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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里堡國家歷史古蹟   

勝利之後…期許一個更美好的BC
陶笛家族十一歲生日

Vancouver Taiwanese Film Festival 台灣電影節

Penghu Moon in the Well《井月澎湖》(一)

Red Bean Yokan / Boba Milk Tea  紅豆羊羹 /波霸奶茶

台加親子夏令營 / 雲海之鄉

粉樂町 從小地方啟動城市美學 

《無緣》的無遠弗屆  客語新創歌謠先發者—吳盛智

台灣民俗藝陣 十二婆姐

心聲 / 如果你問起 If You Ask
搭僑 / 鐘擺



2

台加藝廊
TCCS Art Gallery

·台加藝廊

快來踏進我們的繽紛世界
李佳慧師生聯展
展覽地點：台加藝廊

展期：6月 1日 ~~ 6 月 30 日
開幕茶會： 6 月 10 日 ( 六 )10AM

每日 9:00 - 17:00（週六 10:00 開始，週日休館）

當最美的季節遇上最美的城市以及最熱忱的畫者：喜悅與色
彩就轟然然地闖進了我們的眼眸中 !

在繪畫的過程中，我們透過線條與色彩來獲取創作的樂趣，
情感也會隨著色彩的變化而豐富了起來。我們的生活也隨著
觀察力的增加有越來越多的樂趣 !用自己的線條跟自己的顏
色，來表達自己的感覺，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畫家 !

李佳慧，2011 年之前居住台灣台北，有著超過 20 年以上服
裝設計經驗的資深設計師，和豐富的服裝設計教學經驗。自
小喜愛繪畫，師從著名畫家向明光老師，李萬全老師，蕭本
龍老師與盧月鉛老師。原本以為自己會是美術工作者，結果
人生轉了一個彎，跑到法國巴黎進修服裝設計，發掘了自己
服裝設計的天分，一做做了20年的設計師，跑遍了歐洲、日、
韓等國。

原本以為這就是一輩子的工作了，沒想到 2010年信主之後，
上帝對我有了另外的安排，並為了孩子的教育 2011 年移民
加拿大。竟讓我在轉了一大圈之後，又回到初心，重拾畫筆，
並有幸成為一名繪畫教育的工作者。

因為有了之前 20 年的設計工作的淬鍊，讓我在做這份美術
教育的工作時，有更開闊的思維和視界。在教學的設計上 ,
我喜歡根據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做不同的規劃，並針對每一位
學生都有不同的課程設計，期望他們在快樂的學習中也能有
大大的進步 !

美術教育是需要時間的積累，堅持是除了天分以外更重要的
一件事。奇思藝想工作室熱情的邀請您，在美麗的六月天，
一起和我們一起徜徉在美麗的色彩世界裡來看看我們堅持努
力習畫的成果，就請您呼朋引伴和我們一起渡過一個奇思異
想的夏天 !

溫哥華台灣電影節特映會

台語歌劇《福爾摩沙信簡 - 黑鬚馬偕》

來自原鄉文化、創造當代經典

這是一個擁抱土地、謳歌大愛的故事，發生在 19 世紀、70 
年代的台灣北部海港 -淡水，此處正是台灣近代史如潮來潮
往的歷史縮影，更是東西文化激盪的顯影櫥窗，加拿大宣教
師馬偕博士的傳奇就在這裡展開。

歷經多年琢磨，台灣首部，也是全球第一部台語歌劇《福爾
摩沙信簡-黑鬚馬偕》，於2008年十一月在國家戲劇院首演，
為台灣的表演藝術，開創一個新的里程碑。秉持「原鄉時尚」
的精神，台灣致力創造屬於自己的「現代作品」。藉由講述
馬偕牧師的故事，生動刻畫出台灣與西方文化接觸所產生之
融合與衝突 ; 以西方古典歌劇來呈現。

用國際製作的規格，呈現這齣以台灣原鄉故事為腳本的大型
歌劇。

由台灣當代著名作曲家金希文創作音樂，國家交響樂團執行
長邱瑗編劇，法國著名歌劇導演漢柏斯執導並負責舞台設
計，旅德指揮家簡文彬指揮國家交響樂團 ;同時也聘請美國
的男中音台灣女婿 Thomas Meglioranza 擔任全劇主角 -馬
偕牧師，韓國男高音崔勝震擔任阿華，台灣聲樂家陳美玲和
陳榮貴分別飾演馬偕夫人、吳老爹等重要人物，以及台北愛
樂合唱團共同演出。台上就有 200 多人演出，加上幕後，總
共動員了 300 多人，而從作品發想到正式登台，歷時 5年，
堪稱是台灣音樂史上一個浩大的文化工程。

一部大型歌劇的誕生，就如同母親懷胎十月到生產的過程，
不僅漫長且艱辛。適逢今年加拿大慶祝 150 年，台灣電影節
特推薦放映此部歌劇，以感念加拿大與台灣，從馬偕 1872
抵台至今 , 長達 145 年的情誼。 

特映會時間 : 六月八日 星期四  6:00PM
地點 : 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免費入場



目錄 Contents

26

16

24

2017|JUN

>>> Monthly updated at tccs.ca

2 給讀者

3 認識加拿大
蘭里堡國家歷史古蹟

政壇新鮮人 
勝利之後…期許一個更美好的BC 

4 康安禮 Anne Kang

5 陳葦蓁 Katrina Chen

6 馬博文 Bowinn Ma

7 僑社消息
搭僑 / 母親節健行剪影

8 鏡頭下的故鄉
雲海之鄉

9 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
鐘擺

10 《十二婆姐》民俗藝陣

12 台灣音樂家
《無緣》的無遠弗屆 
客語新創歌謠先發者—吳盛智

14 文學天地
心聲 
如果你問起 If You Ask

16 文學天地
《井月澎湖》長篇連載 (一)  

18 Penghu Moon in the Well (part 1)

21 Vancouver Taiwanese Film Festival
台灣電影節

24 紙上藝廊
藍玉梅

26 品牌台灣
城市品牌 
- 粉樂町從小地方啟動城市美學

29 台灣美食 Taiwanese Recipes
紅豆羊羹 Red Bean Yokan
波霸奶茶 Boba Milk Tea

30 陶笛家族十一歲生日

31 台加故事多 充滿喜和樂

32 社區活動看榜

34 台加六月課程活動月曆

35 台加課程活動

37 台灣學校 / 親子夏令營

38 台加身心靈中心

39 金齡中心 /  表達性藝術治療

40 台加月刊取閱點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TCCS)
2017-2018 Board of Directors
Chairperson      Dennis Lin 林洋聖

Vice-chairperson      Michelle Huang 黃斐琳

Secretary Ruby Ba 巴如玉

Treasurer Joanne Chang 蔡雅香

P.R. Director Thomas Chang 張政雄

H.R. Director James Liu 劉長富

Director Serina Chen 陳佳樺

Antonia Chu 朱淑端  
Peggy Tsai 蔡雯佩

Edward Dai 戴振華

Jules Hou 侯進居 
Esther Lin 林挺睦 
Peggy Hua 華偲然 
Raymond Lin 林奇鋒 
Monica Tsai 蔡雅玲 
Melody Yin 英秀青

Taiwanese Canadian Monthly 
June, 2017
Circulation: 4,000
Published by: TCCS 
Address: 8853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P 4J6
Tel: 604-267-0901 
Fax: 604-267-0903  
Website: www.tccs.ca 
E-mail: monthly@tccs.ca
Publication Frequency: Monthly 
Office Hour: Monday-Friday 9am-5pm

Saturday 10am-5p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info@tccs.ca 

Honorary Advisor      George Wang 瘂弦

Artistic Advisor      Wu-Tzanq Liaw廖武藏

Chief Editor      Cecilia Chueh 陳慧中

Managing Editor        Judy Kang 康燕青

Layout Designer      Sharon Lung 龍策之

Peter Ullstrom 歐士豪

Sandy Yeh 葉怡嫺

Argon Dai 戴志耕

Treasurer      Linda Tsai 蔡文玲

Advertising      Sonia Wong 鐘淑汝

Distribution         Lisa Tsai 蔡月琴

Calligraphy on cover Cheng Chou 周澄

May Cover      Yu-wen Chen  張幼雯

合歡山東峰 

取閱點免費贈閱

郵寄付費訂閱加拿大國內每年$40

過去一年，台加月刊有一個很美麗又常叫人動容的專欄「品牌台灣」，許多讀
者曾詢問該專欄的作者，也表達高度的讚嘆與感謝之情。「品牌台灣」是現任
公廣集團董事長，前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教授，特別慨然提供給台加月刊，有關
推動創建台灣國家品牌的相關珍貴圖文。陳郁秀教授提到「人有人格特質，國
家也有國家品牌」，兩者皆需經年累月沈澱淬煉才能成就。

近年來大家耳熟能詳的「台灣紅」，就是陳教授在擔任文建會主委任內，開始
尋覓屬於代表台灣的國色。她說「顏色是品牌的識別證。顏色展現土地的自然
之美、人文之美、民俗之美。」「台灣紅」是從小滿載溫暖與幸福的顏色。春
仔花、紅蛋、壽桃、鴛鴦被…，傳遞喜慶、吉祥、生命力; 代表奔放熱情、榮華
富貴、知福惜福，是台灣人幸福歡喜的顏色。緊接著在台灣翠綠的島嶼與湛藍
的海陸交界處，尋得一道「台灣青」的光芒。「台灣青」帶著一種力量，橫跨
自然生態與精神層次。海島之子青春洋溢、勇於冒險，生機漾然、生生不息。

繼而在民間宗教與庶民生活中看見「台灣金」，是敬天富足也是大地豐收的顏
色，代表喜悅、貴氣、希望。從黑金烏魚子、茶湯、樟腦油、蔗糖、定情金戒
子、滿月金鎖鍊…，到燒王船、放天燈，台灣人真金不怕火煉的打拼精神，在
這次五位傑出台裔競選BC省議員的過程中也展露無疑。可能很多人也知道101大
樓Made in Canada的金色避震球，除了穩住101，也象徵穩住台灣。台灣「金」
平安！

從爭取參與WHA到台北世大運的籌備，每次遇到國際會事或賽事，大家就會連帶
討論到代表台灣的旗幟或品牌識別。過去幾年，台僑社區母親節健行活動時，
都會製作一件有台灣意象的活動T恤。今年適逢加拿大150國慶，特別製作了一
件前胸有「台灣青」的圖形加「台灣金」Taiwan字形，背後則有慶祝加拿大150
國慶logo的T恤, 美麗又有意義。非常歡迎錯過母親節健行的鄉親好友，不分團
體個人，近期都可在台加購得這件特別值得紀念的T恤，一起來慶祝加拿大的喜
年，也感恩我們的故土台灣。

1921日治時代，台灣蔣渭水醫師創立「台灣文化協會」，以其勇氣和青春，主
張「以助長台灣文化為目的」，開啟台灣啟蒙運動的第一步。當年「台灣文化
協會」以文化啟蒙的力量，激發人民對知識、文化及自由民主的渴望，追求台
灣主體性，土地認同向心，讓台灣往前跨了一大步，是台灣主體發展的重要里
程碑。今日，我們跨越太平洋，移居加拿大，相隔近一世紀，在新家園成立了
「台加文化協會」。想起蔣渭水的名言「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在那個
風起雲湧的20年代，「台灣文化協會」能容納各種專長和性情的人，大家互相
提攜、包容，為開創台灣同心協力！

離鄉再遠再久，願今日所有志同道合心繫台灣的人，海內外一起致力打造21世
紀台灣文化主體性，共創台灣社會更美好的未來。當然以「文化立國」的精
神，你我都有責任，隨時隨處將台灣文化的美好DNA，根植於我們選擇的新家
園，讓台灣文化在加拿大下一個150年，成長為多元文化中，美麗彩虹的一環。



3認識溫哥華 ·

正午時分，國慶典禮正式開始。省府代表、Fort Langley 市

長以及原住民酋長的後裔簡單致詞後，眾人在司儀帶領下，

加拿大國歌『Oh Canada!』歌聲響起，同時 BC 省省旗以及

加拿大國旗冉冉升起。

蘭里堡貿易站中央架起各式各樣的大型木作，讓孩童們體驗

當年古人如何鋸斷鋸木、搬運重物的方法。如果你對掏金有

興趣，掏金體驗區讓你手持鐵盤，在河床中掏洗流沙尋覓金

砂。你也可以嘗試傳統的英格蘭遊戲。

7 月 1 日是加拿大的國慶

日，為一全國公眾假日。

此假日是慶祝 1867 年 7
月 1 日，加拿大自治領

藉《英屬北美條約》，

將英國在北美洲的三塊

領地合併為一個聯邦，包

括加拿大省 (今 Ontario
和 Quebec 省南部 )、Nova Scotia 省和 New Brunswick 省。

此節日原稱「自治領日 Dominion Day」。到了 1917 年聯邦

成立的 50 週年紀念，聯邦政府才首度舉行官方慶祝活動。

1982 年 10 月 27 日，加拿大取得完全獨立後，改名為加拿

大日 (Canada Day)。

今年正值加拿大聯邦成立

的 150 週年紀念，全國

大小社區在加拿大日，會

舉行不同慶祝活動，包括

遊行、嘉年華會、燒烤派

對、煙花匯演和戶外音樂

會等，而政府也會為新入

籍的公民舉行入籍儀式。

每年國慶日當天，在蘭里堡國家歷史古蹟，都有適合全家暢

遊的十九世紀風味的慶祝活動，包括蘇格蘭鼓號樂隊、多元

文化舞蹈表演、可愛的農場動物、長槍試射、與身著古裝的

歷史人物交談。

蘭里堡街上，不但保留

了許多百年前的建築和

許多重建的仿古建築，

而且還是一個出名的古

董集散地。當天蘭里堡

鎮上，也舉辦多項慶祝

活動，包括歷史文物展

覽、傳統農具展覽、舊

書與古董廉售。請大家穿著紅色的衣服，來參加這難得的年

度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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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里堡國家歷史古蹟
圖文 / 林聖哲

蘭里堡 (Fort Langley) 不僅是國家歷史古蹟，也是英屬哥倫

比亞 (British Columbia) 殖民地的政治中心與發源地，也是

出名的歷史老街，鎮上整齊的街道，林立著畫廊、古董、以

及藝術店。

1808 年，西門菲沙 (Simon Fraser) 發現了從內陸經由菲沙

河通往太平洋岸的貿易新路。西岸的大貿易商哈德遜灣公司

(Hudson's Bay Company) 將其商務擴展到溫哥華地區，並

在 1827 年創立了蘭里堡貿易站，西岸的白人殖民時期開始。

蘭里地區在歐洲人到來之前，一直是斯托羅 (Sto:lo) 原住民

族群的聚居地。首批於該地區定居的歐洲人，為哈德遜灣公

司的皮毛交易員。1827 年，英國哈德森灣公司首先在德比

河段(Derby Reach)，建立蘭里堡(Fort Langley)貿易據點。

他們以英國製造的毛毯與鐵器，向原住民交換水狸

(Beaver)、黑熊與野狼的皮毛。到了 1839 年，由於該地不

適合耕作，於是該公司將貿易站遷往上游的現址。肥沃的土

壤使蘭里堡所種植的穀物、馬鈴薯、小紅莓 (cranberry) 皆
能自給自足。

1858 年，菲沙河 (Fraser River) 上游內陸發現沙金，一萬多

名淘金客從舊金山 (San Francisco) 蜂擁而至。蘭里堡以其

優越的地理位置與豐沛的物產，一夕間成為淘金路上最重要

的物品補給站。

在整個十九世紀中葉的淘金熱時期，蘭里堡擠滿了淘金者、

商人、狩獵者、手工藝者和工人。哈得森灣公司通過這個最

重要的補給站，向內陸提供補給和生產肉類、皮毛和糧食等。

當年在蘭里堡的大屋內，宣告英屬哥倫比亞殖民地 (British 
Columbia Colony) 正式誕生，由哈德森灣公司總貿易商，兼

溫哥華島殖民地 (Vancouver Island Colony) 長官，道格拉斯

(James Douglas) 宣誓就任第一任殖民地長官。

然而，由於該處接近美國邊界，英國當局認為美軍若入侵卑

詩省的話將難以抵禦該處，因此將殖民地首府於 1859 年遷

至二埠。蘭里堡的主要性因此被大幅削弱，而往後年間伐木

業和農業也取代皮毛交易成為區內的經濟支柱。

我們將藉由詳盡的歷史文物解說：西北通道的探勘、加拿大

的開發史、卑詩省的拓荒史、哈得遜灣公司、原住民的漁獵

生活、貿易碉堡的構造與功能、載貨的木桶製作、鐵器的打

製、各類皮毛交易店、皮毛的包裝。

朋友們，想一窺卑詩省誕生地的先民生活實況嗎？不同等級

工人的宿舍，經理古典的辦公室與豪華的住家，並帶您參觀

英屬哥倫比亞殖民地誕生地的大屋。我們將與身著古裝的歷

史人物交談，感受淘金的樂趣。

裝載鮭魚與小紅莓的木桶製作，鐵工器具的製作，與原住民

交易的商店，皮毛的獵取與包裝，不同等級工人的宿舍，古

典的經理辦公室與住家，淘金的水槽與帳篷，舊式的農作物

與爐灶，英屬哥倫比亞殖民地成立大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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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鄉親父老大家好。非常榮幸能在這裡以省議員身份跟

大家見面。 這次的省選對我來說是ㄧ個難得可貴的經驗。

在競選期間，幾乎每天挨家挨戶的敲門拜訪，讓我更了解

選民的需求，也讓我認識ㄧ班充滿熱情及認真做事的大小

義工朋友們。在此特別感謝這些義工朋友們及競選團隊的

默默付出，還有各位鄉親朋友的大力支持。因為有大家的

鼓勵與支持我才能順利當選。

大選剛剛結束我與我的工作團隊依然沒有停下我們腳步，

馬不停蹄的東奔西跑，我們希望能盡快成立新的辦公室來

服務大家，也希望能把選民的聲音帶到省議會。大多數選

民們都希望有一個能為大眾服務的新政府，而不是一個只

服務金字塔頂端那些少數人的政府。

在這次的省選中，選民已經用他們的選票來表答對現在執

政黨的不滿。大家都希望政府能讓生活條件更容易負擔，

更好的學校教育系統，更短的醫療等待時間以及更好的就

業崗位能持續省內的經濟。在我上任後我會監督及盡快履

行我們對選民的承諾。在未來的日子裡也一定會努力不懈

的為大家服務，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能有更好的醫院，

更好的教育服務及更安全的學校。

請各位曾經幫助我支持我的朋友及夥伴們能在未來的道路

上繼續陪伴著我，讓我們一同攜手，為 BC 省修復已被破

壞的政治治度，為每一個省民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ANNE KANG
康安禮

	 勝利之後…	
	 期許一個更美好的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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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first time in over twenty years the North Shore has 
elected an NDP candidate to represent them in the BC 
Legislature. Bowinn Ma, the Canadian born daughter of 
two Taiwanese immigrants, is a 31 year old engineer who 
ran for politics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year. She defeated 
two-term incumbent BC Liberal Cabinet Minister Naomi 
Yamamoto in an upset victory that has astonished many.

Long considered a BC Liberal stronghold and an area that 
tends to elect more conservative representatives, the BC 
NDP was last elected on the North Shore in 1991. In 1991 
the margin of victory for BC NDP MLA David Schreck was 
less than 500 votes over the Liberal Party. Bowinn Ma’s 
margin of victory in 2017 is nearly 2000 votes.

“The people of North Vancouver voted overwhelming to 
replace Christy Clark's Liberals with a new government,” 
Bowinn Ma says, “They voted for better schools, affordable 
child care, affordable housing, shorter wait times for health 
services, to defend our coast, and to fix our broken political 
system.”

“I am extremely honoured to have been elected to 
represent the beautiful riding of North Vancouver-
Lonsdale. I could not have done this without the incredible 
support of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ommunity. It takes 
the involvement of all of the communities that make up 
our wonderful province to bring about positive change and 
I am absolutely humbled to have had your support.”

Ma says that her hardworking team ran a clean, fair, and 
energetic campaign and that hundreds of volunteers came 
to help.

“I cannot thank my team and volunteers enough.” She says, 
“They had the courage to stand where others would not, to 
hope for a better future, and to fight in a riding that many 
people thought was a lost cause. On Election Day alone 
we had over 200 volunteers. People took the day off work 
to come to help us win North Vancouver-Lonsdale and it is 
because of all of their hard work that we succeeded.”

Even though the election is over, however, Bowinn Ma 
says that the hard work is not over. “The election was the 
culmination of over a year of hard work and organizing, but 
it is not the end of it all.” Bowinn says, “Now it’s time for me 
to work hard to ensure that British Columbians get what 
they voted for: A new government that works for them 
instead of the people at the top. It will not be easy, but 
it’s important and I know that with the continued support 
of the people around me and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ommunity that I will succeed.”

1991 年至今，北溫首次選出 NDP 候選人馬博文，她是加拿

大土生土長，雙親是來自台灣的移民，今年僅 31 歲，是名

工程師。這回第一次參選，即擊敗自由黨部長，令不少人驚

訝不已。

馬博文期許進入省議會後，繼續為”有較佳學校，較廉托兒

與住宅，縮短醫療輪候，保衞海岸線，修整破碎的政治體系

"來為民服務 ! “我非常榮幸受選為北溫省議員，感謝台裔

加國人的鼎力支持，讓我們拭目以待，看我們美好省份有何

正面的改變，衷心感謝你們的支持。”

BOWINN MA
馬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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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為主、長年努力為民服務

給所有台加月刊的讀者及好朋友們：

真心感謝所有社區好友、義工、支持者們一直以來的信任與鼓勵，這次

我能代表卑詩新民主黨在 Burnaby-Lougheed 區成為省議員，真的要

感謝大家多年來給我的支持。

這次省選，我們看到人民想要更好的改變，選出了少數政府，在執政黨

與在野黨間將會有更多互相制衡的力量。我們也在整個競選過程中聽到

了人民的聲音，包括我們多元文化各不同族裔背景民眾的需求，我們的

黨領賀謹 (John Horgan) 在走訪了所有卑詩省大小城市的同時，也把

一般人民的故事跟心聲給說了出來，確保我們能選出一個真正「以民為

主」，把人民放在第一的政府。

「以民為主」是民主社會裡重要的理念，每一位人民都是政府的管理

者，我們選出的民意代表需要遵從民意，正確的把民生的需要從政策裡

反映出來，找出最好的方案來解決問題。選舉只是一時的，用心聆聽選

民聲音和為民服務的工作是我們每天都需要做的工作，民意代表就是要

「代表民意」。

更感恩的是，我從一個留學生來到加拿大，這一路除了要感謝我遠在台

灣父母跟家人的支持，更要感謝在卑詩省這十七年來一路支持鼓勵我的

長輩跟好友們，其中包括了許多本地社團的朋友們，給了我很多機會從

社區服務工作裡學習，包括主持多年的台灣文化節跟僑界的大型活動，

也支持我當選了本拿比的學務委員為孩子的教育而努力。我記得在我競

選辦公室開幕當天，有兩百多位本地的好友跟不同族裔的民眾到場支

持，在加拿大除了我先生跟孩子外，你們就像我的家人一樣，我深深感

激。因為有你們，這一路走來我從未孤單過，因為有你們的支持，我才

能有機會在本地成家立業，盡我的所能努力回饋社會。

所以我也期待繼續和大家一起努力，希望我們能夠一步一腳印，讓政府

能一直尊重民意，確保每一個政策都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優先，支持重要

的基礎投資包括教育、醫療、住房、環境保護、交通等建設，也支持本

地商業，讓我們每一個人民的生活能夠更好，社會能更穩定，經濟也才

能更繁榮。

KATRINA CHEN 
陳葦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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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五月間在台舉行全球僑務會議，吳新興委
員長提出台灣致力於務實以點連線，重視全球僑社的
經營，希望促進僑界橫向交流。同時以線構面，深耕
僑界資源，並強化僑教僑生，僑界新世代活力及永續
經營。

為打造台灣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在政府新南向政策的
大方向下，擴大相關產業商機交流，擴大提供僑台商
融資信用保證服務。僑委會特別整建「海外僑台商產
業資料庫」，並同步建置「新南向產業創新平台」，
擴大提供台商商機合作及產業交流。此外，僑委會也
積極支持協助北美洲台灣商會，向美國參眾議員傳達
希望簽訂台美雙邊投資協定 (BIA)，以及台美自由貿易
協定 (FTA) 之意向，與僑界共同推展台美經貿關係。

過去海外僑胞長期協助政府推動各項工作，面對臺灣
未來的發展關鍵時刻，海外僑胞自不會缺席。

響應支持搭僑、安心及關懷等創新專案計畫

即將於七月展開的「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劃」，需僑
界踴躍提供協助寄宿家庭。支持及「鼓勵海外僑界成
立關懷協會實施計畫」。

青年投入僑務永續發展

僑社發展有賴長期的耕耘，新血輪的不斷投入，才能
促進僑社的世代傳承及永續發展。僑社支持青年，以
「融入主流社會」「參與僑社活動」「連結台灣」為
主軸，培養新生代對參與僑界公共事務的使命感與榮
譽心。由小而大，凝眾一股向心力，承繼責任，促進
僑社永續發展。

青少年投入文化傳承及僑社服務

為培植海外華裔第二代成為僑社未來繼起之力量，僑
委會這幾年 FASCA 學員參與僑社各種大型活動，並從
中學習辦理活動相關知能，由實際觀摩強化 FASCA 團
隊之規劃及執行能力，提升對投入僑社服務之意願。

引介僑外資投資台灣

積極推動台灣加入全球區域經濟整合及參與各國簽署
FTA 及 RTA。各地區僑台商能集結力量共同響應規劃參
與國家重大投資案。促請各僑居國政府部門重視台灣
區域角色功能，支持台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爭取各
國對臺灣的經貿支持並投資台灣，創造多贏合作契機。

鼓勵僑青返台就學、僑居國友人赴台醫美與觀光旅遊

台灣的醫療水準及觀光友善環境舉世聞名，僑胞能協
助行銷台灣醫療及觀光的軟實力。僑委會加強配合交
通部 「觀宏專案」 鼓勵僑台商企業透過專案補助方
式，籌組旅遊團返臺觀光或文化旅遊。促進觀光產業
商機，並增進雙方國家人民情誼。

世界正在改變，所有國家都在找尋新的趨勢、方向和
價值。傳統僑社固有其永績經營的必要性，但應在國
際情勢及國內連結的基礎上，開創前瞻格局尋求突破。
僑委會將秉持僑務施政的「中性」、「合理」、「客
觀」、「可行」的理念，廣納匯聚僑界多元觀點與建言，
結合僑界力量，挹注國家總體人力資源、產業發展、
文化傳揚、外交拓展及國際參與及布局經營等。相信
海外僑胞支持台灣的雄厚力量，有其無可取代的價值。

搭	僑 母親節愛母親說母語環鹿湖健行活動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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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 張幼雯

雲海之鄉

【鏡頭下的故鄉】

台灣是個島，三分之二是丘陵山地，五大山脈貫穿南北。

往上行，遇見這樣的島的高空，雲朵愛戀巒峰，纏綿翻滾成海。

昂首盤坐涯岸，獨釣冷冷的雲，天地聽我吟哦，曲高和寡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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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踏進 1107 病房時，就聽到「呼、呼」的聲音；只見床上昏
迷的病人戴著呼吸輔助器 (ventilator)，藉著機器強迫灌入的
氧氣，苟延殘喘，暫時保住生命。

根據安寧照護的理念，呼吸輔助器的使用是應該盡量避免的，
因為那強將氧氣灌入病人鼻孔的面罩，會導致病人更加不適。
不過，因為家屬極力要求，團隊做了不得已的決定：暫時使用
一陣子之後，再做評估。

根據資料，秋英 (非真名 )才四十歲出頭，得的是肺腺癌，而
且已轉移至骨髓。某著名的治癌醫院治療過一陣後，告訴秋英
的家人：醫師們已盡力了；要他們將病人做安寧療護。於是在
不得已的情形下，秋英被送回老家羅東，入住到聖母醫院的安
寧病房。

經常陪在秋英床邊的是她的先生志雄和兩個女兒，據說還有個
尚在念高中的小兒子，下課後或夜間也會來探視媽媽。

志雄個子不高，一臉樸實卻不失精明的模樣；大概是因為日夜
照顧愛妻之故，經常顯得疲憊不堪。

有一次，志雄告訴我秋英在我為她做了能量調整之後，覺得精
神好了許多，甚至可以睜開眼睛，也會擺動雙手。因而想進一
步了解能量治療的功用；同時，也請我為他試試。一試之後，
不知是否心理作用，他告訴我他可以感受到能量的效力，請我
每天也為他調整。

因為有了這段因緣而產生的信任，志雄開始與我談到秋英的病
情。

他以為秋英目前之所以陷於昏迷，是因為肺炎所致；他希望肺
炎好了之後，秋英還可以繼續進行治療。我提醒他：既然某大
醫院已經診斷癌細胞已轉移到骨髓，現在能做的應該是重在讓
病人減少身體上的痛苦，也增進心靈上的平安為主。

他卻說：秋英上次在某醫院出院前所做的檢查，根本沒在骨髓
裡發現癌細胞。我根據我粗淺的醫學常識告訴他說：也許該醫
院做穿刺取樣時，剛好沒取到染有癌細胞的；我強調那個醫院
以治療癌症馳名，他們斷定癌症已經轉移到骨髓應該是有根
據、而不是憑空杜撰的。

他想了一想我的話，神色黯淡地說秋英還是那麼年輕，如果那
麼快就放棄治療，他於心不忍，也覺得沒有善盡做丈夫者的職
責。

終於說到重點了！我心裡這麼想著。

要病人放棄治療，很多家屬都會不捨。畢竟，那就像是對摯愛
放棄、見死不救一樣；因此，一般的直覺想法就是「盡量醫治
吧！什麼手段都用上也在所不惜！」我們有健保，一切由國家
負責。若是急救有效，病人多活幾天，那就是賺到了；若是無
效，反正當初也是存著死馬當活馬醫的想法的，沒什麼損失。

一般人常存著這種心理。另一方面，秉持傳統理念的醫護人
員，也以為病人若在他們照顧下死亡，是一大恥辱，因為那表
示是他們的失敗。在這個原則之下，插管、電擊、氣切、化療、

【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

鐘擺
文 /許建立

電療等「死亡套餐」，無所不用其極。

然而，這些家屬與醫護人員有沒有將病人的權益考慮在內呢？
儘管暫時的措施也許可以將病人的生命做了有限度的短暫延
長，但是對滿身插著管子、一切生活的需要完全仰賴旁人的病
人來說，他們的尊嚴何在？他們活著的意義又是如何？

在這種情形之下，安寧照護或許是比較適當而且有人性的模
式。到安寧病房，並非前來等死。在安寧病房，病人的疼痛等
症狀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他們在身、心、靈各方面都可以得
到比較人性化的療護；得以舒適、有尊嚴地在他們家屬的陪伴
下，度過餘生。與傳統照護模式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這裡，並
不針對疾病本身再做任何入侵性的治療；而是著重病人身體的
舒適與心靈的平安。

家屬的矛盾我們絕對可以理解；他們願意病人痊癒，卻也不希
望他們的摯愛受苦。

在這種矛盾的心理之下，當病人氣色好、精神十足時，他們會
以為治癒有望，就一下子傾向傳統的模式，希望多做些治療的
措施。 但是當病人疼痛難當或奄奄一息、生機全無時，他們
又希望接受有人性的安寧療護。就這樣，他們就像鐘擺一樣，
一下子擺向「傳統醫治」，一下子又擺向「安寧療護」。

志雄就是這種鐘擺心態的一例。當醫師告訴他秋英的昏迷並非
肺炎作祟，而是癌細胞已經轉移多處的結果，他竟然要求「提
出證據來」，把醫師弄得啼笑皆非，只得告以此時秋英實在不
宜再做電腦斷層之類的檢查；同時也誠摯地告訴他說：如果他
堅持為秋英再做治療的話，我們可以將她轉到一般內科病房去
接受傳統醫療。這時，他們的孩子大概也看出媽媽病情並不像
爸爸一直告訴他們的那麼樂觀，而私底下贊成她繼續留在安寧
病房，卻礙於父親的情面與堅持而不敢做聲。

那幾天志雄的心情，就隨著秋英的病勢起伏，簡直就是鐘擺的
寫照：一下子往東，一下子往西。醫療團隊也不去逼他做任何
決定；只希望秋英能夠舒適、安穩地走完她的人生，而她的家
人也可以早日接受她即將往生的事實，而適時調整心境、得以
準備各項即將面臨的事宜。

我除了每天傾聽志雄的無奈與掙扎，而不做任何評論之外，也
持續為他們夫婦做能量治療。我的做法雖然每次都讓志雄感到
體能恢復，卻喚不回秋英日益消失的生命力。

這樣過了四天，有一天，秋英的血壓急劇下降，血中含氧量逐
漸降低，手足也開始變得冰冷，這些瀕死現象顯示秋英的時間
近了。

為了遵循讓秋英留一口氣回家的習俗，志雄全家忙成一團，護
理站也通知了救護車，同時準備協助秋英在車上可以撐住一口
氣的「製氧機」。

當秋英的病床從病房移出、經過護理站時，在場的人員都站起
來，向秋英道別，也向志雄等人致哀；當時手邊沒有馬上需要
處理的要務諸人，更陪伴著病床到電梯門口，送這位大家曾經
照顧過的病人最後一程。我拍了拍志雄的肩膀，要他保重。他
也哀戚、卻帶感激地向我點頭示意…。

類似志雄的故事，每天在各個重症病房、甚至安寧病房都持續
不斷地重複上演著。那是家屬人性的表現，卻對病人沒有好
處，也常會造成安寧團隊照護上的困擾。

加強安寧理念的宣導，而讓大家對它有更多的了解，以便做出
適當的抉擇，的確是當前的一大要務。

（2013/02/25 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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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民俗藝陣具強烈表演功

能，大都由是廟提供，題材大都採

用民間故事及古典文學故事。俗諺

有稱「輸人不輸陣，輸陣歹看面」

，即可看出藝陣在民間宗教場合的

重要。藝陣之中的「藝閣」乃由真

人或偶人坐在其上扮演各種民間故

事的華麗活動舞臺；「陣頭」早期

大都由地方子弟組成，晚近則因社

會結構改變，而有職業性的表演陣

頭出現。

台灣各式陣頭中，被指負責捉邪驅

惡的「八家將」與結合武學和藝術

的民俗表演的「宋江陣」，最為人

熟悉。此外「獅陣」，即一般人口

中的舞獅，是民間傳統表演藝術。

傳統認為舞獅可以驅邪辟鬼，表演

者在鑼鼓音樂下，扮成獅子的樣

子，作出獅子的各種形態動作。故

每逢喜慶節日，都喜歡打鑼打鼓，

舞獅助慶。

而化妝表演陣頭中，「車鼓陣」以

車鼓調為主，以描寫男女之間的民

間愛情故事，一生一旦配對的表演

陣頭，詞句通俗有趣，很受坊間歡

迎。還有以跳躍和擊鼓為表演內容

的陣頭「跳鼓陣」，其表演本身並

無劇情，純為湊熱鬧，在表演中增

加各種技藝表演來吸引觀眾。

在臺灣，「十二婆姐」民俗藝陣創

始起源在台南縣麻豆鎮，今日仍常

見於臺南新營、麻豆、六甲、學甲

和高雄茄萣一帶。 是因應護嬰信

仰而產生的一種民間藝陣，具有保

宅安產、收驚護嬰、驅煞等作用，

是台灣傳統遊行陣頭之一。

十二婆姐藝陣都是以「落地掃」踩

街方式遊行，由陳大娘領陣，十二

人組成縱隊，一字排開，以排隊行

走和繞圓圈行進兩種陣式前進，後

場則以扁鼓敲打控制舞步；身體之

舞步隨著鑼聲鼓點之節奏，時快時

慢，輕鬆自然的扭腰、擺臂，以縱

跨步、手搖葵扇，左右搖晃、大步

行進。

而其服飾，婆姐及婆姐子皆著紅色

鳳仙裝，左手持傘，右手拿扇；只

有婆姐母則穿藍色服裝，左扇扛黑

傘，吊包袱，右手拿拐杖，跟在陣

後，每人皆戴面具遊巡。所以十二

婆姐出巡時，許多老人家都會把小

娃兒抱上去讓婆祖摸個頭，據說這

「十二婆姐」民俗藝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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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能使「歹育飼」的孩子，平安健康，若是「好育飼」的娃兒

則能錦上添花，變得更乖巧、聰明，而有些婦女甚至還會把娃

兒穿的衣服放到地板上讓婆姐們踩過，也有同樣的效

果.... 早期演員則悉為男性，蓋傳統社會中女性不得參與公

共事務；而且婆姐陣是宗教陣頭，所以也不准女性參與，婆姐

就都由男性來反串，近年才出現女性餐與。

十二婆姐的裝扮，都是臉上戴著水黑色髮髻的面具，並沒有繁

複的臉譜，通常其面具臉部全部畫上白色，兩頰再塗上腮紅，

是一種簡單討喜的化妝遊藝陣頭。其中除了婆姐母身著藍色的

長衫外，其餘十三人都上身著紅色花布大陶衫、下著古式長

裙，右手撐著油紙傘。

照說原本應該是三十六位婆姐才對，不過自古以來都因編制過

大，組陣不易，所以一般僅採前十二宮作為陣頭成員，分別是

總管陳大娘、二宮黃鸞娘、三宮方四娘、四宮柳蟬娘、五宮陸

九娘、六宮宋愛娘、七宮林珠娘、八宮李枝娘、九宮楊瑞娘、

十宮董仙娘、十一宮何鶯娘 以及十二宮彭英娘。

此外，藝陣中尚有婆姐母和婆姐囝兩個腳色，傳說婆姐囝是第

三宮方四娘的兒子，因母親改嫁而四處尋找他的母親要吃奶，

婆姐母則尾隨其後照料他，二人來回穿梭在十二婆姐陣容中，

定點表演時自由自在，隨著鑼鼓樂聲起舞，誇張地扭扭擺擺，

而眾婆姐母與婆姐囝一對「媽孫仔」穿越在眾婆姐中沿途製造

笑料。十分討喜。

「十二婆姐」的由來有好幾種說法，有一說乃根據《福建閩部

別記》中記載，五代後唐永和年間，陳太后（即陳靖姑）得自

許真君法師之傳授而精通各門道法，曾替閩王王廷彬解決妖

患，救出皇后和三十六位宮女，閩王為了報恩，將三十六宮女

賜贈給陳太后為徒眾，稱三十六婆姐，個個能除妖、解厄，救

援產婦，保胎送子，每年正月十五日，三十六婆姐即分成三

組，有求必應，勸民除惡為善，深得民心。

另一傳說是臨水夫人(又叫陳靖姑)，她自幼學法而為人民斬妖

除魔、退瘟疫、解旱災，長大後嫁給同鄉的劉先生，懷孕幾個

月月時，遇大旱，法力高強的陳靖姑不顧自己有身孕，為百姓

祈雨，結果太勞累流產而死。她臨終前遺言：「我死後必為

神，會救難產的孕婦，照顧天下懷孕婦女和小孩。」後陳靖姑

被神格化成為生育守護神，婆姐則幫她接下保護兒童的工作。

民間有流傳許多她顯靈救治孕婦的神話故事，百姓紛紛建廟祭

祀她。

第三說「十二婆姐」分別為註生婆姊陳四娘、註胎婆姊葛四

娘、監生婆姊阮三娘、抱送婆姊曾生娘、守胎婆姊林九娘、轉

生婆姊李大娘、護產婆姊許大娘、註男女婆姊劉七娘、送子婆

姊馬五娘、安胎婆姊林一娘、養生婆姊高四娘、抱子婆姊卓五

娘這幾人。是一支專為小孩收驚軀煞、去邪化吉的特殊隊伍。

「婆姐」名稱有如家人女性長輩般親切，今日在台灣民間信仰

中，十二婆姐仍代表著可以收驚、護嬰、驅煞、保護婦女和安

產的功能。所以現在的十二婆姐大部分都成了民俗活動中，祈

福消災，禱祥集福，是象徵帶來祝福與平安的表演藝陣!

慶祝加拿大150th國慶遊行

台灣民俗藝陣「十二婆姐」& 
「花鼓陣」研習營

指導者: 張逸軍，前雲門舞者/台灣第一位加拿大太陽

馬戲團巡演主秀舞者

研習營時間: 六月26, 27, 28日(週一，週二，週三) 
下午1:00-5:00PM

地點：台灣文化中心 
8859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對象: 年齡不拘，願意認識了解學習民俗藝陣寶藏的人

費用: 全程 $60

報名查詢: 台加文化協會 604-26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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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曾組織「陽光合唱團」，以唱西洋熱門歌曲聞名，

並出過兩張西洋唱片的吳盛智，是以新音樂形式創作客家歌

謠的第一人。他以客語譜寫的歌曲，曾引起客家族群的震撼

與廣大迴響，遺憾的是英年早逝，壯志未酬。然而他的音樂

並沒有因此而結束，首發的歌曲《無緣》與《濃膠膠》至今

仍傳唱不輟，他所開創的新路，也開枝散葉，帶動了後來客

家歌謠新創的浪潮。

「陽光先生」的「台灣第一把吉他」

1944 年出生於苗栗縣大湖鄉的吳盛智，初中先後就讀台中

一中與大胡中學，高中就讀建台高中。從小喜歡音樂的他，

靠著自己的摸索，在小學畢業時已能彈得一手好吉他。服

兵役期間擔任藝工隊，提供了更多磨練的機會，因此，退

伍後，他即到台南組織「陽光合唱團」，擔任主唱兼吉他

手，專唱當時正流行於歐美的流行歌曲，包括「投機者」

（Ventures）、The Beatles 等知名樂團的名曲。

在沒有錄影帶，樂譜也難取得的年代，吳盛智憑著高度的興

致與毅力，反覆聆聽唱片來揣摩演唱與吉他技巧。獨樹一格

的嗓音，加上千錘百鍊的吉他技巧，使得他能維妙維肖地唱

出西洋歌曲的“原味＂，「陽光」也成為當時全國三十幾個

西洋熱門合唱團的佼佼者，經常巡迴於美軍休假常出入的餐

廳、俱樂部演出，諸如台北「中泰賓館」、「國賓飯店」夜

總會、台中「萬象俱樂部」、「清泉崗俱樂部」、「門第卡

羅俱樂部」、高雄「藍寶石歌廳」……等。

在電視上，除了於余光主持引介熱門音樂的「青春旋律」節

目中看得到他們的現場表演之外，「陽光合唱團」也經常受

邀於綜藝節目，乃至東南亞－星馬等地演出，他們甚至是

第一個遠赴新加坡巡迴演出的樂團。而留著山羊鬍子的吳

盛智，在演唱時總帶自信而燦爛的笑容，並彈得一手堪稱炫

技的吉他——神技之一據說是可以把吉他拿到背後精彩地彈

奏，因此有著「陽光先生」以及「台灣第一把吉他」的美譽。

唱而優則創作

1972 年，於新加坡演唱期間，由於與音樂人紀利男有較多

的接觸，吳盛智因緣際會地走向創作之路。紀利男是台灣流

行樂界的作曲、演奏家，當時正帶樂團到新加坡發展，並獲

邀在當地的海燕歌劇院成為音樂指揮兼節目總監。受到他的

影響與啟發，吳盛智開始學習編曲、作曲的工作。

文 /簡巧珍

越戰結束、美軍於台灣撤走之後，樂團生存面臨挑戰，「陽

光合唱團」在末代鼓手薛岳的加入後不久後，也面臨解散。

此時吳盛智一面嘗試寫歌（恬妞、費玉清都唱過他寫的國語

歌曲），一面以精湛的專業水平進入「台灣電視公司」，擔

任樂團吉他手。他自己並於 1979，1982 年推出由自己創作、

編曲、演唱的國語歌曲唱片。

客家新曲之發韌

以新音樂的形式可以唱西洋歌曲、國語歌曲、台語歌曲，為

什麼獨不見客語歌曲呢？這是身為客家子弟的吳盛智，在演

唱西洋歌曲多年，繼而投入國語歌曲編寫的此時，萌生的疑

惑。於此有感而發的並不僅止於他一人——尚有他小時候同

鄉的玩伴，當時已寫下《送你一把泥土》(由費玉清演唱 )，

在國語歌壇小有名氣的涂敏恆，以及在台語歌壇上以作曲、

填詞、唱片製作而聞名的呂金守。

有感於族人幾乎沒有屬於自己的流行歌曲可唱，更有鑑於客

語的式微，三位在樂壇上已各有發展的客家子弟，乃相互砥

礪，一起投入客語歌曲創作。《涯系中國人》由涂敏恆寫詞，

吳盛智作曲，是兩人合作的第一首歌曲，池秋美主唱，1981

年由歌林唱片出版發行之後，受到廣大的迴響。

同一時期，吳盛智主唱，呂金守製作的專輯「無緣」由皇冠

唱片出版。該專輯除了多首改編自傳統歌謠的曲調諸如《摘

茶歌》、《問卜》、《跳月古人調》、《美濃調》……等，

另有三首吳盛智原創的客家新曲《無緣》、《濃膠膠》、《勇

往直前跑》，前二首為呂金守作詞。

《無緣》傳達的是情場失意的男子心情。

「今夜月光特別圓，特別圓，

 想起往事真怨嘆，斷情又一年。

 今日何苦很冷淡，越想心越冷。

 心事重重講不完，講不完，

 男人立志出鄉關，何必添麻煩。

 昔日戀情已經淡，看破無采工。…」

前奏小喇叭的顫音帶出的是爵士風，沒想到唱詞竟是客語，

別有番意境。旋律抒情而動聽。藍調編曲風格配上吳盛智獨

特的嗓音與唱腔，聽來頗有鄉村搖滾氛圍。

客語新創歌謠先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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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吳盛智的專輯中，三首新創的歌曲，基本上是以類似當時

國語流行歌曲的語法與模式寫作，與傳統的客家曲調大異其

趣，因此一般常以「客家新曲」或「客家新民歌」稱之。其

時校園民歌的發展方興未艾，而流行音樂界當中國語歌曲與

福佬歌曲亦自有其天地。相形之下，客語歌曲確實處於一個

尚未發展的區塊，因此，僅管吳盛智壯志為酬，他的影響卻

是遠大的。

在吳盛智辭世之後，與他相約為客家新曲努力的至友涂敏

恆，也從國語歌曲流行音樂界，轉為客語歌曲的創作，他的

《客家本色》，不僅成為客家族群的精神象徵，也是每逢客

家鄉親聚會時，大家愛唱的曲目之一。相較於涂敏恆日後寫

作千首以上的作品，吳盛智的作品僅僅數首，然而音樂上的

爆發力與搖滾、爵士風格，卻顯得異軍突起，較之當時的流

行歌壇前衛而令人印象深刻。

旋律動聽、膾炙人口的《無緣》一曲，除了於 1986 年曾被

雲門舞集選用成為「我的鄉愁我的歌」舞碼當中的配樂歌曲，

多次在舞台表演之外，它還被收錄於滾石之後發行的原聲帶

專輯中，造成廣泛的迴響，不僅先後有不少成名的歌手例如

黃連煜、陳志明、林生祥等人翻唱，甚至連客籍大導演侯孝

賢興之所致，曾經出版的出唱片中，也選了這個作品，做不

同的詮釋。

吳盛智的創作風格與精神也深深影響了黃連煜、謝宇威、顏

志文等新一代的客家音樂創作人，帶動了新一波客家音樂創

作的浪潮。甚至於曾經幫費玉清、千百惠等名歌星寫歌的林

子淵，也曾提到他創作客家歌曲的心境，多少是受到吳盛智

的影響。

因此，有人將吳盛智視為現代客家新音樂的鼻祖，也有人認

為如果沒有吳盛智，就不會有今天台灣客家創作歌曲的成

績，而當今新生代作曲家林生祥在觀子音樂坑的客家庄巡迴

演唱文按《過庄巡聊》中更沒有忘記這位老前輩，他說：「“陽

光”吳盛智在客家音樂史上是極重要的人物，他創作新的客

家音樂，把客家山歌改編為流行音樂，將客家山歌帶給大眾。

台灣若是沒有吳盛智，我們很可能不會在這裡見面。十幾年

前的那場車禍，到今

天還有人在傷心…」

可見吳盛智雖已辭

世多時，其歌其人對

台灣當代客家音樂

文化仍有一定的影

響，而這個現象也可

能還在持續擴大中。

《濃膠膠》客語原意“將事情搞得亂糟糟＂，歌詞刻劃的是

老夫對老妻諧謔的不滿。抱怨妻子懶惰，會罵人、肚量差，

兩人像是冤家，朋友約我去酒家，她就醋勁大發，「桶、桶、

桶、桶！」醋勁大發，把事情搞得一團亂。

「怨嘆自家當初按傻討到個懶麻，

 真會罵話肚量又差，每擺處同我怨家。

 只有今夜啊，朋友來約束招我上酒家， 

 伊就醋桶、醋桶，桶、桶、桶、桶，爆炸了，祿到濃膠膠。…」

全曲狂野而快速的節奏與鼓點，加上歌詞一連串的疊韻效

果，嬉哈風格濃濃可見。

《涯系中國人》、《勇往直前跑》唱出客家硬頸的精神。

「五穀有種， 百草有根，唔管恩人在哪鄉，牽腸掛肚，涯

系中國人。…」

音樂動感十足，歌詞充分體現客語特殊的語彙與文化特質。

吳盛智從已然奠定了一定地位的熱門歌手，在方言歌曲仍受

限的年代，於電視的綜藝節目上偶爾開唱的竟是搖滾味的母

語歌曲，對於客族而言，該是多令人振奮呀！

1983 年，受到同

濟會客家鄉親的

鼓勵，吳盛智擬趁

勢再推出兩張客家

創作歌曲的唱片。

正如火如荼地展開

計畫，並與涂敏恆

合作了《愛情記

號》、《初戀印

象》、《愛你在心

中》等數首新歌之

際，卻於同年年

底，突如其來傳出

他不幸車禍身亡的

消息。吳盛智的英

年早逝令人愕然，

給人帶來無可置信

的傷痛與遺憾！

《無緣》的無遠弗屆

一向以來，客家民族的音樂是豐富的，舉凡山歌、小調、戲

曲、童謠，無一不是客族生活中，茶餘飯後、以及廟會、節

慶中，最好的餘興與消遣，這是亙古流傳的音樂，也是客族

引以為傲的文化資產。隨著時代的流轉，亦偶見將山歌、小

調改用國語演唱、借用一些已成名的曲調填上客家詞，早在

1960 年代呂金守也曾將不少日文流行歌的曲調填上客語歌

詞，由鈴鈴唱片公司出版發行，甚至也出現過一些客家創作

歌曲，惟其流傳有限，也未造成風潮。

1981 年，原來在台灣流行歌壇以演唱西洋歌曲的吳盛智，

以自創自唱的方式推出以客家語演唱的專輯「無緣」，他以

搖滾結合山歌的唱腔，在電視上唱出自己所寫的歌曲，著實

令人耳目一新。受到客家界的歡迎與認同，並廣為流傳，客

語歌曲的創作始逐漸受到重視。

參考資料：

簡巧珍。《台灣客籍作曲家》。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出版，2006。

石計生。《訪談台灣歌謠楊三郎的傳人作曲演奏家紀利男

先生》。http://cstone.idv.tw/?p=3860

楊國鑫。《吳盛智對客家歌的影響》。http://cis.savs.
hcc.edu.tw/yang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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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聲 (台文 )

文 /李敏勇

我只歌頌土地

如果我只會當愛一個對象

就是你—— 

咱的島嶼

我只呵咾自然

如果我必須為愛獻身

一定是為繁茂的草木

鳥的歌聲

我夢想——

佇島嶼的海邊

台灣的囝仔佇彼歡唱

視野無限寬闊

我夢想——

佇島嶼的山頂

台灣的囝仔佇彼在跳躍

伸手會當挽到天頂的星

我夢想——

佇島嶼的鄉村

台灣的囝仔佇彼在成長

從自然中學習生命的律動

我夢想——

佇島嶼的都市

台灣的囝仔佇彼在勇壯

新的秩序佇 *yin 手中開創

島嶼的航程佮方向

是為著這款的夢想

咱流過的血佮汗

也是為這款的希望

編織夢想

描繪希望

為著綠色和平的島嶼

——台灣

台灣詩人李敏勇以其溫柔的抒情筆觸，

寫出一首首刻劃出許多人心中對美麗台灣永遠懷抱的想望。

台灣加油 ! 大家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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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問起 (華語 ) If you ask
文 /李敏勇 by Lee Min Yung  

如果你問起

島嶼台灣的父親

我會告訴你

天空是島嶼台灣的父親

如果你問起

島嶼台灣的母親

我會告訴你

海是島嶼台灣的母親

如果你問起

島嶼台灣的過去

我會告訴你

血淚滴淌在歷史的足跡

如果你問起

島嶼台灣的現在

我會告訴你

腐敗的權力正對著心靈破壞

如果你問起

島嶼台灣的未來

我會告訴你

踏出腳步才能去開採

對著天

對著海

島嶼台灣的身世

深深印在心內

對著過去

對著未來

你我牽手

在受傷的土地描繪新世界

為美麗的島嶼

踏出希望的旅程

為美麗的國度

踏出重建的道路

If you ask
Who is the father of the island of Taiwan

I will tell you
The sky is the father of the island of Taiwan

If you ask
Who is the mother of the island of Taiwan

I will tell you
The ocean is the mother of the island of Taiwan

If you ask
What is the past of the island of Taiwan

I will tell you
Blood and tears drop on the feet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

If you ask
What is the present of the island of Taiwan

I will tell you
Corruption in power is eroding the Taiwanese soul

If you ask
What is the future of the island of Taiwan

I will tell you
Step out on your feet, the road is open to you.

Face the sky
Face the ocean

The life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Is deeply curved into my heart

Face the past
Face the future

You and me hand in hand
In this deeply hurt land draw a picture of the new position

For this beautiful island
Step out on the journey of hope

For this beautiful nation
Walk out and rebuild th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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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拔掉枯藤，小屁股趴跌在土溝，白仁仁的土豆即刻現眼出

來。伊驚喜的將視線投向娘，然後放心的想把它剝開，但硬

得他手指酸痛，將泥土撥掉，放入嘴裡用後牙一咬，嗶剝開

了，生生澀澀也有甜味，嚐過後，挖起來有勁多了。

「即馬才來，日頭攏欲落海了。」娘發現伊，隨即一揮手，

伊順勢擦了一下鼻涕，「咻」的奔了過去。

「娘！阿冬伯仔予咱一尾魚仔。」興沖沖又提起，滿以為娘

會歡喜，卻見娘淚光閃爍，頭頓了一陣才說：「好好醃起來，

予汝慢慢仔配蕃薯籤。」伊頻頻吞口水，好希望現在就返去。

但望著娘蒼白的唇，伊怯怯的講：「咱按呢撿，土豆園阿伯

敢會講話？」

「厚話！」（註 2）娘即刻叱責過來，見伊驚惶款樣，隨即

緩緩說道：「無撿出來，以後嘛會發芽，糟蹋物件。」

今日收成不佳，娘的籃子只有一小撮，最近土豆伯較精明，

挖得真徹底。

天昏地暗，遠處漁船燭光已亮，伊再度感到肚餓難挨，懇求

娘收工返厝。凌厲海風，掃盪餓腹的身軀，有如曠野裡的菊，

隨風顫搖。循著小山路，母子躓躓頓頓落來，走到巷底，娘

叫伊先返去，鍋底尚有一碗蕃薯籤，娘去義叔仔厝，辦了事

即返來。

娘腳步沉沉踏入厝內，僅追問有燒香拜拜無？隨後僅喝幾口

番薯湯就躺在眠床，伊憂心忡忡凝望著老母。

「明仔載愛坐早班的船到媽宮（註 3）。」娘講話聲氣無力。

「做啥？去赫遠。」差一點又掉下眼淚。生這大漢，娘從未

井月澎湖 (I)

文 / 李秀

台灣人的故事《小說連載》

一、井月 (1894-1922)
1-1、火煲生活

一九○九年秋天

「山仔！去後頂厝討寡人無愛的魚鰓、魚鱗、魚肚。」撿回

別人的丟棄物，他們視之為珍品。有腥味調配，霉氣薰人的

爛薯籤便不致那麼難嚥了。

聽到娘的吩咐，子山擱下手邊牛糞塊，手腳伶俐的持著破舊

烏黑的罐子，跑去大人宰魚的地方。通常都能順利撿到，這

一天是來遲一步？或無視日頭赤焰焰下一個瘦弱孩童渴盼的

意願？他們已把取下的魚渣，統統掃進火煲（註 1）了。子

山滿臉通紅，急急衝返去，氣喘喘嗚咽訴說著。做娘的安慰

道：「無要緊！洗洗就好了，去撿返來矣！」伊實在不情願，

血淋淋、濕漉漉的軟物件，都已丟進亂七八糟的垃圾中，如

何撿啊？抬頭觸及娘鼓勵的眼神，伊只好又抓起瓶罐，走向

那塊腥氣沖天的所在。

「子山！歹撿啦，等一下阿伯提一尾予汝了。」正當伊頭栽

入火煲努力尋找時，身後傳來慈善聲調，烏暗的心頭即刻轉

為晴朗，伊感激的仰望著冬伯仔，歡喜的展開著眉頭，然後

乖乖坐在厝角等候。伊有點迫不及待想飛速告訴娘，咱有真

正的魚吃了。

從阿伯粗壯的手中將魚小心翼翼接過來貼在胸前，三步併兩

步，想用奔的，又驚魚摔落來。心口砰砰響，尚未到厝，即

興奮喊著娘！娘！

「恁娘去後山埔撿土豆，叫汝趕緊去。」

聽了隔壁阿婆的話，伊抓起籃子，往北邊山丘跑去。遠遠望

到娘匍著身軀認真翻找土豆，風真大，伊使盡全身奶力，向

娘的方面叫著：「咱娘！厝裡有一尾魚哦！」隨後伊發現一

簇死藤，收成的人看到地面無莖葉，就無在此處下耙。伊用

李秀長篇小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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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幕

一九九六年夏天

船離開高雄港將近三個鐘頭，甲板上蓮子的頭髮迎風披散，強

勁的千島海流在澎湖水域的臺灣海峽形成一股黑水溝。貿易風

向決定海水的顏色，海面魚鱗斑紋渦流連連，船舷在起伏晃盪

中破浪挺進。

澎湖人欲往臺灣討生活，在尚未面對千迴百折的風霜之前，首

先要歷經黑水溝險惡的試煉。就像昔時帆船一入渦流疊波中，

船舵將失去控制，漂流晃盪不知所往。如再遇颱風、暴潮、颶

風交相侵襲，行駛在這茫茫海峽上的人命和船舶，就不僅僅是

海水變色而已了。

蓮子遙望來回穿梭臺灣海峽的點點船隻，心胸隨著澎湃的浪濤，

湧動著祖先們自年幼即口耳相傳的鄉里情事，那些悲歡、恩怨，

不論直接或間接的深藏在多年來的記憶之中，此刻沈緬於返鄉

的情愫裡，禁不住的濕透臉頰，分不清是海水或淚水，在那遙

遠的年代，伊彷彿清楚地聽到祥嫂急切的在呼喚著囝兒「山仔」

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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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過，除去後山撿土豆、撿柴或到前海抓螺螄外，攏在就

近隨時可以見到娘熟悉的身影。但是去媽宮還要坐兩點鐘的

船，看！風浪那麼大，娘的小腳，如何走遠路，想到此，大

滴目屎滾滾流落來。

「查甫囝愛哭！以後大漢欲按怎 !?」

伊抱著大兄的枕頭，偷偷流淚，流出的鼻涕未擤很難過，伊

故意翻一個大身，藉著床吱吱喳喳響，遮蓋了擤鼻的聲，就

這樣輾轉反側中進入夢境……

通過一道暗射線，伊被一股強烈的牽引力，駕空飛騰到東邊

的碼頭海口。許多漁船從海各方面集合起來，它們像聞味而

集的蒼蠅。層層疊疊匯湧在一起，其中甚至還有從水平線的

空屋角落駛來，它們使一大片蒼白的海面熱鬧起來。一大批

人接踵從甲板跳了出來。其中有一個突出魁梧的人，兩手提

著滿袋的魚，笑咪咪的直盯著伊，這不是阿冬伯嗎？但伊卻

脫口而出「爹！」娘說過伊四個月大時，爹就到臺灣了。這

個人千真萬確就是爹，聽！伊在喊「山仔」，是了，是爹。

伊邁開腳步，撥開層層人群，卻老是被人浪沖回原來位置，

伊急得拚命吼，吼得海浪洶湧，就是吼不出半點聲響，使勁

一衝，卻衝醒了自己，睜開重重的眼皮，鎮了鎮亂紛紛的魂

魄。躍身探探窗口，已是破曉時分。不見門後的斗笠，娘已

出門了。腹肚又開始餓，到灶腳（註 4）掀開鍋蓋，有一小

碗土豆，不知娘吃了沒？昨日彼尾魚呢？哦！娘已醃好置在

牆櫥最高的那一層。

伊想趁早去撿螺螄，準備一個大罐子，要裝滿才返回，反正

娘日頭落海後才會到厝，伊要給娘大驚喜。

娘總是叮嚀，不能越過這三塊大石頭，到彼邊撿螺螄。其實

身軀頂住大石，腳跟伸入石洞，就穩當了，因為彼邊有較濟

怪石，是各式樣的螺螄喜愛隱藏的所在。伊用全身氣力翻動

一塊大石時，即刻呈現密密麻麻的螺螄，這下可樂了，一會

兒罐子已不夠裝，伊先返厝倒在鍋中再來撿。

有一遍娘講的「危險地帶」經驗後，膽量也壯大起來，絕對

記住娘的吩咐，水淹過胸上處不下手。但只要頂住石頭，根

本不必站在水中啊！一腳跨過去，才感覺滑溜溜站不穩，不

敢大意決定再跨回去，腳尖一滑，被一股不很大的浪潮捲了

下去，拚命掙扎幾下，迅速無氣可呼吸……

「我雄雄感覺袂喘氣……無關係啦！隨時即好了。」許義見

祥嫂捧著胸口蹲在下面，伊也蹲落來關心，祥嫂真歹勢的揮

一揮手，表示不要緊。

「緩緩仔來，起初時大概袂習慣。」許義彎下腰小聲對祥嫂

講，隨後熟練的對濟濟的人群吆喝：「來哦！新鮮的魚，一

袋單那三文錢……」音量十足，招來不少生意。祥嫂想，假

使賣掉兩箱，伊可以分十五文，等伊有本錢，也可以和許義

相像，賣兩箱淨賺三十文，彼時伊母子就較好過活了。

另一角勢突然人頭鑽動，身軀紛紛散開來。許義見狀趕緊抓

起魚丟進箱仔內，嘴裡吐出抱怨：「以前會使佇遮賣，即馬

就袂使，幹！駛伊娘咧！靠家己的本事賺錢也犯法？這群四

腳仔（註 5）食人夠夠。」一面提著袋子匆匆逃開。祥嫂舉

起纏過的腳跟在後面奔跑，氣喘喘。

在外垵伊曾見過頭戴圓盤帽，身著黃色制服的阿本仔（註

6），由於言語不通，總是敬而遠之，也不曾發生過不愉快事。

今日在胸口鬱悶底，真實體驗對陌生事物的恐懼。恐懼中牽

掛起囝兒來，不知心肝囝規日攏做啥？

碼頭有個呂氏工頭，也常遭日警干涉，伊總是不稍屈服，人

稱「打死無退」的勇士，許義想去找伊助膽，解決往後的問

題，否則東一個阻止，西一個不行，如何生活？另外又有人

勸解說：「外交若學有起，免驚無柴加無米。」

好不容易望到海上駛來返外垵的船，祥嫂無心聽彼款查埔人

的官廳話，伊一心想著厝裡的狀況，往後不想再到媽宮了，

或許學種植亦可以活。

一雙小腳尚未踏出甲板，遠處即聽到有人喊叫：「害呀（註

7）！趕緊啦！恁後生摔落海，予一个唐山仔救起來，這陣

擱昏迷中。」胸口緊縮，頓時腳底踏不著地似的頭暈目暗。

「鼻孔血已止了，燒熱漸退，就比較安心。好在伊穿紅褲，

才引起我的注意。伊命真大，不用煩惱了。」黎一仁連比帶

畫操著福州口音傳遞伊的意思。

紅褲是伊一領舊衫改過來的，多謝尪公（註 8）！面對眼前

這位救命恩人，也是陌生人，卻有無比的親切，雙手緊緊抓

住對方猛叩頭，像見到久年失散的親人。

(註 1 ) 火煲 :垃圾場兼廁所。

(註 2 ) 厚話：多嘴。

(註 3 ) 媽宮：馬公。

(註 4 ) 灶腳：廚房。

(註 5 ) 四腳仔：日本人。

(註 6 ) 阿本仔：日本人。

(註 7 ) 害呀：唉呀之意，指匆忙報告壞消息。

(註 8 ) 尪公：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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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hu Moon in the Well (Part I)

Prolog
Summer 1996

Nearly three hours after the ship, Tai-Peng-Lun, leaves 
Kaohsiung, Lian-Zi wanders on the deck, her hair flying 
loose against the sea wind. Surf and wind play a dignified 
yet miserable march as she nears her destination –Penghu, 
which is the place of her parents’ birth.

Lian-Zi thinks about where she is. The Penghu Islands are 
located in the Taiwan Straits; the China coastal current, 
a branch of the Japan curren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monsoon current come together in the surrounding seas, 
bringing shiploads of people from Penghu who desire to 
go to Taiwan to find a better living.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y would bravely sail across the black waters 
to their destination. The black waters were aptly named 
because they had a strong undertow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so that boats sailing on them could easily drift 
off course. Moreover, ships often met typhoons or storm 
tides, giving the whole sea the aspect of a cemetery. Thus 
immigrants had to cross over such dangerous black waters 
to reach Taiwan safely. 

Sailing for many hours, Tai-Peng-Lun noses her way through 
the winding channel, nearing the port of Magong, in Penghu, 

in the stifling heat of the storm. The ship keeps on her 
course, shaking the passengers in their beds and the goods 
stored below; faster and faster she speeds over the tossing 
sea, still troubled by the sway of the monsoons.

The moment she arrives at her destination, Lian-Zi cannot 
stop her tears as she returns to her homeland. If you look 
at her face you can’t distinguish if you see seawater or 
tears. Indeed, whenever she thinks about her parents she 
cannot stand up to the heavy wind and rain. She hears some 
rustling of things behind her sad heart, yet she cannot see 
them. She asks herself, “What is going on? Is love a wild fire 
that burns out the loving heartstrings? ”

The sound of receding footsteps echoes through the 
passage of time. Now vaguely, now clearly, they run through 
the million glories and disgraces of the Penghu Islands, 
traces of her ancestor memories left to the winds in the 
cracks and pocks of old houses and walls. And Lian-Zi keeps 
waiting, listening quietly to the heartbeats of ancient times. 
Now she seems to clearly hear the anxious voice of her 
grandma Shiang-Sao, calling her father’s name, Zi-Shan…

Moon in the Well (1894-1922)
1-1 A Life of Garbage

Autumn 1909

“Zi-Shan! You must go to the trash place to pick up some 
fish gills, scales and fish intestines.” Shiang-Sao ordered 
her son. Mother and son cherished the things that others 
discarded. With the fishy smell mixed into the meal, it would 
be much easier to swallow the rotten potatoes. 

When he heard his mom’s order, Zi-Shan quickly put down 
a cow dung chip he’d found, and grabbed a worn-out jar to 
run to the Waian’s fish marketplace. He usually picked up 
whatever he wanted from the trash, but today he could not 
find anything to take. Did he come too late after the workers 
already took the fishy wastes to the garbage? He ran back 
home disappointedly.

“It doesn’t matter! We can wash the fish parts from the 
garbage. You can still pick some up. Go!” Shiang-Sao said.

Although Zi-Shan felt uncomfortable culling from bloody, 
sloppy and muddy fish parts, he still had to grab the jar 
again to go to that fishy smelly location after looking into his 
mother’s encouraging eyes.

While Zi-Shan bent his knees to look for fish parts in a pile of 
trash, he heard a hospitable sound from Mr. Dong,

“My lad, I will give you a whole fish later, you don’t need to do 
this insufferable job.” 

The poor child suddenly felt grateful as he looked up at 
this charitable grown-up. Then he waited for other grown-
ups to silently finish their work in the corner of the temple. 
Of course, his eyes stared excitedly at Mr. Dong, who was 
generously offering to help him. 

by Louise Lee H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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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grown-ups were four huge square-built seamen 
and several masked women dealing with fish parts together, 
ripping the fish open with their long knives, spreading them 
flat, salting and counting them in the field in front of the 
temple. After their shore-net fishing activities, they reeked of 
fish-pickle and bilge-water. 

He carried the fish from Mr. Dong very carefully. He wanted 
to tell Mom immediately that they had a real fish to eat. 
When he arrived at his beloved but needy home, he yelled 
out “Mom! Mom!” He didn’t get his dear mom’s answer, but 
he heard a neighbour’s voice instead.

“Your mother went to a field behind the house to pick 
peanuts, and she also wants you to go there to help her.”

“Thank you for telling me this. I am going there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twenty minutes he ran toward the north hill, until he saw 
his mom bowing her back to search for peanuts in the vast 
field. Through the thickly veiled windy sky openings, splendid 
silver and ruby rays of light broke through and pierced the 
clouds like skylights in a dome.  

In opposition to the noise of the heavy wind, he yelled at 
his mother, “Mom, we have a big and true fish!” He quickly 
leaped over the stonewalls which surrounded the fields to 
provide protection against the wind. 

“You are coming too late to help me. You see, the sun is 
setting soon,” his mother said accusingly.

“Mom, Mr. Dong gave us a real fish,” he said again, but this 
exciting event didn’t bring her joy, only tears instead. 

“I will put it in salt. Let you enjoy it slowly, okay?” She kept 
silent for a while, and then she said, “We are going home 
now.”

He wanted them to leave soon, yet he suddenly noticed 
how pale and drawn Mother looked. He said timidly, “Did the 
garden master scold you for picking the peanuts like this?”

“Shut up!” His mother yelled at him. However, she saw 
that she scared the child, so she softly explained away the 
child’s fears. “If we don’t pick them up in time, the seeds will 
germinate. To avoid waste, we have to pick them quickly.”

Seeing only a handful of peanuts in Mother’s basket, 
he knew that the garden master plowed the field very 
thoroughly, more astutely than before. The Penghu farm 
produce was limited, owing to small amounts of rainfall, 
strong dry monsoons and salty soil. Thus the peanuts were 
a valuable produce.  

The hours passed excitedly and hungrily, as Zi-Shan helped 
his mom pick, while in the infinitely empty regions beyond, 
the light slowly changed till it grew less unreal. Feeling 
starved and cold, Zi-Shan urged his mom to let them go 

home early. Here there were no trees, but the gaillardia 
weeds were everywhere, yet the region lacked materials to 
use as fuel. The residents collected cow dung to dry as fuel; 
this was called “cow fuel”.

In this area, architecture was very simple. Material was 
obtained from local sources by piling up stones or using 
clay to build a wall. Whenever Laoku (rock) Houses or Clay 
Houses were built, they were located in the north and faced 
the south. The layout was used in order to have shelter from 
the wind and be able to relax in a cool place in the summer. 
The house was built to connect with cowsheds, pigpens, 
wells and warehouses. Roads were arranged to pass in front 
and back of the house, with lanes on both sides. From any 
height the open sea could be seen. Shiang-Sao and Zi-Shan 
passed through this small fishing village, which was beaten 
about by the winds the whole year round as they blew 
through the different laoku, clay or brick houses. The fierce 
wind swayed Shiang-Sao and Zi-Shan all the way home. 
When they reached a laoku house, Shiang-Sao said to her 
son,

“My dear, you go home to eat something now; I am going to 
Mr. Wong’s place to deal with something. I will come back 
quickly.” 

Shiang-Sao came back tiredly after a few minutes. She ate 
nothing just drank a little water and lay down for a rest. 

“Why are you not eating?” Zi-Shan demanded.

“I will go to Magong Downtown by early ship tomorrow 
morning,” replied his mother with a sad air.  

“Going to faraway places and needing to travel two hours by 
ship, to do what?” Tears welled up in Zi-Shan’s eyes. In his 
whole life, his mother had never left him for more than one 
day alone. How could she stay on her tiny feet during the 
long journey as huge sea waves rocked the boat?

“Tears! Look what you’re doing!” Mother was teasing him, 
and, with perhaps a hint of sadness, she added, “Remember! 
A real man doesn’t cry easily.”

He bedded down and grasped his brother’s pillow, secretly 
bursting into tears. He dared not roll over. He feared that 
if he did, his mother would hear his sniffling. His brother 
Zi-Tian was adopted around two years ago because his 
mother was too poor to raise more than one child. Zi-Shan 
was not only sorry for his brother, he also worried about his 
mother’s safety. And, with the heavy weight of depression, 
he tossed about in his sleep for a while and tearfully drifted 
into dreamland.

On a gloomy moon beam, he was forced by a strong power 
to fly to the eastside wharf. He saw that many people began 
to arrive at this Waian seashore from all points of the vast 
area. Like birds flocking to a call, they assembled circularly 
on the cruiser, and from the clearly empty corners of the 



20 ·文學天地

horizon, others appeared on every side. A crowd of people 
got off from the ship’s deck, one by one. Meanwhile, a 
strong man held two bags of fishes in his hand and walked 
up to him smiling. “Papa!” he blurted out without thinking. 
Mom said that he was only four mouths old when his father 
went to Taiwan to live. After that he never saw him. Listen! 
This kindly soul was calling his name, “Zi-Shan!” Yes, he 
undoubtedly was his dear father. He wanted to touch him, 
but he could not get through the crowd to the place where 
his papa stood. Even though he yelled out anxiously, no 
sound came out. Finally, he put forth all his strength to reach 
his papa. Instead, he woke himself up…

Zi-Shan opened his heavy eyelids. Morning, the real morning 
light was coming. Night had passed. He knew his mother 
had already gone because her straw hat had disappeared. 
In his mother’s absence, he needed to do some of her work, 
such as going to the seashore to pick up more seashells. He 
wanted to give her a delightful surprise when she came back 
home.

In the large intertidal zones around the Penghu Islands, 
especially in the nearby waters of the Waian fishing village, 
there were a variety of sea snails, clams and other seashells. 
Zi-Shan prepared a big jar to be able to collect more. He 
gave Mother his word that he would never cross the eastern 
seashore, where there were three big rocks to stand on while 
he picked seashells because this was a dangerous zone 
full of fast moving water. In fact, as long as his feet were 
firmly balanced on the rocks, there would be no danger, he 
thought. However, he finally fell into the ocean while jumping 
between two of the rocks. Even though he desperately tried 
to reach safety, he rapidly lost his breath …

The sales action on the seashore of Magong was suddenly 
disturbed by a deep moan that came from the corner where 
street venders were doing business.

“I suddenly cannot get my breath,” gasped Shiang-Sao. She 
then told her business partner, Mr. Wong, that she had a 
severe pain in her chest. She felt a little weak. But she made 
one more effort. “Don’t worry about me, I will be fine soon.” 

“Take it easy! Don’t rush! Maybe you are not used to yelling 
like this.” Mr. Wong bent down to get Shiang-Sao’s attention, 
and then he yelled out continually. “Come here! Fresh fishes 
are here! Only three cents for one big bag…” The experienced 
vender was hawking to draw a crowd.

Shiang-Sao had figured out that if they sold two boxes, she 
would earn fifteen cents. While she had enough capital to 
do her own business, she could also earn double the money 
with Mr. Wong. And then both she and her child Zi-Shan 
would have a better living.

The fish selling was going well, but in the middle of this 
busy time, she heard a loud shout, with the whistling from 

Japanese police growing louder every moment, and then, 
she saw Mr. Wong, who was carrying the boxes, spring up 
and frantically rush to a long narrow alley.

“Dammit! We could do this before, but we cannot do this 
now, why?” Mr. Wong yelled both furious and scared. 
“Japanese cops are really too much.”

Once in Waian, Shiang-Sao also saw those police, who used 
to wear yellow uniforms and round hats, but didn’t create 
such unhappy events. Villagers always kept at a respectable 
distance from these foreign people. However, she really 
experienced great fright this time. She immediately worried 
about her son’s safety. What was he doing while she wasn’t 
at home? To speak the truth, she was anxious about selling 
work like this so far away from her son, but she hoped to 
some day earn a decent living from it.

Japan imposed bans on everything in this colony. The 
residents really didn’t know where to turn to adjust. Seeking 
some advice, Mr. Wong went to a foreman to discuss how 
to manage his business in the future. Meanwhile, Shiang-
Sao was anxiously waiting for the ship to take her home 
to Waian, which made it impossible to focus on the men’s 
discussion of trade problems with the Japanese police. She 
longed to return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When she was on deck, she looked around her with anxious 
eyes, over the familiar circle of the sea. Looking at the 
waters, she felt a great anguish, full of an unknown mystery 
that froze her deep soul. Her mind filled with images of her 
poor child with his soft eyes and clever little figure; at the 
thought of embracing him again, the tears began to fall 
heavily and swiftly down her cheeks, and then sobs rent her 
chest. She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it was.

“Alas! Shiang-Sao, hurry!” When she left the ship, she heard 
someone wringing his hands and saying: “God help you! God 
help you!” in a voice of despair. “Your son drowned in the 
sea…fortunately, he was rescued by a Chinese man, but he 
is still in a coma now…” These deafening words were like a 
sword, bloodlessly piercing her heart. 

“The nose bleeding has stopped, the fever has shaken off. 
Don’t worry!” The Chinese man, Li Yi-Ren, said in a slightly 
Fuzhou accent as he tried to sound optimistic, and then he 
reassured her again. “He isn’t destined to die. It’s fortunate 
that I paid more attention to watching him because of his 
red trousers.” The red trousers were actually Shiang-Sao’s 
old clothes that she had sewn into trousers for her son just 
one month ago. 

Thank God! She prostrated herself before this man, who was 
both strange and familiar, and the savior of her life. Facing 
this man, Shiang-Sao felt that she was reunited with he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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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台灣電影節
Vancouver Taiwanese Film Festival

11th annual · 2017第十一屆

Ticket 票價

Ticket Location 購票地點

Venue 活動地點

VanCity Theatre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Centre 
1181 Seymour St, Vancouver

Movie Schedule  時刻表

JUN 9  FRIDAY 

Jun 10  SATURDAY

JUN 11  SUNDAY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台加文化協會 

8853 Selkirk St. Vancouver

During TWFF 現場購票 (僅限電影節當天 ) VanCity Theatre

Online 網上購票 :www.twff.ca

Single Ticket 單場票價  $12

4 for $44 同場套票 $11 per ticket 
(min. 4 tickets for same screening)

Multi-Pack 混和套票 $11 per ticket  
(min. 4 tickets mixed screenings, only available at TCCS)

Tax and membership included 
以下票價含稅及會員費

ODE TO TIME  
Short film: Green Island Serenade

MY EGG BOY  
Short film: The Water Giant

18
:0

0
21

:0
0 THE TAG-ALONG  

Short film: What a Peaceful Day

BETALNUT GIRLS 
Short film: Morning

PRIDE SHORT FILMS SERIES

WHITE LIES, BLACK LIES 
Short film: Gluttony

FORMOSA BETRAYED

LOKAH LAQI (HANG IN THERE, KIDS!) 
Short film: April 19

17
:0

0
15

:0
0

12
:3

0
10

:3
0

18
:5

0
21

:0
0

52HZ, I LOVE YOUShort film: Tiger God

 MY EGG BOY Short film: Morning

ODE TO TIME

17
:3

0
14

:3
0

2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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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EGG BOY ODE TO TIME

LOKAH LAQI (HANG IN THERE, KIDS!)

“Happiness is hard to obtain. But don’t forget that 
anticipation keeps us alive”
Modern women tend to score high in career but score zero in 
love, while racing against time to look for the true love. Single 
lady Mei-Pao, who believes that love can be preserved just 
like frozen food, meets A-Shi who believes in fresh only 
ingredients. A rendezvous with frozen affection and fresh 
infatuation - Will her love be a happy ending?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popular music and culture, folk 
songs were wake-up calls in the search for one’s identity.”
Legendary musicians from the Taiwanese folk-rock scene of 
the 1970s reunite after 40 years for a big concert. Time took 
away their youth and changed the island’s soul. In these past 
40 years,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life, the cruelty of fate 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ese identity are gradually 
revealed through these powerful songs.

“You never know when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in life”
Follow the story of 3 innocent, optimistic, and naughty boys as 
they grow up in rural indigenous lands. They’re cheerful even 
with many worries in their families. One day, they discover their 
favourite disabled teacher’s musical audition tape and bravely 
decided to bring the tape to the capital city, Taipei - what will it 
bring about to their lives? 

Director Fu, Tien-Yu

Cast Ariel Lin, Rhydian Vaughan, Huai-Yun Zhan, Nien-jen Wu

Director Hou, Chi-Jan

Cast Shian Yang, Ara Kimb,  Siao-Cing Tao, Jian-Fu Li, 
James Hou, Jonathan (Tsung-Sheng) Lee, etc.

Director Laha Mebow

Cast Buya Watan、Watan Silan、Suyan Pito 
Albee Huang, Buya Watan, Watan Silan, Suyan Pito

Director Lou, Yi-An

Cast Wei-ning Hsu, Edison Wang, Annie Chen

”Every word I’m about to say, is absolutely true.”
The shop owner’s wife lies in the basement of the Rainbow Salon 
--struggling to breathe, her windpipe cut. A reporter begins to 
follow this case and finds that the shop owner has fled the city 
with his first love. As the reporter attempts to unveil the truth, an 
unsolved murder from the past seems to be connected to the 
case--and suddenly, nothing is as it appears.

WHITE LIES, BLACK LIES

The Priestess Walks Alone  Director Hui-Chen Huang

Director Huang and her lesbian mother live like strangers under 
the same roof. She summons up the courage to sit her mother 
down and make her talk, attempting to find their salvation.

The Door 	 Director Yueh-Tzu Sun

When Yu-Han accidentally learns of her father’s homosexuality, 
she starts to gradually reconcile with him and redefine the 
concept of a family.

The Rose Boy   Director Chi-Jan Hou

The death of grade-9 boy, Yung-Zhi Yeh, who had been bullied 
because of his feminine personality, triggered the Taiwanese 
“Gender Equality” movement.

PRIDE SHORT FILMS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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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G-ALONG BETALNUT GIRLS

“Don’t ever look back when you hear ‘something’ calling your 
name.”
Based on true events and an age-old urban legend in Taiwan. 
Wei is suddenly nowhere to be found just one day before his 
grandma returns from her own strange disappearance. Wei’s 
girlfriend, Yi-Chun, desperately searches for his whereabouts 
and discovers that it is the horrifying mystery of the little girl in 
red that has haunted them all along…

Director Cheng, Wei-hao

Cast Wei-ning Hsu, River Huang, Yin-Shang LiuDirector Xue, Xianjian

Cast Peggy Tseng, Teng-Chieh Hsu, Honduras,  
 Wei-Min Chen, Chia-Yu Chang

“The most debatable street scenery - One layer of glass, two 
worlds” 
With the financial pressure of raising a son independently and 
supporting her gambling-addicted father, a single mom makes 
her living as a betelnut beauty at night. Although she faces 
judgement from her community and misogynistic treatment from 
customers, she continues to face each day with a smiling face. 
A story portrays both the glamour and struggles of betelnut girls 
in Taiwan. 

“Loneliness, it’s just the beginning of a story” 
This musical film, directed by Director Te-Sheng Wei, 
incorporates a series of romantic stories with 17 beautiful, 
original songs. The title is inspired by the 52-hertz whale, 
dubbed the world’s loneliest whale because no other whales 
could hear its unusually high frequency call. His story reflects 
the loneliness that might be felt by those who are looking for 
love in the city. 

Director Wei, Te-Sheng

Cast Chuan-Ying Chuang, Chung-Yu Lin, Mify Chen,  
 Suming Rupi, Sandrine Pinna, Chien-Na Lee

52HZ, I LOVE YOU

“The Chinese say we are brothers. But why do they treat us like this?”

In the early 1980s, an FBI Agent is as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murder of a 
respected professor. In Taiwan, he soon finds himself on a collision course 
against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Chinese Mafia, and the Nationalist 
Chinese Government - in a land where the truth is not what it seems and 
the only people he can trust, cannot be trusted at all. A film inspired by 
actual events.

FORMOSA BETRAYED

Director Adam Kane

Cast James Van Der Beek, Wendy Crewson, John Heard

Thursday, June 8th 18:00 at T.C.C.S. (8853 Selkirk St.)  
FREE Admission 

Celebrating Canada’s 150th anniversary, the special 
screening of “Mackay: The Black Bearded Bible Man” 
commemorates the first 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George Leslie Mackay for his contribution in Taiwan in the 
19th century.THE BLACK BEARDED BIBLE MAN

Director Lou, Yi-An

Cast Wei-ning Hsu, Edison Wang, Anni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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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生長在寶島台灣的美麗花蓮，性格陽光樂觀，積極

熱情。從童年時期開始就富有繪畫藝術的天賦。畢業於

台灣實踐大學美工科，師承顏水龍，施並錫與王友俊。

多年來她鑽研中國山水畫、水彩畫、粉彩畫及書法。在

移民加拿大後，她深受西方文化的薰陶，繼續拜師研究

油畫，也完成了著名愛麗絲大學一年的藝術理論課程。

相同的，透過各種形式的藝術創作累積，逐漸奠定她如

今自立一格的「印象派」與「抽象派」畫風。

藍玉梅是個喜愛說故事的人，長年生活在加拿大這個充

滿溫度、情調、與壯麗自然風光的國家，行走在街上所

見的每個場景：大街的情人相擁、十字路口的依依不

捨、角落的飛舞花朵、轉角的惆悵晚霞，時時刻刻都可

以成為她作畫的靈感來源。她善於將她眼中所看到的、

經歷過的故事，透過鮮豔的色彩及大膽自由的筆觸表現

出來。她那時而溫柔、時而狂放、時而喧嘩、時而安

靜，又總是帶著點詩意的畫作呈現，總是能使觀賞她畫

作的人感受到一股正面能量。2008 年於台北舉辦的首

次個展開始，藍玉梅每年皆受邀參與和舉辦過許多藝術

畫展，其溫暖並熱情的油畫創作風格獲得了收藏家的認

可與喜愛。2012 年，她的龍馬精神畫作，國會代表以

加拿大人的精神，送給馬英九作為連任賀禮。2014 年

她首次在中國大陸辦展，於杭州巴比松美術館及上海傅

雷故居舉辦的“魚戲荷顏” 巡迴個展大獲成功，展開

了對這位旅加女畫家的關注。2015 年她應邀於景德鎮

進行瓷板畫的藝術創作，為傳統的瓷板畫增添了西方狂

放的印象風格，作品大受好評。

2016 年更受知名品牌 Franz 法瑯瓷公司邀請，共同參

加北京三里屯奔馳 Mercedes-Benz 展示中心聯展。同時

推出一系列高擋文創產品。

藍玉梅強調，做一個藝術實踐家，須行萬里路，讀萬卷

畫，用心去看全世界的藝術家作品，不能閉門造車。她

說要懂得欣賞各種畫派風格的畫作，自己的畫作才能提

升。她的畫筆下的花枝招展，用色彩醞釀出的詩情畫

意，用意境述說出的喜怒哀樂，願這些想像與情懷與

你～緣起，不滅。

藍玉梅
自由揮灑的浪漫使者  

自由 堅毅 純粹

我的印象與抽象藝術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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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le Yu-Mei Lan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of Hua-Lien, Taiwan. She possessed and demonstrated an 
artistic talent at a young age and chose an obvious career utilizing her 
artistic talents by studying interior and commercial design at the Home 
Economic University in Taiwan. For many years she studied Chinese 
ink, water color, pastel and acrylic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fter 
moving to Canada she was influenced by the art of oil painting, and 
have been practicing Impressionism ever since.

Michelle is story teller by nature, living in the warm poetic realm of 
Canada with its majestic landscapes, she found herself transforming 
what she saw in her daily life: sweet exchanges between couples, 
melancholic crossroad goodbyes, petite flowers on the floor, or the 
lonely sunset around the corner, into inspiration for her art. She has the 
talent for portraying such observations or experiences onto the canvas 
with bold use of colours and sensitive stokes. Her paintings may be 
wild at times, gentle at times, thunderous at times, or even serene at 
times, but they all have the poetic quality, and those appreciating her 
arts will always find positive energy within.

Michelle has participated in numerous group art exhibitions in 
Vancouver and Taipei. 

Her first solo exhibition was held in early 2008 in Taipei where the 
majority of her displayed works found new home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year 2012, Michelle's Painting, "Spirit of Horse and Dragon" has been 
selec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Parliament of Canada as a gift for 
Taiwanese President, President Ma's successful re-election.

In year 2014, she broadened her horizons by having her first solo 
exhibition in China.

In year 2015, she was invited by a local ceramic master from 
Jingdezhen to explore and create ceramic painting. 

She was also invited from famous porcelain company-Franz, having an 
exhibition at Mercedes-Benz Centre of Sanlitun, Beijing in2016.

The clash of her western influenced artistic strok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eramic base was well received by the local artist market. Her 
biggest wish now is to host more exhibi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re more people can come and hear her stories, understand her 
ideas and to appreciate he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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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快樂的藝術種子

近年，台北市東區出現許多爭奇鬥艷、令人讚嘆的小小文化

地景、公共藝術與獨立商店，優雅逗趣的景緻已成為年輕人

呼朋引伴一起尋寶、享受驚呼、歡笑時光的休閒、逛街與購

物熱門區域。這些創意空間，源自2001年、2007年至今的

富邦藝術基金會「粉樂町──台北東區當代藝術展」（Very 
Fun Park）計畫。 

「粉樂町」是一個創

意策展的概念，透過

自由開放的當代多元

創意藝術展，讓藝術

美學輕鬆不著痕跡的

座落在城市各個小角

落。粉樂町活動的主

要精神在於以公共藝

術創造一個傳遞快樂

的空間，同時也是當代藝術的創意基地，有別於傳統美術館

的嚴肅氛圍，是一個小巷弄內無牆的行動美術館，讓民眾在

日常活動中實踐與落實藝術生活的理想。

2002年文建會修正「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九條，關於公共

藝術設置的精神，從藝術品擴大到公共藝術，並將公共藝術

的定義擴增到平面或立體的藝術品及利用各種技法、媒材製

作之藝術創作，為「粉樂町」的巷弄公共藝術造景，提供了

更多的可能性。

超越各種空間的藝術對話

2016年粉樂町計畫已經進入第十一屆，前後十多年間，展點

從東區，逐步的延伸到信義區與松山菸廠，甚至進入校

園。2016年的臺大粉樂町 Very Fun Park @ NTU—時代的眼

睛：與當代藝術的對話，讓藝術家在深富人文氣息的台大優

美校園裡，將藝術融入環境之中，大膽地發揮創意，讓學子

在校園各個角落驚遇藝術，孕育藝術素養。譬如：Ute 
Lennartz-Lembeck在博雅教學館後門草皮上創作的美麗陌

生人，傳遞環境，藝術與人的際遇；人王天人在雅頌坊戶外

草地創作變色龍和動物腳踏車，佇立在綠意盎然的藝術品，

令人菀爾；吳燦政在地理系館展現台灣聲音地圖，展現科技

如何運用於生態藝術；劉文瑄在總圖書館創作堆疊的可閱讀

的雕塑，實虛間挑戰眼力……。這些隱藏在校園各個館所與

廣大校園的藝術品，靜靜地展開魅力，吸引莘莘學子在校園

裡肆意的尋寶。

經過多年累積的經驗，參與的藝術家從國內擴增到國際，甚

至打開國際知名度，受邀到國外參展，且獲得國內外許多獎

項，儼然成為台北市重要的「粉樂季」。「粉樂町」可謂是

由民間主辦推動行動無牆美術館的城市美學運動，為台北巷

弄的美感、古蹟歷建的活化，校園美學藝術的啟發引領一股

新思維與新潮流。

城市品牌	
─粉樂町從小地方啟動城市美學

【國家品牌】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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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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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 開了一朵花  
A Flower Blooms in Pure

Kuso 彩虹七仙子 

The Seven Rainbow Fairies

美學教育與金旋獎

富邦藝術基金會除了上述許多的系列活動外，為了培養年輕學子

生活美學，更和學校的相關活動結合，共同的推動校園美學教

育。譬如，自2012年粉樂町活動邀請政大金旋獎的得主如曾維

梃/李聖超、黑馬樂園、都是零件派對、高慶壹、劉俐、陳冠

宇、鄭雙雙等人，在沒有舞台的限制下，舉辦一場「城市、草

地、音樂節」，用音樂充滿空間、感動心靈。2014年，粉樂町也

特別邀請政大金旋獎今年得主少年白，以及歷屆得獎者，如柯泯

薰、麻花捲怪獸、脆樂團等人，安排一場「粉樂金旋創作演唱

會」，讓台北成為一個可以聚集多方音樂創作與展演能量的場

域。

「政大金旋獎」成立於1980年代，至今已31年，初期為校內民歌

比賽；2002年更迭為校際性音樂競賽，曲風更加的開放且自由，

包括民歌、流行、聲樂、搖滾、嘻哈、爵士、阿卡貝拉等，藉由

專業評審團為台灣樂壇遴選許多優秀的新秀， 成為校園學子躍上

音樂人的重要舞台。歷年得主包括陶晶瑩、張雨生、陳綺貞、盧

廣仲、閃靈樂團等知名音樂人，都從這個舞台出發，成為知名的

主持人、藝人、歌手與樂團，對台灣音樂發展貢獻頗深。

透過金旋獎與政大藝術季之舉辦，一個沒有藝術學院、藝術系所

的大學，卻培育了引領台灣風潮的重要人物，2012年，粉樂町與

政大年輕創意學生的邂逅，又創造出新的合作模式，不禁令人感

到欣慰。這種碰撞始料未及，也是我們最期待的爆發性的效益，

也印證台灣「藏富於民」的國家特色。

俄羅斯方塊 Tetris

有機之靈

桃花源 PeachBlossom壞迷宮黑尾椎 Menchi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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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URS計畫

無獨有偶，公部門──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推動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S(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行動方案」，

從文化資產與都市更新的角度，重新的開放與媒合許多台北巷弄的舊有空間，讓藝術家、文史工作室、學會、協會、基金會

進駐，重啟喚起市民的文化記憶及振興舊商圈的生機。其中，其以門牌號碼的命名方式也是一種最佳的創意表現。

譬如URS44，位在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44號，靠近大稻埕碼頭，是迪化街商業帶最興盛地區，巴洛克式風格加上現代

式的精緻建築為其特色，經整修後現由「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管理，不但見證大稻埕的繁華，也透過與街區內外、國際間的

聯結，開創更富歷史意涵的區域發展節點。該學會辦理許多在地性的活動，也帶動近年迪化街成為文創街巷的風潮。其餘如

近URS21，位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民生東路一段東側的街廓，數十年前這裡曾是菸酒公賣的配銷處，荒廢多年後經由

台北市都發局的URS計畫整修後，現由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經營，成為一個地區創意產學育成工廠，成效斐然。一點一

滴由小小單位改善起的「針灸」計畫，也以時間的累積見證了變化中的台北市──由於文化治理的實踐，在基礎文化工程方

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石。

對空間美學的創新運用

台北的城市空間，透過民間如富邦藝術基金會的「粉樂町」活動以及公部門如台北市都市更新處的「URS」計畫，呈現出多

元、繽紛、有趣的樣貌。這些成果均來自對空間美學的創意思考與創新運用，讓台北變得很不一樣。我們深信，從這些小地

方、小角落的改變，台北的整體空間、建築、街巷、學校、住屋等風景，有朝一日也能成為國際人士必訪之景點之一。台北

的市容外貌、天際線實在不美，但在民間和公部門的協力合作下，改變是可以期待的。城市美學正在生活的細節中慢慢形

成......。讓我們共同期待台北市成為一個台灣城市品牌，是個宜居、有趣、充滿活力與美感的友善都市。

My Hero My Leg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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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果凍粉（無味）  3小包
水   2杯
顆粒紅豆沙罐頭  1罐/18盎司

作法：
1. 將紅豆沙罐頭加1½杯的水拌勻，以中小火煮滾，熄火。
2. 果凍粉加½杯水拌勻，馬上加入作法一，並慢慢攪拌均
勻。
3. 將作法二倒入長方型盤中，候涼，切成二十四份。

紅豆羊羹

Red Bean Yokan
Ingredients:
3 packages  Knox unflavored gelatine
2 cup   cold water
18 ounces  sweet red bean with kernels

Preparation:
1. Combine and mix sweetened red bean kernels wth 1 ½ 
cup of water, bring to boil over medium low heat, then turn 
heat off.
2. Mix gelatine with ½ cup of water, add into red bean mixture 
in step 1, stir until well mixed.
3.  Pour mixture from step 2 into a rectangular container and 
let it cool and become firm. Cut into 24 pieces.

材料：
波霸（大粉圓）  1磅
紅糖   1杯
紅茶茶包  10包
煉乳   14盎司
水   8杯

作法：
1. 以大火煮滾約12杯的水，倒入

波霸並開始攪拌，等水再度滾
起，轉中小火，不加蓋，偶爾
攪拌以免沾鍋，持續約45分鐘
或直到波霸Ｑ度適中，瀝乾。

2. 馬上用冷水充分沖洗到無黏性，看起來珠珠分明，瀝乾
水分。

3. 加糖到波霸中拌勻。
4. 以大火煮滾8杯水，放入茶包，續煮1分鐘後熄火。取出

茶包，加入煉乳成奶茶。
5. 放兩大匙波霸在杯中，再放⅓杯奶茶及⅓杯水，加些冰

塊即成。

註：
冰過的波霸，食用前須先加溫（微波30秒）才能恢復Ｑ的口
感。

波霸奶茶

Boba Milk Tea
Ingredients:
1 pound   tapioca pearls (boba)
1 cup    brown sugar
10 teabags  black tea
14 ounces  condensed milk
8 cups    water

Preparation:
1. Bring 12 cups of water to boil, add boba, stir, when water 

boil again, turn heat to medium low, stir occasionally to 
prevent stick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pan, continue for 
45 minutes until boba is translucent and chewy, Drain.

2. Immediately rinse boba under cold running water until 
each boba is seperated and not sticky, each is like a 
single pearl. Drain.

3. Combine sugar and boba, mix well.
4. Bring 8 cups of water to boil, add tea bags, boil for 1 

minute, turn heat off, remove tea bags, mix in condensed 
milk. This becomes milk tea.

5. To serve, add 2 tablespoons of boba in a cup, pour in ⅓ 
cup milk tea with ⅓ cup water and fill with crushed ice 
or  ice cubs.

Note: 
If boba has been refrigerated, heat the boba in microwave 
oven for 30 seconds before serving to recover chewy texture.



歡慶陶笛家族十一歲生日
暨母親節快樂！

小巧可愛的陶笛

陶笛夥伴以及卑詩省議員 Katrina Chen

溫馨的大合照

Sylvia 老師的處女秀

小小世界 愛吹陶笛的夥伴們

淚光閃閃，手機閃閃



 閱讀台灣

開幕茶會 - 與作家面對面 書展

 美食廚藝巡迴

Walton 小學來訪

做香包 解說台灣歷史 解說台灣地理

閉幕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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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大都會樂團
6月2日（五）7:30PM
溫夏慕情音樂會

溫哥華大都會樂團第十四年度的季末音
樂會，盼以三位作曲大師的精選交錯呈
現，確信美麗樂章的感動，於駐團指揮
謝建得指揮捧下、結合年各出色樂者，
將呈現城市樂音及夏日的慕情的感動！

地點：Vancouver Playhouse
600 Hamilton St. Van.

入場票：$30，學生/耆英$25
購票：www.tickets.vmocanada.com

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金齡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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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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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9日　人生哲學－我有一個
夢－美國民權運動領
袖－馬丁·路德·金恩                                          
（謝大立牧師）

6月14日　社會新知－牡蠣與芍藥
（高源雄長老）
醫學健康－手臂痛
（郭家欣醫師）

6月19日－9月8日　放暑假
9月13日　秋季班開學
 
教會活動
6月18日（日）10:30AM野外禮拜  

Deas Island Park
6月22－23日  教會靈修會

北一女加拿大校友會
6月3日 (六) 9:30 AM
健行活動
地點：Lighthouse Park

4902 Beacon Ln, West Van.
集合：Beacon Lane Parking Lot
聯絡：林靖娟：604-377-8205

翁玉玟：604-761-1908
步行時間：約1.5 - 2.0 hours
請自備水，能量棒，點心，午餐簡餐，
著輕便防滑鞋，防曬用品，輕便雨具
等。

大溫哥華台灣松齡會
6月3日（六）10AM
講題：民族之父（分享紀錄片）
講者：胡玉華校長
下午活動：慶生會、唱歌（湯老師指

導）

6月8日（四）Mission郊外踏青一日遊
6月10日（六）松齡會放假一天

6月17日（六）10AM
講題：百變的畢卡索
講者：劉長富校長
下午活動：賓果遊戲

6月24日（六）10AM
講題：電子商務（網路購物）對我們

的影響
講者：Jeff Chiang
下午活動：卡啦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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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文化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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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二）10AM，林聖崇老師主講：
社會趨勢講座

6月9日（五）10AM，顧梓承老師主講：
居家維護講座

6月10~11日兩天：溫哥華島海膽海洋生
態旅遊（報名）

6月11日（日）9AM：北溫Maplewood野
鳥生態解說

6月12日（一）3PM：溫哥華植物園導覽
（免費/購門票）

6月16日（五）10AM：國際時勢分析、
人類文明探討

6月17日（六）10AM：蓋仙鎮國家古蹟
解說（原住民節）

6月18日（日）10AM：溫市快樂山區歷
史解說（無車日）

6月21日（三）10AM：溫哥華市鱒魚湖
解說（原住民節）

6月23日（五）3PM：溫市福溪綠色社區
解說（龍舟節）

6月24日（六）10AM：溫市羅伯森廣場
解說（爵士樂節）

6月25日（日）9PM：高貴林市聚落農場
野鳥生態解說

6月25日（日）10AM：雅癖社區歷史建
築解說（希臘日）

6月26日（一）3PM：溫哥華植物園導覽
（免費/購門票）

6月30日（五）10AM，劉長富老師主講
藝術賞析講座

7月1日（六）10AM：蘭里堡國家古蹟解
說（入場免費）

7月8~9日兩天：陽光海岸港灣海洋生態
旅遊（報名）

7月16日（日）12PM：北溫哥華水源地
旅遊（報名）

7月22~23日兩天：卑斯省高山野花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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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鼓山溫哥華道場
6月4日 （日） 9AM–5PM
精進禪一
具禪坐基礎者，請先報名。

6月11、18、25日（日）1:30PM-4:30PM
中文初級禪訓班（三堂課）
加開課程，即日起報名，敬請把握機
會。

7月8日 （六） 9:30AM–12:00PM 
大悲懺法會
持誦大悲咒，禮懺，法師開示

7月15日–7月29日（共七堂課）
星期六   1:30PM–3:30PM
星期二、四 7:00PM–9:00PM
【佛法講座】－「觀音妙智」
果徹法師主講，最適合現代眾生修行的
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

每周五上午念佛共修和每周日上午禪坐
共修，歡迎隨喜參加。

更多詳情：604-277-1357/www.ddmba.ca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6月4日（日）7PM
台灣傳統週－「台灣心，四季情」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大觀舞集

大溫哥華臺灣同鄉會主辦之「2017北美
地區臺灣傳統週」將由僑委會選派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大觀舞集】為大家帶來
《臺灣心•四季情》，演出沒有語言隔
閡及年齡限制，歡迎大家攜家帶眷，邀
請各族裔朋友一起來看表演！

地點：Vancouver Playhouse
600 Hamilton St. Van.

入場票：$15
聯絡：張理瑲：604-786-7222

江文基：604-616-6038
蔡春松：778-317-9762

6月18日（日）2PM-4PM
專題演講「終身學習，充實人生」
主講：陳慧中女士
地點：台灣同鄉會館 

7663 Nanaimo St., Van.

6月27-29曰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年會
房間有限, 請儘快報名哦！
地點：Residence Inn by Marriott 

Muskoka Wharf, ON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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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接洽人員：
洪秋月 Cathy Hong 
416-543-6160 
cyhong2355@yahoo.com.tw
羅益世 Y-S Columbus Leo 
416-512-7877 
yscleo@rogers.com

UBC等等主義研究社
台加文化協會

6月9-11日（五-日）
溫哥華台灣電影節
詳情，請翻閱P20

台灣大學溫哥華校友會
6月10日（六）11AM
2017年夏季戶外燒烤及健行活動

地點：Ambleside Park
1150 Marine Dr, West Van.

費用：$20 成人
$10 小孩 （12歲以下）

報名專線及查詢：
蔡宗達 Richard Tsai
778-316-7076
rtsai61@gmail.com

陳澤尹 Charlie Chen
604-620-4790
charlie.chen33@yahoo.com

請留下名字、電話、重要訊息及參加人
數等。

BC省台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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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哥華台灣客家會
菲莎谷台灣同鄉會

6月11日（日）1PM
2017年乘渡輪遊菲莎河

今年溫哥華的冬季又是雪又是雨，鄉親
們被關在家裡，身體和心情可能都快
要發霉了。現在溫哥華那寒冷潮濕的空
氣，終於要離我們遠去了，讓我們一起
邁出家門，乘渡輪好好的欣賞山河風
景，並慶祝端午佳節。

在此先謝謝溫哥華台灣客家會前會長謝
明珠為這個活動和船公司聯絡了多次，
才完成這個任務，希望鄉親們不要錯過
約三個小時的遊河機會。

此次活動是在下午一點上船，所以鄉親
們可以早一點去港口，先到附近的商店
區逛一逛，並且先吃個午餐，然後再到
河堤漫步，下午一點準時上船。四點下
船時，本會將為鄉親們準備兩個美味的
鄒媽媽米粽。（名額有限請速報名）

上船地點：Westminster Quay
地址：780 Quayside Drive 

New Westminster
費用：每人$50
停車：碼頭旁邊有停車場，每小時
＄1.25全天＄6 
搭捷運/站名：New Westminster Stn.
聯絡：張麗娜 604-261-8966

張建宏 778-881-9988

溫哥華世紀扶輪社
台加文化協會

6月13日（二）7PM
講座：皂福您～遠離化學毒害
講師：Jenny Lin
國立中山大學高階企業管理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學士
曾任：大學國際禮儀講師
現任：「皂居，造居」負責人
地點：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 Vancouver

講座內容：
1. 如何讓自己的居家生活用品更天然

又環保
2. 天然護膚保養及清潔用品自己來。
3. 現場示範如何製作護唇膏乳液。

P.S.請事先跟台加604-267-0901報名，
與會貴賓當日將免費獲得「皂造，造
居」的純精油天然製作試用品一份。
內容包含:
a.精油潤膚皂30g. 
b.紫雲膏5g
c.精油修護護唇膏5g

中台溫哥華禪學會
6月18日（日）10AM
禪修課程
恭誦大乘經典，靜坐指導，基礎佛學。
由中台山西雅圖分院佛寶寺住持法師授
課，學費全免，歡迎隨喜贊助。座位有
限，請先來電報名！

地點：Bonsor Recreation Complex 
6550 Bonsor Ave. Bby
2F Multi-Purpose Room

聯絡：604-700-9302

「弦外之音」詩歌電影節
6月24日（六） 1:30PM
Part I - 音樂會
地點：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950 41st Ave Van

主辦單位： 
（美國）美華人文學會/人文磚基金會
（加拿大）慧仁教育學苑

台大專中文學校基金會
特別嘉賓：張永祥，瘂弦，洛夫

主持人：邵蔚華
第一幕一「詩的故事」-詩的歷史映象-

朗誦，歌唱，舞蹈（心悅舞
蹈社）

第二幕一校園民歌一「詩與歌」（白石
民歌樂府）

第三幕一「臺灣電影五十年-回顧與回
味」（王曉蘭、張永祥、陳煒
智主持）

6月25日（日）1:30PM
Part II - 講座
地點：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 Van.
《文學與電影》座談-「臺灣電影五十
年-回顧與回味」
座談嘉賓：張永祥、瘂弦、陳煒智
1. 金馬獎終生成就獎-張永祥精彩作

品回顧
2. 胡金銓導演和他的電影情懷（紀念

胡金銓導演逝世20週年）
電影欣賞：俠女

聯絡人：
葉憲年604-240-6632
林　琦604-531-2368
徐新漢604-254-1338

溫哥華遠道合唱團
6月24日（六）7:30PM
第33週年年度演唱會
『楓葉之國，華夏之鄉』
『A Celebration of Canada at 150』
指揮：康幼琳 Katherine Lu

地點：Vancouver Playhouse
600 Hamilton St. Van.

入場票：$15
聯絡：孫　斌 604-439-7818

沈又莘 604-716-0135

白鷺鷥音樂中心
6月30日（五）7:30PM
Vox Nova On The Road
紐澤西Vox Nova旅行演唱會
指揮：Victor Shen 沈新欽
客席：白鷺鷥與水牛合唱團
指揮：Peggy Hua 華偲然

地點：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733 41st Ave. Van. 

免費入場 / 自由樂捐贊助
www.voxnovanj.com 
604-889-1114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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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活動月曆
TCCS Calend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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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廊展出時間
週一至週五 9AM-5PM
週六 10AM-5PM 

6 月 1 日 - 30 日
李佳慧師生聯展：
踏進我們的繽紛世界

開幕茶會：
6 月 10 日 1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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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影片欣賞：
達賴喇嘛10問 1PM

2
排舞10AM 

橋牌社 12PM

3
健行社 9:15AMj
Baden Powell Trail

鄭子太極拳 10AM

4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5
土風舞 10AM

日本語初級 10:30AM

成人桌球班 3:30PM

6
平甩&太極 8:30AM

華佗氣功 10AM

英文時事 1PM

排舞 1PM

土風舞 7:45PM

7
土風舞 10AM

國際標準舞 1PM

書畫水墨班 3:30PM

圍棋班 3:30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台灣學校桌球班 3:30PM

8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專題講座：
政府地稅 1PM

歌劇影片欣賞：
黑鬚馬階 6PM

9
溫哥華台灣電影節
＠Vancity Centre

排舞10AM

iPad和iPhone課程10:30AM

橋牌社 12PM

10
溫哥華台灣電影節
＠Vancity Centre

健行社 9:15AM
Minnekhada Park

鄭子太極拳 10AM

藝廊開幕茶會10AM

卡拉ok俱樂部 2PM

園藝盆栽俱樂部 7PM

11
溫哥華台灣電影節
＠Vancity Centre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12
土風舞 10AM

日本語初級 10:30AM

國標初級 12:15PM

國標進階 1:15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13
平甩&太極 8:30AM

身心靈：
「美」會淨化人心10AM

英文時事 1PM

排舞 1PM

專題講座：皂福您
遠離化學毒害 7PM

土風舞 7:45PM

14
土風舞 10AM

國際標準舞 1PM

書畫水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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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影片欣賞：
四季之庭 1PM

16
排舞10AM

iPad和iPhone課程10:30AM

橋牌社 12PM

17
健行社 9:15AM
Delta Nature Reserve

鄭子太極拳 10AM

卡拉ok俱樂部 2PM

18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復健運動操 10:30AM

19
土風舞 10AM

日本語初級 10:30AM

國標初級 12:15PM

國標進階 1:15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20
平甩&太極 8:30AM

身心靈：父親節10AM

英文時事 1PM

排舞 1PM

土風舞 7:45PM

21
土風舞 10AM

國際標準舞 1PM

書畫水墨班 3:30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台灣學校桌球班 3:30PM

Toastmaster 7PM

22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歌仔戲影片欣賞：
唐美雲　香火 1PM

23
排舞10AM

iPad和iPhone課程10:30AM

橋牌社 12PM

24
健行社 9:15AM
Two-Canyon Loop 

鄭子太極拳 10AM

卡拉ok俱樂部 2PM

25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26
土風舞 10AM

日本語初級 10:30AM

國標初級 12:15PM

十二婆姐研習營 1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27
平甩&太極 8:30AM

英文時事 1PM 

十二婆姐研習營 1PM

土風舞 7:45PM

28
土風舞 10AM

十二婆姐研習營 1PM

書畫水墨班 3:30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台灣學校桌球班 3:30PM

29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專題講座：
加拿大150th 1PM

30
排舞10AM

iPad和iPhone課程10:30AM

橋牌社 12PM

6 月 June 2017

Canada Day
Long Weekend

加拿大國慶長週末
台加 7/1-3 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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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課程 &活動
TCCS Activities

台加課程 & 活動 ·

橋牌社
主持：蔡政良
時間：每週五12PM    
費用：每人每次一元 (限會員)

保齡球俱樂部
主持：李友志 604-275-6365
每週日10AM準時開球。
地點：The Zone Bowling Centre

180-14220 Entertainment 
Blvd. Rmd.（No.6 Rd.夾
Stevenston Hwy），SilverCity
電影院和Subway對面。

球館電話：604-271-2615

球類運動Sport

休閒娛樂Recreation

園藝盆栽俱樂部
時間：6月10日（六）7PM
園藝：杜鵑與石楠
講師：高源雄
盆栽：紅櫻檀（模樣木）盆栽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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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17日、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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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級班時間：每週一12:15PM-1:15PM

進階班時間：每週一1:15PM-3:00PM

學員自行練習：每週三 1PM-3PM

初級班費用：$6／堂；$8／Drop in

進階班費用：$30／月；$10／Drop in

排舞
老師：謝依霖

時間：A班：每週二 1PM-2:30PM

B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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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麗蓉老師
日本語初級班
時間：每週一10:30AM - 12:30PM
費用：會員$150，非會員＄180(12次)
從最基礎的單字、句型開始到簡單常用
的日常會話及日語歌謠練習，希望能使
學員們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中享受學習日
語的樂趣及提高學習興趣。
日語班入門及進階招生中，預計9月開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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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三）7PM

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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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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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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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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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7 日
（六）9:15AM

Delta Nature Reserve
North Delta 8

詹元稹
604-581-6191

72 Ave (or 64 Ave) > Westview Dr. >Westview 
park

6 月 24 日
（六）9:15AM

Two-Canyon Loop
North Vancouver 51 8

高騰輝
604-207-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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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
（六）9:15AM

Vancouver Look-out
North vancouver 53 6.4

葉茂雄
604-299-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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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8 日
（六）9:15AM

Belcarra Regional Park
 Port Moody 24 5.5

胡正福
604-882-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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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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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一）改成6月7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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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初階：7月3日（一）起停課。

7月31日（一）繼續上課。
英文時事：7月和8月，放暑假。
為配合十二婆姐研習營，6月26、27
、28日下午之國際標準舞、排舞暫停。

科技Technology
iPad/iPhone App
講師：蔡政良
時間：6月9日-9月29日

每週五10:30AM-12PM
費用：會員8元／非會員10元／每堂課

James老師的手機課程，叫好又叫座，
買了iPhone，iPad 的您，是否都有物
盡其用，使用上手了呢？

每堂課都排定主題，歡迎依內容選擇
Dro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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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六）10:30AM
負責人：黃威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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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爾夫球俱樂部
時間：5月18日（四）

地點：Hazelmere Golf Course, Surrey

總桿冠軍：李友志
淨桿第一名：張子忠
　　第二名：林文壽
　　第三名：張米玉
　　第四名：范發寬
　　第五名：林德清
　　Lucky7：謝樹叢

最近洞獎#06：林文壽
#07：林文壽
#13：陳世榮

男最遠距獎：林文壽
女最遠距獎：張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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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班

指導：戴振華老師　
時間：週三 3:30PM - 5PM，6月21日起暫停，直到8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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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法、水墨班

指導：甘錦城老師　
時間：6月7日復課，週三 3:30PM - 5PM
費用：$150/ 每期10次，不接受Drop-in

甘老師的創作，有的已被國立美術館，台北市、桃園市、宜
蘭縣文化局等地收藏，他也是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他極富
耐心愛心的指導，深受學生愛戴敬重。

桌球班

指導：劉世明老師
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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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華語教學速成班，每天四堂課。
師資：專業且經驗豐富的教師群
適用對象：華語初學者可適用不同族群

內容特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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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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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多位小孩參加可優待5%折扣（Drop-in除外）
6月30日前完成報名及繳費可享5%折扣
開學一星期前，8月14日後，恕不退費。
歡迎父母其中一人免費陪孩子上課共同學習
請自備午餐
查詢報名，索取簡章：台加：604-267-0901

廖老師：604-266-9981

TCCS Summer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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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 incl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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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s (Materials included): One Week: $250 
Two Weeks: $450
Drop-ins: $15/class 

5% Discount for families with more than one child registered
(offers not included for drop-ins)
5% Discount for early-bird registration (must register and pay 
before June 30)
Refunds not available after Aug. 14, a week before the 
program starts.
Free of charge for the adults who accompanies the child 
during classes.
Please bring your own lunch.
For registering: TCCS: 604-267-0901

Ms. Liao: 604-266-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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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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花更美的東西就是人的微笑。只要你經常面帶微笑，

你將會看到每張回應你的微笑的漂亮臉孔。

你的微笑、你看到的「美」都會滋潤我們的心田。

會心一笑，輕而易舉；何樂而不為？

「美」會淨化人心
6月13日（二）10:00AM – 12:30PM
主講：施景秋老師
主持：劉瑛瑛老師

施景秋老師將分享她當年如何在工作之餘，為了讓自
己在靈性方面有所提升，大膽踩進學習插花的領域。
因為花卉的美，插花時高雅的意境、從容的神態、優
美的創新，帶給了她精神的喜悅及心靈的撫慰，而領
略了原來”美會淨化人心”的真諦。她並將當場示範
並講解插花的心得與技巧。

講員介紹：
施景秋老師是家中的老大。由於父親早逝，她中學時
就必須協助負擔家計。因為她好學，又勤快，工作上
都相當順利。但是她深感人生不只是賺錢養家而已；
心靈上的提升更是有其重要性。多年學習、鑽研花道
的結果，她在該領域裡儼然已成專家；經常為一些重
要的場合作設計與布置的工作。

父親節談父愛/聚餐
6月20日（二） 10:00AM – 12:30PM
主持：辛憶明老師

養兒育女，母親是不可或缺的，但父親的角色也非常
重要。母愛與父愛的配合剛好可以培育一個人均衡的
發展。母親節，世界每個角落都在讚頌母親在人類歷
史扮演的重要性。父親節，我們也來給父親們一個慶
祝會，感謝及肯定他們的努力及付出。你知道嗎？當
父親的，內心也有一些話想要說呢。我們一起來聆聽
他們很溫馨的故事罷。

當天請帶你的拿手好菜與大家共享。

每個孩子都可以是好苗子，
但看園丁是否放對土地，

施予對的肥料；
最重要的是以什麼樣的心情對待。

是什麼造就了父親 

神取高山的雄偉
大樹的莊嚴
夏日陽光的溫暖
寧靜海洋的深沉
大自然寬闊
黑夜撫慰人心的手臂
歲月的智慧
老鷹翱翔的力量
春晨的喜悅
種子成長的信心
永恆的耐力
家庭需要的深遠意義   
神結合了這些優良的特質之後   
祂覺得已經無一或缺
知道祂的傑作完成了
把這個傑作叫「爸爸」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by Brie C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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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齡日活動

1. 六月 1日 1:00PM

影片欣賞： 達賴喇嘛十問
如果只有一個小時，你會問達賴喇嘛什麼呢？ 這位以十四

世達賴喇嘛為名的世界精神領袖，許多人稱他為「和平世界

的搖滾巨星」，同時也是西藏的流亡政府代表、人文學家，

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用幽默與俏皮的方式在世界各地

宣導寬容與和平。 澳洲旅遊探險家瑞克雷伊（Rick Ray）

事先到印度旅行 3個月，研究了佛教歷史和西藏歷史，思考

了十個問題，花費了無數心力最後順利訪談到達賴喇嘛，將

這位智者的另一個面貌，包括十五歲年輕的模樣、從西藏流

亡到印度遷徙的畫面，取自中國或蘇聯國家檔案庫的珍貴料

畫面，歷時近四年時間製作，將許多在西藏內部珍貴的鏡頭，

及達賴喇嘛從未曝光過的畫面被原本的呈現出來。

2. 六月 8日 1:00PM 

講座：政府地稅講座
主講 :僑富金融理財集團，總裁 Ginny Lin 林儀君

溫哥華已經成為平均屋價最高的加拿大城市。今年政府的公

告地價又創新高，伴隨而來的是創新高的地稅價。又到了七

月份大溫哥華地區繳房屋地稅的季節了，您知道除了必須準

備一筆數千元至萬元的現金繳稅，還有其他的方案嗎 ?BC 省

政府自 1974 年開始推出地稅計劃，屋主只需符合以下其中

一項基本條件，都可以所在當地市政府申請。55 歲或以上

家裡有 18 歲以下的小孩，政府認可的殘疾，喪偶符合條件

的屋主。經專業人士策劃每年有機會可以享用最少 25% 的地

稅。講座內容包含 : 計劃當中有那些法例限制 ? 對申請人

有何其它要求 ?如何將繳交之地稅自己享用一部份 ?

3. 六月 15 日 1:00PM

影片欣賞：四季之庭
京都大原的山麓鄉間，一處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古老民宅，
住著來自英國的貴族女子凡妮莎。因對上流社會的虛榮奢華
心生厭倦，於是在 19 歲決定到世界各國旅行，最後選擇在

日本定居、結婚生子。凡妮莎深深受到日本庭園文化的吸引，

她融合日本傳統庭園文化與英國鄉村田園風格，在自家庭園

種植超過一百種香草，配合季節，在京都大原創造出獨樹一

格的四季之庭，歷經波濤萬丈的前半生後，她終於找到屬於

自己的慢活人生。

4. 六月 22 日 1:00PM

表達性藝術治療認識與體驗講座 

表達性藝術治療是使用創造性、想像力及自我表達為核心的
多元化藝術治療形式，以協助個案藉由不同的藝術形式的創
作，將內在的壓抑與忽略的情緒和經驗，用象徵性的方式表
達出來。(詳情請參閱右欄：表達性藝術治療課程）

5. 六月 29 日 1:00PM

影片欣賞：唐美雲歌仔戲 
一縷香火，百年傳承。歌仔戲、布袋戲美麗的遇合，重現『項
下郊拼』的悲慘世界，刻劃穿越生死的兄弟情誼。

台加暑期課程					    

表達性藝術治療	Expressive Art Therapy

授課者 : 羅書宜博士

         BC Certified Expressive Arts Therapist

所有的人都有創造的能力。表達性藝術治療是使用創造性、

想像力及自我表達為核心的多元化藝術治療形式，以協助個
案藉由不同的藝術形式的創作，將內在的壓抑與忽略的情緒
和經驗，用象徵性的方式表達出來。治療師再導引出個案表
達原本不知道的自我面向，提升個案自我了解、接受和覺察，
並增進內在平靜與情緒正向轉化的能力。所有參加者無須有
任何繪畫或藝術經驗。歡迎您來認識與體驗 !

課程 1. 親子表達藝術治療 ( 一 ) ( 母或父 +小孩 )

課程 2. 親子表達藝術治療 ( 二 ) ( 母或父 +小孩 )

課程 3. 親愛的內在小孩 (一 ) ( 給成人 )

課程 3. 親愛的內在小孩 (一 ) ( 給成人 )

會心支持團體 1: 婚姻愛捨離 ( 給成人 )

會心支持團體 2: 情緒發洩與滋養 ( 給成人 )

會心支持團體 3: 情緒發洩與滋養 ( 青少年 )

會心支持團體 4: 我有家人在監獄 ( 對象不限 )

免費認識與體驗講座： 6 月 22 日 1:00-2:30

* 所有的講座、課程與支持團體的上課費用皆包含材料費。

* 成人課之上課之時段 , 台加設有小孩安親手工藝班 , 

  提供大人上課之便利性。

* 目前上課時間為預計為 7/8 月 , 皆可彈性調整。

  若有任何問題或需求請您與台加聯絡，簡章備索。

台加徵求開講/開課計劃書

溫哥華臥虎藏龍  社區人才濟濟
邀請您分享您的專業與專長

歡迎任何有興趣的鄉親朋友將如下資料

傳至 info@tccs.ca

也歡迎來電查詢 :  604-267-0901

一 . 開講 / 開課主題(嚴肅或輕鬆不拘)

二 . 課程內容 ( 可靜可動 /空間可大可小 )     

三 . 開課對象 ( 適合各種年齡層都歡迎 )

四 . 課程設計 (單次，多次或常年性 )

五 . 費用

六 . 講師背景簡介 (學經歷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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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團 日 期 及 報 名 請 洽 您 信 任 的 旅 行 社 , 或 www.signettours.ca
Tel: 604-688-7922/ Toll free:1-877-688-7922
*有若干條件限制 *價格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本優惠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快樂 • 幸福 • 驚艷 • 

台灣
TAIWAN

日本北關東+新潟
JAPAN NORTH KANTO + NIIGATA

Package Price From 
C A D  $ 2 7 5 0 *

Package Price From CAD $6150 - $200

佐渡島

太魯閣

B.C. Reg.No. 30069

阿美族養生料理

鼎泰豐小籠包

佐渡島海鮮會席料理

- Book before June 30, 2017 - 
$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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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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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特價§
有機紅棗      兩包特價$19 (單包$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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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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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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可
很
輕
鬆

Since 1999 Youneed Enterprise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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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新

總店130-4231 Hazelbridge Way, 中環廣場一樓 (百家店與時代坊中間，麗都茶餐廳旁) Tel: 604-233-1896
列治文Lansdowne商場 #830-5300 No.3 Rd. (九記餐館的正門進入左邊) Tel: 604-276-1889
列治文#1830-4720 McClelland Road (Walmart旁邊，RBC銀行左前方，Starbucks隔壁) Tel: 604-249-8558
本拿比麗晶廣場 #2220-4500 Kingsway (2樓金鴻樓海鮮酒家隔壁) Tel: 604-433-0398
卡加利經銷：威信，東北區太古廣場(大統華內) Tel: 403-781-7171
美國LA羅蘭崗6269655869，爾灣9496543936，亞凱迪亞7148120337

暨

YN-888A
搖 搖 樂

$199

特價中

揉肩捶肩帶
$79

LY-802
按摩枕 $59起揉小腿腳底機

$499

按摩椅 $899**
NY-158

小腿+揉腳機經濟型按摩椅
$699**

**不含稅，不含送

揉肩帶 $99

揉背墊 $169

•3D功能等同於用手肘按壓，力度增加50% max
•啟動後，會自動滑行一呎，節省1/5空間
•獨創小腿橢圓軌跡揉搓按摩

台灣名模林志玲代言全世界最頂級

高登太空艙
舒壓椅

氣血循環機
$399

搖擺機 $119

- 8600S -

按摩棒
$88
$39

加熱泡腳機
只要$99起

保用 5 年

秒殺價
各店限2台

腳底滾輪零重力姿勢腳底反射神經

˙腳底滾輪刺激反射神經穴位
˙全身上下26個氣囊擠壓按摩
˙6種按摩手技 — 揉、捶、
同步、指壓、推拿和滾動

負離子護腰帶
價值200元

送

全身氣囊
最新科技3D
立體花紋皮革

只
要

三
折

$1,999包稅包送
有史以來
最便宜!

保用5 年

感謝中國富豪們

踴躍訂購!

•3D功能等同於用手肘按壓，力度增加50% max
•啟動後，會自動滑行一呎，節省1/5空間
•獨創小腿橢圓軌跡揉搓按摩

台灣名模林志玲代言全世界最頂級

高登太空艙
舒壓椅

零重力姿勢 L型軌道按到
大腿和臀部

YN-5106

慶祝6/18父親節 列治文
Central Garden City 新店開幕

全店免稅 三折起，保用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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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六月29日 星期四

下午場  4:00-5:30

晚上場  7:00-8:30

Deer Lake, Burnaby

查詢訂位: 604-267-0901

(一場僅接待40貴賓，訂位請早)

張逸軍為您帶來茶與舞
不一樣的體驗	身心靈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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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