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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對溫哥華台僑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份，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剛慶祝50
週年; 同一年在1991創立的溫哥華台灣同鄉松齡會與台加文化協會，今

年也都慶祝25週年; 加上白鷺鷥合唱團今年也要慶祝20歲。英文有一個

字“Milestone”，這是台僑移民在溫哥華歷史的一個里程碑， 許多值得

紀念與感恩的故事，值得和社區分享。

正在籌備台加文化協會二十五週年慶之際，也在計劃今秋邀同鄉會與松齡

會一起來舉行一個歷史回顧展的同時，正巧 The Pacific Canada Heritage 
Centre (PCHC)- Museum of Migration Society 邀請前往 UBC 總圖書

館 Irving K. Barber Learning Centre，參觀由 Dr. Wally Chung 親自導覽

的“Chung Collection”。這是一個意外且充滿知性與感性的激勵人心與啟

發靈感的經驗。

全名“The Wallace B. Chung and Madeline H. Chung Collection”的展覽

室，一共珍藏逾 25,000 份珍貴的大小項目，包括文件、書籍、地圖、海

報、圖畫、相片、銀器、瓷器、模型，與其他人工製品、藝品等。可以說

自1858第一位來到 BC 的華人與 1861 第一位出生在 BC 的華人之後，一

百五十年來華人在 BC 的移民史，自 Dr. Chung 夫婦於1999年將其收藏

捐給 UBC 之後，這許多罕見珍貴的歷史資料遺物，被以相當清晰完整的

脈絡收藏整理，不僅成為認識研究分析華人 BC 移民史的最重要依據與資

料，提供校園內學術研究，也開放一般社會大眾參觀。

我們知道台灣第一位女西醫蔡阿信，也是第一位來到溫哥華的台灣人。台

灣人在溫哥華、在 BC 的歷史應該就是從她開始的。蔡阿信醫師是在逾七

十年前的二戰中來到溫哥華，與華人在 BC 的歷史相比，是相對的短。雖

然今天我們還有許多人當年曾在溫哥華與蔡阿信醫師相識相熟，但是不知

道還有多少和蔡阿信醫師相關的資料、照片與故事，被記錄與保留下來?! 

當聽到 Dr. Chung 說「我們將所有收藏捐給 UBC，就是希望讓更多人有機

會認識了解，並感念那些在他們之前來到這裡的人，所曾面對的掙扎奮鬥

與安身立命在加拿大之後的喜悅。」心中馬上有一個感動，讓我們珍惜前

人走過的路，就從同鄉會、松齡會、台加文化協會開始，還有更多的台僑

社團、機構，台灣商會、客家會、東寧書院、加西台灣藝術家協會、中文

僑校、宗教團體… 甚至個人、家族，大家都以記錄歷史的心情，點滴來收

集、整理、保存台灣人在溫哥華、在 BC 的生活、求學、工作、創業，以

及各行各業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投入、影響與貢獻。

在慶祝台灣社區在溫哥華逾半世紀的移民路時，看見 PCHC-MoM 加太承

傳中心暨移民博物館協會舉辦各種集結各族裔移民故事與事蹟的活動，且

積極在籌備成立加西移民博物館之際，以感恩的心情，期勉台加月刊更用

心記述台灣移民的所見所感，以及與新故鄉文化價值共生共榮的經驗。

邀大家一起許一個心願:

讓台灣移民的故事與經歷，不會在加拿大移民史中留白。



3品牌台灣 ·

品牌台灣的主要精神在於彰顯台灣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精彩生

活型態，而文化藝術是人民文明與審美觀點的表徵，也是呈現

台灣品牌的重要元素。本文介紹台灣表演藝術的經典品牌—無

垢舞蹈劇場。

無垢舞蹈劇場是由編舞家林麗珍老師領導、創立的舞團，取名

「無垢」，象徵完美無瑕、晶瑩剔透之意，有別於其他表演團

體，特別強調內在精神的力量。其訓練舞者身體的六字訣「靜、

定、鬆、沉、緩、勁」包含修身與養心的道理，在練舞之初，

學習技術之前，就要「靜心」與「專注」。靜心與專注能讓舞

者認識並準備好自己的身體，接著進入心靈深處，最後找到「自

我」，如此才能邁向「動如不動、不動如動」的境界。就在動

靜之間，身、心、靈結為一體，能達到收放自如之效，舉手投

足間可產生巨大的物理與化學雙重能量，一切心靈交會、集體

感動於焉而生。

林麗珍的創作完全源自於對台灣常民文化的觀察與對大自然神

靈的情感，她擁有大膽嘗試的實驗精神，認為創作是透過心、

耳、口、鼻、眼的敏感度，將所見、所聞、所學及體驗轉化為

舞碼作品。創作過程中，敏感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在很

細微的感覺差別中，創出無限大的感動並轉化為肢體的能量傳

遞給觀眾，最後讓表演現場周邊所有的空間，浸淫在美的氛圍

中，這個氛圍就是林麗珍要讓大家享受的藝術世界。

品牌台灣 
- 以無垢舞蹈劇場
「天、地、人三部曲」為例
文 / 陳郁秀

【國家品牌】

獻香	金成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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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珍以「十年磨一劍」的功夫，在十五

年中孕育三部作品，在這漫長的光陰中為

的是「等待」；等待機緣、等待舞者身體

成熟、等待生活中遇見的靈光與蛛絲馬

跡、等待腦中圖像的自然完成，而在等待

過程中，也讓觀眾看到「無垢」的成長。

引火
	

金成財攝攝

花神祭

	

李銘訓攝

冬枯	陳點墨攝

春芽

	

李銘訓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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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曲《醮》是以台灣廟會中作醮的科儀為創作核心內容，第二部曲《花神季》以台灣自然與人文

的生命時序為主題，而《觀》則表達了人類對自我、慾望和土地的集體記憶，在大地靈魂的神話裡，

延續林麗珍始終關懷的主題（對天地神靈的崇敬、對土地與自然的深情、與對生命輪迴的感動）之

終章創作。這三部曲是林老師禮敬神鬼，「天、地、人」系列之宏大鉅作，也詮釋了台灣子民看待

生命的態度，深刻地表達了「原鄉時尚」的台灣，是「台灣品牌」的最佳代表。

花神祭	 與四季萬物共舞	 王錦河攝

引路 	金成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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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燈	金成財攝

觀 金成財攝	

遙想	陳點墨攝

觀



7認識溫哥華 ·

如果你步行於新西敏市 (New Westminster) 的菲沙河畔，你
可同時看到各種漁船、遊艇、散裝貨輪 (bulk carrier)、高架
起重機貨輪 (gantry ship)、貨櫃輪 (container ship)、貨車
貨輪 (ro ro)、拖船 (tractor tug)、平底貨輪 (barge)。

蘭菲溪 (Renfrew Ravine) 為本拿比湖 (Burnaby Lake) 重要
水源靜溪 (Still Creek) 的源頭，是溫哥華市五十多條消失的
溪流中，僅存的少數珍貴的溪流之一。九月 17日月亮節，
Green Club也將沿著蘭菲溪畔步道，解說這些都市中的溪流
都到那裡去了 ?	它對自然的野生動植物有何影響 ?	

森林對大自然的功能就像大塊海棉，它能吸收大量的雨水，

於乾燥季節再慢慢釋出水分。它能減少洪水氾濫、水土流失。

它也能吸收礦物質與化學物質，減少汙染，淨化水質。許多

種動植物都依賴著它的營養，快樂地生活著。

每年 9月最後一個星期日，聯合國訂為世界河川日 (Rivers 
Day)。河川日最早源起於 1980年，是加拿大卑詩省的地方
性河川保育活動。初期只是淨灘、關心河川生態。爾後由於

參與活動者快速增加，漸漸擴大到全國，甚至於全世界。

藉由詳細的自然歷史解說，將可瞭解自然界不僅供應我們清

新的空氣、潔淨的水源、健康的食物、醫藥與庇護，也提供

我們創造發明的靈感。同時學習到珍貴的水源保護、水庫的

環境衝擊、鮭魚的回游孵育、生物多樣的益處，以及健康的

河川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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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保護菲沙河 (Fraser River) 的漁業資源與生態環境，今
年加拿大聯邦漁業海洋部採取非常措施，禁止在菲沙河下游

進行任何鮭魚 (salmon) 休閒釣魚活動。原本紅鮭魚的洄游
數量估計有 227萬條，目前竟然只有 85萬條。

今年紅鮭魚的洄游數目，可能是 1893年以來最少的一年，
最近 60年來紅鮭魚的洄游數量平均為 365萬條。紅鮭魚通
常每四年洄游產卵一次，今年嚴格地保護菲沙河的漁業資

源，是為了保護爾後 4年、40年、400年的同一群紅鮭魚族
群。

菲沙河是全世界鮭魚產量最多的河流，包括六種鮭魚與一種

鱒魚。每年至少有 400萬尾紅鮭魚洄遊菲沙河產卵，隔年有
將近三億尾小鮭魚遊至河口地區。河口的水草、水道、樹林

溼地，小鮭魚可捕食豐富的食物。

然而，它目前正遭受最大的威脅，其中包括來自人們急速發

展的威脅。更多的土地開發，代表著更多鮭魚棲息溪流的消

失。大量能源的消耗，產生過多溫室氣體的排放，導致河川

與海洋溫度急遽上升，自然生態與食物鏈的改變，鮭魚生存

數目日益減少。

菲沙河口三角洲除了每年冬天飛來數萬隻多種渡冬的水鳥

外，可以在三、四月間發現來此捕食小魚的川秋沙鴨。每年

七、八月間，有不少流刺網魚船，在此捕抓成千上萬洄遊的

紅鮭魚。

九月 24日的菲沙河節慶，Green Club將沿著菲沙河濱步道，
解說菲沙河的自然演變、鮭魚的棲息與危機、原住民的文化、

西門菲沙的探險記、淘金者的艱辛、拓荒者的生活、菲沙河

口的特殊地位、鮭魚罐頭工廠、百年鱘魚的生態、河道疏浚，

以及菲沙河的加拿大航運。

菲沙河的生態保育
圖文 / 林聖哲



8 · 認識台灣

近秋了，台灣依舊熱乎乎。離各都市最近的郊區溪谷湖泊，

是大眾的夏日避暑勝地。

燠熱 ...，躲在溪谷深處，陽光穿透樹林，撩撥水流，幻化琉

璃珠滾動。這樣靜靜地瞧，就像從前有個小孩趴在地面瞄準

彈珠。

水中央奔流的每一道水線，都是琴弦，彈珠飛挑，汀瀅聲聲

淙淙入耳。被洗滌過的心，清涼安靜。迎向外面躁動的世界，

不怕不驚。

清涼一夏
圖文 / 張幼雯

【鏡頭下的故鄉】



9多元文化訊息 ·

日本對中國幅員廣大的資源，從明治維新之後就持續覬覦，

1931年「九一八事件」侵占東北，開始了日本蠶食鯨吞的野
心與陰謀。1937年的「七七事變」，全面引發抗日戰爭，這
之間的辛酸血淚、悲情慘事，日本軍閥的戰爭暴行，令人髮

指、人神共憤。

2013年，台北華山文化中心曾作了一次抗日戰爭的新聞照片
展覽，很多一手資訊得以回顧。即使僅僅展示影像與簡單文

字說明，這樣的克難意志，也著實讓我燃起相當的愛國情操。

	圖說 (L) 1943.3 全身偽裝的中國士兵 , 腳著草鞋	
(R) 1944.9.30 中國駐印第一軍長孫立人拜訪美軍工兵司令部
雷多公路總指揮匹克將軍。雖然孫有長靴，軍長褲的右膝也

是補丁過

	圖說（右）：真實的空戰攝影，一架美軍轟炸機，對日艦

投彈後拉起飛離。看得到海面上機砲掃射與彈著煙硝！

	二戰時 去到中國協助護理的美國妞

美國國家二戰紀念館
這回走在紐奧良街上，「Road to Tokyo」的宣傳看板，隨處
可及，我當下以為是一部新電影的廣告。同行女伴的研討會

正巧在「二戰博物館」辦了一個晚宴，她告訴我大廳中懸掛

著各式二戰空軍戰機時，進一步了解，才知道這是一個頗負

盛名的國家級博物館、以軍事主軸來陳述二戰的歷史，於是

安排了一天直接去親身“考察”一番。

（左）Road-to-Toyko的廣告，隨處可見 	
（右）大廳展示飛機，也可舉辦餐會

比較精心製作的博物館，泰半都會提供視聽饗宴的劇院，將

特殊主題以聲光娛樂的方式，讓觀眾來一個心靈震撼、加深

印象。Solomon Victory Theater這個劇院提供了一場 4D級
的 Beyond All Boundaries〔超越國界〕大戲，片長 35分鐘。
因為這算是主場戲碼，先登記排了位子，以免後來人多而向

隅；這是我非常建議的博

館安排。

	超炫 4D電影，將世界
大戰於劇院中揮灑

紐澳良 美國二次大戰 國家博物館
圖文：wild BLUE Bear，偕同攝影：Tiger-0-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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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戲碼還非常講究，排隊進入後，先來到一個幻燈前廳，

用系列的珍貴老照片給觀眾一個前提介紹，然後才進入放映

大廳。銀幕的巨像達到 120呎 (不是 "吋 "喔 )，有時可以
用分割的方式，將一段故事提供更多佐證、清楚表達。

座椅上安裝了超低重音震動器，每當坦克壓陣、砲聲落地轟

隆、直升機逼近，都會從坐椅啟動給觀眾一個實際震撼。叢

林中的水氣、寒冬降雪，也都有模擬方式出現於實體環境中。

當故事帶到轟炸敵軍城鎮時，一架空中堡壘轟炸機的前艙從

屋頂緩緩降下，與整個銀幕上顯現的戰鬥機群融為一氣，讓

老舊影片因為實體模型的出現，更顯逼真，將歷史與實境融

入一起，帶給觀眾一場的超現實饗宴。

攻進東京的勝利之路
於 2015年 12月 12日開幕的「Road to Tokyo」專題展覽，
應該更吸引我們中國遊客的關注，從祖輩級甚而父母親都直

接、間接有接觸到各種親身經驗的傳述，更是歷史課堂中重

要章節。這回可以從“美國人”的角度來回顧這段歷史，是

非常難得的一種經驗。

	老美的看法：亞洲盟國核心圈、對抗日本軍國

美國因為珍珠港事件，從後勤供應者的角色，被野心的日本

偷襲後、轉為積極的合眾國領導角色，讓他全面應對軸心國

來作戰。這個，「Road to Tokyo」將美國從被襲、備戰、
一路到來。這是美國有史以來，首次遇到的嚴重課題：動員

全國工業的產能與創新、確保海空航線安全暢通、推演登陸

計畫、部隊與後勤千里以上的調動。「殺向東京去的勝利」

完整敘述了美國在這太平洋戰役中，所扮演的特殊性與巨大

犧牲。

	美軍大兵戰鬥配備 

	日軍單兵戰鬥配備

其中不少展示窗，肩並肩的比對美軍與軸心國亞洲日軍及歐

洲德軍裝備分析。光是一個手榴彈，設計的差異，直接影響

戰術的運作；德式手榴彈多了一個木棒，添長了一個旋轉力

矩，相對增加了投擲距離，因而短接長攻的作戰會影響步兵

攻守的策略。服裝上的差異也會因為天候，影響到士兵們的

行動能力；美軍的棉質軍裝、於溫熱帶地區舒適，德軍的皮

衣能夠禦寒，美國軍靴遇水即潮，在東南亞作戰、雙足的腳

氣病、大大影響健康，日軍草鞋就很容易排水乾燥，相對就

沒有腳病問題。

	多了一個柄 還真能丟得更遠呵

從觀賞史實展示，進一步了解戰爭的可懼事實。尤其在日本

投降前一年，盟軍不斷轟炸其本土的交通設施、生產工廠，

冀望以直搗黃龍，在其後院放火的威脅，動搖日軍外地的戰

爭信心。沒想到殖民侵略的本性、軍閥的殘忍死鬥，繼續與

反攻部隊糾纏不已。最後，兩顆原子彈，剃頭式的毀滅性清

掃，終於使日本天皇下昭、無條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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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戰爭末期，美軍持續轟炸日本城市 勝利在即

	雖然日本國土受創嚴重，軍閥仍信誓死戰，自己引來最嚴

厲的酷刑 -- 原子彈橫掃

歷史是一項非常值得省思回顧，並作為前瞻計畫的重要參

考，無論政要人物、富商巨賈都會沿用這些珍貴資訊做為策

略方針。我們生活作息依舊可以仰仗這些前人經驗，作為依

據來應用於人生處事。二次大戰，是人類有史來的最大戰事，

我很欣慰能在各種角度下，來參酌美國人立場下的戰爭省

思，也絕對建議有機會去到紐奧良，參觀這所經典戰爭博物

館的典藏與後世觀察。

	逼真的畫面 ( 角度剛好 )

	日軍野砲防禦陣地

	這艘紐奧良工廠發明製造的登陸艇，是 D-day的致勝關
鍵，因此博物館落址於 New Orleans

更多影像，請參考臉書專頁，連結如下：http://bit.
ly/29TjD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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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溫哥華，依然是陽光普照的時候居多，雖然偶爾會有

成群南飛的征雁劃過湛藍的長空，空氣中也充滿絲絲的涼

意。

清早的路上，雖然車子還不算多，卻也有三三兩兩的人們趕

著上早班。我踏著零散的落楓，帶著愉悅的心情，來到醫院

後，發現平時都是姍姍來遲的電梯，已經張著大口地在那兒

等著我。讓我深感意外，也有受寵若驚的喜悅。

上了十六樓，只見整個安寧病房有兩位護理師在護理站忙著

處理文件，另外還有一位正推著工作車往病房走去。因為周

遭一切都是靜悄悄地，工作車輪子滾動的轆轆聲就聽得格外

清晰、響亮。我做好例行準備工作之後，就著手開始今天的

工作。

照例，我先到擺放著一周來往生病人名卡的紀念牌位去，為

他們祝禱，也感恩他們讓我有學習與陪伴的機會。在十來張

卡片當中，我很快發現了那個「怪姓」。

啊，陶德(非真名)走了！一個星期之前，他看來還不錯的，

卻還是這麼快就離開了。雖然明知末期病人的病情常會有很

突然的變化，而且死亡也是無可規避的宿命，我心裡還是泛

起陣陣的哀傷與失落。在心中默默地為他祝禱的同時，我回

想起和他結緣的情景。

那天看到了這十幾個字母中只有一個母音的「怪姓」之後，

因為好奇心的驅使，我就第一個去探訪這位住在 230 病房的

男性病人。根據資料，八十來歲的他罹患的是末期的胰臟癌。

輕輕敲了兩下門框，半掩的房門後面傳來微弱的「請進」聲。

推門入內，看到坐在床上的病人正在享用早餐。我先自我介

紹，再為干擾他吃早餐而道歉，並提議等一下他吃完再過來。

老先生雖然衰弱，卻仍掩不住他親切的笑容。只見他急急搖

手，把嘴裡的食物吞下之後，連忙說：「要是你不介意的話，

我可以邊吃邊與你聊聊。說不定等一下我就累得需要休息；

那我們豈不是就失去交談的機會了？」說的也是，於是我拉

了把椅子，坐到他床邊去。

操著帶著輕微東歐口音的流利英語，他告訴我他來自波蘭，

大學畢業之後，來卑詩大學念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之後，

就留了下來；十多年前從大學教職退休。

我心想著：原來來自波蘭，那自然就解開了「怪姓」的謎，

同時順勢地試著稱呼他「Professor…｣之後就不知道該如

何念那個「怪姓」。他笑著告訴我「怪姓」的念法，不過，

要我叫他陶德 -那是他也是很長的名字的頭三個字母，講英

語的容易念得出。客隨主便，我便以之相稱。

他談話的興致很高，也顯出他待人的真誠。他先想知道我來

安寧病房當志工的動機，又問起我家庭的狀況，以及退休前

從事的工作。他告訴我他學的是物理，幾十年前，曾為本地

某大學開創地球物理學系。因為個性與興趣的關係，對於萬

事萬物都相當好奇，喜歡追根究底；凡事也都要找到答案、

探得真相才感滿意。

「這真是科學家的本性！」我心裡這麼想著，就隨口說：「那

你一生之中，想必找到了許多平常人認為理所當然、而沒去

探究的真相囉！」

他笑著回答說：「也許吧！不過，那頂多也是些雞毛蒜皮的

事物而已；沒什麼了不起之處。」真是謙虛的學者風範！我

暗中佩服著。

接著，他突然說：「現在，我已入住安寧病房；我知道我的

時日已然不多。」雖然我常希望有機會為病人的瀕臨死亡做

些什麼，卻從不敢開口，而只能伺機而動。

【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

死又何懼 ?！
文 /許建立

“陪伴，在離別前”一書收集了一些曾在台加月刊發表與許多未曾發表過的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書中將作者在安

寧病房所見種種，分門別類；希望讀者可以從裡面學得一些書本或學校從不曾教過的功課。

本書作者許建立應邀將於今年台灣文化節分享加拿大與台灣安寧照護的情形，與他從事安寧病房志工工作的體驗。

屆時，“陪伴，在離別前”也將當場義賣，每本 $15；如果需要，他也可以為購書者簽名。所有書款均將捐贈羅

東聖母醫院的安寧基金。分享時間：九月 3日 (星期六 )2:00 - 3:00pm，地點：溫哥華 Granville Street (Robson 
Street 與 Smithe Street 之間 )。 

文化節之後，若有意贊助購買該書者，請前往台加文化協會 (TCCS - 8853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 ，或亞裔活

動協會 (ACSEA - 103-618 East Kent Avenue South, Vancouver) 冾購。所得款項亦將全數匯至羅東聖母醫院。

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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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陶德主動談起他的病情，我卻有些猶豫：對著這個科學

學者，我能說什麼呢？我靜靜地等待他接下去。

「但是，我對於死卻絲毫不感到害怕！」說得有如斬釘絕鐵

般地肯定。

通常一般人，因為對於家人與世物的眷戀、對於死前身心可

能受到的煎熬的害怕、以及對於死後世界未知的恐懼等等，

對死亡常常有很多畏懼之心。「對於死絲毫不感到害怕」者，

大多是宗教信仰極深的人。他們對於人、事、物的留戀不多，

對於痛苦甚至也甘之若飴，而且更重要的，他們心中已經篤

信死後的去處，因此，可以安然準備、靜等時日的到來。

想到這，我自以為是地說：「喔，那是因為你知道死後你就

要回到天父那兒的緣故？」陶德來自人民大多篤信基督的波

蘭，我心想這個臆測，應該是八九不離十才對。

哪知，聽了我這麼說，他哈哈大笑地否認說：他不信任何宗

教。「那你是唯物論者囉？」我不假思索地回應著。想不到，

他仍然笑著說：「你又錯了！」接著，他正色地解釋說：他

不認為有個萬能的神創造了宇宙萬物，不過，他相信精神體

的存在，更相信人死了並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

他的想法與佛教的說法雷同，讓我有遇到知音般地開心。想

著、想著，我微笑著等他繼續下去，而沒有回答。顯然，他

誤解了我的沉默；只聽得他說：「你覺得這兩者互相矛盾

嗎？」我急忙由冥想中醒了過來，告訴他：我信佛教，因此，

我完全可以了解他的說法。聽我這麼說，他先是怔了一下，

緊接著說：「是嗎？那的確是巧合。其實，我不懂佛教；對

於我自己這個想法，我也沒有認真去研究過；只不過就有這

種直覺罷了！」馬上又接著說：「很可惜，我大概沒有機會

去研究佛教了。」說完，嘆了一口氣。

我安慰他說：「研究不研究佛教，大概不是最重要的。主要

是你要秉持你的信念，跟著它走，就對了。」接著，我還是

回到他先前掀開的主題：「那你為什麼不怕死亡呢？難道你

已知道死後是什麼樣的世界？」

我問得嚴肅，想不到他答得輕鬆：「你忘了我是個打破沙鍋

問到底的科學家了？」我沒忘，但是卻沒能把這兩件事連接

上。

看我滿臉狐疑，陶德耐心地為我解釋道：「大多數人之不敢

面對死亡，是因為他們對於死後世界的未知充滿恐懼感。人

常是這樣的；不喜歡不確定、或未知的事物。但是，為我來

說，這正是讓我親自去經驗、而好好探索個究竟的好機會，

不是嗎？為什麼我要害怕？你覺得？」

好一番動人的理論！我聽得入神了，同時，心中對他更是充

滿了敬意。

那天的探訪，就在我們握手、互相祝福聲中結束。想不到，

這也是我唯一與他的一次互動。

看著寫了他「怪姓」的卡片，我深信陶德現在必定是遂其所

願，正在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探究一般人所畏懼不前的那個未

知世界的。這麼想著，我一面感恩陶德給我的教導，一面更

祝福他探險愉快！ (2014/10/01)

By Louise Lee Hsiu 李秀

1. 人類幸福是否可能？

人類幸福有可能嗎？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 (1856－
1939) 早就給了明確答案《不可能》。怎麼辦？我們不過

是人而已，就接受這一事實吧。

法國作家布德萊爾(1821-1867)說出了人們所能做的一切：

「是自我陶醉的時候了，不想把所有時間花費在接受苦難的

折磨，我們應該不停地自我陶醉，用酒，用詩或道德，以及

你所能作的事物。」

Is Human Happiness Possible?

Austrian neurologist, Sigmund Freud (1856－1939), who 
became known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psychoanalysis, 
had a clear answer – it is impossible. What should we do? 
We are a weak group of people if we accept this belief! 

Thus, French writer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said that we can do only one thing. “It is a time of self-
satisfaction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accept that suffering 
has to happen all the time. We should try to stay cheerful 
by celebrating something, such as wine, poetry or morals, 
or whatever you like.” 

2. 我一無所知，我甚麼都不是

真正謙虛不會認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因此能夠向他人開放

自己。智者必然謙虛，當西方人一聽到偉大東方學者或修行

者說：「我一無所知，我甚麼都不是。」往往會感到驚訝，

而認為是一種虛假，或詭異的文化現象。事實上，這些智者

的謙虛並不是搞不清學問和知識，而是在學習中了解自己還

有很多需要學習。 

I Know Nothing. I Am Nothing.

The sincerely humble person does not consider themselves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thus he can open his mind to 
accept others’ ideas. A wise man must be humble. Yet the 
Westerner is surprised by the Oriental scholar or spiritual 
practitioner who says: "I know nothing. I am nothing." 
They consider this to be a false belief, or at least a strange 
cultural style. In fact, the humbleness of the wise person 
promotes lifelong learning and knowledge. A humble 
person never stops studying because he knows he always 
has more to learn.

生活的條件
Condition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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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加拿大卑詩省的伽布約拉島上的海文學院，致力幫助

人們與自己、與他人、以及與他們的社群建立更豐盛的關

係。三十多年來，海文學院和臺灣、香港、以及中國都有

密切的連｣，今天海文在加拿大本土以及海外都有中文翻

譯的課程。

海文學院是由黃煥祥博士（Bennet Wong）以及麥基卓博
士（Jock McKeen）于 1983年成立。他們的工作方式乃
基於他們對東西方心理學以及思考方式的深入瞭解。也因

此他們開發了一系列的課程，協助人們活出更有意義，更

充實，更有效的人生。這些課程的核心理念的基礎是：自

我負責、好奇心、以及關係的互動。

當煥祥（Ben）與基卓（Jock）在1970年代第一次見面時，
他們有個別的診所，但是共用一間會客室。煥祥當時是知

名的精神科醫師，主要的工作對像是遭遇困難的青少年和

年輕人。基卓原是急診室醫師，後來追隨了自已對中醫的

濃厚興趣，當時在煥祥診所旁邊開業做中醫針灸。假以時

日，他們對自己的專業領域不斷分享個別的洞見，也瞭解

到彼此有許多共通的部分。

漸漸地，他們發現他們個別的客戶會在共用的會客室聊天：

煥祥年輕的客戶和基卓的客人	-	通常都是老一輩的人。

很快地，他們的客人開始相互邀請對方參與自己的看診時

間。他們看到在專業之間以及在客人之間的合作探索，這

樣的結果讓他們非常受到鼓舞。最後演變成煥祥和基卓主

要都是在做團體的工作，他們有時利用會客室，有時甚

至一起出遊。這是海文針對療愈以及潛能成長團體工作的

開端，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今天。當煥祥和基卓在伽布約

拉島剛成立海文學院時，他們形容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會客

室！

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海文學院尋求的是東西方學說的

整合，包括醫學、心理治療和哲學。我們多樣化的課程反

應在來此學習的人們	-	海文的學員有個人、夫妻、企業

人、年長者、青少年和孩童。海文提供一個包容的環境，

海文學院 -東西方的動態整合

The Haven - A Dynamic Blend of East and West

The Haven on Gabriola Island, BC, is dedicated to helping 
people build richer relationships with themselves, with others 
and in their communities. For more than 30 years, The Haven 
has had strong connections with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and today offers programs with Mandarin translation 
both in Canada and abroad.

The Haven was founded in 1983 by Drs Bennet Wong and 
Jock McKeen. The approach they brought to their work 
was based in their deep understanding of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styles of psychology and thought. It has resulted in 
an array of programs that help people live more meaningful, 
fulfilling and effective lives, based on the core principles of self-
responsibility, curiosity, and relationship.

When Wong and McKeen first met in the 1970s they shared 
a waiting room for their two separate practices. Ben was a 
well known psychotherapist working primarily with troubled 
teenagers and young adults; Jock, originally trained as an 
emergency room medic, had pursued a deep interest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now ran an acupuncture clinic next 
door to Ben’s office. Over time, they shared insights from one 
another’s disciplines and realized they had much in common.

Increasingly, they realized that their respective clients were 
talking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waiting room, Ben’s youngsters 
with Jock’s patients, who tended to be of an older generation. 
Soon, their clients started inviting each other into their private 
sessions! And the results that they saw from this cooperation 
and exploration –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s and between 
the clients themselves – were very encouraging! Eventually 
Ben and Jock were running their sessions primarily in groups, 
sometimes in the waiting room itself, and even going on 
outings together.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what would 
become The Haven’s focus on the healing and growth potential 
of group work, which continues to this day. When Ben and Jock 
first opened The Haven on Gabriola Island, they described it as 
a bigger waiting room!

Building on these roots, The Haven seeks to integrate multiple 
East/West disciplines, including medicine, psychotherapy, and 
philosophy. Their diversity of programs reflects the people that 
come to learn—individuals, couples, business people, elders, 
teens, and children. They offer an inclusive environment and 
welcome people of diverse backgrounds and perspectives. 
Welcome people from all races, ethnicities, national origins, 
social classes, religions, political affiliations or beliefs, genders, 
sexual orientations, and gender identities and expressions.

By Toby Macklin	/	李文淑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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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各式各樣不同背景和觀念的人，歡迎所有的人種、民

族、國籍、社會階層、宗教、政治信仰或信念、性別、性

取向、和性別認同與表達。

海文學院和臺灣、香港和中國的實質聯繫可追溯到海文最

早的時期，當煥祥和基卓開始在臺灣開設工作坊時，和當

時一起工作的許多朋友建立了友誼。三十年之後，好幾位

當時才開始他們第一個課程的朋友們，現在已經在他們自

己的家鄉或是加拿大帶領課程了。

目前海文也提供中文翻譯的海文旗艦課程「潛力蘇醒」

（Come Alive）和「活出生命的階段課程」（Living Alive 
Phase programs）。多年來這樣的開課形式讓海文的導師
團隊和翻譯在工作時技術變得純熟，這些課程的學員也發

現導師和翻譯非常令人興奮，對他們的學習也有很大的幫

助。

同時各種團體也從各地來到加拿大，參與海文學院本土的

課程，並且享受海文熱情的款待，以及伽布約拉島海邊的

大自然美景。海文學院不是一個渡假中心，比較是一個人

與人連結的中心。在課程中面對面的與人接觸，人們可以

探索想要在關係中深入連結的渴望，無論是與同事、鄰居、

家人、和他們自己。

經由海文所引導的團體工作過程，學員們藉由直接的接

觸，開始一段關係互動的發現之旅。他們可以實驗新的存

在方式，以及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好奇心。人們學習塑造自

己的生命，擁有更豐富的關係，同時對他們的社區以及世

界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技術純熟的導師團隊以身作則地將他們的教學以個人化的

方式活出典範。他們是第一個敞開自己，呈現脆弱，以及

誠實表達的人。他們大部分都有長時間在海文學習的經

驗，並且在他們的教學中也整合了他們自己不同的生命經

驗與專業素養。

海文學院是一個登記註冊的非營利慈善機構，活躍的中心

提供了海邊的寧靜以及森林式的住宿	-	大自然環境支援

著我們做最內在思考與情緒的探索。經過轉化式的學習經

驗之後，人們在離開海文時可以帶著自我負責以及關係互

動的生活技巧。

「海文工具箱工作坊」是一個最好的機會淺嘗海文的課

程，而不用長途跋涉到伽布約拉島。歡迎大家在 10月
29-30日來到台加文化協會（The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參加這兩天經驗式學習的「海文工具
箱工作坊」。

10月 29日海文的導師將會討論海文的溝通模式，這個模
式可以用在自我瞭解，彼此澄清，以及和你生命中重要的

人做出連結。

10月 30日也會介紹海文的關係模式，這是一個令人興
奮並且非常實用的工具，可以用來創造和維持你想要的關

係，無論是在生活還是工作中。

想要知道更多有關海文學院以及海文工具箱工作坊的資訊

www.haven.ca

Their physical connection with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goes back to the earliest days of The Haven, when Ben 
and Jock began offering workshops in Taiwan and making 
numerous friends amongst those they worked with. Thirty 
years later, a number of people who were first-time participants 
in programs there are themselves leading programs, both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and in Canada. 

The Haven offer their flagship Come Alive and Living Alive Phase 
programs with Mandarin translation. Over the years their group 
leaders and translators have become skilled at working in this 
format and participants in these programs find them exciting 
and hugely beneficial.

Groups come from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to Canada to 
take programs at The Haven itself and enjoy the natural beauty 
and hospitality of their waterfront setting on Gabriola Island.

The Haven is an ‘engage center’ rather than a ‘retreat’. By 
meeting face-to-face in programs, people explore their desire 
for deeper connection in all relationships: with friends, partners, 
colleagues, neighbours, family members, and themselves.

Through their facilitated group process, participants begin a 
journey of relational discovery through direct experience. By 
experimenting with new ways of being and stepping forward 
with curiosity for themselves and others, people learn to 
shape their own lives, have richer relationships, and contribute 
meaningfully to their communities and the world.

Their skilled faculty embody and model what they teach in a 
very personal way. They are the first to be open, vulnerable 
and honest. Most have been long-time students of The Haven 
curriculum and integrate a wide range of life experiences and 
professional expertise into their teaching.

The Haven is a registered not-for-profit,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Their vibrant centre offers both ocean-side serenity and living 
forest—a natural environment that supports the exploration of 
our innermost thoughts and emotions. After a transformational 
learning experience, people leave The Haven with the skills to 
live self-responsibly and relationally.

The Haven Toolkits are fantastic opportunities to get a taste 
of what The Haven has to offer without having to make the 
journey to Gabriola. Coming to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October 29 and 30, the Toolkits are two day-
long experiential workshops.

On October 29, Haven faculty members will discuss The 
Haven’s Communication Model, which can be used for self-
understanding and to create clarity and connection with the 
significant people in your life.

On October 30, they will present The Haven’s Relationship 
Model, an exciting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o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relationships you want, at home and a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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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的流放歲月，林宗義博士已經是一位極負國際聲望

的精神科醫學界的領導人物，頂著大師級的光環與世界一流

的傑出學者平起平坐，可是他的內心深處，令人懷念的故鄉

總是伴隨著濃郁的鄉愁在召喚著他。

他沒有一天忘記他習慣呼喚的「美麗島－福爾摩沙」（註

十八）這個他出生、成長、展開生涯和組織家庭的堡壘。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上午，父親被警備總部派來的黑色轎

車押走，從此連屍體都無著落。這年正是父親思想最圓熟的

六十歲，他能為台灣奉獻多少才華啊！如今卻在一場歷史性

的清鄉和悲劇中，和台灣許多菁英、學生、無辜的百性一併

被剷除和犧牲了。

即使經過時間年復一年地啃蝕和沖刷，但誰能忘記這個創痛

呢？

一九八七年七月五日零時台灣宣佈解嚴，戰後長達三十八年

的戒嚴時期在此畫下歷史的句點，蔣家父子「一言堂」的噤

聲年代到此終於告一段落。

在海外工作二十一年的林宗義，一九八六年開始回到他思思

念念的故鄉，展開「二二八事件」調查。跑遍台灣各地進行

調查，他以精神醫學專業判斷，發現二二八受難家屬身上普

遍烙印著「倖存受難者及其家屬症候群」的印記。受難者阮

朝日的長女阮美姝付出的半世紀歲月，編著兩本還原歷史真

相原點的血淚之作《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尋找二二八失蹤的

爸爸阮朝日》和《幽暗角落的泣聲－尋訪二二八散裸的遺

族》。

現任高雄市衛生局長的精神科醫生陳永興、歷史學家鄭欽

仁、張炎憲、李筱峰、詩人李敏勇、李勝峰律師、葉博文

｣｣都分別投入二二八和平促進會運動的行列。他們認為只

有澄清歷史的真相，回到悲劇現場的原點，才能癒合這些化

膿未結疤的傷口。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日，以林宗義為首的「二二八關懷聯合會」

家屬代表，向李登輝總統提出五項書面要求（註十九）。是

年二月二十八日，李登輝總統於台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

園」，主持二二八紀念碑落成典禮，以國家元首身份正式代

表政府為「二二八事件」向全體國民公開道歉。

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成立「財團法人台北市林茂生愛鄉

文化基金會」並發行「愛鄉」季刊，由妹婿徐福棟博士擔

任發行人。父親林茂生博士殉難時才十一歲的林詠梅，於

二〇〇一年四月三十日更把父親當年榮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

博士論文《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註二十）譯成漢

文結集出版。

這些貫徹先人對台灣教育懷抱理想的信念，帶著林家宿命的

歷史悲劇，同時也表徵一個受獨裁政治迫害的家族，不向命

運屈服的韌力。我們試問：半個世紀過去了，時間和真理的

裁判是否真正發揮了大是大非，不容混淆的功能，找回歷史

的公義了呢？

環顧今天台灣已經先後產生兩任民選總統，但是社會呈現的

仍然是一片荒腔走板被扭曲的民主鬧劇，不禁令人懷疑我們

的民主素養，是否還停留在彭明敏教授所說的「幼兒階段」。

如果我們想要成為地球村的一員，勢必仍須要加倍努力。

註十八：從十六世紀末葉以後，航海發達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

諸國已對台灣存有覬覦非分之想。而葡萄牙水手看到四面圍繞蔚藍

汪洋的台灣，禁不住由衷喊出：「福爾摩沙」(Formosa) 葡萄牙文

的意思就是「美麗島嶼」。

註十九：五項書面要求為：（一）公布二二八真相。（二）設置

二二八紀念碑。（三）政府向受難家屬道歉、賠償。（四）將每年

二月二十八日訂為國家紀念日。（五）復原	因二二八事件受創的

台灣本土文化。

註二十：此書為林茂生博士

的博士論文，林詠梅譯成漢

文，並由新自然主義出版社

公司出版（2000 年十二月

初版）。

林宗義的故事  
( 八 )	台灣，我的家

文	/	曹永洋；插圖 /曹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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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being black-listed during the period known as the “White 
Terror”, Dr. Tsung-yi Lin was banished from Taiwan. During 
his 25 years of exile, he became a world renowned leader in 
the field of Psychiatry. His mastery and achievements earned 
him a spot among the world’s most remarkable scholars. 
Nonetheless, deep down inside, he could always hear the 
sweet motherland calling him home.

Tsung-yi had never forgotten about the beautiful island he 
called Formosa1, the fortress where he was born and raised, 
where he spent most of his life and started his own family. In 
the morning of March 11, 1947, Tsung-yi’s father was taken 
away by a limousine sent from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and, 
even until today, his body was never discovered. Tsung-yi’s 
father was 60 years old when he was taken. That was the age 
when he was remarkably perceptive, and had so much more 
to offer Taiwan. Instead, he was sacrificed and exterminated 
in a historical slaughter, along with many elites, students and 
innocent people of Taiwan.

As the time went by, 
year after year, no one 
seemed to have been 
able to fully recover 
from the trauma.

At midnight of July 
5th, 1987, Taiwan 
announced that lifting 
of the martial law, which 
officially marked the 
end of the 38 long years 
of the martial law period 
after the war. This also 
meant that the era 
where no one dared to 
speak up, and whatever 
the Chiang father and 
son pair said goes, was 
finally over.

Tsung-yi Lin, who had 
worked abroad for 21 
years, came back in 
1986 to the homeland 

that he had longed to see, and started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Two-Two-Eight Incident”. His search took him all over 
Taiwan. With his expertise in Psychiatry, he found that most 
of the victims’ families exhibited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hich were commonly found in the survivors 
and their families of traumatic events. The eldest daughter of 
Chao-jih Juan (阮朝日 ), Mei-shu Juan (阮美姝 ), spent half 
of a century putting together two breathtaking masterpieces 
of books that uncovered the truth behind the “Two-Two-Eight 
Incident”. They were titled “Forty-five Years of Loneliness 
and Suffering - The Search for My Father, Chao-jih Juan, 
Who Disappeared in the Two-Two-Eight Incident” (《孤寂煎
熬四十五年－尋找二二八失蹤的爸爸阮朝日》) and “The 
Weeping in the Dark Corners: Interviews of the Two-Two-Eight 
Incident Survivors” (《幽暗角落的泣聲－尋訪二二八散裸的
遺族》).

The current director general of Kaohsiung Department of 
Health, Yung-hsing Chen (陳永興 ), who was also a doctor 
in Psychiatry, along with historian Chin-jen Cheng (鄭欽仁 ), 
Yen-hsien Chang (張炎憲 ), Hsiao-fen Lee (李筱峰 ), poet 
Min-yung Lee (李敏勇 ), lawyer Shen-fen Lee (李勝峰 ), Po-
wen Yeh (葉博文 ), joined the movements of “228 Peace 
Association”. They believed that only by exposing the truth, and 
uncovering how the tragedy began, the emotional wounds of 
the survivors and their families could start to heal.

Led by Tsung-yi Lin, the “Taiwan 228 Care Association”, on 
behalf of the victims’ families of the Two-Two-Eight incident, 
filed a written request to President Lee Teng-hui (李登輝 ) 
with five demands2 on March 2nd, 1991. On February 28 of the 
following year, President Lee Teng-hui made a public apology 
to the Taiwanese people, as the head of state, at the unveiling 
of the Two-Two-Eight Massacre Monument in the Two-Two-
Eight Memorial Park in Taipei.

Taiwan Renaissance Foundation was founded on April 30th, 
1998. The foundation’s periodical, “Ai-Hsiang (愛鄉 )” was 
published by Tsung-yi’s brother-in-law, Dr. Fu-tong Hsu (徐福
棟博士 ), the husband of Yung-mei Lin, the only daughter of 
Bo-seng Lin.  Yung-mei Lin (林詠梅 ), who was only 11-year-
old when Bo-seng Lin (林茂生 ), was taken awa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her father’s thesis for the Doctoral 
degre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titled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Story of Dr. Tsung-yi Lin 
 (8) My Homeland, Taiwan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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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3”(《日本統治下
台灣的學校教育》), on April 30th, 2001. 

The Lin family’s belief in carrying out their ancestor’s 
educational goals was the underlying cause for the 
heartbreaking story of the Lin family. On the other hand, it 
represented the persistence of a family that was brutally 
persecuted by an autocratic government, and testified how 
this family did not give in to fate. One might wonder, after half 
a century, had the incident been given a fair judgement by the 
virtuous time and divine justice?

Looking at Taiwan today, although there had already been two 
presidents elected by the people, this so-called “democracy” of 
Taiwan resembles a crazy television drama. One can’t help but 
wonder if Taiwanese people’s sense of democracy was still at 
the infant stage like how Professor Ming-min Peng (彭明敏 ) 
had once said. If Taiwan wishes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global village, there is a lot yet to be done.

1Formosa: Since the end of 16th century, countries with advanced 
naval technology, such as Portugal, Spain and Netherlands, all had 
their eyes on Taiwan. When Portuguese sailors passed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one of them exclaimed: “Formosa!”. Formosa in 
Portuguese means --- “a beautiful island”.

2Demands: The five demands include: 1) Disclosing the truth behind 
the “Two-two-eight Incident”; 2) Building a Two-Two-Eight Massacre 
Monument; 3) Apologizing and compensating the victims’ families; 
4) Making February 28 a national holiday; 5) Recovering the local 
culture and artifacts lost because of the “Two-two-eight Incident”.

3“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This book was originally Dr.Bo-seng Lin’s doctoral thesis when he 
was in Columbia University. Yun-mei Lin translated the thesis into 
Chinese, and it was published by Third Nature Publishing Co., Ltd. (The 
fir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December, 2000.)

台加文化協會 25週年特刊	
( 台加月刊十月號	)		

1991年，UBC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榮
譽教授林宗義教授夫婦，召集一群熱心的溫

哥華台灣同鄉，共同成立了台加文化協會。

我們非常敬佩及懷念林教授長年關懷社區，

心繫家國的宏觀與毅力。

林宗義教授是台灣第一位在世界舞台上大

放異采的精神醫療人才。林教授始終堅持台

灣人的尊嚴，其追求台灣精神醫療在國際學

術上的獨立地位始終不懈，贏得國際友人的

敬佩和肯定。

台加文化協會很幸運在林教授及其後多位

理事長與各屆理事的領導下逐年成長茁壯，

除了關懷台僑社區，並致力於對加拿大社會

貢獻力量。

值此 2016台加慶祝創會 25週年之際，
歡迎會員與鄉親，提供這二十五年來任何

活動的珍貴照片故事或短文，可刊登於十

月號台加月刊，也將是台加文化協會 25
週年特刊。來稿請於九月 19日前傳送 :	
monthly@tccs.ca

徵稿

①	欣賞兩部各三十分鐘的客家移民餐館的紀錄片故事

			時間 :	十月 1日 (六 )	10:30am

Award-winning film-maker Cheuk KWAN will be 
at TCCS on Saturday Oct. 1 to talk about two 
of his five documentaries on Hakka Chinese 
Restaurants around the world. Screening will 
start at 10:30pm followed by Q & A and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Hakka diaspore.

②	關卓中導演分享另兩部移民的紀錄片

			時間 :	十月 4日 (二 )	7:15pm

A second chance to meet the filmmaker is on 
Tuesday Oct. 4 at 7:15pm when a different film will 
be presented and followed by Q & A. 

有關移民的兩部紀錄片欣賞會
與關卓中導演對話Meet Film-maker Cheuk KWAN

This event is jointly organized by:
PCHC- Museum of Migration Society加太承傳中心暨移民博物館協會				literASIAN 2016
Vancouver Taiwan HakkaAssociation溫哥華台灣客家會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pciety	台加文化協會
Rotary Club of Vancouver Centennial	溫哥華世紀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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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近期特別活動 ~

離鄉的女人 -新住民在台灣之我見

時間 :	9月 16日 (五 )10:30am
地點 :	台灣文化中心

講員 :	謝秀慧

演講內容 :

1.	台灣新住民現況說明

2.	新住民家庭對台灣的影響

3.	新住民女性在台灣生活的故事

4.	我的新住民輔導經驗

講師資歷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畢業

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教育部樂齡教育專業講師

教育部火炬計畫 -新住民關愛計畫專案執行人員

時間 :	9月 25日 (日 )	2:00pm
地點 :	台灣文化中心

講員 :	吳玲瑤

演講內容 :

1.	幽默之必要，快樂之必要

2.	幽默處處有

3.	男人女人大不同

4.	中西文化衝突

5.	明天會更老

6.	幽默技巧面面觀

西洋文學碩士，著有《女人的幽默》、《比佛利傳奇》、
《幽默酷小子》、《明天會更老》、《生活麻辣燙》《笑
裡藏道》等五十本幾書，是海內外唯一全部作品以幽默

為主題的創作者，數十年如一日，也是幽默理論的研究

者，為現今美國華人圈中最受歡迎及鍾愛的暢銷作家。

吳女士文筆以機智幽默見長，笑裡藏 [道 ]，她說 :[ 幽

默是一種尊嚴的維護，一種對自身的超越。」能寫又能

講，一開口散佈快樂幽默精彩如脫口秀。在她眼中，生

命有如一面鏡子，當我們對著它微笑的時候，它也回我

們以微笑。

吳女士現為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基金會 CEO。她的書是
台灣高中圖書館學生借閱率最高的前十名中唯一入榜的

女性。

專題演講 :笑裡藏道

育空極地大冒險 		

時間 :	10月 2日 (日 )	3:00pm
地點 :	台灣文化中心

講員 :	烏騰與馬妞

一對熱愛攝影的台灣上班族，退休

後移民加拿大，為了尋找北極光，

意外發現極地不止有冰天雪地。

通往北冰洋的丹普斯特公路絕對是

一條一生必遊美麗的公路，我倆三番四次被吸引前往，而

且是在天候惡劣、冰凍難行的雪季，相信沒有幾個華人嘗

試過。

2016年再次來到北極海，最主要是參加伊努特人一年一
度的開春大節：Muskrat Jamboree和觀賞馴鹿大遷移。
就像我們過年一樣，每年 4月初，鄰近的鄉親都會雲集在

Inuvik參加為期 4天的大拜
拜，族人都穿起傳統服飾載歌

載舞，慶祝春天的來臨……。

舊鞋救命 x溫哥華 		
一雙舊鞋 ,把愛心傳送到肯亞

一雙舊鞋 ,把你我連在一起

時間 :	9月 6日 (二 )	7:30pm
地點 :	台灣文化中心

講員 :	楊右任

<舊鞋救命 x溫哥華 >很感恩邀請到舊鞋救命的發起人－

楊右任先生，來擔任這次講座的講講師。

他是如何把舊鞋和非洲如此緊密地聯繫起來，讓您的一雙

舊鞋送到遠方肯亞朋友的手中？

遙遠的另一端，非洲的真實情況又是如何？

楊右任先生去過無數次非洲，他將和我們分享一路上的所

見所聞，在過程中遇到什麼困難，學到了什麼，體會到了

什麼，以及這個舊鞋救命計畫的未來之路是怎麼發展！

千萬別小看一雙舊鞋，因為有你的加入，讓舊鞋救命 x溫

哥華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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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早期本土畫家】

以畫礦工而成名的畫家洪瑞麟

1912 年出生於台北市大稻埕的船

頭行家。父親洪鶴汀先生為泉州渡

海來台第一移民。從商，為地方仕

紳，文史書畫均有所涉獵，尤善墨

梅與書法。洪瑞麟曾提及幼時替父

親研墨，受到父親傳統中國書畫的

影響，對繪畫發生興趣。及對父親

運筆作畫的情景印象十分深刻，間

接影響日後洪瑞麟繪畫中的強烈線

條性格。1920 年時年九歲就讀稻

江義塾，開始免費小學教育，義塾不同於公學校的日式教學，

而保有相當程度的漢文傳承。在校期間受到校長稻恒藤兵衛

人道主義及基督教思想啟蒙。加上期間閱讀了在父親的藏書

中「孤星淚」、「苦兒流浪記」等文學作品，埋下日後對人

性關懷的種子。同時隨吳清海老師習畫，從吳老師處得到許

多日本美術雜誌，開始臨摹西方名畫，對關懷農民、貧苦大

眾的西洋畫家米勒 (Miller) 及杜米埃 (Daumier) 等人作品頗

為心儀。1923 年父親擔任大稻埕日新町元隆茶行總管，舉

家遷至大稻埕江山樓附近 (今民生西路延平北路口 )，結識

近鄰的楊三郎，以繪畫相切蹉。

1926 年就讀私立成淵中學夜校，常在美術比賽中得獎，投

稿日日新報刊，增加了學畫的信心。1927 年進入由倪蔣懷

出資的「台灣繪畫研究所」，與張萬傳、陳德旺等人同學，

接受日籍老師石川欽一郎的指導，正式接受西方學院式的石

膏像素描與水彩寫生等美術訓練。爾後又有陳植棋的鼓勵，

才開啟了他們赴日本深造的機緣。1930 年，洪瑞麟由陳植

棋帶領赴日，展開了另一階段的學習。稍後赴日的還有張萬

傳和陳德旺。為了應考，台籍學生莫不格外努力。洪瑞麟白

天在川端畫學校，晚上在本鄉繪畫研究所學畫，經過半年多

的日夜苦練，於 1931 年 4 月考入帝國美術學校 ( 現今的武

藏野美術大學 ) 西畫科，一起考上的還有張萬傳和陳德旺，

但他們兩人認為學校的理論課程太多且創作課程較少而沒有

就讀。

洪瑞麟選擇「帝美」並非基於某種意識上的反抗，實在是

三〇年代的「東美」太難考了。在當時，帝美的師資多屬於

日本畫壇上的少壯派，畫風自然較為前進，與東京美術學校

的正統頗為不同。儘管帝美的後期印象派與東美的外

光派在表現手法上廻異，但都還在寫實的範疇內，若與校外

的野獸、立體、抽象或現實風潮相比，帝美所訓練的仍屬於

中規中矩的薰風。但在老師海老原喜之助 (1904-1970) 指
導及雕刻家兼西洋畫指導的清水多喜示 (1897-1981) 充滿力

文 /廖武藏 (1912-1996)

度與嚴謹形式本質的影響下，接觸到西方的前衛藝術如野獸

派、立體派和表現主義等。1929 年日本的普羅 (Proletarian)
文藝漸興，洪瑞麟不免也接觸了些左翼的文藝思潮。當時最

風行「普羅藝術」，

藝術家從勞動者的觀

點出發，用創作表現

勞動者、農民和小民

的日常生活，讓藝術

家走入人間。洪瑞麟

自己曾說 :「我留學

日本的幾年，最令我

感動的，不是那裡的

櫻花，不是清澈的溪

流，而是天寒下蕭瑟

的勞動者。」1936 年帝美畢業後曾創作大幅作品《山形市

場》如右上圖，取材自日本東北的村落，已展現與眾不同的

視野。畫面以白雪覆蓋的山脈為遠景，襯托出雪地中的山村

農民。人物的部分構成兩個不同層次的景深。前景是三位頭

戴布巾，身披大氅的農民，在寒冷中瑟縮著，地面上以明度

及彩度較高的調子處理出擺置在地攤上的白菜、南瓜、紅椒

等蔬果。中景是一排站立的農民，以較晦暗的色調處理，人

物也大多只具輪廓，省略細節，使整個畫面在獷悍的大氣中

有一種凝靜的力量。

1938 年 7 月回到台灣。據洪瑞麟回憶，當時有意到歐洲繼

續深造，但由於父親年老體弱，長兄猝逝，家業的負擔使他

必須面對現實生活，適逢倪蔣懷經營的瑞芳煤礦需要人手、

力邀洪瑞麟前往，為了回報知遇，也為了求得一份生存的經

濟基礎，洪瑞麟開始任職於瑞芳煤礦礦場，並作畫不輟，以

礦工為創作題材，他看到什麼就畫什麼，建立出與眾不同的

繪畫風格。並與畫友成立 MOUVE 行動美術集團。原本打算

工作十年，存夠了錢便赴法國以了却再繼續深造的心願，沒

想到一待就是三十五年，在此娶妻生子，也畫了無數以礦工

為題材的作品、一直到六十一歲從礦長位置退休。

洪瑞麟的「留日青年畫家身份」是高貴的，而辛苦的礦工工

作是卑微的。兩者之間的關聯似乎令人感到困惑。其實他在

礦場工作，「是從基層的管理員幹起」。她的女兒洪梅紅曾

指出 :「父親不曾到炭坑裡當過挖煤工人，他一直只是坐辦

公室的職員，喜歡畫圖就帶著畫具走進坑內…，他是畫礦工

的畫家，而不是當礦工的畫家。」在礦場的歲月中，洪瑞麟

看到什麼就畫什麼，他想捕捉的是肢體勞動的美感，他速寫

炭坑弟兄，大部分屬於繪畫筆記的性質為多，作品總是圍

繞著一個個卑微的生命，投以關懷的愛情，在低於海平面暗

黑的幾千呎的地底，昏弱的微光下，觀察礦工們堅實疲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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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軀幹，冒生命危險賣力工作為生活而打拼，洪瑞麟用畫

筆呈現陽光照射不到的生命的尊嚴，建立出與眾不同的繪畫

風格。洪瑞麟自嘲 :「我與煤礦工人工作在一起，歡笑在一

起，甚至結婚在一起 (他娶了工頭的女兒 )，當然苦難也在

一起。」洪瑞麟說 :「我的畫就是礦工日記，也是我自己的

反省。」他平實地記錄下他的工作夥伴的生活實況，真正做

到了藝術與大眾結合的理想。

1964 年起，洪瑞麟應國立藝專美術科主任李梅樹力邀。擔

任該科素描課程教授，廣受學生敬重與愛戴。1972 年，60
歲自礦場退休的他，第一個願望是 :「追求陽光」!長年處

在地底微光，他特別嚮往燦爛的陽光，退休後走訪台灣各

地寫生，也幾度踏上蘭嶼土地及台東馬蘭村等，探討原始藝

術。而後更將觸角走向世界，遍遊東南亞、日本、美國、歐

洲，追求世界各地的溫暖陽光。1979 年，在距離第一次個

展四十三年後，洪瑞麟在春之藝廊舉辦了生平第二次個展，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專文評介，雄獅美術也有。此外，電視媒

體的專訪及報導，尤其蔣經國先生的大駕光臨最受矚目…，

洪瑞麟幾乎像是一夕成名般引起廣泛的討論。

1980 年赴美定居，往返紐約、洛杉磯、台北，並赴歐亞各

地旅遊寫生，洪瑞麟的後半輩子都和陽光為伍，蔚藍的天、

廣闊的海和暖暖的太陽，他也創作了一系列以「太陽、雲、

海」為主題的作品。直到 1996 年 85 歲的冬季，因心肌梗塞

病逝美國加州。但由於已經被定位成礦工畫家，洪瑞麟晚期

所繪的「風景畫」已很難再賦予特殊的意義。

洪瑞麟的礦工畫得以成形且成功，應來自於下列因素 :

【學院美術的的訓練】在台灣繪畫研究所，石川欽一郎傳授

的是一種印象式的寫實風格，由於強調氣氛和餘韻，使對象

的真實往往被柔化。但對於構圖、色彩…之調和、對比及呼

應等基本訓練卻非常紮實。因此洪瑞麟早期的水彩畫甚至油

畫，結構單純，空間明

確，主體居中，色彩輕

柔，筆觸細碎…，幾乎都

是石川老師水彩畫的影

響。1930年的水彩畫《基

隆火車站》如左圖，以近

景木材的堆積暗示出的第

三度空間，並以左側電線

的角度帶出遠景夕陽的渲

染。此時期，洪瑞麟的創作理論及技巧，除了來自父親的影

響及臨摹西洋名畫的心得外，即是受石川老師啟發，使他更

了解如何觀察自然，捕捉自然中的色彩、光與造型。洪瑞麟

為投考美術學校在川端和本鄉的苦練所學到的應該只是古典

寫實的素描，他是循著正軌而行，比

較傳統穩定。在帝美校的時期，該校

在 1930 年代的日本雖非主流學校但由

於校風比較前進，帶有實驗性質，不

是正規而呆板。相對於「帝國美展」

的文雅、靜態的典型，帝美校可以「野

武士」自居。此時期的作品，粗獷的

筆調和簡略的構成最為突出。如 1934
年的《朝妝》見右圖，有明顯的造形

意圖，風格介於塞尚和野獸派之間，但洪瑞麟的色彩晦澀，

使他的畫更見趨於表現主義。帝美的學習可以使他大膽依照

自己的需要創造更深刻強烈的造形。

【普羅文藝的感染】洪瑞麟與普羅文藝的關係並非屬於意識

形態上的主張，而是一種情感上的自然呼應，使他願意嘗試

勞動活動 ，使他樂於親

近勞動大眾，這是從生活

中得以體悟的經驗。因此

在學院裡，他很少觸及到

最主流的裸體畫和靜物

畫。平淡的風景及尋常的

人物才是他看到的，尤其

人物是他留日後期寫生的

焦點。另外，在他的風景

畫中往往有勞動者，如 1936 年的《老台北風景》如上圖，

這種點景人物的出現很可能是一種不自覺的表現。也許這正

是受普羅文藝的感染所致。

【炭坑工作的經驗】三〇年代在礦場當管理員的洪瑞麟，身

份絕不低賤，收入也並不微薄，他投身礦業並非為了要為勞

動者塑像，而是環境與現實考量使然。他視礦業為工作，他

敢於入坑與挖煤工人相處，他一定有親身參與挖礦的經驗，

這使他能夠更真實深刻的去描寫坑底的工作。樂於親近勞動

者，使洪瑞麟得以從一塵不染的學院美術中走出來，讓生活

沾滿汗水與煤屑，使他的畫才不止於形象模擬而是可觸及生

命。可以說，在三十五年的漫長歲月中，他的礦工畫是透過

真實的礦工經驗，及對礦工生活的深刻體驗，從坑裡慢慢挖

出來的。

【誠摯深厚的情感】洪瑞麟的個性近乎敦厚內斂，不善巧言

的他卻有一顆熾熱的心。他是一位具有誠摯深厚情感的藝術

家，他守著最平凡的題材，就像塞尚天天看着、畫着聖維多

利克山，終能畫出最堅實永恆的作品。洪瑞麟也天天看着、

畫着礦工，才能把礦工平凡的形象提昇到堅實永恆的生命高

度。

除了以上因素之外，中國傳統水墨的線條和沈歛的墨色，魯

奧的藝術形式和精神，甚至文人畫的美學觀也都給予洪瑞麟

不少的啟示。

洪瑞麟的一生，最重要的選擇就是至礦場工作，若以礦工生

涯 (1938-1972) 為界，在此之前及之後，他都是以戶外寫生

為主，畫鄉村、街頭、雲彩、

太陽…。如 1976 年《公園》

見左圖。早期處於學習階段，

吸收力強，風格多變，晚期則

平淡自然，明亮多彩，雖不

乏佳作，但若和礦工畫相比，

不論在質或量上都難以相比，

也顯得無足輕重。洪瑞麟在礦

場，大多在地底的黑暗微光中追求生命真諦，表現人類內在

靈魂之美。洪瑞麟以礦工為創作題材的礦工畫，常以簡練、

流暢又粗獷的筆觸來勾畫線條，以描述礦坑內獨特的景象。

礦工們一張張飽經風霜的臉孔及黝黑緊繃的肌肉，就在畫家

的彩筆下鮮活起來。他的繪畫風格沈鬱、粗獷，但散發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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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強烈的情感，並充滿著悲天憫人的情愫，同時也傳達出他

對勞苦小民及老年人的由衷關懷。在當時也建立起與眾不同

的繪畫風格。

事實上，以礦工畫為目標論洪瑞麟的礦工畫的藝術風格，可

分為三個時期 :大約四〇、五〇、六〇三個年代。

【早期的礦工畫】此期風格盡可以四〇年代為範圍，相同的

風格也可在五〇年代初期見到，絕大多數都是小幅紙本，由

淡彩繪成的小品。油畫較少。大致有如下共相 :

A. 以簡潔的線條勾畫輪廓，再施以淡彩，省略細節與背景，

畫面顯得很稀鬆，看來是為了日後畫油彩時當參考用的草

圖。

B. 個別肖像的神態掌握準確，誠實記錄對象性格。

C. 線條的作用是描形，淡彩的效果是加強明暗關係，人物的

存在是模擬再現視覺經驗，雖然，某些線條頗具筆觸上的速

度感，但繪畫語言是從屬於造型的。

整體來說，洪瑞麟的礦工畫在速寫的手

法上，大致與三〇年代相近，比較不同

的是以往的彩墨作品如 (日本山形縣等

地的人物寫生 )，畫的只是人物的形貌，

而礦工畫則能表現出真實的面容、性格、

心情及真實的體態、動作、力量。至於

油畫，1946 年的《礦工萬仔》如右圖，

以較寫實的手法表現人物正面朝向畫面

的構圖，使畫面的風格呈現一貫大方而

樸實，但在筆調上則以近乎表現主義的強度繪之。人物造型

明顯擺脫了西方人物畫的

影響，大膽創造了台灣人

物畫的獨特個性。1951 年

的油畫《礦坑工作中》如

左圖，幾位礦工正在工作，

在昏暗的色調、粗獷的筆

觸，表現出礦工們的工作

環境與辛勞。人體以明亮

的褐紅膚色呈現，焦點人

物身體傾斜跨步張臂拉著

繩子，頗具充滿力與美的張力。洪瑞麟的早期礦工畫仍在較

具表現力的寫實範疇之內，畫家在意的，是如何更快速準確

地捕捉人物的形貌與動態，似乎還觸不到更為內在的問題。

【中期的礦工畫】洪瑞麟中期的礦工畫雖以五〇年代為界，

但 1948 年的《等待》已可看出風格的轉向，首先是素材的

擴張，硬筆 (炭筆、鉛筆 )之外，加上軟筆，(毛筆 )，淡

彩之外有墨彩、粉彩，速寫簿之外多了宣紙。素材的擴張似

乎增強了創作的能量，洪瑞麟的礦工畫這才邁入成熟期，有

如下的展現 :

A. 肖像極少出現，群像中顯著的主題人物，形體均粗略，面

容亦概括出而已，雖潦潦幾筆，實則已準確掌握神態，凡(等

待者)，均有茫然、沈抑的神情，(坑內工作者)往往有雄壯、

曲張的身體，(休息者)往往有疲倦、困乏的面容…，此時期，

洪瑞麟與礦工已融成一體，因此能以比形象的寫實更真實地

描繪他們。

B. 軀體是礦工畫裡真正的主角，洪瑞麟以墨線畫出瘦勁有力

身軀，不管是一字排開或縮成一堆，皆因擁擠在狹窄的空間

中而構成畫面的沈重感。散佈在坑道內的軀體挺立在方盒子

式的坑洞中，特別是在畫面正中央，不僅呈現了對抗壓力的

精神，也構成畫面的深邃。洪瑞麟的礦工畫，即使是速寫小

品，也等同於彩繪的高度完成。

C. 近乎中國水墨畫的線條，粗黑、拙澀且沈重，兼具東西方

的寫實，既有準確的描形，又是自在的書寫。因附著於形象

的線條本身就有表現力，而使洪瑞麟的礦工畫更具重力及量

感。

D. 在炭坑內，洪瑞麟往往以逆光方式，如剪影般畫出人體

的凝重形象如

1953年的《坑

內工作》。見

右圖，幽暗的

微光、粗獷的

身影，暗與亮

的強烈對比，

更增添了畫面

的悲劇性和戲

劇性。

1951 年的《休息》，左圖，

六個礦工或坐或蹲或站，洪

瑞麟用筆快意、剛勁、墨色

淋漓、晦澀，原本擁塞於畫

面的軀體，因礦工孤獨的面

向，使空間產生既壓縮又

擴充的張力，以鬱暗色調及

幽冥曖昧的光線與明暗，掌

握礦工在勞苦生活中寂寞、沈默、無奈及木訥的神情。整個

五〇年代期間，洪瑞麟畫出無數精彩動人的水墨淡彩，他以

筆墨把坑底的世界轉換成有如史詩般莊嚴磅礴的鉅作。1954
年的《礦工符號》如

右圖，畫中有一部分

可以用他從中國傳統

書法中取得的經驗，

使畫面在實與虛之間

有極好的互動，留白

的部分也特別有空間

感。礦工符號的一類

作品當然也有一部分

來自後期馬諦斯的人物變形及剪紙的練習。

除了水墨淡彩小品外，此時期的礦工油畫也不少，但洪瑞麟

在使用油彩時心情較為拘束，已無水墨和線條交錯所帶出來

的情感。在油彩的表現力上實不如水墨淡彩般淋漓盡致。洪

瑞麟在中期礦工畫的風格，已脫出意圖寫實的侷限。由於對

礦工生活體驗太深，已達到寫意的境界。而真正重要的是在

筆情墨韻的流轉間，已潛藏了畫家與礦工融為一體的生命。

【晚期的礦工畫】此期的礦工畫等同於六〇年代之後的油

畫，年歲漸長，已較少入坑速寫，幾乎不再有水墨淡彩，尤

其 1964 年至國立藝專兼課以後，經常到各地寫生，連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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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現。取材於生活周遭的主題人物，令人感覺親切自然。

圖三《採礦》1954年，水墨淡彩。空間構成非常成功的作品，
嘗試在水墨一類的感

覺中做出光的明暗對

比，也以背光的方式

剪影出人體勞動中形

的狙獷性格。省略了

細節以後的人體，被

擠壓在窄小的方格坑

洞內，堅實的身軀對

抗著空間的壓迫，支

撐著整個畫面。

圖四《下工後》1954年，水墨淡彩。下工後的礦工，三三
兩兩或坐或望，筆觸及色彩亦

柔和多，是洪瑞麟敏銳觀察的

自然流露。水墨線條真實而傳

神地掌握礦工疲憊而放鬆的神

情。簡單的色彩處理，適切地

反應出柔和昏沈的光線氣氛。

圖五《等》1956年，水墨淡彩。氣氛
營造極成功的作品，以大筆觸水墨渲染

背景，使中景人物都陷入一種安靜的氣

氛中，前景則以留白方式突顯人物的專

注。簡單流暢的線條，將畫中人物靜坐

等待的各種姿態，清楚地表現出來。中

央部分轉向畫面的工人，張大眼的神情，彷彿與觀者對望著。

圖六《礦工入坑》1958，油彩畫布前景是坐在礦車中運送入
坑的礦工。遠景襯托或站或坐的休

息中的礦工，以及幾乎與畫緣等高

的起伏遠山。以明顯的礦工肉體上

暖色調的赤紅色彩，對比地面的綠

色及遠山的藍黑色，使畫面不僅保

有戲劇性凝練的張力，也使整個畫

面有一種壓縮後沈靜的力量。

圖七《鹿港後巷子》1971年，油彩 /畫布。極近表現主義的
作風。中央道路的向遠處蜿蜒使人想

到孟克，兩邊巷弄古厝的紅牆以綠色

對比也是野獸派與表現主義的作法。

色彩的運用，

不同於礦工時

期的深沈暗

鬱，高明度、

高彩度的強烈

色彩，十分震

撼。

圖八《裸女》1975年

油畫也不多見。然而，就在洪瑞麟逐漸遠離礦工生涯之際，

礦工畫才有了另一度的關照，此時期的代表作品有如下幾個

特色 :

A.	以綜覽方式處理畫面，畫家已遠離炭坑，站在遠處以廣
角鏡頭攝取全景。在這樣的遠觀之下，礦工身影顯得特別渺

小，但全部集聚在一起，竟把礦工生命的卑微串組成悲壯的

頌歌。

B.	硬筆和濃彩的組合，使水彩也像油畫般厚實。而他的硬
筆濃彩的礦工畫是近於間接、感傷，令人迴盪不已。

如蜂巢般的炭坑暗如黑夜，卻透出如黎明般的曙光，礦工們

像困在牢籠裡要掘出希望，無數的礦坑裡有無數的受困生命

在力圖伸展。在 1965
年的《礦工頌》如右

圖，用筆凝重，色彩

沈鬱，人物造形生動

有力，空間安排靈活

自在，除了礦工工作

的描述外，以極暗的

背景，孤立出每一個

強度極高的人體，又

在人體邊緣以高明度的藍色或黃色造成亮光，使這畫具有在

渾樸厚實之中閃閃生輝的晶瑩素質。是洪瑞麟一生創作的登

峰造極之作。

洪瑞麟的礦工畫之所以動人，是因為生命中有所承擔，從進

入礦場到離開礦場，和礦工的關係由遠而近，而後又由近而

遠，因此可以說，早期為「礦工觀察」，中期所作，為「礦

工日記」，晚期所繪，為「礦工禮讚」。退休後遠離礦場，

過去所承受的重量一旦卸了下來，他就不再是畫「礦工」的

畫家了。

戰前在日本美術學校畢業的前輩或同輩中，洪瑞麟恐怕是唯

一長期接觸粗重危險的勞動工作者，他的礦工畫是他用心捕

捉勞動兄弟的身影，雜著汗水與煤屑交織的畫面，是平實地

記錄下這些工作夥伴們的生活實況，真正做到了藝術與大眾

結合的理想。

圖一《等待入坑》1951年作品。
非常優秀的炭筆速寫。人物動

態的線條掌握已臻成熟，同一

時期洪瑞麟的礦工油畫及彩墨

作品也進入風格成熟期。洪瑞

麟在長期礦場生活中習慣了隨

手記錄速寫礦工的各種形態。

快速描寫的畫面，很少修飾細節，而保留了直接觀察記錄下

來的線條，流暢而具有高度簡練的概括性。

圖二《手足情》1938年，水墨淡彩。洪瑞
麟作品中水墨淡彩所佔比例很高，這一類作

品或易被認為是草圖性質的作品，但在洪瑞

麟樸素的寫實態度下，他對主題人物的關心

往往可能使材質及技法特別以樸素簡單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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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born in Taipei Taiwan in 1936. 
My family had immigrated to Canada 
and settled down in Vancouver since 
1973. Speaking of my experience 
with Clay Art,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mentoring teacher, Ms. 
Qian Hui Lin(林千蕙 ). She taught me 
at a basic level - how to tear paper 
by hand and guided me step by step 
to enter a beautiful world of Clay Art. 
While learning how to master all the 
skills of Clay Art with Ms. Qian Hui Lin, 
I forgot all of the worries of life and 
the loss of my husband.  I indulged 
myself in the joy of learning. I did all 
my best to learn the very basic skills, 
and I never noticed time was passing 
by so quickly. However, Ms. Qian Hui 
Lin moved back to Gao-Xiong(高
雄 ), Taiwan. Therefore, I stopped the 
learning after she left. 

In 2006,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my 
friend Ms. Mei Qing Cai(蔡美岑 ), I met 
Ms. Yong Zhen Zhou(周詠真 ), and I 
started learning again from the basic, 
medium and advanced classes of Clay 
Art with her. Ms. Yong Zhen Zhou is 
an experienced teacher; she is not 
only teaching the skills of sculpture, 
but she is also reminding us many 
handy tips and flower arrangement as 
well. I had learned more than 40 kinds 
of plants of clay art from her. Since 
2013, Ms. Yong Zhen Zhou started to 

travel between Taipei and Vancouver 
and taught students from these two 
cities bi-annually.  Ms. Yong Zhen 
Zhou also teaches Patchworks. I have 
learned from her for Patchworks and 
produced more than ten practical and 
durable bags and decorations. Besides 
student and teacher relationship, Ms. 
Yong Zhen Zhou and I are also friends. 
In our class, we all love to follow her 
and enjoy her teaching as long as we 
can.

I have learned Polymer Clay from Ms. 
Li Xiang Xu(許莉香 ), the art to mold 
the sculpture first then to colour it. 
It's lively and beautiful. The figures I 
made are very popular for children. I 
also learned how to draw Chinese ink 
drawing for active fish and shrimp 
from Mr. Shu Ya Huang(黃書亞 ) for 
a short period. Besides, to find out 
how to make facial expressions more 
vigorously, I learned Chinese realistic 
style painting from Ms. Xiu Lan Su(宿
秀蘭 ) in 2009. I started with drawing 
plants and birds, then Chinese ladies. 
My ambition is to draw a figure of 
Mercy Buddha by myself.

Every year, I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visiting Taiwan on Tomb Sweeping 
Day to learn how to do roses, bitter 
melons, and other plants from Mr. 
Meng Xiang Lin(林孟祥 ), Mr. Yu Ning 

A life is blissful and abundant 
因它人生變得更精彩和豐盛

林李淑枝繽紛的麵包花世界
Nancy Lin's Clay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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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曾俞寧 ), and Mr. Min Qing Xie(謝琝
秦 ). I learned Figures and Sugar Crafts 
from Ms. Shu Mei Zhuang(莊淑媚 ). I also 
learned cake decorations from Sugar Crafts 
Specialist Ms. Hui Yi Wu(吳蕙貽 ), and 
I took classes of  Coloured Wood boxes 
and Miniature Resin Clay from Mr. Jin Hai 
Sun(孫金海 ). I learned Figure Sculpture 
from a famous Figure Sculpture Specialist 
Mr. Yao Hong You(游曜鴻 ). Through my 
journey of learning Clay Art, I have learned 
from twelve teachers; and every one of 
them is a different style. I wish myself to 
learn from their specialty and advanced to 
create pieces of unique works with a touch 
of my signature.  

Every spring, Vancouver is full of 
breathtaking flowers and plants. While 
appreciating the nature, often I feel an 
impulsive to create something to echo with 
the beauty of nature. Therefore, I picked 
up some fresh flowers from the garden or 
bought some striking beautiful flowers from 
a floral shop, and I imitated the shapes of 
the petals, the veins of leaves and sepals 
for the protection of flower buds. I carefully 
coloured them and put them together like a 
fresh flower bouquet. After I had arranged 
the flowers in a vase, I looked at them 
and felt excited and content. The joy of 
fulfillment became the principal motivation 
that kept me working in a pursuit of 
perfectionism. 

I especially cherish the value of recycled or 
natural materials. Sometimes, my friends 
would give a broken vase to me for they 
know I could turn a broken thing into a 
beautiful work. Sometimes, I would pick 
up some stones from a beach or river bank 
or pick up some bark or branches from a 
garden, and made them into a theme of 
nature. The small fruits I made once caused 
my grand-daughter thought they were real 

cherries, and she almost ate them. At an 
exhibition held in Taiwanfest 2015, one 
of my work looked like real flowers that 
attracted many bees came to hover around 
for days.

If I have any talent for art, I will attribute 
the inheritance from my parents, especially 
from my father who was also interested 
in art and he had few pieces of artworks 
himself. All my achievement also attribute 
to my parents' influence on hardworking, 
persistence and the courage and wisdom to 
express oneself.  In my career, I had worked 
in Taiwanese post office for 15 years. 
After I had moved to Vancouver, I had been 
employed at Four Seasons Hotel Vancouver 
for 17 years. Later on, I have been working 
as a real estate realtor for 25 years until 
today.

I never cease working or learning, and I 
work or learn diligently no matter in the 
past or even now. I have been working 
on Clay Art for over 15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I have created over 200 pieces of 
artworks. Never stop learning is one of 
my life mottos.  I learn from the spirit of 
salmons that swim upward to against 
the stream to go back to their original 
birthplace to contribute themselves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erefore, I want to keep 
learning until the last breath that I have.  I 
am 80 years old, but I don’t see myself as 
an old lady. Every day is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create any masterpiece in my 
life. Let the Clay Art blooms like a fresh 
flower, elegant and attractive, as my life is 
full of blessings and positive energies to 
encourage and influence others' lives.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e honor of all my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s with whoever 
is also interested in the Art of Clay. I wish 
everyone who reads this article is healthy, 
happy and forever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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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新樂章

雖然我們無法控制生命的長短，但至少可以提升生活品質，

讓它更多采多姿，豐富美滿。林李淑枝 65歲開始用巧手學
作麵包花，歷經 15年，她讓繽紛的麵包花在身邊飛舞，使
她的人生充滿更多驚奇和喜樂。

林李淑枝生於 1936年台灣台北，是父許阿潤及母李來富的
長女，下有六弟二妹。在嚴父慈母的管教下，各個都是社會

菁英。淑枝她承襲父母藝術天分及好學勤儉美德，在校一向

品學兼優。1954年北二女高中畢業，因體諒父親辛勞，毅
然放棄升學機會，轉入職場。

1955年以優異成績（在幾萬考生中名列前八十名）考入台
北郵局。因工作認真謹慎，奉調台灣郵政管理局安全室，

經管全省員工資料整理。有兩次調查局派員查閱某員工資料

時，每次不僅在許多鐵皮櫃內選擇其一，且從未加翻閱就直

接抽出該員資料，令調查員及主管讚賞不已。後來全家搬遷

高雄，即榮派高雄郵局劃撥儲金組組長，時年僅 28歲，是
該局最年輕主管，經管儲金帳目，多年分毫不差。每年立法

院派員查帳時，組裡以算盤結帳快而正確過查帳員的計算機

盤點。在職八年，因移民加拿大而辭職並離開。

林李淑枝的父親一生謙恭忠厚，有過人才智，寫得一手好

字。在園藝方面很有才華，尤其對盆景的修飾造型，更有獨

特的技術，很受讚賞。父親且十分好學，廣讀書籍，研發蔬

菜品種之改良。在職農業改良場多有建樹，曾奉派韓國輔導

農務一年。父親的學習精神及膽大心細，舉一反三的智慧令

淑枝非常感佩。

當年母親分娩時，父親在旁跟產婆見習。而後兄妹七人都由

父親親自接生。疏散時，家中所養的鴨被蛇咬傷，當時父親

不慌不忙把流出的腸子塞回，並縫合傷口而救活它。父親的

廚藝更是一流，子女很有口福，享受他做的糧果（用配給的

糖做成），以及許多燻雞鴨、粉肝、臘肉等宜蘭名產。父親

清廉不貪，日本人戰敗返國前要送他大片土地，後開發成高

爾夫球場都被他婉拒，一心以公務員收入盡心培育子女，各

個出人頭地，一切恩情子女終身感佩。

母親更是克勤克儉、聰慧賢淑，在沒有冰箱及洗衣機時代，

每天花半天來清洗全家衣物還要準備三餐，每天有剩餘菜

飯，她還要花心思再燒成一道鮮美可口的食物。母親的裁縫

技術一流，做衣不用尺量，只用布在身上比劃即可做出很合

身的衣服，而且廢物利用。淑枝高中的制服是用父親的舊西

裝翻面做成，仍完美如新。母親還利用空閒為子女講述三國

演義可歌可泣的故事，並耳提面命要子女好好的做人。她很

好客又有愛心，每有親友求助，都盡量節用，傾囊相助、任

勞任怨、勞苦功高，令淑枝耳濡目染，沒齒難忘。她的訂婚

禮服也學母親自做，絲毫不輸給裁縫師的手藝。

淑枝自幼即摯愛藝術，從不放過一切新奇而美好的事物，惜

無機會入校學習，及長久因工作及家務兩忙，更難分身自

修。1951年與雲林西螺林昭仁結婚，育有一子三女。1973
年舉家移居溫哥華迄今已 43年，如今子女都已成家立業，
各有所成。

移加之初未曾選擇即入 CARA公司打工，作日航及加航一切
餐飲，並專責製作頭等餐、銀盤餐點。多年後轉四季大飯店，

在職員餐廳供應員工咖啡，午餐並做早餐等工作。工作雖然

辛苦，但很稱職，曾被選為模範員工，滿 15年時又獲贈金
錶，至今已戴用 30年，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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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如新，1991年（55歲），考取經紀執照，而辭職。當
時時薪已達 17元多，在地產公司，先至 New World，後至
Homeland，迄今已滿 25，在公司是第三長者，因帶客戶
看屋之便又可欣賞到豪宅美輪美奐的建築和裝潢，她樂此

不疲將持續工作。

1997年林李淑枝遽失結婚 37年老伴，晴天霹靂。以 61
歲高齡才考取駕照，不久因車禍而答應子女，放棄開車，

但仍繼續工作，被主管笑稱是加國唯一不開車的經紀，但

認識的親友或客戶都主動免費開車服務。

65歲開始，重新規劃人生，她領悟要好好把握寶貴時間，
充實自己，過更豐富有意義的生活。於是從不錯過學習機

會，不吝花費，加台兩地拜師學藝，曾廣學電子琴和麵包

花藝，木器彩繪，黏土細工，人型雕塑、糖花技術畫國畫，

以及拼布等。感謝啟蒙老師—林千蕙，她先教撕紙畫，再

介紹麵包花藝，不久後她回流台灣，而中斷。後來，有幸

能跟周詠真老師學習由基礎、中高級至研修班共學會 40多
種花的作法，周老師除了悉心指導外，還教一些撇步，現

在老師也在加台兩地奔走，但仍教拼布，已學到十餘種大

小實用的包包及掛飾的等。學生與老師亦師亦友，宛如一

大家庭，每週定期相邀聚餐，大家都願永遠跟隨周老師。

林李淑枝覺得學作麵包花只要耐心，苦學勤練，都有很豐

碩的成果，但人體雕塑更需花兩倍多時間毅力和努力。例

如：一個普通人頭至少要做 10個以上，才被老師通過。才
能繼續學身體及其他部分。記得學做觀世音佛像，一個頭

就做了 38個才獲老師通過。有次被老師糾正，她跑到廁所
醒鼻，老師誤以為是被罵哭了。學習的心歷路程苦樂參半，

但終於完成作品時，興奮之情，無以言表。

每年看到溫哥華繁多奇花異草，欣賞之餘，常有仿作的衝

動，於是買來或採來鮮花，邊聽電視邊耐心仿作，將做好

花朵枝葉一一上色組合到插入花瓶。看到辛苦多日的成果，

即興奮又有成就感。郊遊時，撿到的花枝樹皮配上些花草，

即成一件動人作品。河邊發現幾塊石頭劃上彩色圖案，又

成一幅美妙的畫作。只要善用心思，都能化腐朽為神奇。

有次上山採靈芝留下兩朵完整的把它貼在木頭上留念，幾

年後發現它長大了，真是喜出望外。

有時朋友送來破損的花瓶，也能廢物利用配上一些花草，

又成另一件可愛造型的花瓶。每年朋友免費提供優美形狀

的樹枝，更襯托作品的生動感和創意美。除了擺飾的花瓶

外觀，她更喜歡做些實用的東西，如蠟燭台、果盤、糖果

盒、面紙、時鐘、鏡子、美女檯燈、不同形狀的花瓶、果籃、

糖果木盒等，除了實用的同時，又能賞心悅目。她也喜歡

做些精緻的小巧蔬果，人見人愛，仿真的水果也差些被誤

食，還有魚缸內游水各種各色魚、蝦、龍蝦、螃蟹等個個

逼真，琳瑯滿目。

林李淑枝也熱心公益，曾在南亞海嘯時幫助華藏寺住持義

賣Mission寺廟，以 50萬售價加上政府對等 50萬，共
100萬全數捐助災區，此項交易佣金 17000元，她都分文
不取，共同贊助，深得主管贊同。

林李淑枝今年已 80歲，仍不服老，還想繼續學更多新奇
的東西，她堅持「活到老，要學到老，學無止境」今後想

進入創作階段。她要繼續勤學苦練，希望創作能日新月異，

將其花的靈氣能完全融入作品中。人們說：「欣賞一件美

麗的圖畫是一種幸福。」而她更認為能創作一件美麗的藝

術品，更是一種快樂，因為藝術可以無拘無束，無憂無慮

表達內心的情感，而繽紛的顏色更能增加它的撼動力。

9月 30日至 10月 4日林李淑枝為慶祝八十歲壽辰，將在
VanDusen舉辦花畫展，將 15年來約 200件作品展示，同
時也出書發售，書名「生命的新樂章」，售出收入將作為

善款捐助慈善，盼先進及同好踴躍支持響應。(淑枝自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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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豆腐皮（切成11吋Ｘ7吋）  10張
豬肉（切絲）    ½磅
魚漿     1磅
大洋蔥（切絲）   2個
青蔥（切末）    2根
荸薺（拍打成小塊）   10個
豆薯（切絲）    1個
油     4杯

調味料：
酒     3小匙
鹽    ½小匙
醬油     3大匙
糖     2小匙
白胡椒粉    2小匙
五香粉     1小匙

沾醬（混合後以小火煮勻）：
甜辣醬     6大匙
糖     2大匙
醬油膏     2大匙
水     2大匙

麵糊：
麵粉     3大匙
水     3大匙

作法：
1. 豬肉拌入調味料醃30分鐘。
2. 麵粉與水調勻成麵糊，備用。
3. 魚漿用筷子打軟，將切絲的大洋蔥、豆薯、蔥、荸薺及

豬肉加入攪拌均勻成為餡。
4. 取一片腐皮，將作法3的餡取約十分之一，鋪在腐皮的一

邊，由下方往上捲成10吋長，1.5吋直徑的圓柱狀，封口
處塗上麵糊，要包緊，不要有隙縫。

5. 鍋中倒入4杯油，冷油即放入包好的雞捲，以中小火（熱
度保持100F）炸至9分熟，撈起瀝乾油。

6. 鍋中油再加熱，將炸過的雞捲回鍋再炸2分鐘，炸到表皮
變黃，立即撈起，待涼切片盛盤，加上沾醬即可享用。
（分兩段炸法使雞捲內餡軟，外皮脆）。

註：
1. 加荸薺、豆薯使雞捲有脆脆的口感，也可用切絲的芋頭

或蕃薯替代。
2. 雞捲可冷凍保存，不必解凍可入油鍋炸。
3. 不愛油炸者，放入蒸籠蒸約15分鐘，或以微波爐，每次3

條用高溫煮3分鐘，吃時，用油半煎半炸，使皮香脆。
4. 此菜餚也可以海苔代替腐皮。雞捲來自福佬話「多捲」

，即「多」出剩菜的「捲」。早期生活刻苦，菜頭菜尾
加上碎豬肉用腐皮包裹，下鍋油炸，炸熟後待稍涼再切
片，現在成為台灣夜市著名的小吃。

Chicken Roll
雞卷

歡迎至台加文化協會購買「懷念的台灣菜」
中英文雙語食譜，自用送禮兩相宜。

（感謝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北加州分會提供
食譜）

Ingredients:
10 sheets   Tofu skin (11 inch x 7 inch each)
½ pound   pork (julienne)
1 pound   fish paste
2 large    yellow onions (julienne)
2 stalks   green onions (mince)
10    water chestnuts (small chucks)
1    Jicama (julienne)
4 cups    cooking oil

Marinade:
3 teaspoons   white/rice wine
½ teaspoon   salt
3 tablespoons   soy sauce
2 teaspoons   sugar
2 teaspoons   white pepper powder
1 teaspoon   five spice powder

Dipping Sauce (combine and simmer):
6 tablespoons   sweet chili sauce
2 tablespoons   sugar
2 tablespoons   soy sauce paste
2 tablespoons   water

Flour Paste
3 tablespoons   flour
3 tablespoons   water

Preparation:
1. Combine marinade ingredients and marinate pork for 30 

minutes
2. Combine flour and water until it forms a paste. Set aside.
3. Combine filling ingredients
4. Place 1/10 portion a filling in the lower third of a ½ sheet 

bean curd skin.
5. Fold over bottom edge of skin to cover filling and tuck in 

under filling.
6. Fold up sides of skin and roll into a cylinder, then seal 

with flour paste. Repeat step 4-6 until all ingredients are 
used.

7. Pour 4 cups of oil in wok, place rolls into oil. And then 
cook at medium low heat (maintain at 100F) until 90% 
cooked. Remove from skillet.

8. Heat oil again in medium heat and put the rolls back 
in the wok. Fry until skin turns golden brown (about 2 
minutes)

9. Let cool, slice, them serve with dipping sauce.

Note:
1. Rolls can be kept in the freezer for up to 1 month, and 

can be fried without defrosting.
2. Tofu skin can be replaced with nori seaweed. Water 

chestnuts and jicama can be replaced with taro or sweet 
potato.

3. Replace step 7-8 in preparation with the following 
methods as desired:

• Microwave: Cover with cellophane and microwave 4 
rolls at a time for 5 minutes on high setting until all rolls 
have been microwaved.

• Steam: Cook in a steamer for 35 minutes.
4. In the past when the life was hard, the leftovers were 

reused by adding grounds meat to them, wrapping it in 
bean curd skin, frying and slicing into pieces. Because 
of the use of leftovers, there were called “Extra rolls.” 
This name gradually became “chicken rolls” because 
“chicken sounds like “extra or leftovers” in Taiw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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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Canadian Monthly Distribution List / 台加月刊取閱地點
Vancouver
Century Chiropractic Clinic崴傑脊椎骨科
#204-2786 West 16th Ave
7667 Nanaimo St./604-678-9967
Corner 23萬巒豬腳
4008 Cambie St./604-879-8815
Dustin Tour & Travel Inc. 藍天旅遊
8881 Selkirk St. Vancouver
Grace Noodle House恩加麵廠
#6-9079 Shaughnessy St./604-322-3538
Greater Vancouver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7663 Nanaimo St./604-688-3738 
Huang's Beef Noodle Shop 老黃牛肉麵
6940 Victoria Dr./604-324-8884
Hsin Framing $ Moulding 欣欣畫框
#103-8828 Heather St./604-336-6938
Love My Smile 愛我微笑牙醫診所
8307 Oak St./604-647-6453
T. Flamingo Hair Salon 千鶴髮廊
8538 Granville St./604-879-7211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台加文化協會
8853 Selkirk St./604-267-0901
Vancouver Formosa Academy 
溫哥華東寧書院
5621 Killarney St./604-436-2332
碧瑤美髮
3580 Fraser St/604-876-6438
Killarney Community Centre
6260 Killarney St
Mapole+Oakridge Community Centre
990 W 59th Ave
Kalvin’s Szechuen Restaurant 松林居
5225 Victoria Drive/604-321-2888
Green Club 綠色文化俱樂部
185 W.Woodstock Ave/604-327-8693
Wang’s Taiwan Beef Noodle House
王記台灣牛肉麵
3250 Cambie St/604-872-3618
天仁茗茶
550 Main St/604-684-1566
加拿大多元文化活動中心
537 Main St/604-638-3493
Modern Dental Clinic 現代牙醫診所
#320-5655 Cambie St/604-263-8413
TUNN EX 我愛我車
 #20-970 SW Marine Dr./604-263-9533
鵬程教育學院
2027 W 42th Ave./604-263-8586
MPM多元數學教育中心
3036 W 41st Ave./604-266-6762
國際畫廊International Arts Gallery
#2083-88 West Pender St, International 
Village Mall/ 604-569-1886
Flamingo House Chinese Cuisine紅鶴酒家
7510 Cambie St/ 604-325-4511
Taipei Dim Sum Food Ltd台北點心麵廠
7109 Victoria Dr/ 604-322-5088
La Cuisson Cafe老桂松咖啡坊
2050 41st/ 604-558-2589
Kindom Photo
3263 W Broadway/ 604-737-6839
McDonald Realty Kerrisdale麥當勞地產
2105 W38th Ave
Broadway Dental Plaza
601 W Broadway

Champlain Herghts Community Centre
3350 Maquinna Dr.
Bubble World大頭仔
3377 Kingsway/ 604-451-7658
XO Tours Canada新聯華假期
600-1788 W. Broadway/ 604-738-6188
Sunrise Community Centre
2620 E Hastings St./ 604-717-3584
Renfrew Community Centre
2929 E 22nd Ave/ 604-257-8388
Killarney Community Centre
2929 E 22nd Ave/ 604-257-8388
Kensington Community Centre
5175 Dumfries St./ 604-718-6200
Ridge Dental 謝佳紋牙醫診所
3018 Arbutus St./ 778-903-1590
Formosa Travel Ltd 大華旅遊
102-3399 Kingsway/ 604-606-0636

Burnaby
Beautiful Island 風信子
#1-4648 Imperial St./604-438-0258
Chinese Taoism Kuan-Kung Association 
in Canada加拿大中華道教關帝協會天金堂
3426 Smith Ave/604- 568-9880
Garden Village Church 園鄉教會
4950 Barker Cres/604-433-7711
台芳麵點 (麗晶廣場)
#1108-4500 Kingsway/604-655-2187
Pearl Hot Pot 珍珠小火鍋
7154 Sperling Ave/604-516-0238
Sasaya Restaurant 全州豆腐鍋
7538 Royal Oak Ave./604-433-3652
Signet Tours 超值旅遊
2F, 4705 Hasting St./604-688-9881
Burnaby Library HighGate Location/ 
Tommy Douglas
7311 Kingsway
No. 1 Beef Noodle House 京園牛肉麵
4741 Willingdon Ave/604-438-6648
Dr. Wayne Niou 牛家庭醫師診所
4500 Kingsway/604-436-1231
Lion Travel 雄獅旅遊(麗晶廣場)
#1323-4500 Kingsway/604-438-6578
Alpine dental Clinic 愛盼牙醫診所
4881 Kingsway /604-437-0655
Seeds for Kids Language Art
種子中文教室
7782 Royal Oak Ave /604-338-3978
Burnaby Library McGill Branch
4595 Albert St
珍珠小館Pearl House
7152 Sperling Ave/ 604-522-3177
XO Tours Canada新聯華假期
#1823-4500 Kingsway/ 604-899-8886
Nature's Essence永信健康食品
#1309-4500 Kingsway/604-451-9377
Lilly CP Chen Ltd李金萍會計師
#603-4538 Kingsway/604-438-7575
Library - Bob Prittie Metrotown Branch
6100 Willingdon Ave/ 604-436-5400
Caritas 9 Coffee Roasters
#104-7655 Edmonds St./604-553-0316
Fondway Cafe
4462 Beresford St./604-283-6997

Richmond 
Century Chiropractic Clinic崴傑脊椎骨科
#118-5811 No. 3 Rd./604-678-9967
Delicious Cuisine 一品怪廚
100-7911 Alderbridge Way
Jen's Hair Salon 任太美髮
7080 No. 4 Rd./604-241-7463
Kuohua Trading Co. Ltd. 國華台灣食品
#120-4551 No.3 Rd./604-276-8858
Lansdown Canada Post
942-5300 No. 3 Rd.
Maxeme 醫車坊
2-2300 Simpson Rd./778-881-9988
Memory Corner 有香
6900 No. 3 Rd./604-362-4442
Richmond Public Library
100–7700 Minoru Gate/604-231-6432
Snack King Eatery 美食美客
2280-8888 Odlin Cres./604-362-4442
Upopia Travel Inc. 富邦旅遊
#2180,8766 McKim Way/604-248-1433
Vance Financial Group 吳麗珍投資理財
604-779-2268
Youneed Enterprises Ltd 高登健康生活館
#130-4231 Hazelbridge way
778-895-8116
Yuan Hai Frames Manufacture & Art 
Gallery 源海畫框畫廊
#148-11180 Coppersmith 
Place/604-272-3558
Minoru Aquatic Centre
7560 Minoru Gate, Richmond
長宏食品
1068-8700 Mckim Way/604-207-1678
12 Baskets Nutrition & Health Co.
12籃健康食品集團
6600 No 3 Rd./604-270-7831
Pearl Castle Café 圓香生活餐飲
1128-3779 Sexsmith Rd./604-270-3939
Carrie Travel Ltd.凱麗假期 
(Aberdeen Square)
2315-4000, No 3 Rd./604-231-0580
施坤郎 BC省註冊中醫師 
Unit 177-8171 Ackroyd Rd./604-273-3993
L.A. Chicken
160-11780 Thorpe Rd./604-278-4737
美廉食品公司
150-13911 Maycrest Way/604-273-1365
Cafe Savoureux 
#1326-8368 Capstan Way/604-207-2589
Soul Natural Holistic Medicine
陳昶仁 漢醫師
1355-8888 Odlin Cres/ 604-261-8313
Dinesty Dumpling House聚
#160-8111 Ackroyd Rd
#2788 - 4151 Hazelbridge Way
604-303-7772/ 604-303-9998
Riva莉坊髮型美容工作室
1038-8700Mckim Way/ 604-232-1119
慈愛藥房
125-4940 No. 3 Rd/ 604-303-7474

West Vancouver
West Vancouver Memorial Library
1950 Marine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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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Westminster
New Westminster Library
716 6th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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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quitlam
鄉香小館
1202-1163 Pinetree Way/604-977-1688
TUNNEX 我愛我車
2796 Barnet Hwy /604-554-0258
Coquitlam Public Library (City Centre)
1169 Pinetree Way/ 604-554-7323
Coquitlam Public Library(Poirier Branch)
575 Poirier St/ 604-937-4141
Sammi's Juice Bar一龍奶茶
#2908-1163 Pinetree Way/ 604-941-1688

Maple Ridge
The One Bubble Tea
#150-22529 Lougheed Hwy/604-479-
5511

Surrey
Bubble 88
10209 King George BoulevaRd. #102
Canada Volumes總進食品進出口公司
Unit 106, 2630 Croydon Drive
604-761-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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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tario
長青學苑
#6-3680 Victoria Ave., N York
416-497-3331

Other
大溫地區台灣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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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閱點免費贈閱

郵寄付費訂閱

加拿大國內每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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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入境新法令

經由航空入境且持有免觀光簽證國家護照的外籍旅客，必

須持有旅遊許可電子系統簽證（eTA）。2016年9月29日

前，無eTA簽證的旅客會被勸導，29日後法令將會被嚴格執

行。2016年9月30日開始，遊客（包含本國國民）登機前將

要出示有效文件。加拿大護照持有者通關時不需經過安全檢

測。請確保您護照的過期日遠比您回程的日期晚。

若您是加國國民，請務必注意：

若您為加國國民正在入境加拿大，同時擁有雙重國籍，且另

一國籍與加拿大之間存在免除觀光簽證的議定，那您就不能

申請 eTA 簽證。因為 eTA 簽證是短期入境加拿大的外籍人士

所須持有的有效證件。雖然法令說明加拿大護照持有者通關

時不需經過安全檢測，但您必須持有加拿大護照，來證明您

為本國國民。

當您經由航空入境，您必須出示以下證件之一來證明您為加

國國民，例如：在使用效期內的加拿大護照、臨時加拿大護

照、加拿大旅遊緊急文件。如果您在機場報到時沒有持有上

述文件之一，您可能無法登機。如果您無法登機，您必須知

曉：到時將不會有任何快速處理辦法來幫助您及時登機，且

您必須要聯絡離您最近的海外加拿大政府辦公部門，以便取

得所需旅行文件。

http://www.cic.gc.ca/english/visit/dual-canadian-citizens.asp

加拿大在奧運表現亮眼

2016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於8月5日～8月21日在巴西里約

熱內盧開展。其中加拿大選手共314名，包括128名男選手

和186名女選手，代表參加超過奧運的27項以上的運動項

目。今年的加拿大選手數目比起2012年，還多了37名。身

為加拿大在2012年唯一的金牌得主、彈床選手，羅西·麥

克琳南（Rosie MacLennan），於今年被選為奧運開幕式

的舉旗手。原本的加拿大奧運團隊團長布拉薩 （Jean-Luc 
Brassard）離任後，改由哈尼特（Curt Harnett）於今年四

月被任命為新團長。游泳選手佩妮·奧萊西亞一人獨力贏得

四面獎牌，不僅打破加拿大的奧運得獎紀錄，同時也是加拿

大史上最年輕的金牌得主。會後佩妮·奧萊西亞被任命為閉

幕式的加拿大奧運團隊舉旗手，是加拿大有史以來在奧運史

上最年輕的舉旗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nada_at_the_2016_Summer_Olympics

Taiwan leaves Rio with one gold, two bronzes and  
a few controversies

since 1996. (http://www.chinapost.com.tw/sports/olympics/2016/
08/22/476197/Taiwan-leaves.htm)

Police in Taiwan have had it with Pokemon Go
Pokemon Go might be a worldwide phenomenon, but 

smartphone use while driving. 

Pokemon Go might be a worldwide phenomenon, but 

smartphone use while driving. 

Taiwan's delegation to the Summer Olympic Games 
concluded its run in Rio de Janeiro on Sunday with a small 
haul of one gold and two bronze medals. The one-gold 
two-bronze finish, however, is still a small improvement 
on the team's performance at the 2012 London Olympics, 
where it picked up only one silver and one bronze to rank 
63rd — Taiwan's worst showing in any Summer Olympics 

not everybody loves it. In fact, on 1 1st, August, Reuters 
reported that traffic violations in Taiwan have spiked since 
the game launched in the country. In just a few short 
days, Taiwan police have issued over 1,200 tickets for 

Taiwan's Uniform Regulations Loosened Again
School uniform regulations in Taiwan have been further 
loosened following amendments in June that stipulated 
schools are no longer allowed to record punishments given 
to students based on their apparel in their official record.

Depu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Tsai Ching-hwa ( 蔡清華 ) 
announced today that high school students will be allowed 
to mix and match their uniforms, gym suits, and any other 
attire approved by each school starting this September.

However, students will still be required to dress according 
to school regulations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such 
as at graduations, weekly assemblies, internships, and in 
science labs.

High school students can also choose to wear summer or 
winter uniforms. Schools should moreover allow students 
to wear any extra clothing, such as sweaters, scarves, 
gloves, hats, and hoodies, if needed. 
http://international.thenewslens.com/article/47012

Translated by Vivia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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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文化俱樂部
9月1日(四)上午十時：居家修繕講座：

電力維修DIY
9月3日(六)上午九時：北溫哥華市楓木

沙洲野鳥生態解說
9月3日(六)下午三時：溫哥華市中心娛

樂商區建築歷史解說(台灣
文化節)

9月4日(日)上午十時：高貴林濕地森林
生態與省督渡假屋解說(提
早出發)

9月5日(一)上午十時：北溫卡皮蘭諾河
森林與鮭魚生態解說(午後
音樂會)

9月7日(三)上午十時：溫哥華有機堆
肥示範花園參觀(名額有限
報名)

9月8日(四)上午十時：西洋藝術賞析
講座：當代藝術在西雅圖
美術館

9月10日至11日兩天：陽光海岸港灣湖
泊、鱒魚、海洋生態旅遊(
及時報名)

9月10日(六)上午九時：三角洲市羅伯
次淺灘野鳥生態解說

9月12日(一)下午三時：溫哥華植物園
樹木與季節性花卉(需門
票)

9月13日(二)上午十時：古文明探索系
列講座：鄭和下西洋

9月17日(六)下午三時：溫哥華市蘭菲
溪自然歷史解說(豐收節與
月亮節)

9月18日(日)上午十時：溫哥華市東快
樂山社區壁畫與歷史解說

9月22日(四)上午十時：國際時勢分
析、歷史文化探討講座

9月24日(六)上午十時：新西敏市菲沙
河自然歷史解說

9月25日(日)上午十時：溫哥華市南區
河濱馬場歷史解說(馬場
節)

9月26日(一)下午三時：溫哥華植物園
樹木與季節性花卉(需門
票)

9月29日(四)上午十時：居家修繕講
座：電力維修DIY

10月1日至2日兩天：溫哥華島海灘、瀑
布鮭魚、原始森林生態旅
遊(報名)

每個月有二十多次溫哥華社區與公園健
康步行，義工免費領隊(事先報名)

活動查詢：
林聖哲會長604-327-8693
綠色文化活動：www.greenclub.bc.ca
臉書分享資訊：www.facebook.com/

josephlin.greenclub

「集鞋到肯亞」活動
巴洛克傢俱店（列治文站）
地點：2000-2551 No.6 Road Richmond
時間：9月1日 - 9月9日

每星期二~六 3:00PM ~ 5:00PM
* 限已包裝好的清關集鞋袋 *

2016 TAIWANfest 臺灣文化節
地點：Granville St 封街

(W Hastings St 至Smithe St.)
時間：9月3-4日(六&日) 

12:00PM~7:00PM
9月5日(一) 12:00PM~6:00PM

台加文化協會 (台灣文化中心一樓)
地點：8857 Selkirk Street Van.
時間：9月6~8日 (二、三、四) 

12:00PM~5:00PM

全盛行總倉庫 (溫哥華站)
地點: 1290 Odlum Dr. Van.
時間: 9月9~11日 9:00AM~4:00PM
* 限已包裝好的清關集鞋袋 *

大溫哥華台灣松齡會
9月3日 (六) 10:00AM
講題：台灣的前途
講者：林聖崇

（財團法人淨竹文教基金會）
下午活動：慶生會,談一日遊

9月10日 (六) 10:00AM
講題：談壓力導致疾病,放鬆來健康
講者：孫誠（前長庚醫院急診室主任）
下午活動：慶祝中秋節送2個綠豆椪

賓果遊戲

9月17日 (六) 10:00AM
講題：悠閒過一天
講者：葉國淼（前客家會會長）
下午活動：卡啦ok

9月24日 (六) 10:00AM
講題：解熱鎮痛藥的使用
講者：劉坤益

(台大藥師,前溫莎大藥廠廠長)
下午活動：放映日本電影

入會：年齡55歲以上，台灣籍
年費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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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發寬會長：604-291-8186
604-616-0066(c)

法鼓山溫哥華道場
經典共修 – 金剛經
9月3日 (六) 起每個月兩次
2:00 – 4:00 PM
金剛經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部經典，透
過簡單禪修、誦經、繞佛，聽聞法師開
示，大眾共修的全新體驗，歡迎隨喜。

英文初級禪訓班 
(三堂課，全英語授課) 
9月4,11,18日 (日) 1:30 – 4:30 PM
學習正確的打坐觀念和方法，在生活中
安定身心，開啟智慧。

禪鼓體驗班
9月26日（一）9:15AM-3:00PM
舒活身心，體驗一天放鬆、律動、呼
吸、感覺、專注的擊鼓過程。

童趣班 (歡迎6~12歲小朋友報名)
10月2日, 11月13日, 12月11日 (日) 
2:00 – 4:00 PM
以禪法、佛法和生活結合的趣味教學，
幫助學童身心靈安定、全方位人格成
長。

更多活動訊息請查詢  
(604) 277-1357
www.ddmba.ca

溫哥華世紀扶輪社
活動地點：台灣文化中心二樓大廳

8853 Selkirk St. Van.

邀請大家參加九月份講座：
9月7日 (三) 7:15PM-8:30PM 
講題：Step 30 舊鞋救命的開始與將來
講師：楊佑任先生

9月16日（二）7:15PM-8:30PM 
講題：在石上山水中漫遊, 令人著迷

的石畫 
講師：麥蘊莊女士

北一女加拿大校友會
金秋踏青活動
9月10日（六） 11:00AM-2:00PM 
地點：Picnic shelter

Ceperley/Second Beach, Van.
內容：健行，午餐及團體遊戲等
費用：每人10元

免費講座 - 人老心不老
9月24日（六） 2：00PM-4：00PM 
地點：列治文公共圖書館 

Richmond Public Library
7700 Minoru Gate, Richmond

特邀知名幽默作家吳玲瑤女士，由加西
校友聯合會，北一女加拿大校友會以及
列治文公共圖書館聯合舉辦。
有意者，請標明姓名及人數並郵寄至 
tfghaa-ca_comm@live.ca即可。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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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遠道合唱團
開始練唱通知！
9月12日起，每周一 7:15PM-9:45PM
地點：Immanuel Baptist Church

109 East 40th Ave, Van.
指揮：康幼琳
7月2日，遠道合唱團在Vancouver 
Playhouse演出32週年年度『百年歌謠  
千年詩詞』演唱會。

溫哥華遠道合唱團成立32年來每年皆舉
辦年度音樂會，將辛勤練習的成果呈現
給熱愛合唱藝術的各界人士。本團一向
以對合唱藝術純真樸實的愛好、藉音樂
陶情養性以及認真學習的態度為榮。

聯絡：孫斌 Bin Sun:604-439-7818
沈又莘 David:604-716-0135

網址：vancouverchinesesingers.com

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讓愛走動」園遊會
9月17日(六)11:00AM-2:00PM
這一場「讓愛走動」園遊會。活動內容
有兒童手工藝品製作、手工乳液、防蚊
液製作。現場也有販賣手工皂以及各種
台灣小吃（刈包、肉圓、碗糕、熱狗、
潤餅捲、台南米糕、嘉義雞肉飯、大腸
包小腸、貢圓湯、豆花、珍珠奶茶等）
。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金齡大學
時間：9月7日 - 11月25日

每週三、五 9AM -12PM
費用：$80
提供長輩充實健康活動的好去處。
內容包括：體操、音樂、新新聞、社會

新知、醫學健康、認識加拿
大、人生哲學、英文、戶外
活動。

地點：2733 W. 41th Ave., Van.
22、41公車可達
電話：778-297-9290 

604-266-0820

甘露市台灣文化協會
創會12週年慶
9月18日（日）2:00PM-5:00PM 
歡迎鄉親朋友的光臨和參與!!遠道鄉親
也歡迎留下,和我們志工共度友誼之夜(
請先告知)
地址：413 Tranquille Road, 

Kamloops
聯絡：李光生Sunny Lee 

250-572-1515

加拿大中華道教關帝協會
天金世紀盃書法比賽
9月18日 (日) 10:30AM-12:00PM
報到時間：9:30AM ~ 10:00AM，請攜

帶身分證件，逾時者以棄
權論。

主辦單位：天金堂、溫哥華世紀扶輪社
協辦單位：台加台灣學校、加拿大楓

橋人文基金會、CM Trading 
Ltd Co.

比賽組別：學員組，1996年後出生者；
社會組，1996年(含)前出
生者。

報名方式：上網報名、電郵報名。
活動地點：3426 Smith Ave, Burnaby

天金堂
查詢：余嘉騄理事長 604-568-9880

info@tianjintemple.org
www.tianjintemple.org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中秋郵輪賞月之旅
9月18日 (日) 
登船時間：5:20PM
開船時間：6:00PM
登船地點：Habour Cruises Ltd.

501 Denmean St. Van.
票價：40元
購票：江文基 604-616-6038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將會在九月18日星
期天傍晚舉行一年一度的中秋郵輪賞月
之旅。
提醒：
1. 郵輪公司規定：準時開船，恕不等

候。
2. 往年420個位置時，每次都爆滿。

由於今年的船只有350個位置，所
以請提早購票，謝謝。

溫哥華蓬萊合唱團
第26週年音樂會
9月24日（六）7:30PM
地點：Ryerson United Church, 

2195 West 45th Ave, Van. 
( West 45 Ave & Yew Street) 

票價：＄15
購票：Jenny Lin 604-789-2697
電郵：vancouverformosansingers@

gmail.com
或現場櫃台購票

Vancouver Formosan Singers ，蓬萊
合唱團是一個聚集了來自台灣,愛好歌
唱人士的業餘團體, 能不間斷地持續練
唱誠非易事。原因包括團員對歌唱單純
的喜好，海外遊子對鄉土的思慕，珍惜

在他鄉異國的邂逅，進而相濡以沫，唱
出相知相惜的情感，更幸運的是屢屢獲
得專業音樂老師的提攜指導。

蓬萊合唱團由來自台灣的知名女高音, 
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及音樂研究
所所長李靜美教授擔任指揮及聲樂指
導, 以及在溫哥華地區享有盛名的名鋼
琴及編曲家陳怡誠老師擔任伴奏，在兩
位老師耐心殷勤教導下，該團彰顯出令
人耳目一新的素質，並構築了一個盡情
開懷歡唱的音樂有氧境界。

本次的年度音樂會演唱內容，除了各位
鄉親最喜愛的台語歌曲之外，還有大家
耳熟能詳的國語及英文歌曲，以及歌劇
選曲及宗教歌曲。另外，溫哥華頗具盛
名的弦樂四重奏也會有一段精彩的演
出。相信一定會帶給大家一個很棒的音
樂饗宴。

藝術媒體學院公演
英文戲劇「抉擇」(Choice)
藝術媒體學院跨文化戲劇課程的學員，
將在九月底到十月9日來溫哥華，演出
四場英文戲劇(30分鐘)，劇名叫做「抉
擇」(Choice)。劇本是由西三一大學戲
劇系的教授 Dr. Lloyd Arnett 所寫。

「抉擇」這個劇是一個認為他的心會引
導他做出正確決定的年輕人，面對一個
道德難題，做出一個錯誤的選擇，之後
了解到他需要一個超乎他以上的道德
指南針。這場戲劇包括兩條交錯的故
事線：Clare 的個人生活和 Clare 與
他人的面談內容。Clare用他的攝影機
記錄面談內容，用他的手機進行他的個
人生活。就像我們每一個活在充斥著電
腦、手機、網路、影像及快節奏音樂世
界裡的人。劇中包括關於神同在、生命
目標、彼此相愛、對世界有文化貢獻、
對超越今生的永恆的渴望等場景。

演出日期與地點:
1.10月1日 4:00PM

本那比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1600 Delta Avenue, Burnaby

2.10月2日
豐盛靈糧堂 
5 W King Edward Ave., Vancouver

3.10月3日 6:00PM  
Trathcona Church
431 Princess Ave., Vancouver

4.10月5日 6:00PM
Caritas 9 Coffee Roasters 
#104-7655 Edmonds St., Burnaby

查詢電話: 778-865-3029 王小姐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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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台灣文化節年初帶了加拿大的朋友走訪台灣，其中一位人員來過台灣 25

次，在竹山天空的院子，看到了主人何培鈞的視野和思想，在這一次行程找

到了新的感動，也看到台灣文化深層的力量。多向交流與深入對談，才能為

台灣社區在加拿大社會的貢獻開拓另一條更長遠的路。

台灣亦從加拿大受到許多啟發，慈善組織舊鞋救命 Step30 源起於一位加拿

大的牧師，發起人楊右任擴大規模，至今又將於加拿大活動現場發生；台灣

文化節現場將邀請當地民眾一起響應公益，共同在溫哥華市中心完成公益連

結藝術的創舉！

台裔加拿大指揮家謝建得大師創辦溫哥華大都會交響樂團，培育台灣音樂新

秀，提供表演舞台；今年文化節亦將邀請謝建得大師領銜指揮，回味鄧麗君、

張國榮兩位港台巨星，以交響樂詮釋流行音樂，並由當地交響樂團演奏，藉著音樂串連更廣泛的族群。

加拿大和台灣社會都捍衛民主的價值，但在民主發展的過程中，都有自己辛酸的歷史；透過「面子」攝影展的方式，從藝術

中帶動東、西方於面子文化的討論，也同時認識加拿大在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台灣客家人從中原至寶島落地生根，又有一群從台灣移民至加拿大，其中包含

竹東彭家與北埔姜家；「好客台灣」以信好第、姜阿新洋樓的故事切入台灣

客家人文生活，邀請溫哥華、多倫多兩地客家鄉親藉著活動為客家文化自主發

聲，也期望帶動加拿大其他非台灣的客家族群一同參與。

講座對談是文化交流最直接的形式，「希望講堂」集結當地僑社各界人士現場

分享自身故事，今年更邀請具有香港與台灣多年經驗的資深媒體人張鐵志，與

當地英文與香港媒體人直接對談，從社會、藝文、媒體等各種角度，啟動深入

交流。另一場溫馨的演講是由曾經擔任台灣與加拿大兩地安寧病房志工的許建

立老師分享他的新書「陪伴，在離別前」。

街頭戶外藝文活動需要近百位義工與工作人員共同參與，今年義工總指揮由德

裔加拿大年輕女大學生 Andie Lloyd 主導，在連續兩年擔任舞台經理義工後，

大會今年將借重他大學戲劇主修的背景，更活潑化所有志工的體驗，也落實多

元族裔參與的目的。

活動不只是單向文化輸出，更包含對社區的關懷和付出，與當地民眾的友好。加拿大慈濟分會常年為加拿大原住民 (First 
Nations) 義診，運用祖先的智慧關心當地，每年也都會在活動

中舉辦中醫義診和健康養生講座，中醫義診更受當地各族裔喜

愛，不只是東西文化交流，更是對於加拿大社區的回饋與關懷。

生活與文化皆無法脫離飲食，食材選擇、廚藝手法到料理呈現都

是一個文化提煉的精華。

活動現場將舉辦國際泛亞廚藝邀請賽，從新手廚師到五星級主

廚，邀請台灣、香港、加拿大三地廚師切磋競賽，不僅是美食之

爭，更是文化生活的認識與品嚐。

2016 年台灣文化節由加拿大亞裔活動協會主辦，將於 9 月 3 日

至 5 日於溫哥華市中心與周邊劇院藝文中心舉辦。更多詳情請至

www.TAIWANfest.ca 查詢。

2016 TAIWANfest
在加拿大認識的台灣文化
實踐文化對話的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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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李友志 604-275-6365

時間: 星期日 10:00am-12:30pm

地點: The Zone Bowling 球館 (#180-

14200 Entertainment Blvd.,Richmond) 

TCCS GOLF CLUB 已開打!

請洽活動負責人:林德清604-277-7589

或聯絡人: 林文壽 604-241-7536

    劉坤益 604-241-0289

    李友志 604-275-6365

歡迎有興趣參加者，與召集人聯絡!

主持: 詹元稹 604-581-6191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am-5:30pm

星期六 10:00am-5:00pm
星期二至四 7:00pm-9:30pm

費用: 會員$70/年 ；非會員$90/年
 晚上週末打球額外$1

非會員Drop in $3

初學者培訓&指導 $20/堂

老師: 田興和
時間: A班星期一&三 10:00am-12:00pm

B班星期二 7:45pm-9:30pm
費用: A班$25/月；B班$40/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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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老師上課 & 週三學員自行練習)

9月19日、21日、26日、28日休息

老師: 謝依霖                           
時間: 星期二 1:00pm-2:30pm
      星期五 10:00am-11:30am
費用: 會員$12/月；非會員$18/月
      $5/Drop in

9月20日、23日、27日、30日休息

老師: 黃威傑 604-678-9967
時間: 9月18日(日) 10:30am
費用: 會員Free；非會員$2/Drop-in

復健運動的內容將包含頸部、肩部、腰

部、臀部、腿部及腳部等的復健。

主持: 劉仲明
時間: 星期二&四 8:30am-10:00am
費用: 會員$1/次；非會員$2/次

許多養生的道理，都需要透過鍛練去體

會，不是背誦經典來的。

老師: 沈于順&吳明芳 604-985-8687
時間: 星期六 10:00am-12:00pm 
費用: 會員$150/期；非會員$175/期
      (一期8堂課)；$25 Drop in
鄭子太極拳功架 ,太極拳推手, 無極站
樁 & 健身十二段錦鄭子太極拳37式緩
和鬆柔的動作，功效宏大老少咸宜，每
天利用空閒幾分鐘，能達到幼者壯、老
者健，是最王道的養生功法。
新一期課程已開始，歡迎報名參加!!

主持: 鐘淑汝 604-418-1357
時間: 星期六 2:00p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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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日改成3:30pm

主持: 張鍾玲
時間: 9月10日(六)7:00pm

⊙園藝: 奇異果：講解奇異果的生長習
性及整枝法

  講師: 高源雄

⊙盆栽: 高大的樹縮小(矮化)製作盆栽
的方法

  講師: 王永輝

主持: 劉仲明 604-266-2926
時間: 星期五 1:00pm-3:00pm        
費用: 每人每次$1

以牌會友，其樂融融！有興趣的會友，

請盡可能於前一天聯絡負責人。

2016 TCCS GOLF八月賽得獎名單
Guildford golf Course  (8/10)
總桿冠軍: 謝春冬
淨桿: 第一名 徐明峰
      第二名 張米玉
      第三名 陳紹煙
      第四名 林文壽
      第五名 李友志
LUCKY 7: 楊明壽
男最遠距獎: 謝春冬
最近洞獎:#2李友志  #6謝春冬
#8徐明鋒 #16林文壽 #17康鐘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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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劉瑛瑛
時間: 6月13日-9月19日

每星期一10:00am-12:00pm
費用: 會員$150，非會員$180(12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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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劉瑛瑛
時間: 9月6日-11月22日

每星期二 10:30am-12:30pm
費用: 會員$150，非會員$180(12次/期)

從最基礎的發音、文字(50音平假名、

片假名)開始到簡單常用的日常會話及

日語歌謠練習。

聚會時間: 9月7日 &  21日 7:00pm
負責人: 馬苔菱

指導 : Chris Lee  

台加 Toastmaster( 國際演講協會 ) 可

以幫助您，讓您在職場或家裡，說話有

條理與自信，瞭解其方法，擁有好口才

絕對不是難事 !

Do butterflies attack your stomach 
when you’re asked to speak before a 
group?  Can you confidently express 
your thoughts and ideas?  From public 
speaking, presentations to general con-
versation, Toastmaster will strengthen 
your communications skills and boost 
your confidence.  Come join us on 4/6 
and meet friends who are just like you!

老師: Charles Mclarty
時間 :每星期二 1:00pm-3:00pm
費用 :會員 $20/ 月；非會員 $30/ 月

學英文不再只是跟著課本背誦，也可以
很多元化。Mr. Charles Mclarty向以輕
鬆愉快的方式引導學員閱讀英文報紙，
並學習以英語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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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健行地點
109

walks
行程
(km)

領隊 集合地點

9/3 ( 六 )
9:15 am

Deas Island Regional Park
Delta 62 4.4

詹元稹
604-581-6191

#99 Hwy S (exit 28) > 62B St. N > regional 
park parking

9/10( 六 )
9:15 am

Jug Island
Port Moody 24 5.5

胡正福
604-882-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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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 六 )
9:15 am

South Surrey Urban Forest
Surrey 66 8

高騰輝
604-207-0533

#99 Hwy>Crescent Rd >129 St.>Crescent 
park

9/24( 六 )
9:15 am

Mundy Lake
Coquitlam 21 7

詹元稹
604-581-6191

Parking @ Mundy Park, 1st parking from 
Hillcrest St

10/1( 六 )
9:15 am

Boundary Bay
South Delta 64 8

詹元稹
604-581-6191

Hwy 99 S>Hwy 17A S>56 St. S>12 Ave E> 
Boundary Bay Rd.>Regional Park Parking

備註 : 1. 務必穿登山鞋 (或球鞋 )，且自備雨具，風、雨、雪無阻。沿途風光明媚，請別忘了攜帶相機。

2. 健行詳細內容請依編號參閱 Douglas & McIntyre 出版 “109 Walks in British Columbia’s Lower Mainland”(6th Edition)。
地點及詳圖請電洽當日領隊。

TCCS Toast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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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桌球班

教練: 劉世明老師，前經濟部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桌球
代表隊主力代表，曾先後獲該二單位桌球比賽冠軍，在全國
性長青團體賽，擊敗過全國50歲和60歲組單打冠軍。具多年
教球經驗，對初學者教學頗有心得，且有耐性，教學成效尤
為顯著。刀板（橫板），直板皆宜。

招收對象：Gr 3-7

時間：星期二 3:30pm-5:00pm

二、 兒童圍棋班
Ａ班：星期三 3:30pm - 5:00pm
Ｂ班：星期六 1:30pm - 3:00pm
招收對象：K1~Gr 6，每班12人以下

教師：戴振華老師

主持人：廖純如校長

負責人：戴振華老師 778-668-5308 

費  用：$150/每期10次

  繳費未滿10次 ，每次 $17

（不含豎琴班、陶笛班）

三、書畫藝術班(書法、水墨)
教師: 甘錦城老師
招收對象：K1-Gr 6，每班12人以下
時間：星期三 3:30pm - 5:00pm

四、豎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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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對象：K1-Gr7，每班3~5人

時間: 星期四 4:00pm-4:50pm

學費: $100/每期4次

（每位學生將有一台豎琴在課堂使用）

五、陶笛班
教師：章旭輝老師

招收對象：Gr4~7，每班6人以上

時間: 星期四4:00pm - 5:00pm

學費: $100/每期10次

（陶笛請自備，或洽章老師778-859-5558）

走進夏令營的教室，甘錦城老師的水墨、李佳慧老師的卡通

畫、周元英老師的紙樂高、蘇育菁老師的紙藝、Grace 老師

的手語、Kelvin老師的魔術，讓孩子充滿驚奇和快樂。與靜

態課程相輔相成，台加桌球社詹元稹社長與特聘劉世明教

練的桌球、Jessy和元毓老師的律動、扯鈴Fun課程，以及

Benson、Tiffany和Kaitlyn三位有才氣與熱忱的高中生義工

帶領的午餐時間，更讓孩子們動起來。台加負責規劃春假

營、夏令營最辛苦的戴振華老師，更是從上課前到上課中將

各種棋藝(象棋/跳棋/西洋棋/圍棋)挑戰孩子的思考。寓教

於樂在2016台加夏令營發揮到淋漓盡致。孩子們，下回見!!

魔術棋彩Fun夏令營
8月22-26日的台加夏令營遠遠超越原本魔術、棋、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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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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增長的資源。需要個人成長探討者，請打預約電話 604-267-0901。

文 / 徐碧霞老師

十幾年前彭碧瑜老師、Andrew Lee和我等幾個好友在一次次的討論、會議，成立了「台加身心靈成長中心」。那
時的我剛拿到Life Coach，催眠，講師訓練的資格證書沒多久。四十歲不到開始講課。帶著一顆「初生之犢不畏
虎」的熱情態度在講課，對人做諮商。

可是講著講著，我心虛了。為什麼？不是我講的不好，而是在講座中回答問題時，我發現我看別人的問題看得很
清楚，也似乎很容易解決。可是我卻對自身所要面對的問題束手無策。幾年後，我不敢去coach別人。我自問：
一個無法解決自己問題的諮商師，能幫他人解決問題嗎？

經過近十年的追尋、學習與改變，我有這個因緣再度踏入「台加身心靈成長中心」。我的初衷不變，我想做的還
是幫助大家在各種複雜的關係中先認識自己，再來解決生命中的各種關係。我想稍微改一下我多年前刊登在世界
日報的文章作為這次出發的邀約與敲叩，希望藉這每一次的相聚，都能幫助到每個有緣人。

認識自己

我到佛寺，看到一尊佛像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法師說這意諭著「天上地下，唯我獨尊」我不了解；我上教堂，牧
師說我是那隻被尋回的羊，我不確定；我跟幾個好友提出我的追尋，他們勸我「人生苦短，要及時行樂，不要庸
人自擾。」我對先生說出我的迷惑，他卻回答「你太好命了！」

你是否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你是否也四處尋找，而得不到解答？

心理學中「自我認同」的第一步就是『起疑』 - 對自我的存在價值與認知產生一連串的疑問。當自我對話的問
題出現，也正是表示一個人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也是自我探索旅程的第一步。

提倡「知行合一」的王陽明先生有一首詩：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花根源總在心。

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邊尋。

要找回本我並不難，只要靜下心來，向內觀照，不往外尋求。學習認清自我人格的形成，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
什麼，了解追求之道，在整個過程中如何看待自我的價值，是否能自我認同與自我肯定，能否為自己做的每一個
決定負責等。這每一個行動是在幫助我們更瞭解自己。

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說：「我沒有過人之處，只是比別人更認識自己。」唯有認識自己本然的面貌，才能真正
實踐自己的人生，創造出自我的生命價值。

生活「悟」語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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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齡中心
Golden Age Centre

金齡中心 ·

題目：長生學是什麼？

時間：9月13日(二) 10:00AM - 12:00PM

主講：阮基成醫師  主持：許建立老師

我們整個宇宙都充滿了能量，能量穿梭所有的
東西，它也是萬物的最基本元素，所以我們不
只處處被能量包圍著，我們也是因能量而存
在，因為生命正是能量的組合體。

長生學是學習藉著人體導引宇宙能量，與心
靈、愛心結合產生的效果，來幫助自身及他人
增強免疫力、自癒力的一種方法。長生學將人
體系統區分為七大主要穴道，藉由老師的導
引，開啟閉塞的穴道後，宇宙能量便可直接進
入人體，轉化成人體能，進而在體內調理我們
的精、氣、神。長生學最終的目的在於自癒和
助人，使人們走向健康之路。相信長生學必將
是二十一世紀最實用的人體身心保健醫學。

長生學在溫哥華已有很長的歷史。來參加受訓
及上課的成員都獲益不淺，除了自身調理，恢
復健康外，還可以協助親朋好友減輕疼痛及康
復。希望邀請你的朋友一起來認識長生學的能
量療法的原理。

主講人簡介：阮基成醫師畢業於中山醫學院。
在省立臺北醫院當過內科與外科醫師。是臺灣
長生學基金會董事長及長年義工。

題目：直視死亡

時間：9月20日(二) 10:00AM-12:00PM

主講：許建立老師  主持：徐碧霞老師

一般人對於「死亡」大多有所畏懼；也因為畏
懼，就刻意避免談論這個課題。但是，諱病忌
醫卻不能阻止死神的到來，落到最後，當那個
時辰到來時，不僅自己慌亂、悔恨，走得有些
不明不白，也讓家人跟著亂成一團。

在這個講座，讓我們一起來直視死亡，探討一
般人不願正視它、談論它的原因，也一起來分
享如何克服這些畏懼的方法，以便得以早些準
備，期望平時能夠活得快樂、淡定，屆時可以
走得安詳、自在。

主講人簡介：許建立老師，台灣大甲人。在溫
哥華社區學院擔任英語教職三十餘年。九年前
退休後，即受訓、加入溫哥華總醫院安寧病房
的志工團隊，服務、陪伴末期病人與他們的家
屬。在2013及2014年春天，曾到羅東天主教聖
母醫院當過為期三個月的志工。這八年多來寫
了許多在病房經驗到的生命故事。去年年底，
在聖母醫院團隊及院長陳永興醫師的大力促成
下，這些生命故事收集於「陪伴，在離別前」
一書，並由光啟文化事業出版。

金齡日Golden Age Day

10:00am -11:00am 肢體律動– Monica 老師

11:00am -12:00pm 歡樂歌唱 - 英秀青老師

1:00pm - 3:00pm 專題演講 / 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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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下午的影片或講座歡迎會員與鄉親朋友參加

9月1, 8, 22, 29 日  1:00PM  

影片欣賞: 後山日先照

愛- 不分族群的歸鄉!

後山日先照是台灣島嶼上，族
群矛盾與和解的故事。一個外
柔內剛，堅毅果斷的傳統台灣
母親，她的一生不但經歷了從
清末至民國以來所有的時代的
悲劇，內心的悲苦可想而知。
可是，她依然堅強的扮演著一
個偉大的磐石角色，在苦難的
時代裡，撐起一個危危顫顫的

家。提供無助的人一個堅強的倚靠，撫慰著每一個受傷的心靈。
她是﹙台灣﹚這位母親，具體的化身。

9月15日 12:30-3:00PM

中秋節午餐及慶祝活動

中秋一詞，最早見於《周禮》，《禮
記·月令》上說：「仲秋之月養衰老，
行糜粥飲食。」中秋也是農作物收穫的
時節，有民俗學家認為中秋祭月是源於
慶祝秋季豐收，同時也會拜祭土地神，
是一個感謝神恩的節日。

中秋節是東亞文化圈民間的一個傳統節
日，每年的農曆八月十五日，約在西曆
的9月至10月初。按照農曆，八月為秋
季的第二個月，古時稱為仲秋，因此民
間稱為中秋，或稱秋夕、八月節、八月
半、月夕、月節、十五夜。也因為這一
天月亮滿圓，象徵團圓，也稱為團圓
節，是華人社會一年中四大節日之一。
中秋節也同時是韓、日、琉球、越南、
泰國的傳統節日。

在台灣，美濃的客家人於中秋節宰食水鴨公；宜蘭地區除了月
餅，還吃一種以麵粉製成，中間抹上黑糖烘焙而成的「菜餅」；
南部地區則有在中秋節吃麻糬及火鍋的習俗。

近年來台灣更盛行中秋節烤肉，中秋節前後家家戶戶晚間在戶外
或住家門口烤肉親友團聚賞月慶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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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課程 &活動
TCCS Activities

· 台加課程 &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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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武藏師生畫展
覺

 展出時間 :
  9 月 1 日 - 29 日
  週一至週五 9am-5pm

  週六 10am-5pm

 開幕茶會:
  9月3日(六)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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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影片: 後山日先照 1,2 
1:00pm

豎琴班 4:00pm

2
排舞 10:00am

台灣話進階班 10:30am

台灣話初級班 1:30pm

橋牌社 1:00pm

3
長週末

台加辦公室休息

健行社 9:15am
Deas Island, Delta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廖武藏畫展開幕2pm

卡拉ok俱樂部 3:30pm

4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5 6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30am

舊鞋救命集鞋站 12-5pm

做理想父母 12:30pm

排舞 1:00pm

桌球班 3:30pm

土風舞 7:45pm

7
土風舞 10:00am

舊鞋救命集鞋站 12-5pm

國際標準舞 1:00p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Toastmaster 7:00pm

專題:舊鞋救命溫哥華 
7:30pm

8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舊鞋救命集鞋站 12-5pm

影片: 後山日先照 3,4 
1:00pm

豎琴班 4:00pm

陶笛班 4:00pm

9
排舞 10:00am

台灣話進階班 10:30am

台灣話初級班 1:30pm

橋牌社 1:00pm

10
健行社 9:15am
Jog Island, Port Moody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未來 = 工作 x 家庭2@ 
蘇格蘭文化中心3:30pm

11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12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國際標準舞 1:00pm

13
平甩&太極 8:30am

身心靈: 長生學是什麼
10:0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30am

桌球班 3:30pm

土風舞 7:45pm

14
土風舞 10:00am

國際標準舞 1:00p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15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中秋節午餐及慶祝活
動 12:30pm

豎琴班 4:00pm

陶笛班 4:00pm

16
排舞 10:00am

台灣話進階班 10:30am

專題: 離鄉的女人 
10:30am

台灣話初級班 1:30pm

橋牌社 1:00pm

17
健行社 9:15am
South Surrey Urban 
Forest, Surrey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18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復健運動操 10:30am

19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20
平甩&太極 8:30am

身心靈: 直視死亡
1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30am

做理想父母 12:30pm

桌球班 3:30pm

土風舞 7:45pm

21
土風舞 10:00a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Toastmaster 7:00pm

22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影片: 後山日先照 5,6 
1:00pm

豎琴班 4:00pm

陶笛班 4:00pm

23
台灣話進階班 10:30am

台灣話初級班 1:30pm

橋牌社 1:00pm

24
健行社 9:15am
Mundy Lake, 
Coquitlam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25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專題:笑裡藏道 2pm

26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27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30am

桌球班 3:30pm

土風舞 7:45pm

28
土風舞 10:00a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29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影片: 後山日先照 7,8 
1:00pm

豎琴班 4:00pm

陶笛班 4:00pm

30
李仕宇畫中話特展

台灣話進階班 10:30am

台灣話初級班 1:30pm

橋牌社 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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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藝廊
TCCS Art Gallery

台加藝廊 ·

【廖武藏】專業背景為繪畫及設計。一直從事設計教育及室

內設計實務工作。2006 年退休後移居於加拿大溫哥華，專

注於藝術創作，以自身敏銳的觀察力及悟性將從《現實的世

界》取材，創造《可能的世界》。畫風遊走於知性語言 (具 

表像的機能 )與感性語言 (具情感喚起的機能 )的平衡中。

著重線條、造形、色彩 的完美組合，畫面呈現極強的構築

性及色彩機能的應用。

【劉青麗】1997 移民到加拿大，於 2013 重拾畫筆與廖老

師學畫。自從與老師 習畫才知道自己許多的不足，尤其構

圖、色彩、線條、光線、明喑等等之間的調和。現在在構圖

與玩色彩特別有興趣，希望以後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魏芳玉】中原大學化工系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即是高爾夫球

頭的調色員，對原料顏色頗為敏銳，加上自小就非常熱衷於

畫畫，一直渴望成為畫家的一員。 1998 年定居溫哥華，於

2015 年 9 月與廖老師學習壓克力畫、油畫，從中得到很多

畫 畫的技巧，審美的觀念及三度空間的立體概念。

《覺》

2016 廖武藏師生畫展

展出時間：9 月 1 日 - 9 月 29 日

          週一至週五 9am-5pm，週六 10am-5pm
開幕茶會：9 月 3 日 (六 ) 2:00pm
    茶會及廖武藏作品發表會 (2pm-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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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仕宇畫中話特展   
讓小宇的「畫」可以代表台灣向世界說話！   

時間 : 9 月 30 日 - 10 月 4 日

       週一至週五 9am-5pm，週六 10am-5pm

台灣「重度自閉兒」李仕宇，入圍提名第七屆 World 
Autism Festival Visual Arts Award，並受邀前來溫哥華

出席大會與展出。

一個「重度自閉兒」，一個集諸多病症於一身的孩子，

不僅有「自閉症」和「蠶豆症」，更有日日惱人的眼睛、

鼻子過敏問題，還有不定期發作的「妥瑞症」，去年老

天爺又給了新考驗「癲癇」！他的人生似乎是那麼沒有

希望，也沒有任何未來性！

雖然他低口語，表達能力亦不好，各方面能力也有待加

強，但是令人驚訝的是，他在繪畫方面潛藏的「有限」

能力被激發出來！他「以畫會友」，透過他的畫表達自

我，他正在藝術天地裡，創造屬於他自己的「 無限」

可能！小宇的「畫」將在此次世界大會代表台灣向世界

說話！

「覺」，悟也。透過感知、觀照、思考、訓練之過程，

領悟宇宙萬物之美感

▲ 劉青麗 純真

廖武藏 金黃色草原▲
 

魏芳玉 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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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學院

604-805-0809



出團日期及報名請洽您信任的旅行社或超值旅遊， 
詳細請瀏覽 www.signettours.ca, 
或致電604-688-7922, 
Toll free:1-877-688-7922
B.C. Reg.No. 30069 *有若干條件限制

中
國
CHINA

台
灣
TAIWAN

日月潭

礁溪溫泉

九份山城老街

合歡山日出

九寨溝

慕田峪長城北京故宮

三峽超值盛會



中秋節送禮送到心坎裡，就送高登按摩椅!

Since 1999 Youneed Enterprise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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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店130-4231 Hazelbridge Way, 中環廣場一樓 (百家店，時代坊中間，麗都茶餐廳旁) Tel: 604-233-1896
列治文Lansdowne商場 #830-5300 No.3 Rd. (九記餐館的正門進入左邊) Tel: 604-276-1889
本拿比麗晶廣場 #2827-4500 Kingsway, (二樓滙豐銀行隔鄰) Tel: 604-433-0398
高貴林#211-403 North Road, Insadon餐廳對面 (夾Hwy #7 的東北角廣場內) Tel: 604-939-1896
卡加利經銷：威信，東北區太古廣場(大統華內) 403-781-7171
美國LA羅蘭崗6269655869，爾灣9496543936，亞凱迪亞7148120337

新

高總經理由台北
駐溫哥華經濟
文化辦事處長
李志強(右)手上
獲頒中華民國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吳新興賀函

獨創小腿
氣囊按摩
消除疲勞
雕塑美腿

NEW

25

保證有史以來最划算

全身氣囊 /
立體花紋皮

環跳穴

環跳

腳底滾輪

買再送

電動
瑜伽球

魔塑板

X型
健身車

瘋狂
甩脂機

人體
工學椅

好禮
6選1

高總經理獲頒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當選台灣商會會長賀狀

$159
包稅

只
要

$499*起

台灣和成HCG，中國榮事達
韓國U Spa
電動座便器

˙熱風吹乾
˙活性碳脫臭
˙加熱座圈
˙水溫，大小可調節 * 加稅+安裝

TCCBC.CA

•腳底滾輪刺激反射神經穴位
•全身上下氣囊擠壓按摩
•採用最新立體花紋皮超過40種以上按摩椅展示中

YN-5106

was$6,666
$2,388
包稅，包送!!

現在
只要

保用 5 年

$399
包稅

小腿+腳底滾輪

UK580

$549
包稅

腳底滾輪

買 再送
價值$120
按摩枕

辦公按摩椅
價值$600以上

綠龜子揉腳底機

UK400

YN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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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pmmath.com  |  mpmmath@shaw.ca

+ ÷
Through fun and 
interactive logic 
puzzles, children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self-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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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levard Café

6292 East Boulevard Vancouver

（⻄47街交⼝）

午餐、甜點、鮮果冰沙

咖啡、台灣茶、波霸奶茶

港式奶茶、臺灣新鮮芭樂

營業時間：星期⼀～星期五

10:00am - 6:00pm

星期六、⽇、假⽇休息

(O) 604-263-7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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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GROUND 
CONSTRUCTION LTD. 

建宇建築工程公司 

 604-616-7680 Neil 潘 
 604-961-3810 James 謝 
 neilpanart@gmail.com 
neilpan.weebly.com 
2-5-10 WARRANT 

承建.管理.設計.裝修 

土地分割開發.住宅商業 

HPO Licensed Builder 



TFSA免稅投資帳戶 - 您知道嗎﹖

$5,500/年供款      積少成多，複利增長，

助您早日達到理財目標。

請善用政府給予每個人專有的福利。

Cell:(604)671-4627

Margaret Cheung, CFP

楊彩鸞 註冊理財規劃師
Margaret Cheung, CFP

張楊彩鸞  註冊財務規劃師

聯絡電話: (604)671-4627

4

國際學生儲蓄分紅保險

灣

加拿大國家考試及格

卑詩省註冊家庭牙醫

美國賓州大學牙周病學碩士

美國賓州大學牙周補綴專科醫師

美國賓州大學人工植牙專科醫師

前台北臺安醫院牙科主治醫師

20 餘年大溫哥華地產經驗．商業．住宅．投資．農場．歡迎來電諮詢 

Walter   鄭 江 祥

Cell 778-996-4832 

Joanne 張 鍾 玲

Cell 604-817-0366 

新上市 

 

 

 

新上市 

新上市 

怡富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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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得的投資機會，八佰伴 2 樓 333 呎店面，現成好租客從 2008

年承租至今；鄰近許多大樓興建中未來人口倍增要買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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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載難逢的好生意頂讓，乾洗店有 23 年的經驗，技術精湛曾獲 

首獎，生意利潤高客源穩定，店家回流請把握良機，無經驗可保

證培訓很快即可上手，人口增長中且生意尚有很多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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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呎方正店面出售，位處列治文公眾市場的正後面十字路

口，走路三分鐘可達天車站及列治文購物中心，交通方便舖後有

專用停車場，超低管理費生意利潤佳。 





地址 120-4551 No.3 Road, Richmond BC V6X 2C3    電話 604-276-8858



一個下午，發現你可能的未來。

未來 
= 工作 x 家庭2

時間 

9/10（六）15:30 開始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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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價 

大人$15（包含三個講座+晚餐）同行小孩免費入場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TCCS

Celebrate our Future

把小孩交給我們設計的遊玩時間， 

三個啟發人生動力的講座，

配上台灣道地小吃，

開啟人與人之間的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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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