠色文化俱樂部Green Club 
185 W.Woodstock Ave/604-327-8693 
謝佳紋牙醫診所Ridge Dental 
3018 Arbutus St./ 778-903-1590
藍天旅遊Dustin Tour & Travel Inc. 
8881 Selkirk St. Vancouver

鵬程教育學院
2027 W 42th Ave./604-263-8586
Broadway Dental Plaza
601 W Broadway
Kensington Community Centre
5175 Dumfries St./ 604-718-6200
Killarney Community Centre
6260 Killarney St
Kingdom Photo
3263 W Broadway/ 604-737-6839
Marpole Oakridge Community Centre
990 W 59th Ave
Renfrew Community Centre
2929 E 22nd Ave/ 604-257-8388
Sunrise Community Centre
2620 E Hastings St./ 604-717-3584

Richmond 
一品怪廚Delicious Cuisine 
100-7911 Alderbridge Way
十二籃健康食品集團
12 Baskets Nutrition & Health Co.
6600 No 3 Rd./604-270-7831
任太美髮Jen's Hair Salon 
7080 No. 4 Rd./604-241-7463
有香Memory Corner 
6900 No. 3 Rd./604-362-4442
長宏食品
1068-8700 Mckim Way/604-207-1678
吳麗珍投資理財Vance Financial Group 
604-779-2268
美食美客Snack King Eatery 
2280-8888 Odlin Cres./604-362-4442
美廉食品公司
150-13911 Maycrest Way/604-273-
1365
施坤郎 BC省註冊中醫師 
Unit 177-8171 Ackroyd Rd./604-273-
3993
高登健康生活館
Youneed Enterprises Ltd 
#130-4231 Hazelbridge way
778-895-8116
莉坊髮型美容工作室Riva
1038-8700Mckim Way/ 604-232-1119
陳昶仁	漢醫師
Soul Natural Holistic Medicine
1355-8888 Odlin Cres/ 604-261-8313
國華台灣食品Kuohua Trading Co. Ltd. 
#120-4551 No.3 Rd./604-276-8858
崴傑脊椎骨科
Century Chiropractic Clinic
#118-5811 No. 3 Rd./604-678-9967
富邦旅遊Upopia Travel Inc. 
#2180,8766 McKim Way/604-248-1433
凱麗假期Carrie Travel Ltd.
(Aberdeen Square)
2315-4000, No 3 Rd./604-231-0580
圓香生活餐飲Pearl Castle Café 
1128-3779 Sexsmith Rd./604-270-3939
源海畫框畫廊Yuan Hai Frames 
Manufacture & Art Gallery 
#148-11180 Coppersmith 
Place/604-272-3558
聚Dinesty Dumpling House
#160-8111 Ackroyd Rd
#2788 - 4151 Hazelbridge Way
604-303-7772/ 604-303-9998

醫車坊Maxeme 
2-2300 Simpson Rd./778-881-9988
Cafe Savoureux 
#1326-8368 Capstan Way/604-207-
2589
L.A. Chicken
160-11780 Thorpe Rd./604-278-4737
Lansdowne Canada Post
942-5300 No. 3 Rd.
Minoru Aquatic Centre
7560 Minoru Gate, Richmond
Richmond Public Library
100–7700 Minoru Gate/604-231-6432

Burnaby
牛家庭醫師診所Dr. Wayne Niou
4500 Kingsway/604-436-1231
台芳麵點 (麗晶廣場)
#1108-4500 Kingsway/604-655-2187
加拿大中華道教關帝協會天金堂

Chinese Taoism Kuan-Kung 
Association in Canada
3426 Smith Ave/604- 568-9880
永信健康食品Nature's Essence
#1309-4500 Kingsway/604-451-9377
全州豆腐鍋Sasaya Restaurant 
7538 Royal Oak Ave./604-433-3652
李金萍會計師Lilly CP Chen Ltd
#603-4538 Kingsway/604-438-7575
京園牛肉麵No. 1 Beef Noodle House 
4741 Willingdon Ave/604-438-6648
珍珠小火鍋Pearl Hot Pot 
7154 Sperling Ave/604-516-0238
珍珠小館Pearl House 
7152 Sperling Ave/ 604-522-3177
超值旅遊Signet Tours 
2F, 4705 Hasting St./604-688-9881
雄獅旅遊(麗晶廣場)Lion Travel 
#1323-4500 Kingsway/604-438-6578
園鄉教會Garden Village Church 
4950 Barker Cres/604-433-7711
新聯華假期XO Tours Canada
#1823-4500 Kingsway/ 604-899-8886
種子中文教室
Seeds for Kids Language Art
7782 Royal Oak Ave /604-338-3978
Burnaby Public Library
Bob Prittie 
HighGate
McGill 
Tommy Douglas
Caritas 9 Coffee Roasters
#104-7655 Edmonds St./604-553-0316
Fondway Cafe
4462 Beresford St./604-283-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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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quitlam
我愛我車TUNNEX 
2796 Barnet Hwy /604-554-0258

Coquitlam Public Library (City Centre)
1169 Pinetree Way/ 604-554-7323
Coquitlam Public Library(Poirier 
Branch)
575 Poirier St/ 604-937-4141

West Vancouver
West Vancouver Memorial Library
1950 Marine Drive

New Westminster
New Westminster Library
716 6th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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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rey
總進食品進出口公司Canada Volumes
Unit 106, 2630 Croydon Drive
604-761-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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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大溫地區台灣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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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閱點免費贈閱

郵寄付費訂閱

加拿大國內每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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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加拿大150th國慶

台灣民俗藝陣 

十二婆姐 傳承研習營

時間： 六月25日-28日 
(每天三小時)

地點：台灣文化中心	

8859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將由舞蹈科班出身，雲門舞者，台灣

舞者首位擔綱太陽劇團名角的張逸軍

親自前來指導。簡章備索!

報名查詢：台加文化協會	

604-267-0901



幫助您調整身 , 心 , 靈健康至最佳平衡狀態

崴傑綜合醫療診所
Century Health Care

我們的醫療系統以中英文，為您提供脊骨神經治療、註冊按摩治療、中醫針灸治療、物理治療、
心理諮詢治療。本診所致力於透過中西醫的治療，幫助您緩解身體疼痛，以及降低焦慮及壓力帶
來的影響，幫助您調整身、心、靈健康至最佳平衡狀態。

*我們接受 ICBC / WCB /延伸醫療保險病患 *歡迎註冊推拿師、物理治療師加入我們的團隊!!

治療 : 脊椎矯正 / 肌肉傷害 / 頸部矯正 / 手腳扭
傷 / 運動傷害 / 肩頸疼痛 / 筋骨疼痛 / 兒童成人
脊椎側彎 / 五十肩 /運動保健 /專業鞋墊訂製

脊骨神經 Chiropractic

黃威傑醫師

DR. Jeffrey Hwang
(B.SC.D.C)

鄭啟曜醫師

DR. JASON CHENG 
(B.SC.D.C)

中醫針灸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Acupuncture

按摩 Massage
治療 : 背部或頸部疼痛 /
頭痛 / 失眠 / 扭傷及耗損
/軟組織傷害 /肌肉疼痛

脊骨神經科醫生 脊骨神經科醫生 註冊按摩師
物理治療師

Kriz Maludzinski
(RMT)

物理治療 Physiotherapy
治療 : 手法治療 / 電療 / 超音波治療
/ 運動處方 / 前庭康復治療 / 減少關
節肌肉功能障礙 / 肌肉發炎 / 暈眩 /
緩解肌肉疼痛 /全程一對一治療

Kelvin Tu
(MPT)

治療 : 失眠 / 眼科 / 耳科 / 神經內科 / 皮膚科 / 婦科 / 內分泌 / 腸胃科 /
心血管 /減重

中醫 /針灸師 中醫 /針灸師 針灸師

陳森基醫師
DR. SAM CHEN
(R.AC.,R.TCM.P, M.D.)

鄭伊廷醫師

DR. MELINDA CHENG
(R.AC.,R.TCM.P)

曹嘉玲針灸師

JAELYN TSAO (R.A.C)

心理諮詢治療
PsychoTherapy
治療 : 壓力 / 憂鬱症 / 焦慮 / 自我關
懷 /創傷症候群 /內在關係 /恐慌症

藝術 /催眠治療師

李江歌治療師

APRIL LI (BA, DVATI, CHT)

溫西診所 : 
204-2786 W. 16th
Ave., Vancouver,
B.C. V6K 3C4

溫東診所 :
7667 Nanaimo 
St., Vancouver, 
B.C. V5P 4M6

列治文診所 : 
118-5811 No.3
Rd. Richmond,
B.C. V6X 4L7

預約電話 : 604-678-9967 診所網頁 : www.centuryhealthcare.ca



 中學部現接受 2017 年 5、9月入學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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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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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月共 6 周課程, 任選 2 週以上報名
 12 歲~18 歲中學生 

特別編排全日 ESL 密集英文課程, 提供給有意利用暑進修,  
增強英語實力, 及前來溫哥華旅遊的國際學生及新移民子女。 
可安排寄宿家庭, 體驗加國文化與家庭生活。  

安排每週戶校教學/參觀活動 - UBC 大學、史丹利公園、海洋館、 
女皇公園、科博館、格蘭佛島、本拿比村博物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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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Citizenship Canada 

VANCOUVER
FORMOSA
ACADEMY 

5621 Killarney Street 
Vancouver, BC V5R 3W4 

(604) 436-2332
info@vfa.bc.ca
www.vfa.bc.ca

VFA 
High School 

溫哥華 VFA 中學 
 暑假 ESL 密集英文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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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儲蓄分紅保險

灣

台北點心麵廠
鍋貼皮  水餃皮  餛飩皮
刀切麵  粗拉麵  油麵
陽春麵  烏冬麵

7109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BC (近巴士總站 )

Closed on Sunday
星期日休息

604-322-5088

台灣文化中心出租辦法
台灣文化中心有許多空間與教室可供出租使用，
歡迎上台加網站參考租借辦法：

http://www.tccs.ca/zh-hant/rental/rooms
Room 房間 / Size 大小

Upper Auditorium
樓上大會議室	24' x 31'

8859 Dancing Studio
舞蹈教室	23' x 102'

Art Display 
文創空間		17‘ x 21'

8857	
小廳	23' x 17'

代理台灣里仁及本地有機商品
全素食品、生活用品
有機、天然、健康

愛媽咪的母親節禮物特惠專案
有機紅棗＋黃耆＋枸杞
三包原價$40，優惠價$30
黃金蘿蔔乾片 原價$23.25 特價 $19
黃金蘿蔔乾條 原價$23.25 特價 $19
黃金當歸     原價$23.25 特價 $19
有機黃金組合～任選二種合購💥💥💥  $35💥💥💥
活動期間：4月24日起至5月25日，售完為止💥💥💥

780-4400 Hazelbridge Way
Richmond
Tel: 604-273-3389

604-273-3382

列治文店

5270 Imperial Street
Burnaby
Tel: 604-454-0033

604-275-5678

本拿比店

Facebook: LINE:

真善美窗飾設計
Since 1988

以專業經驗，配合室內設計，精心訂製各款窗飾 
工細價實，盡善盡美

代理名廠　Hunter Douglas
各式木簾、羅馬簾、摺簾、捲簾、
 SILHOUETTE® 紗簾、電動遙控窗簾

請來電查詢和預約，免費估價
604-789-6268（國台語）　778-822-9428（英語）

www.yywindows.com






高傑海空
貨運海外行李搬家

 (汽車運送
 (搬運家具運送
 (私人物品裝紙箱運送

送往台灣,中國,
香港,多倫多,加東,
以及其它更多的目的地。

( 604 )  207-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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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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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傑溫哥華公司榮獲加拿大卑
斯省台灣商會 2015年台商企

業創業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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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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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com/GogetGroup  goget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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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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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4!) MPM math "IIM4iicfflfl 

Mutiple Process &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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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M1math,'1.

D 

. . • . . . • . . . .. . . . . . . . 

-WiM4AII 

Contact Us 
Burnaby 604-377-8299 
Coquitlam ··· -.\ 604-306-5351 
Richmond 604-275-6486 
Rich°I'ond \ 778-772-8239 
Surrey 

, .
. ,f 604-781-7852 

Vancouver ' 604-266-6762 
VancouV'er ·;�::.:�04·263-0781 
Vancouver, 778-968-6868
Vancouver \ • 778:S59-2398 _ -_ ... , .c... .... .,,, �r: � 

Through fu n and 
interactive logic 
puzzles, children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skill s and 
self-confidence. 

www.mpmmath.com I  gina@mpmmath.ca

承建.管理.設計.裝修 

土地分割開發.住宅商業 

HPO Licensed Builder 

   Neil�Pan 

BREAK GROUND
 
 

CONSTRUCTION LTD.

建宇建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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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全家造一個更合適的房子
歡迎你來我們建築工地參閱

多名律師為您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

Josephine Chen
（國語、英語）

出生於台灣，擁
有 SFU 商業管理
學士學位及 UBC
法學博士學位，
於 2008 年獲得卑
詩省律師資格。

房產過戶，生意買賣，公司設立，

各項合約擬定，離婚申請，婚前及

分居協議書，遺囑，授權書，文件

公證，房屋法拍訴訟，移民上訴。

業
務
領
域

我們律師團隊精通英語、國語、粵語、日語

TEL: 604-257-3588
500-4211 Kingsway, Burnaby, BC V5H 1Z6
Email: josephine@lundrielaw.com
www.lundrie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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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給母親的最佳禮物

各店
限三台
 要買要快！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三折只要 包稅/包送/包安

裝！$1,999

秒殺價
最新腳底滾輪按

摩反射神經穴位
有史以來最便

宜！

列治文#1830-4720 McClelland Road (Walmart及Starbucks旁邊，RBC銀行左前) Tel: 604-288-8588

放鬆媽媽的
雙腳/包括
小腿滾輪

UK580

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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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 Summer Programme
Make the most of your Summer break by following a specialised 
programme at one of Switzerland’s leading hospitality schools...

詳情請洽：778-998-3831（國、英、粵）
Email：esther.lin@imi-luzern.com｜www.imi-luzern.com

Combining activities, excursions and  information 
sessions, the IMI Summer  Programme is designed to 
give prospective students a true taste of what it’s like to 
study at one of Switzerland’s leading hospitality and 
culinary institutes.

Programme Highlights
• Airport pickup/drop-off on arrival and departure
• Welcome pack
• 14 nights accommodation on campus (twin room

with shared shower)
• Meals provided on campus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Monday to Friday; brunch and dinner
Weekends.

• 15 hours English or German group classes per
week

• 5 hours hospitality/culinary classes per week
• All course materials included
• Wifi throughout campus
• Use of the campus gym, library and other facilities
• 2 full-day & 4 half-day activities/excursions
•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 Scholarship award on completion of programme

Programme Dates
The programme commences on Monday 17th July 
2017. Check-in on campus is possible on Sunday 16th 
July with check-out on the afternoon of Friday 28th or 
Saturday 29th July.

Programme Requirements
Students must be at least 15 years of age by the 
commencement date of the programme.

Programme Costs 
The cost of the programme is 2,750 CHF per participant. 
The deadline for enrolment is 30th April 2017 with full 
payment of fees required by 15th May 2017.

Visas/Flights/Insurance
IMI can provide a visa invitation letter where required. 
Flight tickets and health/accident  insurance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tudent.

Scholarship
The 500 CHF award is redeemable against the tuition 
fee element of a full-time IMI hospitality or culinary 
programme in 2017 o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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