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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a 150 Parade
 加拿大國慶遊行

取閱點免費贈閱  

郵寄付費訂閱加拿大國內每年$40

Happy Canada 150 !!!   
	

相對於我們的故鄉台灣四百年歷史，加拿大可說是一個年青充滿活力的

國家。如果從移民角度來看，加拿大遠在建國前，最早的移民先是從亞

洲來，而後才有歐洲人陸續前來。今天加拿大社會則更多是自二十世紀

一波又一波世界各地有著不同背景，卻有著相同理由，為追求更好的安

身立命家園而遷移來的移民所組成。加拿大國家今日之族群文化多元融

合，成為深受世人稱羨的一自由和平國度，也是深受這些移民共同追求

自由民主人權之理念與今日之普世價值下的結果。

	

為了共同慶祝加拿大一百五十歲生日的盛宴，台裔社區不能也不該缺

席，我們除了參加國慶當天社區各種慶祝活動，也組成了一支美麗的隊

伍，參加溫哥華市中心的國慶大遊行。今年溫市Canada	150遊行，破紀

錄共有63支隊伍，各族裔傳統服飾花枝招展，呈現多采多姿加國多元文

化特色。對台裔加拿大人來說，「台灣」與「加拿大」是我們自我認同

的兩個身份與名號。在今年參加加拿大建國150遊行中，可說大家協力

將台裔加拿大人的身份與認同，自信地彰顯出來。	

	

代表台裔的台加隊伍，首由帶著原住民圖騰意象，身穿Taiwan/Canada	

150	T恤的搖旗隊伍領頭，接著鑼鼓鈸陣帶出一群頭帶由蕨類植物編成

頭圈，斜背泰雅編織背袋的舞者賣力地舞動，以及首次出現在溫哥華

的「十二婆姐」台灣民俗藝陣。「十二婆姐」身穿顏色鮮明，民俗味濃

厚的布衣，頭戴十二婆姐造型與花俏裝飾的面具，一手持扇一手持傘，

一邊擺動一邊起舞，加上來自台南文賢國小的小小十二婆姐，吸引滿街

目光與掌聲。領軍的舞者張逸軍、蔡雅玲與文賢小舞獅，更在隊伍中

穿梭，帶動整支遊行隊伍的活力與魅力。台裔之於加拿大如同遊行隊

伍	－「小而美」。在此時，三位台裔新科BC省議員的帶頭深耕下，往

後下一個150年，台裔社群很有機會成為受社會尊重，多元文化中不可

忽視最亮眼的小鑽石！	

	

過去兩年半，台加文化協會通過台加月刊的對外發行與社區結緣，與加

拿大社會對話，繼續朝26年前創會宗旨的願景邁步。推廣台裔社團互助

友愛觀念，與他族裔或社團舉行活動，積極對加拿大多元文化之發展，

貢獻我們的一分力量！近期協助發送月刊的朋友，也紛紛表示越來越多

機會，當月刊送達時，遇到人們期盼等待的眼神。台加月刊再次在此向

所有愛護與支持的朋友，說一聲:「謝謝！」。要維持一份定期定量非

商業的文化性平面印刷雜誌，確實不容易，特別是在今日網路通訊與媒

體大量取代平面媒體的時代，就端賴讀者與台裔社區共同的支持，以及

對文化推廣深耕理念的珍惜與堅持了！

	

帶著台灣豐厚傳統與海洋文化資產的獨特性，台裔擁抱新家園自然與人

文土地的滋潤，在落地生根後的第二代台裔，當回頭尋找文化的根時，

期盼藉由第一代的努力，台加文化協會可以提供一個「多元、開放、豐

富」的空間，台加月刊可以傳遞斯土斯民的「傳統、價值與夢想」。台

裔加拿大人可以從第一代的努力「融入」，見到第二代與後代活出自信

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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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150
國慶遊行

攝影者：陳智皓



4 攝影者：陳智皓



5攝影者：陳智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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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與舞」湖畔茶會

攝影者：陳智皓



7攝影者：陳智皓



8 · 認識溫哥華

1980年代，西海岸捕魚業的衰落變得明顯，包括捕魚季節
的縮短和船隊的減少。到了 1990年代，這一偉大的公司開
始出售其所屬財產、商標和艦隊。1997年，史蒂夫斯頓帝
國廠吹起熄燈號，2001年公司總部終於關閉。

19世紀末日本明治維新時代，
日本漁民抵達史帝文斯頓，在這

裡發展漁業，村內的公園裡建有

日本漁民雕像，以紀念日本漁民

對卑詩省漁業的貢獻。這裡還保

留了百年前，用於從事打魚和船

舶建造業的船塢博物館。

布里坦尼亞造船廠國家歷史古蹟 (National Historic Site)，
位於列治文 (Richmond) 漁村鐵道路南端，建於 1889年。
它是罐頭廠和造船廠的混合建築，1992年被定為加拿大的
國家歷史古蹟。

華人工棚 (Bunkhouse) 是華人在西海岸最後一個倖存的工
棚。這家雙層房子是 75~100名中國罐頭工人的家園，他們
通過中國承包商在罐裝線上從事各種工作。今天，樓上的展

品講述了這些工作人員在漁村遇到的困難和希望。

早期華工的宿合，華工都在魚罐頭的生產線上工作，工資只

有白人同事的一半，住的宿舍也是遠遠不及白人同事的環

境。他們住在狹隘的空間生活，以木箱當桌子，點上油燈，

為家人捎去萬裡平安家書，希望為太平洋彼岸家人的經濟與

幸福而努力。

每年夏季 5月至 9月每天開放，透過義工的導覽、收藏品
的展出等，讓參觀者

瞭解卑詩省航海的歷

史，以及當地的生態

環境。我們將於 8月
12日導覽列治文漁
村造船廠國家歷史古

蹟，午後參加於列治

文造船廠舉辦的年度

海事節慶。

我們將為你解說：露露島的自然歷史、列治文的發展、百年

電車與紅鮭專車、堤防與抽水站、河濱公共藝術、卑斯包裝

公司的發展、罐頭廠的運作、漁業的轉型、河港河道疏浚、

河濱植物生態、河濱新建社區。

我們將參觀原住民工人宿舍、日裔造船者住家、祖母家園的

重建、造船廠與滑軌、船廠經理住家、華工宿舍與文物。講

述早期華人的生活、漁網修補倉庫、多元文化社區、資源回

收藝術、漁船帆船參觀、海事節嘉年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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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治文造船廠國家歷史古蹟
圖文 / 林聖哲

布里坦尼亞造船廠 (Britannia Shipyard) 是菲沙河 (Fraser 
River) 上現存的最古老建築，罐頭廠國家歷史古蹟見證了從
1870年代至今加拿大西岸輝煌的漁業歷史。漁業的發展帶
動了造船業的發展，這裡還保留百年前罐頭廠的遺址、造船

廠的機械與工具，同時呈現當時工人生活的風貌。

史帝文斯頓漁村 (Steveston Village) 已經有百餘年的歷史，
自從 1878年，史提夫 (Manoah Steves) 帶領全家在這裡
定居，建立奶牛飼養場。

他的子孫在此拓荒，逐漸

繁榮成村，1889年正式
建立史蒂夫村。為了紀念

最早落戶的史提夫，而命

名為史帝文斯鎮 (Steves' 
Town=Steveston)。

史帝文斯漁港的喬治亞灣鮭魚罐頭廠 (Gulf of Georgia 
Cannery) 則建於 1894年，是卑詩少數遺留下來保存完好的
鮭魚罐裝廠之一，見證了從 1870年代至今加拿大西岸輝煌
的漁業歷史。加工廠於	1979年關閉，1984年被定為加拿大
的國家歷史古蹟，於 1994年百週年慶，正式對公眾開放。

菲沙河口地區從 1871年就開始鮭魚罐裝加工，到 1890年
代，菲沙河畔有 45家鮭魚罐頭加工廠，一半落戶於史帝文
斯頓漁村。漁業的發展也帶動了造船業的發展，從那時開始，

來自世界各地的船隻來到這個港口，運走成船的罐裝鮭魚。

在二十世紀的早期，西部沿

海漁業利益的合併呈現不斷

增長的趨勢。1928	年，BC
省包裝公司 (BC Packers)
創建於本地，它是由 BC省
漁業和包裝公司及高斯包裝

公司合併而成。

第一年，BC省包裝公司的資產就是堅固的，它包括 44間罐
頭廠，3間冷藏設施，5間植物和造船廠，2間製鹽廠，和超
過 100艘漁船、包裝廠和沿海的補給船。

由於產品多樣化的經營，BC省包裝公司管理捕魚站、罐頭
廠、新鮮魚獲的分支機搆、魚醃漬廠、冷凍廠、還原廠、造

船廠。

BC省包裝公司成為了國際聞名的 (苜蓿葉標籤 )海鮮罐頭。
新鮮的、冷凍的和料理好的魚產品 (魯珀特牌和新鮮認證品

牌 )，以及還原廠的產品，如魚肉、魚油和肥料等。

1968	年，公司總部從溫哥華移到史蒂夫斯頓。列治文成為
BC省擁有最大的捕魚船隊，以及鮭魚的加工中心。蒙克頓
(Moncton) 街大廈，由相同在溫哥華的建築公司設計，也同
時設計西海岸傳輸大廈。它毗鄰的帝國廠是英聯邦最大的三

文魚罐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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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矸倘賣嘸」的深思             

                               文/吉羽

童年的記憶裡有這樣一幅

光景，常常是在炎熱的三

伏天裡。路面上的柏油在

正午的炙陽下被晒得疲軟

發燙，街上少有行人，連

遊蕩在弄堂後巷覓食的野

狗也夾著尾巴，吐掛著半

截舌頭，捲縮在屋簷樹影下喘氣。涼蓆鋪地，趴在母親身

旁，猶是午睡矇矓的時刻。那一聲聲「酒矸倘賣嘸？廢鐵舊

貨倘賣嘸？」的吟唱聲卻忽然從幾條街外悠悠傳來。唱聲漸

行漸近，載著空瓶舊罐的人力三輪貨車每過一條小溝，便發

出乓噹乓噹的晃蕩聲，從二巷，到四巷，到六巷……

每隔一陣子，母親總有一大疊舊報紙、空瓶罐或破盆爛盒準

備拿出去賣給「酒矸伯」。還沒上小學的弟弟和我也急忙從

涼蓆上翻身坐起，趕到後院去看賣舊貨的好戲。母親的台語

殘破不堪，收破爛的阿伯也除了「太太呀」說不上兩句國語。

一番比手畫腳下來，賣得的零錢並不多。蹲在水泥地上的我

只是張大了眼，好奇地打量著那人手上的大秤鉈和斗笠下黝

黑冒汗的額頭。「買賣酒矸」的營生真辛苦呀！大太陽下還

要這樣挨家沿戶地叫唱！母親總是不願多加計較，任由收破

爛的三毛五角的訂價格。

「酒矸倘賣嘸」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原是如此辛酸與無奈的市

井之聲，自然不是小學生作文裡立志要做的大事。

客居海外十餘年，搬家也不止十回了，每次裝箱打包之餘，

總不免心驚。曾幾何時自己竟由兩只隨身攜帶的破皮箱，擴

展到一室又一室整不完也理不清的箱籠盒櫃，更不要說那堆

積在地下室一角層層疊疊的舊報廢紙、成桶成袋的鐵罐空

瓶，還有一大包不再合身的舊衣裳了。

從小生長的環境告訴我，這些在自己看來是破爛的東西，對

另一個人卻可能是營生依憑的小利。如果把它們全都扔到垃

圾箱裡，固然可了卻自己的煩惱，讓心目一清，可是細想起

來，每個物件在製造的過程中花費了多少人力和心血。原定

的使用功能完成後，要把物件再分解和銷毀，又要牽連到多

少精力和時間。	如果每個人家每隔一個月要丟出這麼多的

「破爛」，我們所居住的這個獨一無二的地球，不久便將不

再有可供人類立足的空間了。	真正明智的做法是讓物盡其

用，循環再生，另創新的用途。

然而直到五、六年前，回收循環（recycle）的觀念在極力

鼓吹「以消費刺激經濟」的北美社會中尚未大眾化。政府機

構或公益團體也多以人工昂貴為藉口，不願做賠本的「收破

爛」工作。每當我望著自家的「不廢之物」興嘆，卻又無處

可捐時，腦海中總不由地響起「酒矸倘賣嘸」的吟唱聲。

真的，誰會相信當年我印象中滿身汗臭、雙手粗繭的「酒矸

伯」心酸無奈的沿街叫喚聲，竟是近年來日漸高漲的環保意

識的先聲？這個原來人人以為卑微的行業竟已升級為逐漸熱

門的廢物管理業（Waste	Management）的一種。

說實在，雖然並非出於某種社會意識的覺醒，早期的台灣社

會若沒有這個汲汲營營、日出夜歸的收破爛行業，今日人口

大增、民生富足的台灣小島必然早已不適於人類居住了。而

在那麼古早之時就能打起破爛的主意，化廢物舊貨為賺錢營

利的生計，也令人不能不佩服那些「酒矸伯」的眼光。

今日的小學生在作文裡應當不再恥於立下替人間撿破爛的大

志。畢竟連德高望重的證嚴法師和她的追隨者也都身體力

行，把撿拾垃圾、回收資源當作「修世」、「修心」的功課。

若在幼小的心靈中植下「天地循環、百物不廢」的惜世態度，

整個社會推展環保的意識與行動必然會具有根深蒂固的基

礎。

當然，環保行動若僅限於回收破爛，未免偏於消極。如果每

個人在購物、用物、消耗能源的時候，都能稍微用點心思，

考慮到物件的包裝與成分、加工的過程，乃至使用能源的必

要性，或許每人每天所製造的垃圾就會相對減少許多，而使

「廢物回收」的工作得以有喘息的機會。

有一年夏天，丈夫去蘇格蘭短期工作，我伴隨他在格拉斯哥

市住了幾個月。初次去市場購物就把我給當場愣住。由於久

已習慣了北美超市自動供應塑膠袋的便利，我完全沒料到在

當地買菜得自備購物袋，因此付錢後只好尷尬地把雜貨往自

己的皮包和口袋裡塞。其實從前在台灣上市場，也都是自備

提籃或推車；只是移居北美後過著先進、美化的西式現代生

活久了，讓人心理上漸漸失去了警覺，忘記舒適與方便原本

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一個小小的塑膠袋，也得經過從原料提煉到機器加工的製造

過程；雖然使用後還可拿來裝垃圾，但掩埋在成堆的垃圾山

裡卻要經歷多少年月的物化才能重歸自然？而在此同時，每

日還會有數以萬計的塑料產品繼續往上堆積，光想像這幅景

象就讓人不寒而慄。

這還只是提物的塑膠袋。要是細看商品外層的包裝，從漂亮

的花紙到外盒到裡盒到墊在盒內的泡棉，比起物件本身又

不知大上幾倍。美國著名的訪談節目主持人唐納休（Phil	

Donahue）有一次將節目場景設在垃圾場。他爬到一堆垃圾

山上，搜尋到一個包裝完整的禮盒。他拆去了外面六、七層

的包裝後，發現裡面是個全新的塑料手錶。看到這一幕，讓

人不能不感慨現代「文明」社會的浪費無度，幾乎已到了荒

唐的地步。

「酒矸倘賣嘸」的回憶並不只是思鄉的浪漫情緒。它讓我想

起台灣社會曾有的樸實與自重。那些日子雖沒有「環保」的

口號，人們的生活不論在食衣住行或能源的使用上卻都顯示

出精儉的警覺。當然，有人也許會說，當年的儉省與節制只

是因為戰後的民生普遍不富裕，如今台灣的經濟發展、人民

平均收入都已高度提升，何必再那樣寒酸克己？

然而，台灣只有一個，地球不能再生。今日我們居住的環境

到處出現水源污染、塵霾瀰漫的危機。不僅土壤遭受流失與

變質的威脅，保護大地的臭氧層也日漸稀薄。沒有這個地球，

就沒有人類文明滋長的空間。我不是因為憶舊而懷念往昔街

頭的叫喚聲，而是不希望人類成為自我滅絕的生物，不希望

地球的史蹟從此淹沒摧殘，空留遺恨。

我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本文於 1993 年 8 月初載《世副》，收入散文集《是誰呼喚

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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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年，英國成立了 Hudson Bay公司。該公司獲得與
Hudson Bay地區居民的專有權。他們與當地人一起做毛皮
的交易。英國與法國在加拿大的死對頭仍然持續。

十八世紀的加拿大

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3）之後，法國被迫承認
英國對 Hudson Bay和 Newfoundland的控制權。也將 Nova 
Scotia割讓給英國。

不過，之後英法兩國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七年戰爭

期間（1756-1763年），兩國為控制加拿大而打仗。1758年，
英國人在 Cape Breton島佔領了 Louisebourg的法國堡壘。
然後在 1759年，Wolf將軍佔領了 Quebec市。（Wolf在魁
北克的勝利，確保加拿大成為英國，而不是法國）。然後在

1760年英國佔領了Montreal。最終在 1763年，法國人被迫
簽下「巴黎條約」，將其在加拿大的所有領土割讓給英國。

然後英國人面臨如何處理法國加拿大人的問題。他們決定包

容對待他們，1774年的「Quebec Act」允許法國加拿大人
實行自己的宗教（羅馬天主教）。法國加拿大人也被允許將

法國民法與英國刑法保持一致。到 1775年，加拿大人口約
90,000人，殖民地蓬勃發展。

當美國革命於 1775年開始時，美國人希望法國加拿大人能
加入他們，但是他們感到失望。美國軍隊於 1775年 9月進
入加拿大，並於十一月份佔領了蒙特利爾。然而，12月份佔
領魁北克省的一次失敗，美國士兵在 1776年撤退。

在美國革命戰爭之後，大約 40,000名忠於英國的美國人，
從新獨立的國家遷移到加拿大。

然後在 1791年，英國議會通過另一個法案，將聖 Lawrence
河谷分為兩部分，加拿大上部和下部。（Nova Scotia省和
New Brunswick省不受影響。）

探索同時繼續，Geroge Vancouver（1757-1798）於 1791-
94年沿加拿大西海岸航行。Vancouver島以他命名。
Alexander Mackenzie（1755-1820年）從Mackenzie河沿
岸的 Great Slave Lake旅行，並於 1789年到達北冰洋。
1793年，他通過陸地交通越過大陸，到達太平洋。

在 1812年的美國戰爭期間，美國人入侵加拿大，但他們被
擊退。

加拿大簡史

探險加拿大

來自亞洲第一批人，越過白令海峽來到加拿大。在北部 Inuit
人居住獵海豹，海象和鯨魚、馴鹿。西海岸人類獵殺鹿，熊

和捕撈海狸。平原上的人獵水牛。在東部人種出豆類，南瓜，

玉米和葵花籽作物。

第一批歐洲人到達加拿大是維京人。在 986年，海盜叫
Herjolfsson Bjarni被風暴吹離偏航向，就發現了一個新的
土地。不過，把船駛離，且人不落地。在 1001年，Leif 
Eriksson在新的土地落地，就命名為 Vinland（這是加拿大
的一部分），不過 Eriksson並沒有長期居住。後來維京人在
北美建立殖民地，但因為與當地人衝突，他們放棄了。

然而後來維京加拿大被遺忘直到 15世紀，1497年英國國王
亨利七世派遣義大利人名叫 Jean Cab-ot跨大西洋遠征紐芬
蘭，並在加拿大的海岸發現了豐富的漁業水域。

然後，在 1534年和 1535年至 1536年，一個法國人名叫
「Jacques Carter」（1491年至 1557年）航行並考察加拿
大兩次。在 1535年 8月 10日（St. Lawrence日）已駛入他
用聖人的名字命名 St. Law-rence河，

十七世紀的加拿大

不過，直到 17世紀初，加拿大沒有永久的歐洲人的定居
點。在 1603年，一名法國人，名叫 Samuel de Champlain
（1567-1635）航行了 St. Lawrence河。在 1604年，他在
Acadia（Nova Scotia）建立了 Royal港。在 1608年，de	
Champlain創立了 Quebec。	（Quebec這個名字被認為是
一個意思是河流的一小部分的 Algonquin字）。1642年，
法國人創立了Monreal。加拿大的新殖民地被稱為新法國。
到 1685年，新法國的人口約為 10,000人。到 1740年是
48,000。

17世紀初，法國傳教士如耶穌會士試圖將加拿大的當地人轉
變為基督教，但是沒有太多的成功。同時，法國定居者與當

地人進行毛皮交換，並耕種土地。不幸的是，他們也帶來了

歐洲疾病，如天花，傳給當地人。

然而，英國人也對加拿大有興趣。在 1610年，Henry 
Hudson發現哈德遜灣。（在 1611年，他的船員叛逃，讓他
漂泊）。	1631年，Thomas James做了另外一次考察，詹
姆斯灣以他命名。然後在 1629年英國人佔領魁北克。然而，
1632年還給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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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的加拿大

同時在十九世紀初，來自英國的許多移民使得加拿大人口迅

速增長。造船業在加拿大蓬勃發展，建造了運河也幫助商業

化。

不過，在 19世紀初期，許多加拿大人對政府不滿意。1791
年，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被允許選出並擁有立法機關。不過，

國王任命具有行政權力的議會。然而，法裔和英裔的加拿大

人希望採取更民主的政府形式。

最終在 1837年，一些加拿大人反抗。Louis Joseph	
Papineau領導了法國加拿大人的起義。不過叛亂很快就被平
息了。在上加拿大，William Lyon Mackenzie，1834年成為
多倫多第一任市長，並準備領導起義。在 1837年，他發動
起義，迅速被平息，麥肯齊本人被殺。

然而，加拿大終於在 1867年獲得了民主政權，當時 Ontario
省，Quebec省，Nova Scotia省和 New Brunswick聯合為加
拿大自治領。然後，加拿大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在新首

都渥太華。加拿大第一任總理是MacDonald爵士。

Manitoba在 1870年成為一個省份。British Columbia省在
1871年加入了聯邦。Alberta省和 Saskatchewan省在 1905
年加入。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期，加拿大人口迅速增長。由於

鐵路的擴張，加拿大的經濟也迅速成長。一條橫貫大陸的鐵

路，加拿大太平洋鐵路於 1885年完工。

許多英國人遷移到加拿大，20世紀初許多東歐人也遷移到那
裡。大面積的土地轉為農業和製造業蓬勃發展。

同時在 1896年，在Yukon地區的Klondike地區發現了黃金，
隨後又發生了一場淘金熱。

加拿大在 20 世紀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六萬多名加拿大軍人死亡。同時，

Monitoba省是加拿大第一個允許婦女在 1916年省級選舉中
投票的省份。加拿大的婦女在 1918年獲得了在聯邦選舉中
的投票權。到 1925年，除 Quebec省以外的所有省份均允
許婦女在省選舉中投票。Quebec終於在 1940年給了婦女投
票權。

20世紀 20年代，加拿大一般是繁榮的歲月。不過像世界其
他地方，加拿大在 20世紀 30年代蕭條時遭受苦難，加拿大
木材，糧食和魚類出口大幅下滑。到 1933年，失業率飆升
至 23％。政府推行救濟工作，但經濟困難持續到二十世紀
三十年代。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蕭條就結束了，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45000名加拿大人遇害。

二十世紀晚期，加拿大人口迅速增長。在 1951年，它是
1600萬。到 1961年，已經上升到 1800萬。1945年以後，
南歐和東歐的人們湧入加拿大。從 1960年代起，許多移民
來自南亞。

同時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加拿大經濟蓬勃發展並成為一

個富裕社會。同時，電視服務在加拿大於 1952年開始。然
而經濟在 1970年代變得很糟糕。在八十年代初期，加拿大
遭受了深刻的衰退，失業率上升到 11％。20世紀 90年代初
又出現了一場衰退。然而加拿大恢復了。

1986溫哥華慶祝都市百年紀念活動，並舉辦 1986年世界博
覽會，這是為期六個月的世界交通運輸博覽會。捷運、加拿

大廣場、溫哥華會議中心、BC Place和 BC科學世界都是當
時為 Expo 86展會而建。

魁北克省人民於 1995年公民投票，決定不與加拿大分離。
然後在 1999年，Northwest Territory分為兩個，並創建了
一個名叫 Nunavut的新領土。

同時在 1993年 Kim Campbell成為加拿大第一位女總理。

加拿大在 21 世紀

與其他國家一樣，加拿大在 2009年遭遇經濟衰退。 2012
年 4月，加拿大的失業率為 8.1％。	但到 2013年 9月，已
經下降到 6.9％。	今天加拿大是一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且
經濟繁榮的國家，人口是 3500萬。

2010 溫哥華和惠斯勒主辦 2010年冬季奧運和殘奧會。運
動會創造了歷史，也標誌著尊重遠在建國前的土地主人，加

拿大原住民 First Nation－ Lil`wat、Musqueam、Squamish
和	Tsleil-Waututh First Nations。

	( 原文 http://www.localhistories.org/canada.html /Argon 
Dai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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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感恩在地台裔加拿大人

Thank You Canada
本人自去 (105) 年 1月抵任溫哥華已一年半，深感加拿大
為一個融合多元文化的國家，凝聚來自不同地方與族群的

人們，共創美好和諧的家園。在此要特別感謝臺加文化協

會及各僑團不斷地透過舉辦各類活動，積極幫助鄉親融入

主流社會，並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的拼圖上為臺灣增添光彩。

適逢加拿大歡慶建國 150週年，本人僅代表駐溫哥華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向所有僑胞申致誠摯祝賀及問候之意。期

望各位鄉親在加拿大這片與臺灣同享自由、民主、人權普

世價值的土地上，未來繼續為臺灣發聲，共創下一個美好

的 150年。

恭祝

加拿大生日快樂、各位鄉親闔府平安

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志強敬賀

1973來到加拿大就很喜歡，加拿大是一個和平
和諧又多元開放的移民國家。敬祝我們的國家
150年生日國運昌隆，謝謝加拿大。
施興國 廖純如 ( 前台加理事長 )

“O Canada….”是很多加拿大移民耳熟能詳的
一句國歌，大家也都以身為加拿大人為榮 ! 回想 25年
前為了小孩的生活環境，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大膽

的走向移民之路 !! 但是常常計畫趕不上變化，即使在
經歷痛失幼兒的那段期間的挫折，仍沒有放棄在這塊土

地紮根及移民之路，仍持續擴展生活圈，不間斷投入關

注社團發展及給予台灣鄉親更多的關懷與幫助 ! 時光飛
逝，轉眼已兒孫滿堂，我的下一代也都與我一樣熱心投

入社團推動工作，實感欣慰 !!時逢加拿大 150年生日，
感謝這美好的生活環境 !

Thank You, Canada!       盧月鉛敬賀（台加前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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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的加拿大

我用了一半的生命在加拿大逐夢成長，而她卻只是加拿

大建國 150週年的 5分之一而已。一個國家可以永續生
存，而我們的壽命能有幾個 5分之一？感謝加拿大帶給
我們快樂！她提供了我們美麗的家園，豐盛的人文自然

景觀，清晰的空氣，溫和理性的政治環境與包容性，並

融合了多樣的民族特性。讓台灣人的社團能在此生根發

展並發揚光大，身為溫哥華台灣客家會的會長，非常感

謝加拿大給予社團這麼優良的環境，在此祝福加拿大永

遠美麗，國泰民安！

客家會會長張麗娜敬賀

Let’s celebrate Canada’s 150th Birthday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松齡會 會長范發寬敬賀

我們台灣同鄉人才濟濟，有幸能來到加拿大這美麗

民主平等友善第一的國家定根，是大家的褔氣，短

短 150年，加拿大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好居住，最被
羨慕的好國家。 願台灣與加拿大息息相關 ,互輔互
惠 !在此祝賀，加拿大 150年生日快樂 !!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全體會員 敬賀

放棄了台灣的基礎，移民到一個全新的國度。用一顆學習

的心從零開始，不怕失敗，一路走來得到很多貴人的相助，

安心的把三個孩子扶養長大。想要回饋，所以做很多的義

工，尤其參加扶輪社看見那麼多有愛心的人在一起，為世

界各地需要幫助的人出錢出力非常的感動。我們學到是：

看似在為別人付出，自己得到的快樂卻是最多的。

在溫哥華生活了超過 24年，每天都活在感恩中，有這麼
一個美麗的國家，大家彼此尊重，互相包容，非常安心的

過日子，真的是像天堂一樣。我們以身為台裔加拿大人為

榮，更要為保護這個美麗的家園而努力，祈願在大家同心

協力努力之下，加拿大美麗家園能夠長治久安！

鄭江祥 /張鍾玲 (前溫哥華世紀扶輪社社長 )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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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台灣來多倫多大學時，正好碰上世界博覽

會在蒙特婁舉行，那一年在慶祝加拿大建國

一百週年紀念，Expo 1967熱鬧非凡，記憶
猶新。日月如梭，50年過去，感謝在加拿大
瑲和我倆求學，就職、創業、投資、生子、

生孫。由年輕人變老人，所幸人會老，國家不會老。加拿

大越住越令人喜愛，美麗的山與海，自由民主的氣息，越

來越吸引世界上各國的人來，我們的選擇真不錯。

O Canada !  一百五十歲生日快樂 !  
潘立中 /張理瑲 舉杯敬賀。

加拿大：謝謝你！能夠讓我在 1987順利到達這個資源豐富、
多元文化、環境優美、四季分明的淨土！

加拿大、謝謝你！給予我最優良的教育機會、分別於 1993
年及 1995年拿到學士及管風琴碩士學位！

加拿大、謝謝你！在這片尊重及保護

專業及宗教自由的土地上給予了我

無限的機會！

加拿大、謝謝你！在這個政治穩定、

經濟成長的土地、可以讓我安穩地過

著沒有戰爭、沒有仇恨的日子！

更要謝謝在這個和樂友善的土地上、

可以攜手與伴侶撫養子女健康快樂

的長大。

加拿大、謝謝你！謝謝你貫徹秉持人

人平權、不分種族的信念！

我以一位台裔的加拿大人而感到驕傲！

Thank you 

王愛倫 (溫哥華交響樂團管風琴師，台灣聖樂團指揮）

「溫哥華台灣電影節」在此誠

摯祝賀加拿大 150週年國慶快
樂；楓葉國度國泰民安，多元

文化和諧共融！溫哥華台灣電

影節在未來也將繼續發揚文化

交流的初衷，藉由電影藝術為

媒介，搭建起台灣與加拿大之

間的文化橋樑，為加國的多元

文化光譜中，增添一抹來自台

灣的色彩

菲沙谷台灣同鄉會全體會員 , 

祝加拿大 150歲生日快樂 , 萬壽無疆 .

會長吳桂華 Diane Wu敬賀

今天晚餐吃的是涼拌小黃瓜，看上去這不過是一道最普
通的亞洲菜。

但其實黃瓜是在波斯市場買的，標示寫著 "Persian 
Cucumber" ( 波斯青瓜 )，調料用的是義大利黑醋、日
本麻油、摩洛哥黑胡椒。

這道菜正是我在加拿大生活 20多年的一個縮印。

黑頭髮黃皮膚的外表下，加拿大多元文化的洗禮已經滲
透到了骨子裡。

這 20多年來，有大半的加拿大國慶日我都是在音樂的
舞台上和觀眾一起慶祝的，

而站在我身邊一起合作的音樂家，
有印度、猶太、越南、伊朗、愛爾
蘭等等不同的族裔。

感謝這個多元和包容的社會，讓不
同背景的我們，在一起分享、學
習、創作、試煉。

願大家都能在這片土地上實現自己
的夢想。

加拿大 150週年快樂。

董籃	
蘭韻樂團及龍吟滄海音樂節	
創辦人 &音樂總監

Alodie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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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四歲來到加拿大後，這個國家培

育我成為一個樂觀自信的人。給予我

更寬更廣的世界音樂觀。它的多元文

化讓我學會尊重他人的差異。也因此

能夠保留學習我自己的原生文化的興

趣。如今我是一位母親，慶幸能夠在

這樣的一片天地養育我的孩子。謝謝

加拿大！祝加拿大一百五十歲生日快

樂！

謝欣芷 ( 兒童音樂製作人 )

語言是族群文化傳承的基石，仰是佮世界各國文化交

流的工具。 多謝加拿大提供多元文化的平台，予阮會
當佇遮展現優美的台文灣文化，同時，也豐富加拿大

多元文化的內涵。

今年是咱加拿大建國 150年的週年紀念，作為一个快
樂佮自信的台裔加拿大人。

祝咱的國家     生日快樂！  平安順序！

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 李贊星 敬賀

謝謝加拿大 ,給我一個機會住在這裡。
謝謝加拿大 ,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讀書。
謝謝加拿大 ,給我一個機會好好工作。
身為台裔加拿大人，以包容不同多元文
化為榮 ,在此祝賀加拿大生日快樂 !
台加文化協會辦公室助理戴志耕敬賀

移民至加拿大，轉眼邁入第七年，由剛來的忐忑不安，

到現在的，常忘記自己身在從前所謂的異域。 更有幸來
到台加文化協會，見識到臥虎藏龍的台灣人，在此熱心

投入發揚台灣文化的美好與良善 !

感謝加拿大，因有這個美麗的國家，

讓這一切得以發生在我生命中 !

台加文化協會辦公室助理蔡月琴
Thank you Canada 
身為台僑社團的一員，我要說一聲『謝謝你加拿大』。
謝謝你的包容與接受各個不同族群文化，而且是從社
會的每個階層做起。在這裡我們感受到平等與快樂，
安全與祥和。自信地做自己，表達自己。由於你的包
容與接受，讓我們不自覺地，也學習到包容與接受。 
在這裡，我們變得更寬廣與成熟，更謙虛與憫人。

台灣成就了我們，但是加拿大完成了我們。
Thank you Canad	
For making me more complete. 	
I am prooud to be Taiwanese, I am proude to be 
Canadian.

北一女加拿大校友會會長康燕青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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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增的體重和壓抑在心底的鬱結。這個囝命卡大，隨在伊猛

吃草藥和摔跤，還是一月一月大。從驚慌到堅定為黎一仁生

囝兒，這是一段段儘是鐵棘的荒漠路程，像是西仔埔滿谷針

刺的仙人掌，雖有刺但終會長出紅色果實。這個「紅蘋果」

雖是酸澀難嚥，卻是多汁，有益飢渴的身軀，伊亦就管不了

別人的散話（註 7）了。

人講戰爭是不幸的，然而這個相戰卻為祥嫂仔帶來生活的依

靠。黎一仁是從內地被調至西臺古堡駐守的「清勇（註8）」，
駐守不到一年，臺澎即歸於日本。彼日，阿本仔和清國相戰

接近尾聲的一八九六年三月下旬，很少雨水的澎湖，卻紮紮

實實落來一陣雨。正在西仔埔頂種植那拔仔（註 9）的許旺，
尚來不及辨別淡雨或鹹雨，這時聽到似遠又近的轟隆聲陡地

響個不停，原先還以為是雷公呢！放下鋤頭循著音響望去，

海上似有異於漁船的艋舺陸續游移著。在這寧靜的村莊，一

下子顯得熱鬧非凡，感覺不到有何不妥。直到身著制服的「勇

仔」一拐一拐慌張的從東面砲臺往伊這方向來，心緒才著實

不安起來。

「這位頭家，我的兄弟傷勢很重，幫幫忙……」身材較瘦長

的黎一仁向著許旺求助。	就是這日了，日軍首先登陸澎湖，

並加以佔領。

失陷的澎湖，還是一樣的天空，一樣會下鹹雨，子民一樣從

日出到日落勤勞地工作。

颱風所帶來的災害，不一而足，有的卻如在乾旱中受到滋潤。

就因為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交涉，而為祥嫂仔帶來了黎一

仁。歹命的囝兒，有一個不負責的生父，卻有一個不怕議論

紛紛的「養」父。自黎一仁在海上救起子山以後，伊的足跡

就常出現在這幢母子相依為命的石厝，厝內的菜櫥有一些像

樣的咪配（註 10），蕃薯籤上面少了撿不完的蛆蟲，細囝喊
餓的次數也減少了，某些愛講人長短話的九頭鳥（註 11），
講是契兄夥計（註 12），但是現實生活畢竟戰勝了心頭的鬱
積和歹勢。	

（註 1）颶風：熱帶海上，因流風遽變，產生猛烈風暴。	
（註 2）牛糞柴：牛糞曬乾後可當燃料用。
（註 3）薦盒：盛東西敬獻神的器皿。
（註 4）春仔花：祭祀用，插在米飯上的紙花，祈求日日有

剩飯。

（註 5）斬截：靈活俐落。
（註 6）順月：懷孕足月，生產的月份。
（註 7）散話：黑白講，不答不七的話。
（註 8）清勇：清朝為治安所編的義勇隊。
（註 9）那拔仔：番石榴。
（註 10）咪配：菜餚。
（註 11）九頭鳥：喻其人喜搬弄是非。
（註 12）契兄夥計：不正常的露水夫妻關係。

井月澎湖 (二)

文	/ 李秀

台灣人的故事《小說連載》

一、井月 (1894-1922)
1-2、黎一仁

一九一○年二月天

火柴捫在攏成圓弧的手掌中，小心翼翼的擦著，好不容易亮

起一絲火光，馬上又被風吹熄。祥嫂仔喘了一口氣，望了望

門外黑黝黝的天空，透過遠方燈塔閃來的亮光，今日好像無

濃厚的雲層，該不會又要颳大風吧。

正月外按的颶風（註 1），陣陣從壞舊的後門呼嘯而來，伊
緩緩站起身，搖搖晃晃步向門扉，一面撥開吹在眼前的亂髮，

一面挺著大肚子將小腳站成八字，費好大力氣，才將門板扶

正。

這扇門擋住風，也擋住外頭的微光。灶腳霎時一片黑漆，伊

輕移蓮步，摸索尋找番仔火，一心一意劃擦著。點亮火團，

心頭才定些。烏暗的灶孔，隨著霹哩叭啦的牛糞柴（註 2），
漸漸有起色。團團煙霧，迴旋於暗色的灶腳。伊舉起手臂，

拉上袖口，低下頭，頻頻擦拭著分不清是被燻出或是從心房

湧出的目屎。

供奉在案閣頂的家神和祖靈面前，各排一個薦盒（註 3），
一個香爐，兩側放著一對燭臺。薦盒前放著三束生麵線，各

用兩條紅紙紮住，紅紙之間貼著金字，並放著數碟甜料。燭

臺邊放著一碗春飯和一盤長年菜，上面插著一蕊「春仔花（註

4）」。在下桌頂如金字塔般置一堆橘子和一籠甜粿。					

伊凝視神明廳，所謂的「神明廳」，也僅是無花紋的簡單三

塊木板拼湊的牢釘在牆壁上，彼年祥兄不知自那裡提來的松

木，認真自製這個案架，隔年就到臺灣討生活了。聽講伊曾

到唐山，也有了女人，但就不曾返來過。彼時三頓併做一頓

攏有問題，大人可以忍耐，囝兒正長大，無物件填腹肚，日

子實在歹過。終於忍痛將大漢囝李子天過繼給無生查埔囝的

呂漢家作童養婿。雖減少一口糧食，卻令伊哭了好幾個暗暝。

希望能常看到囝兒，但嘴裡總是這樣叱責：「無代誌，毋通

時常返厝來，好好友孝現此時的老爸老母，有聽著無？」……

大年初一儘想這款無爽快的代誌做啥！仰望尚稱豐盛的案

桌，緊憋慣的嘴角，才稍微向上飛揚起來。

肌膚微瘦，身材合中，早來的眉心紋路鏤刻在尪仔面，顯得

不很搭調，經過挽面後，兩條彎曲的柳葉眉才些許分明開來。

將垂肩的直髮向後腦勺盤結成髻。梳妝之間，爆竹聲由遠而

近，逐漸迎著東方白而來。

燒了香，自案閣桌頂取下一束麵線，放進鍋中，一面向左廂

房喊著：「正月正時，卡斬截點（註 5），愛吃麵線的，趕
緊哦！」一聽到有麵線可吃，李子山匆匆爬起。

挺著順月（註 6）的腹肚，跨著穩定的腳步，就像下定鐵一
般的信心，或許爆竹聲帶來寬心的喜氣，幫伊沖掉幾個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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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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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hu Moon in the Well (Part 2)

1-2 Li Yi-Ren
In February 1910, Waian Island was buffeted by strong 
northeasterly monsoons. The winds carried a lot of salt from 
the ocean. The damp freshness of the air was more intense 
than a dry chill; and when breathing it, one tasted the flavor 
of brine. All was calm and darkness except for the sound of 
winds in the early morning moments of this small fishing 
village. 

The hurricane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penetrated into 
the ruined gate of the backyard. Shiang-Sao carefully 
lighted matches in the kitchen, but they were blown out 
immediately by the winds. She stood up on shaky legs, 
heavy with pregnancy, to tighten the door to avoid letting 
the strong gale into the house. In fact, she not only kept the 
winds outside, but she also blocked away the glimmering of 
the early morning sun. The room was in complete darkness. 

“I should have some light to make breakfast for the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murmured Shiang-Sao, now a little 
troubled. She walked in the dark to seek a match again, and 
to build a fire. She poked the fire in the stove, set the food on 
the table and then sat down to wipe away her tears, which 
she couldn’t distinguish as happy or sad tears. After that, 
she went around and cleaned the room.

At last she halted before a so-called “Gods Hall”. A wooden 
statuette of the Goddess Matzu was fastened on a bracket 
against the wall partition, in a place of honor. This patron 
saint of their family was rather antiquated, and made very 
simply several years ago by her husband Lee Shiang, who 
had left her and his sons to go to Taiwan after he finished 
the statue.  

She looked at the statue. There was a rumor that Lee 
Shiang also had a woman in Taiwan. Gray days followed 
one another, but Lee Shiang appeared no more, and the 
mother and two sons lived on in their loneliness. With the 
colonial age, their daily existence became harder and more 
expensive. Finally, their neighbor Lu Han, whose family had 
no son, but only one daughter, adopted their elder son Lee 
Zi-Tian. Even though Shiang-Sao lessened the burden of 
providing enough bread and butter, she had a long cry when 
her dear son was given away to another family. 

“I should stop thinking about these sad things on a festival 
day,” she said to herself. She looked at the little bits of rich 
foods on the table to honor her ancestors and she was 

happy, because she hadn’t had this contented feeling for 
a long time. Not until she met Li Yi-Ren, who rescued her 
beloved son Zi-Shan from the sea several months ago, and 
since then she had not only been in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with Li Yi-Ren, but she had also been struggling in her mind 
about this affair.

When a couple living together secretly, such love as theirs 
was like Penghu’s cacti. Even though all cacti have thorns, 
they can nourish the starving mother and son. No! She knew 
should stop herself from continuing this warm but immoral 
relationship with Yi-Ren. But how else could she manage? 
Although she had even tried to abort her pregnancy 
repeatedly, the baby still grew day by day. Despite all her 
efforts she couldn’t stop rumors about her in this small 
fishing village; but, she still used all her energy to do so. 
Was she to be forever condemned as the secret wife of a 
foreigner, facing each unfriendly eye everyday and passing 
her whole life in painful anxiety here? 

However, the happiness of her life with Yi-Ren defeated the 
malicious rumors. In fact, Yi-Ren carried into her world a life 
that flourished, wiping away the failure of her previous life; 
moreover, her son Zi-Shan, who had an irresponsible father, 
now had a loving step dad inYi-Ren, who didn’t care about 
the rumors. Still she was deeply troubled in her happiness, 
for it seemed something too unhoped for, as unstable as a 
joyful dream. But she wanted a labor of love and a baby and, 
in fact, she had no more energy to care whatever the rumors 
were. She should just go on living. 

Even though war could destroy many human beings, the 
Sino-Japanese War brought Shiang-Sao great satisfaction. 
This was the period of Sino-Japanese occupation. To begin 
with, Li Yi-Ren was a Chinese soldier who was transferred to 
the Western Fortress of Penghu in the year 1895. After Yi-
Ren served as a guard at the Western Fortress for one year, 
Taiwan and Penghu together formed one Japanese colony. 
Thus Shiang-Sao and Li Yi-Ren came to meet each other on 
this small fishing island.  

Near the end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5, there was 
an unusually heavy rain on the morning of March 23rd. In 
the meantime, a bullet hurtled through the air. It’s whine 
broke the silence of the village—a shrill, continuous sound, 
and a kind of prolonged zing. There was a farmer working 
among the fresh guava-fields. Zhu Wang stopped his farm 

>>> continue on page 19

by Louise Lee H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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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齣近代歷史大河劇，背景是 1945年之前，有數千台灣
人在北京，男主角選定江文也，近百位菁英和他一起，在日
本、中國、台灣的舞台上，演出「文化與戰爭的迴旋曲」。

1972年，筆者就讀台灣師大音樂系二年級，在牯嶺街舊書
攤買到漬黃的鋼琴譜〈台灣の舞曲〉，曲名有日、英、德、
法文，東京 HAKUBI EDITION 1936年發行，作曲人江文也，
我沒聽過，翻閱許常惠的《台灣音樂史初稿》一書，只有一
行字 :	江文也淡水人…。

1981年春，我結婚，整理舊
物，拿出這本古董譜彈奏，音
感很好的夫婿林逢慶 (台大資
工教授 )，肅然傾聽後大呼：
「台灣有這麼頂級的音樂家
嗎？從來沒聽過？」我認真練
琴，他則努力尋找資料，卻只
查到「江文也陷匪」！在沒有
網路又且是戒嚴年代，想知
道 Bunya Koh是誰？問路於盲
呢！

巧隔一個月，謝里法、韓國
鐄、張己任三位教授的文章相
繼見報，江文也出土了 !郭芝
苑與廖興彰兩位老師寫出他們所認識的江文也，我則訪問恩
師高慈美、呂泉生、陳泗治等教授談江才子，撰文於《雅歌
月刊》。郭芝苑主動寄贈他親手裝訂的樂譜影本，我練習數
首，很感慨 40年後的台灣，為何尚無人超越江文彬(本名)。

透過李哲洋 (林絲緞夫婿 )	的介紹，我訪問了江的大哥之子
江明德，在自立晚報副刊發表《江文也的悲劇一生》(1984
年 3月 21-22日 )，也被歐美「台灣同鄉社團」轉載。之後，
拜託旅外親友到北京探訪江教授的遺孀。

1995年，江教授冥誕，我在中國時報撰文並呼籲成立「江文
也基金會」，但人微言輕。2006年 1月 9-11日，自由時報

圖文 /劉美蓮

副刊連登三天江小傳，吸引許多注目，卻連策劃「百歲音樂
會」都難如登天。此舉被中共
文化部搶了在廈門盛大舉辦。
筆者唯一能做的事，是赴「日
本國會圖書館」、「日本近代
音樂館」展開史料調查。

2016年冬，印刻文化出版社，
不怕賠錢，發行了【江文也
傳 :音樂與戰爭的迴旋】，登
上台灣博客來網路書店的新書
排行榜。

＊	 ＊	 ＊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台灣中央
研究院王德威院士稱：江文也
是二十世紀最有原創力的台灣
「作曲家」暨「詩人」。這是因為江文也在 1942年就出版
三本日文詩集。

台灣知名導演、虞戡平系主任說：「江氏一生是台灣、日本、
中國的近代史縮影，絕非漢奸之浮面。」

江文也的祖父是福建永定客家人，一生揹負著日本殖民台灣
（童年），統領廈門（少年），傀儡滿洲、佔領北京（青年），
以及國共內戰（中年）的紛亂，仍能於東京脫穎而出，橫跨
【聲樂、管弦作曲、詩人、研究、評論】的藝術成就，並以
「1936年柏林奧林匹克音樂獎牌」，成為亞洲首位獲得國
際榮譽的作曲家。

他得獎的《台灣舞曲 /	Formosa Dance	》係以台灣原住
民文化元素，加上歐洲當紅的 Debussy(1862-1918)、
Bartok(1881-1945)…等前衛元素，獲得歐洲九位作曲家的
青睞，但因同時參賽的日本另外四位作曲家都落選，殖民地
二等國民的江文彬 (終身護照名 )，在日本所有的音樂競技，
都是「永遠的第二名」。

江文也在台灣、日本、中國的三國演義

台北出生、廈門成長、東京出名、北京憧憬

漢奸疑雲、反右被鬥、文革浩劫、曲繫蓬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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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 from page 17 (Penghu Moon in the Well)

work to listen to what was going on. Through the curtain 
of both salt and fresh water hitting his face, he saw two 
wounded soldiers walking toward him.

“Master! My friend got a serious wound; please give me a 
hand,” pleaded the more slender man, who was Li Yi-Ren. 

On this day, the military of China’s Ch’ing Dynasty was badly 
defeated with only slight resistance. After that, the Japanese 
Army took only three days to occupy the whole of Penghu 
Island. On April 17, twenty four days after the Japanese 
Army occupied Penghu, Li Hung-Chang and Itou Hakubun 
signed the Shimonoseki Treaty, and China ceded Taiwan 
and Penghu to Japan. 

The people of Penghu still worked hard, and the sky of the 
fishing village rained saltwater as well, after the fall of the 
Island. It was true, a typhoon could bring disaster even as 
it moistened the drought; likewise death belonged to life 
just as much as birth did. Similarly, when Li Hung-Chang 
signed the Shimonoseki Treaty, he sparked a good roma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hiang-Sao and Li Yi-Ren. Since she 
was with Li Yi-Ren, she and her son didn’t go hungry any 
more. 

On this New Year’s Day, the true morning rays following 
the sound of firecrackers came at last; as in the days when 
time began, they seemed to divid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 
It could be seen that night had finally passed, and the vague 
glimmer gave Shiang-Sao hope for better days. 

After she had placed festival foods on the worship table, 
Shiang-Sao sat down in the dressing room, finally taking 
a rest after her housework. She began to comb her hair, 
coiling it in the shape of a snail-shell and rolling it round her 
neck. She picked out a Sunday suit that was a birthday gift 
from Li Yi-Ren and put on it to welcome the New Year and 
new days.

“Wake up! There is a lot of food to eat today. Be quick!” she 
yelled in excitement to her son. Zi-Shan jumped out of bed. 
He looked out the window and Mother smiled at him from 
the kitchen door across the courtyard. It was bright outside, 
and the wind still went on with its fearful din. Uncle Yi-Ren, 
who happened to be passing by, came into their home. Zi-
Shan did not really like this uncle, but he took delight in the 
happiness of his mother. In fact, he was an obedient child. 
He and Mother relied upon each other for life.

但是「日本軍部」與「電影界」，卻善用其漢人血統與國際
比賽的分量，在 1937.7.7蘆溝橋事變後，派其赴任「北京師
範學院」教授。為侵略中國的戰爭，擔任「音樂大御所」的
工作，為日本扶持的政權，作曲及灌錄蟲膠唱片。最具威力、
最紅的歌曲，也是戰後被蔣介石以「文化漢奸罪」拘押的最
大條，就是《汪精衛亞國歌》。

出獄後，江文也為義大利神父所譯寫的【全球第一套中文聖
詠】譜曲，更以「推拿」為文化圈朋友服務，如徐悲鴻的高
血壓、老舍的坐骨神經痛、郭沫若的頭暈，更被失眠的顧頡
剛在日記中稱頌為「江醫」。江傳僅列出留下資料者，另如
馬思聰、文懷沙、謝雪紅、柯政和等好友或應曾受益。

在北京，與眾多鄉親一樣，沒有返台，沒
有回日本，因為已經有了五個孩子，北京
愛人不放手。沒有人能夠預料日後毛澤東
的病態，台灣人與中國人同樣遭受反右迫
害，又有文革大浩劫 !

江教授不能教書了，在圖書館補破書、打
掃廁所之餘，鋼琴被沒收，仍然譜寫管絃
樂《阿里山的歌聲》，這首交響組曲成為

他的天鵝之歌，與作品第一號《台灣舞曲》，證明他是心繫
蓬萊的台灣人。

＊	 ＊	 ＊

江文也在世 73載，與三
位才女牽引感情線，妻子
是日本望族千金，愛人是
北京大學生，還有一代妖
姬白光在 1980年代的台
北，跟許多影劇版記者說：

「我17歲就愛慕的、這一輩子最心儀的男人、最有才華的人、
他是你們台灣人江文彬。」可是，影劇版記者不知道江文彬
就是江文也，對江文也大才子也認識不多吧 !

駐德大使謝志偉與影評人黃仁都說：「才高命舛的江文也身
陷台灣、日本、中國的【三國演義】夾縫中，他的故事是台
灣大才子之中最具電影張力的。」

《作者演講預告》

『江文也與台日文化』

8 月 27日 (日 )1:00pm	( 多倫多台灣文化節 )
9 月 3 日 ( 日 )1:30pm ( 溫哥華台灣文化節 )

『教科書主編談台灣文化教育』

8 月 31日 (四 )1:30pm台加文化協會

《作者劉美蓮》

曾任教屏東師專、台南家專、

國立藝專。

現任教育部審定音樂課本主編

與本土教育委員、教育廣播電

臺「台灣音樂do re mi」主持(網
路點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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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溫哥華，在長達數週的酷熱之後，這幾天的氣溫比較宜
人，天空卻嫌陰晦；幾天下來，讓人不由得想念起那些有陽光
的日子。

在護理站，我得知 420病房的王老先生（非真姓）適才往生不
久，家屬還在他的房間裡面為他助念；我顧不得先做例行工作，
就直接先行前往 420病房。

我輕輕敲了敲緊閉著的房門。門開處，立刻傳來陣陣莊嚴的念
佛聲。只見病床上剛離開人世的王老先生覆蓋著往生被，靜靜
躺在那裡，像是睡著般那麼安詳。他心愛的家人，包括老太太、
以及幾個子女和其他家屬，都圍繞著床，合掌齊聲跟著念佛機
誦念佛號。

我先合十向老先生一鞠躬，再向家屬點頭致意後，就靜下心，
在藏傳「頗瓦法」的觀想中，祈福王老先生與阿彌陀佛放出的
佛光相連，在祂溫馨與大愛的帶領下，往生佛國淨土。我將之
迴向給死者與生者之後，問他們家人中跟我最熟的肯尼（非真
名），需不需要為他們準備茶水；他們聽了都搖頭稱謝，指指
旁邊的幾個馬克杯，意思是那裡有茶及咖啡。我一面請他們保
重，一面說老先生看起來那麼平安、自在，想必是帶著他們滿
滿的愛與祝福，滿足地離開的。說著，就準備退出房間。他們
齊聲道謝，肯尼更走過來擁抱了我一下，說：「別難過！我爸
爸已修完人生功課，現在出發到另個世界去了。」啊！依然還
是那麼貼心、開朗的肯尼！

在志工室邊準備訪談前的例行公事，邊想起上個星期的事。

那是個溫哥華少有的大熱天，若非病房裡的空調，準會讓人汗
流浹背的。附近幾處森林大火，依然不受控制地熊熊肆虐、燃
燒著；它們雖是在幾百公里之外，卻因為風向之故，濃煙被吹
到大溫地區來，使得天空一片灰黑，也有陣陣臭味嗆鼻，很多
人都戴上口罩。為平時以新鮮空氣著稱的溫哥華來說，這景象
顯得相當不搭調。

420病房房門半開，裡面沒開燈；窗外，本來景色絕佳的福溪
(False Creek) 與市中心的高樓大廈卻在晦澀的濃煙之中消失
了踪影。照映之下，病房裡更顯得幽暗。看到肯尼那張迎面而
來的笑臉，頓時讓我士氣提高不少，而心頭也跟著振奮起來。

打過招呼後，我們兩人不約而同地低頭去看正在昏睡的王老先
生。「爸爸還好吧？」聽我這麼問著，肯尼隨口說都差不多，
不過，最後，加了一句：「可是，嗜睡的現象越來越嚴重，食
慾也越來越差；只怕日子已經所剩不多了。」

王老先生 85 歲，是膀胱癌已擴散的末期病人；入住安寧病房
是來作疼痛處理的。幾個禮拜來，我每次探訪時，他大多在
昏睡。有時，肯尼會把他叫醒，讓他坐在搖起床頭的病床上，
以便餵他喝水，吃一點麥片粥、或者家裡熬煮的雞湯。通常吃
完了，他會兩眼盯著貼在床尾柱上的一小張阿彌陀佛圖像，嘴
裡念念有詞；也許是在念佛，或者就如肯尼說的「正在和佛談
話」。醒著的時候，看到我會擺擺手，打招呼，也會輕拉著我
的手不放，直到又沉沉睡去。

【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

肯尼
文 /許建立

他一個多月前剛來時，臉龐還算豐潤，精神也還不錯，但是，
現在消瘦得雙頰都凹陷了進去，先前僅有的一絲元氣已經消失
殆盡。

雖說生死是萬物的定律，眼看著一個活生生的人逐漸被疾病啃
噬，還是覺得相當不捨；每次有這想法時，難受的表情也自然
而然地顯露出來。那時，肯尼卻會反過來安慰我，告訴我他父
親已經活過了圓滿、豐富的一生，現在，面臨的正是萬華落盡、
回歸自然的人生終點。

這些話，本來是我常用來鼓勵家屬的，現在即將痛失至親的家
屬卻把它拿來安慰我，讓我覺得既溫馨、又不堪，也不禁再次
欽服肯尼對生死看法的豁達。

據肯尼說：王老先生有子女四名，長子住溫哥華，長女住美國
加州，而他自己則與另一名哥哥都住香港。平時，王老先生和
老伴獨住；長子剛剛開始自己的餐館生意，和長媳為了生意都
相當忙碌。父親病了之後，大姐曾來探望了幾次，香港的哥哥
也來過，只是都無法久留；倒是肯尼自己向公司申請留職停薪，
和太太兩個人迢迢千里飛來溫哥華陪老父最後一程。我曾問他
打算留多久，他很堅定地答說：「需要多久，就留多久；工作
暫時沒問題；必要時，也可以再找。」接著又說：「畢竟，我
老爸只有一個；他需要我的時候，說什麼我也得陪在他身邊！」
說得嶄釘絕鐵，讓我感受到他的一片孝心。

同時，他要太太好好照顧他媽媽的起居，免得媽媽在擔心爸爸
的病體之餘，還要為其他的家事繁忙；他覺得這是他們兩人彌
補無法常年善盡孝道的大好機會。賢惠的太太也常陪著婆婆前
來探望公公。夫妻合作無間，希望老父在世的最後一段時日，
一切能夠平順、妥善。

當然，除了王老太太之外，其他家人也不時都會前來探望、陪
伴王老先生，但是，幾乎每天二十四小時都生活在病房裡的，
就是肯尼一人。他不只親侍湯藥，幫爸爸洗澡、換尿片、翻身，
雖然護理師請他儘管叫她們，她們會抽空來做這些事的，但
是，肯尼顯然看出來護理師們的忙碌，而樂意為她們分勞，也
願意這麼用心做，以盡人子的孝道。

但是，我看到的肯尼卻永遠都面露微笑，談吐也充滿幽默感；
一點都不曾抱怨，或叫苦。

我也注意到肯尼對老爸的照顧，簡直是無微不至，而且非常有
耐心。不只會像對小孩一樣，哄爸爸張口吃飯、喝東西，也會
講笑話，逗老父開心。讓我覺得老先生真有福氣；也幾次對著
老先生誇獎肯尼真是名符其實的孝子、乖孩子，他都狀至開心
地點頭，同時，在他疲憊的臉上露出淺淺的笑意。

看肯尼做這麼多，不捨得他太累，有時候我會請他多休息。他
卻說一點也不多、更不累；最重要的，他要在爸爸生前盡量為
他做多些，以免爸爸走了之後，才悔恨不及。真是一語中的！

末期病人的家屬，一方面對生活上的一切幾乎都仰賴他人的摯
愛要細心照顧，弄得精疲力竭，另一方面也會對即將到來的生
離死別，時時悲緒滿懷，也因為這些極其複雜的心情與病人迅
速的病情變化，導致急躁不安，驚慌失措，甚至精神崩潰。像
肯尼看顧老爸如此細心、體貼，對生死看得如此達觀、透徹的
家屬，誠然不多。

王老先生的遺體在肯尼及家人的陪伴與祝福聲中，被運出了病
房，我也送他到電梯口。當電梯門徐徐關閉時，我揮別走上另
一段旅途的王老先生的同時，也在心中默默地感謝肯尼給我立
下的好表樣。

（2015 07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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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下的故鄉】

 

 

 

 

 

 

我全心所疼惜的台灣　  我的青春攏總獻給你

我全心所疼惜的台灣　　我一生的歡喜攏在此

我在雲霧中看見山嶺　　從雲中隙孔觀望全地

波浪大海中遙遠的對岸　我意愛在此眺望無息

盼望我人生的續尾站　　在大湧拍岸的響聲中

在竹林搖動陰影裡面　　找著我一生最後住家

我心未通割離的台灣　　我的人生攏總獻給你

我心未通割離的台灣　　我一世的快樂攏在此

最早去到台灣的加拿大人馬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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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草

咸豐草又名鬼針草，常見於台灣群山遍野的小徑旁，種類有

三種：大白花、小白花及黃花；其中只有黃花是本土物種，

大白、小白均是外來種。大白花花大多蜜，又有倒鉤刺的果

實，且是多年生草本，遂成為最優勢的咸豐草，甚至影響到

整個生態環境。日常生活中，常將它熬煮為消暑降火的青草

茶，是具有清熱、解毒、利尿、散瘀消炎、健胃腸功效的養

生飲品。其花雖不大、草不高，但一眼望去如千軍萬馬的大

陣仗，深植人民心中，靜靜地與我們生活交織。追溯

漆器

漆器，在台灣是一般庶民陌生的工藝品，但在中國可追溯到

七千多年前，在日本也有五千多年的歷史。日本奈良時代(

西元710～794)，相當於中國的盛唐，是古代中日文化的鼎
盛時期，“唐風”席捲了日本。當時，由中國傳到日本的漆

藝，經日本人演化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藝術。日本對於漆

藝不斷拓展領域及品項，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中，也因精益求

精的精神而大放異彩。目前，日本成為西方世界認可的「漆

國」，這現象反而忽略了根源的中國。

台灣漆藝，傳自福建，明清以來，雕漆神像、神龕均塗漆罩

金；日治時期，頗受重視；但1945年以後日趨沒落，1970
年代更退為家庭工作坊形式，幾乎在常民生活中消失。

咸豐草漆器工坊

位於南投的「咸豐草漆藝工坊」，擷取大花咸豐草充滿泥土

芳香的喻意，彰顯出與這塊土地密切結合的精神，是由彭雅

玲及夫婿陳偉毅所創立的漆器工作坊。彭雅玲是位工藝家，

陳偉毅是由東海美術系畢業的藝術家，他們有感於漆藝在台

灣漸漸消失，一份使命感讓他們義無反顧的投入漆藝世界，

擔起傳承的責任。他們希望未來台灣的漆器能像大花咸豐草

一般處處落地遍地開花，所以選擇在逐漸沒落的觀光小鎮「

集集」，以熱情、創意、努力、毅力發想創意設計，製漆到

完成，一步一腳印建立起夫妻倆理想中的漆器王國。說以生

命來實踐，是因製漆的過程，由創作圖騰、塗上底漆、自然

風乾、再次上色，其間必須經過反覆數十道再次上漆、自然

風乾等繁複的流程，每個環節需要一定的時間，而過程則是

漆人耐心的等待，細緻的觀察，生命的火花在此交織，而典

雅精緻的作品如此緩慢的孕育而出，每個作品中，載滿了漆

人兩個多月的心血，也因如此，特別令人動容。

來自作品的呼喚

與「咸豐草」結緣，我相信是來自作品本身的呼喚，在一次

由文建會主辦的社造年會會展，我巡走於偌大的展場，而眼

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小巧玲瓏的漆寶盒上，晶瑩艷麗的紅漆，

襯托著簡單樸實的咸豐草，正如同憨厚踏實的台灣人，將自

品牌台灣 ─ 咸豐草的故事

【國家品牌】

文/ 陳郁秀
咸豐草大竹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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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豐采隱藏於親切謙和的笑容之中。詢問攤位的主

人：「生意好嗎？」他們靦腆的回答：「成績不佳！」

。因為太喜歡眼前作品了，當下毫不猶豫的買下攤位大

部分的作品，一來可帶回去與友人分賞分享，另一方面

也表達我的感動、鼓勵和讚美。美中不足的是，他們竟

以舊報紙包裝，將這充滿張力的精品交到我手上。

當時我擔任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之職，為了改進咸豐草

在包裝上的弱點，於是邀約多位設計師團隊討論並協

助，不只加強包裝，同時也製出中、英、日三國語文的

「作品說明」，將其定位「精品」行列，陳列於總會「

好文化」空間上架販售。接著，在日後互動中，我又主

動邀請咸豐草以「臺灣蘭花」為創作核心內容，推出「

臺灣蘭花」系列作品。選擇蘭花，是因台灣是世界著名

的「蘭花王國」，蝴蝶蘭(俗稱「阿媽蘭」)讓台灣揚名

國際，幾乎成為台灣的代名詞，產品推出後，因識別清

晰、認同度高，創下銷售佳績，至今仍是供不應求。之

後，他們自己也以台灣常見的含羞草、日日春、馬櫻

丹、牽牛花、百合花等生活周遭花草為題材，開發了「

臺灣野花系列」。這些花卉生命力強代表台灣人民愈挫

愈勇，堅忍不拔的韌性，當我轉職擔任國家戲劇院、國

家音樂廳董事長之職後，也不忘把「咸豐草」帶進了國

家藝術殿堂中的「好藝術」空間。而咸豐草工坊就此展

開了與「鑽石臺灣」這塊土地無盡的善緣、無盡的愛。

挑戰產業鏈中的各種難關

咸豐草的創業過程充滿困難，最大的挑戰來自於漆器產

業鏈之不健全，所以由創意發想、商品設計、成品生產

到文宣包裝、客群、銷售網絡之建立，處處遇到人才斷

層，老師傅退休，年輕人繼承意願低落的窘境，尤其要

尋找好的、理念相同、配合度高的廠商及適當的銷售點

又談何容易！幾乎夫婦倆在每一個產業鏈的重要結點都

得親自一一面對、一一解決。很慶幸的是在多年努力奮

鬥之後，已跨越困難，將漆器產業鏈建立完成，才能脫

穎而出。

建立成功品牌的要素

綜觀整個過程，咸豐草品牌的建立主要要素如下；

產品內容的獨特性：咸豐草之創作發想以「鑽石台灣」

為本，尋回人與土地、環境相融的關係，做出人性化、

溫潤的作品。

手工繪製的唯一性：每一個產品都是純手工繪製，是以

手感的溫度來傳遞品牌的高度與美感。

品質管控的嚴格性：慎選合作工廠及單位，選材選漆謹

慎，製漆過程繁複卻不馬虎，百分之百的品質保證。

定位明確的精準性：定位客戶為中高層客群，尊重客人

的意見，不斷精進改進，所以一路走來十年有成。

「咸豐草漆器」是一個微型之文創實例，它們的品牌建

立於「獨特唯一」與「精緻溫潤」。我除賀許「咸豐草

漆藝工坊」的努力已獲成效，也深刻的期許，希望未來

在推動漆藝的路上，能為台灣創作有意義的漆藝藝術

品，傳遞經典台灣的時代豐采。
蝴蝶蘭串果盒

雞蛋花雜誌盒 馬櫻丹相本

七朵蘭長方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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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溫哥華 Impression Vancouver　廖武藏

台裔藝術家畫筆下的加拿大

美麗的加拿大(原野遊蹤)　劉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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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裔藝術家畫筆下的加拿大

洛磯山脈 Rocky Mountain　蔡霞芬

山水系列－西海岸　羅世長

木雕作品 We Are Brothers　張亦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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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風情　張俊傑

Como Lake　潘建中

秋林晨曦迎金輝　張麗娜



27紙上藝廊 ·

蔬果水彩　葉憲年

Maligne Lake Jasper　盧月鉛

郭永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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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風而去 蔡佳杏

產業 翁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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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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牛腱（切一吋方塊）	 	 2磅
牛筋（切一吋長）	 	 1磅
番茄	 	 	 	 1個
洋蔥	 	 	 	 1個
蔥（切半）	 	 	 4支
薑（切片）	 	 	 4大片
滷包	 	 	 	 1包/0.44盎司
水	 	 	 	 10杯
麵條	 	 	 	 1磅
（市面上可買到漢宮滷包，適用於此）
（任何滷包只要有八角及花椒即可）

材料Ｂ：
蒜頭（去膜和拍碎）	 	 3瓣
豆瓣醬		 	 	 4大匙
辣椒醬		 	 	 1小匙
醬油	 	 	 	 8大匙
酒	 	 	 	 6大匙
油	 	 	 	 4大匙

鹹菜絲：
鹹菜（泡水去鹹，切絲）	 1包
蒜頭（去膜和拍碎）	 	 2瓣

調味料（每晚的量）：
鹽	 	 	 	 1/4小匙
黑胡椒粉	 	 	 1/4小匙
蔥（切粒）	 	 	 1/2小匙

作法：
1.	 牛腱、牛筋用滾水汆燙1分鐘去血水，瀝乾備用。
2.	 放四大匙由於熱鍋中，由熱轉小火，加入其餘的材料
Ｂ：先將蒜頭炒香，續加豆瓣醬、辣椒醬拌炒，放入酒
和醬油，蓋鍋燜煮三分鐘，成醬汁備用。

3.	 於一湯鍋中放入薑、蔥、滷包、牛腱、牛筋、整粒的蕃
茄及洋蔥與10杯水，以大火煮滾，蓋鍋轉中小火燜煮１
小時。取出薑、蔥、番茄及洋蔥，加入作法２的醬汁，
蓋鍋以小火再煮30分鐘使其入味，食用前可取出滷包，
即成牛肉湯。

4.	 於炒鍋中放入一大匙油，以中火炒香蒜頭、薑，續加入
鹹菜炒乾即可盛盤。

5.	 麵條依照標籤的做法煮熟
6.	 取一個湯碗（約裝4-5杯水的大小），夾入熱麵條（約
1/6-1/8的量），加上條為料（鹹度自行條整），舀入
牛肉及湯（約1/6-1/8的量），最後加上鹹菜絲，趁熱
食用。

紅燒牛肉麵 Beef Noodle Soup
Ingredients A:
2 pounds beef shank (1inch chunk)
1 pound beef tendon (1 inch long)
1  tomato
1  yellow onion
4 stalks  green onion (cut in half)
4 large slices ginger
1 package spice pouch (0.44 ounces)
10 cups  wzter
1 pound dry wheat noodles

Spice pouch (main ingredients: cinnamon, fennel, ginger, 
cumin clove, star anise and peppercorns) is valiable from 
Asian markets.

Ingredients B:
3 cloves garlic (de-skin, crush)
4 tablespoons black bean paste/sauce
1 teaspoon chili paste/sauce
8 tablespoons soy sauce
6 tablespoons wine
4 tablespoons oil

Mustard Green mixture:
1 package mustard greens(soak to de-salt, julienne)
2 cloves garlic (de-skin, crush)
1 tablespoon  ginger (mince)
1 tablespoon oil

Seasoning (per serving):
1/4 teaspoon salt 
1/4 teaspoon  black pepper
1/2 teaspoon green onion (dice)

Preparation:
1. Blanch beef shank and beef tendon in boilin gwater for 1 

minute, drain and set aside.
2. Pour 4 tablespoons oil in a hot pot, heat up oil, turn heat 

to low, brown garlic, stir in black bean paste and chili 
paste, add wine and soy sauce, cover and simmer for 3 
minutes to make sauce, set aside.

3. Put ingredients A (expect noodles) into a large pot, bring 
to oil over high heat, cover, reduce to medium low heat 
and cook for 1 hour. Remove green onion, ginger,  onion 
and tomato. Mix in sauce from step 2, cover, simmer 
over low heat for another 30  minutes. Remove spice 
pouch.

4. Put 1 tablespoon oil to frying pan, stir fry garlic and 
ginger over medium heat to fragrant, and salted mustard 
green, stir fry until mustard green is dried.

5. Cook noodles per package instruction.
6. Place cooked noodles (1/8 to 1/6 portion )in a medium 

size bowl (4-5 cups), add seasoning, beef and soup from 
step 5, sprinkle 1/6 to 1/5 portion of mustard green from 
step 4 over the soup mixture. Serve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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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以前沒想過會發生的事，現在飛速前進地

快要超越人類的想像，人們也要開始思考這些改變將如何影響

生活，例如 Airbnb 和 Uber 帶給旅遊業和計程車業的衝擊。同
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生物科技，以前以為做不到的事，現在看起

來似乎有可能發生，我們也許也要開始思考，人類該如何應變

這些進步。這裡介紹幾個目前熱門的技術，在驚嘆它們將如何

改變人類生活之餘，它們引起的一些爭議也值得我們思考。

1. CRISPR-Cas9
CRISPR 的全名是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palindromic repeats，是古生菌(archaea)的基因體
(genome)裡重複的 DNA 片段，當初發現的是西班牙的研究
生 FJM Mojica，那時是 1993 年。他從那時起花了近十年的
時間持續研這些重複的 DNA 片段的功用，然後在 2012 年的
時候正式把它命名為 CRISPR [1]，Cas9 則是其一種切割 
DNA 的酵素(endonuclease)。CRISPR-Cas9 是細菌用來對抗
病毒感染的一種機制，病毒 DNA 進入細菌後，會嵌入 
CRISPR 之間用來偵測之後入侵的病毒，當細菌找到對應的病
毒 DNA (跟嵌入 CRISPR 之間為相同的序列)後，Cas9 則會去
切碎它，使病毒無法在細菌裡面複製。2012 年，美國柏克萊
大學 Dr. Jennifer Doudna 的研究團隊利用這個特性來編輯基
因，並把結果發表在 Science 期刊上 [2]，刊出來之後造成轟
動。這個技術會引起大量關注除了因為它能用來修正 DNA 裡
突變的地方外，它還號稱便宜、快速又好上手，使得科學家們

躍躍欲試，想把它應用在自己的研究上。把想要編輯(修正)的

基因片段嵌入 CRISPR 之中，Cas9 找到對應的 DNA 序列後會
切一個口，這個切口會使 DNA 自行修復，修復的時候會把突
變的地方改回正確的，更進一步的技術是可以把它改成你想要

的序列。不過，這個技術目前還有個瓶頸需要突破，因為 
CRISPR-Cas9 雖然可以把突變的地方修正，但同時也可能會
修改到其他地方，把原本正確的地方改成錯誤的，變為其他的

突變，或是改到你不想改的地方，而我們不知道可能會被改變

的地方是哪裡，只能取一些重要的基因做檢測，因此目前還無

法用於人類胚胎上。另外，如何有效地把 CRISPR-Cas9 系統
送進體內，讓所有細胞或局部區塊的細胞裡的基因都改正，也

是需要繼續研究的地方。

雖然不能用於人類胚胎上，但仍然可用於治療疾病。美國賓州

大學的 Dr. Carl June 和其團隊計畫用這個技術來治療 HIV，方
法是把病人的免疫細胞 T cells 抽出來後，用 CRISPR-Cas9 
插入一個癌症細胞才有的接受器基因 NY-ESO-1，然後阻斷 T 
cells 表面本來就有的一個蛋白的基因 PD-1，之後再把基因改
造過後的 T cells 輸回病人體內，讓它們去殺死癌細胞。這個
計畫去年六月已通過美國 NIH 核准，現在在等 FDA 認證，準

備在今年年底進入臨床試驗 [3]。

2. iPS cells
自從日本京都大學的山中伸彌教授找出把已經分化的細胞變回

幹細胞的方法後，好像沒什麼不能發生了。卵子受精後成為 
zygote，會經過幾次細胞分裂，之後繼續分裂變成 
blastocyst，到這個階段的細胞都屬於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 ES cells)，這個時期的細胞可以自我複製(self-
renewal)，也可以繼續分化(differentiation)成各種細胞，例
如表皮細胞（如圖）。胚胎幹細胞可以說是生命的起頭，而分

化後的細胞則是終端，無法再變成其他種細胞。

Figure: modified from M. Berdasco et al, Stem Cell Research 
& Therapy 2011 (doi: 10.1186/scrt83). EE: extra-embryonic 
tissue, ICM: inner cell mass.

Blastocyst 的內層細胞（圖中的 ICM）通常會被抽取出來體外
培養，也就是研究用的 ES cells，這個階段的幹細胞屬於多能
性幹細胞(pluripotent ES cells)。而山中伸彌的研究，則是利
用四個 transcription factors (Oct3/4, Sox2, Klf4, c-Myc) 把
分化後的細胞重新設定(reprogram)，使它變回多能性幹細
胞，這些被重新設定的人工多能性幹細胞就是 iPS cells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誘導性多能幹細胞)。當細胞
被變回幹細胞後，你可以誘導它分化成你想要的細胞，例如卵

子或精子。這個技術除了避免了使用胚胎幹細胞作為研究用途

的爭議，也擴展了治療疾病上的可能性，山中伸彌教授的 iPS 
cells 研究讓他獲得了 2012 年的諾貝爾生醫獎。

Host by TGSA - 
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 Association 

現在的生技領域在關注什麼？

文 / Linda Kang康明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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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 cells 能夠如何應用在治療上面呢？2014 年的時候，日
本兵庫縣一位七十歲的女性接受了幹細胞移植手術治療黃斑

病(macular degeneration)，地點在鼎鼎有名、位於京都的 
RIKEN Centre for Developmental Biology (CBD)。這個手術
由三位眼科醫師執行，為首的是任職於神戶市立医療センタ

ー中央市民病院的栗本康夫，RIKEN 中心的高橋政代把一位
七十歲的女性病患的皮膚細胞轉成 iPS cells 後，再把它轉成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 cells (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讓
它長成一片後，再取一小片細胞植入病患眼中，這是史上第

一次用 iPS cells 治療的手術 [4]。 時隔三年後，2017 年三
月底，同樣的團隊再度幫另一位病患動同樣的手術治療黃斑

病，只是這次用的不是病患自己的細胞，而是別人的，比對

過 HLAs (human leukocyte antigens)後可以避免產生免疫
反應 [5]。RIKEN 的 iPS cell bank 有人類(HPS)和其他動物
(APS)的，每個 iPS cell line 都有詳細的資料，如果可以建
立起一個龐大的 iPS cell bank，那使用的用途就會變得比較
多，也可以供給更多病患使用（基本上可以變成像幹細胞銀

行那樣）。

3. Genome profile
人類基因體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完成於 2003 
年，之後 DNA 定序(sequencing)的技術越來越進步，近幾
年主要用的技術是次世代定序 NG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比原本的定序技術 Sanger sequencing 能定
序 DNA 序列的量要大，也讓全基因體定序(whole-genome 
sequencing, WGS)的價格漸漸降低，從之前的每人要價五千
美金降到一千美金左右（和研究計畫合作）。全基因體定序

除了能夠幫助科學家們研究各個基因的變異(variations)，
也能應用於疾病治療上。目前很夯的 Personalized Medicine 
(或稱 Precision Medicine)是指針對各個病人做不同的治
療，例如乳癌的突變基因除了大家都知道的 BRCA1 和 
BRCA2，還有其他種類的突變，不同的突變對藥物的反應不
見得一樣，不同的病患也可能對同樣的藥物反應不同，可能

這個藥對這個病患有效，但對其他的效果不

大。Personalized Medicine 便是對不同的病患設計不同的
治療，已達到最大的治療效果。當全基因體定序的資料庫建

立起來，便可供大家研究各個基因和其突變間的變異，科學

家可以用資料庫裡的基因資料做比對，然後針對某些致病的

突變做研究，以利於後面的藥物研發，不同的突變可用不同

的治療方式，增加治癒的機率。

關於技術的爭議和需要思考的地方

上面介紹的技術雖然在未來可以解決不少問題，或用來治療

目前無法治療的疾病，但仍有些地方是需要考慮的。iPS 
cells 是目前爭議性最低的，之前科學界用人類的胚胎幹細胞
來做研究遭到一些外界的反對，認為違反倫理，而 iPS cells 
的出現算是解決了這項爭議，因為可以用 iPS cells 代替人類
胚胎幹細胞做研究。不過，類似的爭議同樣浮現在 CRISPR-
Cas9 的應用上，例如把 CRISPR-Cas9 用在人類胚胎上面：

如果父母對於自己的基因不滿意，我們可以用這個技術去改

造胚胎的基因，讓他成為一個完美的小孩嗎？父母有權利用

自己主觀的想法去更改小孩的基因嗎？這個例子好像還太遙

遠，那如果在父母有遺傳性疾病，我們可以用 CRISPR-
Cas9 去編輯受精卵帶有的突變基因嗎？其中的風險有人能
幫小孩承擔嗎？當然，要知道自己是否有突變的基因，是否

會遺傳給後代，可以做全基因體定序，未來當價格越來越便

宜後，是否要為自己的全部基因做定序呢？其中是否會有隱

私問題？保險公司是否能因為你帶有高致病風險的基因而提

高保費或拒保呢？雖然這些都還沒發生，但隨著科技進步之

快速，我們可能要開始思考這其中是否有些界線是不能跨越

的，或是當它成為無法阻擋的趨勢時，該如何用法律去規

範。

References:

1. E Lander. The Heroes of CRISPR. Cell (2016)

2.  M Jinek and K Chylinski et al. A Programmable Dual-
RNA–Guided DNA Endonuclease in Adaptive Bac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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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cells. Nature (2014)

5. Japanese man is first to receive 'reprogrammed' stem 
cells from another person. Natur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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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跨語族學習困難，促進溝通 
桃園市係擁有華語、客語及福台語不同語群的縣市，桃園市

也擁有台灣最多的新住民。生活在桃園市得天獨厚擁有學習

多語的最佳機會。

桃園市最重要的福台語團體「桃園市台語文化學會」創會會

長呂理組，2017年6月以80高齡獲開南大學碩士，畢業論文
提出一個理論指出教育部推薦的台語漢字約50%有錯誤或爭
議。例如台語歌「海波浪」的歌詞是「沉重的腳步，勉強來

離開」，但是教育部卻要求「腳步」應改作「跤步」。呂理

組研究發現漢字「腳」的白話音就是「ka」，「腳步」是台
語和華語的「通用漢字」，使用上真方便，無必要改作台語

特殊用字「跤」，增加學童負擔。

其次，拼音是跨族群語言教學的重要工具，台灣客家教師協

會創會會長莊陳月琇也以「通用拼音」發展出福佬人學客語

的「閩客共學」教學系統，在桃園的學習效果非常良好，因

為「客語通用拼音與台語通用拼音彼此互通」。另根據開南

大學余伯泉博士在桃園市教師研習的研究發現，就福台語兩

大拼音台通與台羅而言，77.3％教師認為台羅不容易學
習，86.3％認為台羅不容易教學；84.9％教師認為台通容易
學習，73.4％教師認為台通容易教學，台通與台羅的研習效
果達到統計顯著差異。

最後，根據「桃園市台語文化學會」第二任會長陳王琨博士

2017最新研究，學會客語與台語通用拼音，可經由「通用泰
語」與「通用越語」加快認識新住民泰語、寮語及越語等。

桃園市是典型的多語族地區，期盼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優先運

用在地研究，協助化解跨語族的學習困難，促進跨語族溝

通。 (桃園市民意代表)

台灣語言今昔與消息

---二戰前的台灣人使用的語言---

南島語系  泰雅語群  鄒語群  排灣語群  巴丹語群

馬來- 玻里尼西亞語族

漢藏語系  閩語  客家語

日本手語系 臺灣手語

阿爾泰語系 通古斯語族(滿語)

日本- 琉球語系  日語

---二戰後從中國被帶到臺灣的新語言---

漢藏語系  北京官話  其他漢語族語言

---1990年代後東南亞來台者的新住民語言---

 馬來- 玻里尼西亞語族(馬來 印尼 菲律賓)

 孟高棉語族(越語)

 侗台語族(泰語)

---閱聽輔助語---

 臺灣盲文

從事台語教學  美國神父終獲台灣身分證

美國神父歐義明來台超過半世紀，訓練數百人講流利的台

語，他的台語字正腔圓，說的甚至比台灣人還好，移民署將

歸化國籍證書及國民身分證拿給他，讓歐義明如願成為正港

台灣人。	

80歲的歐義明目前擔任台北瑪利諾語言學校主任一職，編製
華語、韓語、越語、西班牙語及法語的教科書及辭書，方便

這些語言的母語學習者，在台灣學習台語，致力於台語保存

發展貢獻良多。

歐義明神父來台奉獻53年，早期他在彰化地區負責安排並監
督救濟物資的分配與發放，像是奶粉、穀類、麵粉和一些藥

品，每週一還開辦「營養門診」，讓媽媽們可以給孩子補充

營養；金融方面，他開辦儲蓄互助會，幫助農民申請低利貸

款。另外，他也協助農村青年北上求職，提供廉價住宿服

務，並有婚姻介紹活動。

移民署針對符合「有殊勳於台灣」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推薦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及其他領域

高級專業人才，有助中華民國利益」的外國人，並經內政部

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共同審核通過者，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

明，即可歸化台灣國籍。

因此，歐義明神父在不用放棄美國國籍下，順利獲得台灣國

籍，拿到身分證後，他開心的用台語說「我是正港ㄟ台灣人

啦！」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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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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 -	27 日
藍玉梅個展
我的抽象世界

開幕茶會：
7 月 9 日 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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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行社 9:15AMj
Vancouver Look-out

2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3 4
平甩&太極	8:30AM

排舞	1PM

土風舞	7:45P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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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運動
唱歌

影片：
曾經（1） 1PM

7
排舞10AM

iPad和iPhone課程10:30AM

橋牌社	12PM

8
健行社 9:15AM
Belcarra Regional Park

鄭子太極拳	10AM

卡拉ok俱樂部	2PM

園藝盆栽俱樂部 7PM

9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藝廊開幕茶會 1PM

10
土風舞	10AM

國標初級	12:15PM

國標進階	1:15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11
平甩&太極	8:30AM

排舞	1PM

土風舞	7:45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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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運動
唱歌

影片：
曾經（2） 1PM

14
排舞10AM

iPad和iPhone課程10:30AM

橋牌社	12PM

15
健行社 9:15AM
Mundy Lake

鄭子太極拳	10AM

16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復健運動操 10:30AM

17
土風舞	10AM

國標初級	12:15PM

國標進階	1:15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18
平甩&太極	8:30AM

排舞	1PM

土風舞	7:45PM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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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運動
唱歌

影片：
曾經（3） 1PM

21
排舞10AM

iPad和iPhone課程10:30AM

橋牌社	12PM

22
健行社 9:15AM
Point Arkinson

鄭子太極拳	10AM

卡拉ok俱樂部	2PM

23/30 

保齡球俱樂部	10AM

24/31
土風舞	10AM

國標初級	12:15PM

國標進階	1:15PM

成人桌球班	3:30PM

31
日本語初級	10AM

25
平甩&太極	8:30AM

排舞	1PM

土風舞	7:45PM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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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運動
唱歌

影片：
曾經（4） 1PM

28
排舞10AM

iPad和iPhone課程10:30AM

橋牌社	12PM

29
健行社 9:15AM
Two-Canyon Loop (2)

鄭子太極拳	10AM

7 月 July 2017

Canada Day
Long Weekend

加拿大國慶長週末
台加 7/3 休館

Canada Day
Long Weekend

加拿大國慶長週末
台加 7/1 休館

Canada Day
Long Weekend

加拿大國慶長週末
台加 7/2 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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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哥華台灣松齡會
7月1日（六）10AM
講題：百變的畢卡索
講者：劉長富校長
下午活動：慶生會、市區慶祝國慶遊行

7月8日（六）10AM
講題：漢醫師對保健看法
講者：陳昶仁醫師
下午活動：賓果遊戲

7月15日（六）10AM
全天卡啦ok

7月22日（六）10AM
講題：淺談鳥類
講者：曾秋文老師
下午活動：湯老師音樂時間

7月29日（六）10AM
講題：樸實藝術
講者：梁玉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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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7日(五)4PM：北溫深灣森林生態解

說(黃昏音樂會)
7月9日(日)10AM：匹特湖濕地野鳥生態

解說(自備午餐)
7月10日(一)3PM：溫哥華植物園樹木花

卉導覽(免費/購票)
7月11日(二)10AM：高貴林莎紗美特湖

森林生態解說(報名)
7月13日(四)9AM：西溫寶雲島森林湖泊

生態解說(報名)
7月14日(五)10AM：鋼琴和黑奴：馬達

加斯加島到南非
7月14日(五)3PM：溫市葛雷岬自然歷史

解說(黃昏民謠節)
7月18日(二)10AM：高貴林區邦千湖環

湖健行(及時報名)
7月20日(四)10AM：國際時勢分析、人

類文明探討講座
7月21日(五)10AM：西班牙淺灘森林與

鮭魚解說(沙堡節)
7月22~23日兩天：卑斯省高山野花生態

旅遊(報名)

7月23日(日)9AM：列治文市愛歐娜海灘
野鳥生態解說

7月24日(一)3PM：溫哥華植物園樹木花
卉導覽(免費/購票)

7月25日(二)10AM：高貴林貝爾卡拉海
洋生態解說(報名)

7月27日(四)10AM：當代藝術媒材與與
表現藝術賞析講座

7月28日(五)4PM：北溫海濱森林生態解
說(黃昏音樂會)

7月29日(六)2PM：北溫蚊子溪森林生態
解說(加勒比海節)

7月30日(日)10AM：高貴林市曼荻湖森
林生態解說	

8月1日(二)9AM：北溫林恩水源瀑布森
林健行(及時報名)

8月3日(四)3PM：溫哥華港區建築與歷
史解說(黃昏音樂會)

8月4日(五)3PM：西溫黃柏高山湖泊生
態解說(海濱音樂會)

8月5日(六)10AM：溫市商業東區歷史建
築解說(日本節)

8月6日(日)10AM：溫哥華西尾區歷史建
築解說(同志遊行)

8月7日(一)3PM：西溫懸崖森林生態解
說(午後藝術音樂會)

8月10日(四)8:30AM：高貴林水源地旅
遊(及時報名)

8月11日(四)10AM：國際時勢分析、人
類文明探討講座

8月11日(五)3PM：燈塔公園原始森林解
說(黃昏音樂會)

8月12日(六)2PM：漁村造船廠國家古蹟
解說(海事節慶)

8月13日(日)10AM：愛歐娜海灘自然歷
史解說(汽車共乘)

8月13日(日)11AM：列治文猛禽節野鳥
教育攤位(徵義工)

8月14日(一)3PM：溫哥華植物園樹木花
卉導覽(免費/購票)

8月15日(二)9AM：北溫哥華Seymour高
山森林健行(報名)

8月17日(四)3PM：西溫哥華黃柏瀑布森
林生態解說

8月19日(六)10AM：溫哥華市艾佛雷特
公園黑莓生態解說

8月20日(日)3PM：北溫西摩山高地湖野
花生態解說

8月22日(二)10AM：高貴林區邦千湖森
林生態解說(報名)

8月26日(六)10AM：列治文自然公園苔
蘚溼地生態解說

8月27日(日)9:30AM：西溫黃柏公園高
山野鳥生態解說

8月28日(一)3PM：溫哥華植物園季節花
卉導覽(免費/購票)

8月30日(三)10AM：素里邦斯頓島生態
解說與野餐(報名)

9月1日(五)10AM，劉長富老師主講：莫
內藝術賞析講座

9月2日(六)3PM：溫哥華中心娛樂區歷
史解說(台灣文化節)

9月3日(日)1PM：高貴林濕地森林生態
與省督屋解說(提早)

9月4日(一)10AM：北溫河森林與鮭魚解
說(午後音樂會)

9月5日(二)6:30PM：溫哥華美術館：莫
內藝術賞析(提前)

9月6日(三)10AM：溫哥華有機堆肥示範
花園參觀(報名)

9月8日(五)10AM：顧梓承老師主講：居
家維護講座

9月10日(日)10AM：高貴林河景樹園自
然歷史解說(樹木節)

9月11日(一)3PM：溫哥華植物園季節性
花卉(需門票)

9月16~17日兩天：陽光海岸港灣海洋生
態旅遊(及時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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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7月8日（六）1:30AM
「基督教與現代社會」講座
暨林鴻信博士《系統神學》新書發表會

今年欣逢宗教改革五百週年(1517-
2017)，	敝會邀請前台灣神學院院長林
鴻信牧師/博士蒞臨主領「基督教與現
代社會」講座。

當年路德與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如何開啟
從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新旅程且讓
我們回顧五百年來所走過的蛻變足跡。

林博士著作等身，各類神學作品出版三
十餘冊，六月中旬剛剛出版二千多頁的
《系統神學》，會中他將分享寫作的心
路歷程，並闡述該套系統神學的特色。

地點：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733	W.	41st	Ave.,	Van.

費用：15元（5人以上團體報名，享7折
優惠）

洽詢專線：778-886-1173	謝牧師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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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報名：請洽王弟兄Cary	
amexcary@gmail.com

網路報名：https://goo.gl/forms/
NiqL7tL48xiCfvPO2

付款方式：若以支票支付費用，支票抬
頭請註明“VTPC”，並連同
報名表格寄到本會。（信封
請注明：報名《基督教與現
代社會》，請務必再以電話
聯絡，以確保本會收到您寄
來的資料。)

法鼓山溫哥華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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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妙智」共七堂課
星期六	1:30PM	–	3:30PM
星期二、四	7PM	–	9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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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9日-8月12日	
星期六	9:30AM	–	12:00PM
「梵唄與修行」系列課程 (二)
認識儀軌的內容，早晚課唱誦，法器
練習

7月30日	(日)	9:00AM	–	5:00PM
英文禪一	(全程英語，無中文翻譯)
具禪坐基礎者，請先報名。

8月4日	(五)	~	8月6日	(日)
精進禪三	(英語進行，無中文翻譯)
李世娟(Dr.	Rebecca	Li)	帶領
需事先報名，全程參加。

8月12日	(六)	1:30PM	–	3:30PM
「禪觀人生」
主講:	果光法師，現任法鼓山都監
運用《壇經》、《禪宗語錄》之禪觀，
以法師二十多年專修的話頭法門，指引
我們活出充實、精彩、有意義的人生。

8月19日	(六)	9AM	–	4:30PM
兒童夏令營
邀請5–11歲的小朋友報名參加，聆聽
大地的呼喚，體驗禪修的身心安定。

8月26日	(六)	~	8月27日	(日)	
中元報恩法會
地藏法會(六)9:30	AM	–	5:00	PM
慈悲三昧水懺(日)9:00	AM	–	5:00	PM

設有雲端祈福牌位，獻供花、燈等功德
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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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台溫哥華禪學會
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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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乘佛教教育協會
7月16日	（日）	9:30AM	
建禮敬八十八佛點燈祈福法會
為消除修行之障難，以收淨罪集資之
功，本協會特於七月十六日(星期日)，
舉辦禮敬八十八佛點燈祈福法會。法會
設有消災及超薦牌位和點燈供佛，所有
費用全免。若欲布施修福者，可隨喜供
養常住。

9:30AM　禮敬八十八佛
11AM　法師開示
11:30AM　佛前大供
12PM　午齋
1:30PM	-～3PM	懺悔及拜願

地點：台灣文化中心
8859	Selkirk	Street,	Van.	

聯絡：Sally	604-773-0567
修劭法師	604-248-6176

EMAIL：	bodhiyana.ca@gmail.com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7月26日（三）2PM
專題演講「在多元文化的加拿大談我們
的台灣文化認同！？」
講師：吳權益先生，加拿大亞裔活動協

會執行總監
地點：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館		

7663	Nanaimo	St.	Van.
8月7日（一）10:30AM-3:30PM
台灣日遊園會
地點：Bobolink	Park

2510	Hoylake	Ave,Van.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館前面

8月10日（四）10AM
陳永興院長專題演講
10AM	演講
12PM	午餐
午餐後，進行問與答	
地點：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733	West	41st	Ave.,	Van.

BC省台灣青年商會
8月12日（六） - TYPEABC Re-union
9月10日（日） - Canada Labour

詳細活動時間地點，請見：

www.typeabc.ca

溫哥華台灣客家會
台加文化協會

8月12-13日	（六-日）	9:30AM	
海外客家行動灶下
為協助海外客家社團推廣客家美食料
理，聘客家美食料理專家組成客家料理
推廣展示巡講團，配合當地客家社團公
開活動，赴海外辦理巡迴講座、示範教
學2日活動，俾將客家美食料理的豐富
內涵傳授予海外鄉親及當地人士，以促
進海外客家美食料理之薪傳。

地點：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reet,	Van.	

聯絡：張麗娜	604-261-8966
余秀貞	604-599-7260
台加	604-267-0901

白鷺鷥與水牛合唱團
每週四晚上7:15PM-9:30PM
2017夏日練唱 歡迎舊雨新知
創團近21年，白鷺鷥與水牛充分享受傳
統歌謠的溫馨與台灣現代文學作品藝術
歌曲的細緻感動。新的一季，老歌新
唱，懷舊而不失新意。春風吻上我的
臉、鄧麗君組曲、玫瑰玫瑰我愛你、鳳
飛飛組曲等。歡迎舊雨新知一起來，
在合唱中享受與人一同作樂的樂趣與
友情。

指揮：華偲然　陳慧中
地點：溫哥華東寧書院

Vancouver	Formosa	Academy
5621	Killarney	Street

聯絡：egretmusic@gmail.com
604-889-1114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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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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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六）7PM
園藝：室內植物的護理及繁殖
講師：高源雄
盆栽：山槭櫸樹等雜木剪葉整姿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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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22日（六）2PM

8月5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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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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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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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astmaster Club

負責人：馬苔菱
指導：Chris	Lee
時間：7月12日、7月26日	(三）7PM

TCCS Toastmaster club will host a 
youth summer camp style toastmaster 
evening to promote public speaking 
at a young age. Anyone over 13, and 
their parents, can register with us for 
the two Wednesday evenings show-
case (7/12 & 7/26 at TCCS from 7PM 
- 9PM). 

語言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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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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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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日
9:15AM

Vancouver Look-out
North Vancouver

53 6.4 葉茂雄
604-299-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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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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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5 日
9:15AM

Mundy Lake
Coquitlam 21 7

詹元稹

604-581-6191
Parking @ Mundy Park, 1st parking from 
Hillcrest St

7 月 22 日
9:15AM

Point Arkinson
West Vancouver 34 5

葉茂雄

604-299-0496
Marine Dr. West > Beacon Lane Lighthouse 
Park Parking

7 月 29 日
9:15AM

Two-Canyon Loop (2)
North Vancouver

51 8
高騰輝

604-207-0533
#1 HWY(exit 19) > Lynn Valley Rd > Peters 
Rd.> Ecology Centre parking

8 月 5 日
9:15AM

Green Timber Trails
Surrey

10
高騰輝

604-207-0533
Nordel way E > 88 Ave. E > 140 St. N > 100 
Ave. E > Green Timber park

8 月 12 日
9:15AM

Jug Island
Port Moody

24 5.5
胡正福

604-882-8061
Ioco Rd > 1 st Ave. > Bedwell Bay Rd > Picnic 
area parking

8 月 19 日
9:15AM

Robert Burnaby Park
Burnaby

葉茂雄

604-299-0496
Canada way > Edmonds St > 4 th St. sports 
field parking

8 月 26 日
9:15AM

Four Lakes Trail, Squamish 
自備午餐事先報名

94 6
曹永通

604-421-9816
#1 Hwy exit 13 (Mathers Ave)-&gt; Taylor 
way entry 13 (Mathers Ave) 右邊教堂)

9 月 2 日
9:15AM

Buntzen Lake
Port Moody

25 10.5
葉茂雄

604-299-0496
Ioco Rd > 1 st Ave > Sunnyside Rd >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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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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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藝盆栽俱樂部：8月暫停。
身心靈：7月和8月，放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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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讓
您聽得清楚，問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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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明醫師

時間：每週二＆四	8:30AM-10AM

費用：會員$1／次；非會員$2／次

復健運動操
時間：7月15日（六）10:30AM
負責人：鄭啟曜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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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運動Exercise

高爾夫球俱樂部
時間：6月13日（二）

地點：Surrey	Golf	Course

總桿冠軍：謝瑜叢			
淨桿第一名：張米玉
淨桿第二名：張子忠																								
淨桿第三名：陳世榮																
淨桿第四名：楊明壽																					
淨桿第五名：劉坤益
LUCKY	7：楊錫隆

最近洞獎：#3.楊錫隆	
											#6	楊明壽

#13.李治泉
				#17.楊錫隆

男最遠距獎：楊明壽
女最遠距獎：黃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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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水墨班

指導：甘錦城老師　
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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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羅書宜博士	(Shuyi	Ariel	Luo,	Ph.	D.)
B.C.省認證	表達性藝術治療師
(Certified	Expressive	Arts	Therapist)
註冊表達性藝術治療師（REAT）
(Registered	Expressive	Arts	Therapist)

講座與課程名稱 預計日期 預計時間 費用

課程1.	親子表達藝術治療	(一)	(母或父+小孩)
本課程讓孩子與母或父親在治療師的引導下，當下體驗並學習
如何使用表達性藝術治療於家庭中。

7月06,	13,	20,	27日（四） 10:30AM-12:30PM $180

課程2.	親子表達藝術治療	(二)	(母或父+小孩)
此課程延續	親子表達藝術治療	(一)	之課程

8月10,	17,	24,	31日（四） 10:30AM-12:30PM $180

課程3.	親愛的內在小孩(一)	(給成人)
本課程將引導您與您內在的小孩進行對話與連結,	當內心的孩
子感到同情和同理心對待時，將激化您的心靈，擴大您的洞察
力和自我意識。

7月05,	12,	19,	26日（三） 10:30AM-12PM $120

課程4.	親愛的內在小孩(二)	(給成人)
延續課程	親愛的內在小孩(一)

8月09,	16,	23,	30日（三） 10:30AM-12PM $120

會心支持團體1:	婚姻愛捨離	(給成人)
給予因婚姻需要支持的人們心理支援的團體。

7月06,	13,	20,	27日（四） 2PM-3:30PM $100

會心支持團體2：情緒發洩與滋養	(給成人)
給予情緒上需要發洩與滋養的成年人。

7月04,	11,	18,	25日（二） 10:3OPM-12PM $100

會心支持團體3：情緒發洩與滋養	(青少年)
給予情緒上需要發洩與滋養的青少年。

7月04,	11,	18,	25日（二） 1:30PM-3PM $100

會心支持團體4：我有家人在監獄	(對象不限)
（歡迎任何受刑人家人來參加，您並不孤單，我們陪伴您。）

7月06,	13,	20,	27日（四） 4PM-5:30PM 免費

＊所有講座、課程與支持團之上課費用包含材料費。	
＊成人課之上課時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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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可彈性調整,	若有任何問題或需求請您與台加聯絡。

＊詳細課程內容請向台加索取,	謝謝您。

表達性藝術治療

人不是被事情所困擾，而是被看待事情的觀點給困住。華人
比較含蓄，不容易自己內在的情感直接說出來，表達性藝術
治療使用創造性、想像力及自我表達為核心的一系列多元化
藝術形式正是表達情緒和感覺之最好的形式。歡迎您暑期來
台加，給您的身、心、靈一趟靜心療癒之旅！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太陽。
那顆覺知光亮的太陽是源自於每個人的心，

它就住在每個人的心裡。



時間	:		8 月 21 日至 8月 25 日		10AM-3PM

								8 月 28 日至 9月 1日			10AM-3PM

地點	：	台灣文化中心

								8853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課程概要：華語教學速成班 .	每天四堂課

師資陣容：專業且經驗豐富的教師群

適用對象：華語初學者，可適用不同族群的初學者

年齡限制：至 12 歲 /6 歲以下需要父母之一，陪同上課

內容特點：

1.	 快速學會拼音 ,熟稔正確聲調 ,並能直接讀出。

2.	 充分的機會，聽華語、說華語。

3.	 教學在唱遊或故事活動中進行 ,	上課無冷場。

4.	 提升兒童說華語的興趣，聽華語的能力。

學費：上課一週	$250( 包含教材 )

						上課兩週	$450( 包含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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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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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自備。

繳費詢問及簡章備索，請洽：

台加辦公室 604-267-0901 或廖老師	604-266-9981

Time: Two weeks
August 21 - August 25     10AM - 3PM
August 28 - September 1  10AM - 3PM
Location: Taiwanese-Canadian Cultural Centre
8853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BC      
Learns to speak and responds to basic Mandarin/4 sessions 
per day
Recommended for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in learning basic 
Mandarin.
Suitable for beginners.
Program  includes
*Aiming at the goal of Mandarin as a second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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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instructors are experienced. They are enthusiastic, 
encouraging and responsible.
Offered to families with children under 12 years old.
Any student under age of 6 needs to be accompanied by an 
adult.
Fees: 
*One Week: $250 (materials included)
*Two Weeks: $450 (materials included)
*drop-ins: $15/class (Please call in advance to ensure 
availability)

*5% discount for families with more 

than one child registered 

(Offers not included for drop-ins)

*Refunds not available after Aug. 14th 

a week before  the program starts.

*Free of charge for the adult who 
accompanies the child during classes

*Please bring your own lunch. 

Please call TCCS at 604-267-0901 or 

Ms.  Liao  at 604-266-9981 for more 

information.

2017台加親子夏令營

2017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Family Mandarin Summer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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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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碧瑜

台加身心靈成長中心的年度是由2016年九月到2017年六月。今年榮幸有辛憶明老師及徐碧霞老師的協助，活動非常
精彩。首先我要謝謝台加提供的場所，還有台加辦公室職員的幫忙。也要感謝這一年來，所有義務教導的講師，講
座精彩又實用，讓參與的人都滿載而歸。最重要的，還是感謝所有來支持活動的每位成員。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更
有動力把活動繼續辦下去。暑假七、八月我們休息，九月再繼續。

這年度，我們辦了24個活動，參加者一共有448人次。相信抽出時間來參加活動的成員都收獲滿滿，在身心靈的路
上又邁進了一大步。明年，讓我們繼續努力，繼續往更健康、更快樂的目標走去。人的健康與快樂都掌握在自己的
手中。多參加活動、多學習、多付諸行動後，就會結出豐碩的果實，那是不言可喻的。我們一起走罷！

身心靈加油站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健康、快樂。但我們的健康、快樂只能來自一個健康的環境所培育出來的健康的身心靈。所以我
們九月開始要增設「身心靈加油站」。希望將雷久南博士四十年來在身心靈研究的資訊，介紹給大家，一同學習、
分享。	雷久南博士的一生就是奉獻在提升人類身心靈健康的追求上。下面是雷博士的簡介：

雷久南博士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化學博士學位；曾在德州大學安德森醫院癌症做研究十年。因覺得西方醫學治療癌
症有限，她辭去工作，前往印度、尼伯爾，尋求新的癌症醫術及心靈的療法。她結合中、西方的養生之道，完成了
身心靈整體健康理論體系之後，致力推廣生機飲食及有機農耕，教導一般人如何以各種最自然的方式，在日常生活
中解除壓力、調整情緒、認識天然健康的食物。她也教大家學習從能量觀看整體健康。她對於環境尤其關心；她的
願望是：為人類、環境、地球的整體健康，播灑無以數計的種子，開創宇宙生命零污染的二十一世紀。

張鍾玲老師這十幾年來，不斷地前往加州，為的去上雷博士的課。她願意在「身心靈健康加油站」將她所學到的東
西跟我們分享。希望我們也走向「愛自己、愛環境、愛他人」的路。

你不可不知的「體內環保」

時間：9月12目（二）10AM	-	12PM
講師：張鍾玲老師
主持：蕭如娟女士
一講到健康，通常大家會想到吃什麼、會得到健康？這一次我們用個不同的角度來思考。不吃什麼會更健康？避免
用什麼會更健康？先停止使用一些有害身體的食物及清潔用品，讓身體有機會修復，再來補充營養，才能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張老師除了教我們如何閱讀標籤，排除對我們有傷害的食物及用品外，還會教導大家如何利用種子發
芽，來增加我們食物的營養。請大家一起來做體內環保－學習照顧自己及家人的同時，也關心我們的地球。

在你無怨無悔、心甘情願地付出時，你會得到更多，你會覺得生命更加豐盛、生活過得更有意義；同時，你

也會產生一種自信：深信在你需要時，也會有人伸出援手。這是做志工很微妙的收穫。如何著手呢？只要願

意，上天就會給你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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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齡中心
Golden Age Centre

金齡中心 ·

金齡日活動
10:00AM	-11:00AM	肢體律動-蔡雅玲老師	或

平甩功太極拳-劉仲明醫師

11:00AM	-12:00PM	歡樂歌唱-英秀青老師

1:00PM	-	3:00PM	專題演講/	影片欣賞

*	65	歲以上金齡長輩會員免費

*	65	歲以下單日$	3	/會員全年	$50	/	非會員全年	$	100

*	午餐$4	(如欲用餐，請於1天前先預訂，以便準備餐點)

文學劇集欣賞-曾經

曾經有個年代，不懂得攻擊謾罵；
曾經有個年代，只是寬容與愛… 

讓我們回味曾經吧…!

「曾經」改編自小說家愛亞的同名小說，是一齣精緻的文學
戲劇，全劇以仿電影手法單機攝製完成，運鏡優美。本劇描
述發生在我們生活上的一段小故事，沒有煽人的情節、沒有
劇烈的情節起伏，但卻通篇洋溢著愛與寬容的溫馨。每一個
人都能從「曾經」裡面找到或多或少的共通經驗，那可能發
生在生活上、情感上、經驗上喚起我們塵封於記憶、屬於
個人的「曾經」故事。

劇情主要描寫著女主角李芳儒從小學到中年間的成長故事，
同時也描述李芳儒與三位男主角邱志維、邱志紹與黎平石的
複雜感情。除此之外，作者藉由主角成長同時發生的時事，
與主角隨著年齡，身心所造成的轉變互相輝映，讓整篇作品
有股歲月流逝的淡淡滄桑感。本劇曾榮獲「金鐘獎」戲劇節
目連續劇獎與音效獎。

台加會員 夏日出航
Vancouver Harbor & Indian Arm Lunch Cruise

時間：8月13日（二）	11:00AM-3:00PM	（10:30AM起登船）	
集合地點：501	Denman	Street,	Vancouver
費用：$75
報名：台加辦公室604-267-0901	
										額滿為止，欲報從速!

發現溫哥華內灣Indian	Arm海岸水域自然之美
享用海灣公主號新鮮豐盛自助午餐
從溫哥華港	Barrad水灣		一路深入到Indian峽灣	
欣賞海灣全景	尋訪蒼翠山林與野生動物

全長十八公里，猶如溫哥華市的後院，從市中心美麗的海灣
出發，行經Silver瀑布，進入上個冰河時期形成的峽灣，緊
貼著海岸山脈繼續往北深入Indian	Arm。沿途或有機見到
Seal海豹、Eagle老鷹、Heron蒼鷺、甚至Black	Bear黑熊蹤
跡。這個區域曾一度被冰河覆蓋，而今留下引人注目的壯麗
山景。全程四小時，讓您一刻不停止的享受大自然的震撼與
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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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藝廊
TCCS Art Gallery

· 台加藝廊

我的抽象世界
My Abstract World 藍玉梅 Michelle Lan

藍玉梅繪畫創作以印象及抽象的表現為主。年輕時畫中國山水 , 書法及攝影。
住溫哥華 25 年，深受西方文化的薰陶。更愛上了油畫色彩的豐富，在筆觸上表現瀟灑自如。
閒雲野鶴的日子中，更同時愛上了瓷版畫及寫作創作。
她的瓷版畫有著與眾不同的瀟灑意境。
此次展出以 " 我的抽象世界 " 為主題～
豐富的色彩代表她的情緒。變化的形體代表她的轉變。
而整體訴說是延伸自己藝術的空間。

“My Abstract World”

Color is my emotion

Body is my relation

Space is muy continuation

Michelle creates her art using impressionism with abstract performance.
When she was young, painting Chinese landscapes was her first focus and more
recently she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painting styles
while living in Vancouver for 25 years.
While she fell in love with the rich color of oil painting, 
she loves to create porcelain paintings and dream about her writing life.
Her porcelain creations show very different moods, tones and touches 

with different expressions from traditional porcelain art. 

展出日：01/07/2017	-	27/07/2017
公開茶會：09/07/2017	Sunday	1-4	pm

台加文化協會
Taiwanese Canadaian Culural Society

Tel: 604-2670901

藍玉梅：778-6899092
Email: michellelan.gallery@gmail.com

website: michellel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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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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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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新貨到。歡迎蒞臨選購!
【養生露】一瓶擁有高濃度元氣、茶香蜜甜的養生露。是複方
多醣體的養生飲品，萃取自菇蕈類、有益細菌、真菌類之「β-
葡聚醣」。這種獨特的自然物質，只能用自然的方式製造，用
來自土地的精華來補充耗損的體力。

§七月份特價§
珊瑚藻 兩包特價$14 (單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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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yesnaturalgoods.ca

【有機五穀粉】
選用有機糙米、有
機黑糯米、有機蕎
麥仁、有機燕麥，
和有機紅薏仁，搭
配有機黑豆，製成
健康營養的里仁有
機五穀粉。

【芝心寶靈芝飲】
精選珍貴靈芝菌
種，採用現代生物
科技醱酵，醞釀出
優質食材精華，滋
強補身。可以提
供防護溫和滋補
飲品。

七月份悅意生活館與妙法基金會協辦「全家健康我做煮」
講座，歡迎舊雨新知一同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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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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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要運動啦!
醫生說：每周至少五天，
30分鐘運動做到
微微出汗
˙可調整緊度，可偵測
卡路里、心跳、里程和時間。

˙可輕易折合收藏，完全不
佔空間。

X型
健身車

New!

YN-158
*不含稅、運

犧牲品
$999.99*

˙該有的按摩功能都有
歡迎帶爸爸現場
實際試用，滿意再買！

每店

只限2台

•不受時空限制，隨時可用•不止用於肩頸，其他部位亦可•母親節最暢銷機種

讓爸爸隨時隨地
享受按摩

充電一次使用30分

獨創臂套輕鬆給力

充電式揉肩帶

保用 3 年

犧牲品
$699*

•高登員工試過之後，大多
數人都買了，可見它有
多好用

•氣囊按摩+腳底滾輪
+腳跟指壓，超棒！

爸爸腰酸背痛有救了！
場效應按摩儀
利用低周波
消除全身
疼痛

超迷你按摩儀
比打火機還小

•充電式，隨處可用
• 8種手法效果
驚人

•歡迎試用

*不含稅、運 YN-888A

YN-803-2

高級揉背機
肩部兩隻滾輪
背部四隻滾輪
座墊振動按摩

運動，非常重要!
最新電動手足機
由內建馬達帶動手
或腳，增加靈活度，
可定時，計算匝數！

最新可按腳跟
一推出，即轟動！

金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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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N-5106

全身氣囊
最新科技3D
立體花紋皮革

腳底反射神經

零重力姿勢

腳底滾輪

好禮

甩脂板

瘋狂甩脂機
辦公
按摩椅

4選1

$199

$148

$88

$99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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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加拿大建國150周年
全店免稅三折起！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288
只要

各店限3台

電動瑜伽球

保用 5 年

一樣保用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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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A
High School

VANCOUVER FORMOSA ACADEMY  
5621 Killarney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5R 3W4 
 Telephone: (604) 436-2332  ♦♦  Email: info@vfa.bc.ca 

♦ Certified by B.C. Ministry of Education  ♦ Grade 7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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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建橋樑  邁向成功 BUILDING BRIDGES TO SUCCESS                                                                     SINCE 1989 

 現接受 9 月/明年 1 月 入學的申請 

溫哥華 VFA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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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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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g 榮獲 美國排名前
50 大 Denison University

４年全額獎學金

Alice 榮獲 美國俄勒岡 
州立大學入學獎學金     

校友 Doris 於 2012 年 
獲頒加拿大總督學業勳章  
(Governor General’s 
Academic Medal) 

Ever 榮獲 BC 省教育廳頒發
省考成績優異獎學金, 並錄取

University of B.C. 科學學院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i¥118;j8 : 778-998-3831 ( 1J , � , 1J ) 
Email: esther.lin@imi-luzern.com I www.imi-luzern.com

Line: tlin380



珍貴的禮物

泰雅編織 ,口簧琴與馘首笛

感謝林克忠先生，特別拜託南澳的泰雅朋友為台加文化

中心製作一套口簧琴及馘首笛。這套口簧琴共 6支，分
別是竹口琴，1~5簧口簧琴，這正好完整地呈現了泰雅
族人的生命歷程。

根據對口簧琴有深入研究的江明清牧師說，在傳統泰雅

社會裡，每個不同的年紀或人生階段，所使用的口簧琴

是有限制的，不可混淆。兒童時期僅能使用單簧的口簧

琴，青少年方可使用二簧，身為父母，祖父母及曾祖父

母才有資格使用三簧，四簧及五簧。也正因為唯有身為

曾祖父母方有資格吹奏五簧口簧琴，因此五簧口簧琴是

被稱為[長者的口簧琴]，是為了對長者的尊敬。當然，

如今的泰雅部落對這些 gaga規定已經有鬆脫情形了。
馘首笛看似一般，可是在以前的社會裡是屬於限制很多

的樂器，唯有出草成功要回部落的勇士，可以在靠近

部落時吹奏此樂器，而且小孩與女子均不得吹奏。在出

草行為不再後，就已經不再吹奏此笛，取而代之的是較

短，限制也少的笛子。

這些泰雅文物將長期展示在台灣文化中心的文創室供大

家認識與欣賞。感謝林克忠先生慨然捐贈這些台灣原住

民的文化珍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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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