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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溫 哥 華 台 灣 同 鄉 會 
GREATER VANCOUVER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7663 Nanaimo St., Vancouver, B.C. Canada V5P 4M6  
 Tel: 604-688-3738    Web-site: www.taiwanus.net/gvtca 

 

 2011 年四月通訊 
本 期 焦 點  

●3 月日本賑災活動報導 

●3 月 27 日高鈞彥先生座談報導 

●4 月 29 日台灣傳統週活動 

●5 月戶口普查的呼籲事項 

●7 月１－3 日 San Diego 美西夏令營活動 

●7 月 7－9 日 UBC舉行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年會 

 

       

慈悲心 比隣情慷慨樂捐賑濟友邦災民！

日本大地震/海嘯賑災活動-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珍貴的生命，瞬間即逝；溫馨的家園，歡笑不再。3 月 11 日，九级大地震發生在日本東北部以台和

福島一帶，引發超級海嘯與核災，舉世震驚。有一萬多人喪失性命還有一萬兩千多人失踪，三十五萬人

失去住所，原本寧靜祥和的漁村小鎮，如今處處散落家園碎片並壟罩在愁雲慘霧裡，破碎的心與哀嚎嘆

息，使人鼻酸同憫。 

 

  對日本受到此次天災的人們，台灣鄉親獻上最誠摯的祝福，期盼他們都能盡快平安脫險。為了協助

日本居民能走出災難陰影，迅速恢復生活常軌，再次因為人心的溫暖而重拾生命信心。大溫哥華台灣同

鄉會於3月22、23, 28、29 和30日，共五天在Metro Town的美食街舉行大型募款活動。截至3月底，

已募得 3,000 元加幣善款；並將於 4 月 4 至 7 日，在 Park Royal Shopping Mall 持續募款。請鄉親們發

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繼續善心捐輸，當你在幫助別人之時，也是在為自己種福田，助人者、

人恆助之，讓我們感同深受日本災民的哀傷，以最有力的金援與關懷，讓他們的重建家園之路，走得更

平順、更安心。 

 

    請大家發揮人道精神康慨解囊，所有捐款會註明姓名、地址、金額，以便爾後開立加拿大政府認可

的捐款抵稅收據給捐款人。連絡事項請洽江文基 604-616-60 或蔡昭雄 604-222-0268。 

 

 

 

 

 

http://www.taiwanus.net/gv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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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鄉會賑日  設捐款箱 

 

溫哥華台灣同鄉會義工在本拿比鐵道鎮（Metrotown）商場美食廣場前設置捐款箱，呼籲民眾慷慨

解囊協助日本災民。右起顏碧清、曾吉子及黃幸珠。  

 

每個人都貢獻自己的力量，為日本災民積極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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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僑社 13 個團體代表，3 月 12 日舉行記者會，籲慷慨解囊。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王正

輝（左起）、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江文基、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會長張幼雯。（記者陳

元誠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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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台灣的聲音 漫談時政  
    －加拿大返國學人高鈞彥先生座談報導 
 
    台灣與加拿大一樣進入選戰緊鑼密鼓之時，各政黨人員卯足全力拉票造勢，以求一席之位。不同的

是加拿大是倒閣後的內閣改選，台灣則是為 2012 年總統大選角力。在民主國家中，所謂政治，即為眾

人之事，政府所制定的國家政策，將影響國人的未來生活和下一代的生存環境，最重要的是，人民納稅

的血汗錢，將是用來造福人民還是用於無謂的浪費，這是所有選民最關心的問題。  

 

    高鈞彥先生在加拿大求學成長，於 1992 年回歸台灣，以一個具有加、台雙重背景的學人角色，高

鈞彥先生於 3 月 27 日回到生長的另一個故鄉溫哥華，和此地的父執輩及同鄉親友們，一起談論近年他

在台灣的所見所聞，特別針對台灣目前的政治現況、經濟前景，以及台灣的福利政策，和溫哥華的鄉親

做一番深入地報告與解說。   

 

    會中，高鈞彥先生談到未來台灣國家領導人的青年政策，以及台灣人民的心聲，內容包括台灣中小

企業的創業前景、國民的就業狀況、婦幼政策、照顧老人政策、照顧中下階層，以及如何讓三十歲上下

的年輕人和中產階級受到更多的保護，創造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讓人人都有發展前途的希望。 

 

    座談會以輕鬆的方式進行對話，有近三十位鄉親參與討論，大家就各個層面的問題，交叉問答，氣

氛十分熱絡，充滿鋒機與睿智言語，眾人皆期盼未來的台灣領導人，是能將國家帶向一個充滿希望的未

來，讓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共享繁榮的果實，讓我們的世世代代以台灣為榮。 

 

           

 

                    

加拿大返國學人高鈞彥先生暢談台灣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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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音 北美發聲 
4/29 台灣傳統週活動―2011年北美地區巡演 
   藝術文化活動是宣揚國民思想深度的最好管道。想要一窺原鄉文化底蘊，從其藝術表演可以體現文

化內涵與社會活力。我們住在加拿大，如何讓加拿大的異文化民族瞭解台灣，請帶你的朋友一起來欣

賞，具有台灣特色的音樂表演。由｢台灣音樂文化國際交流協會｣舉辦的<台灣傳統周活動>，將在 4 月

29 日登場。這次來北美巡演的樂團包括本土天團董事長樂團、客家王黃連煜、原住民創作歌手舒米

恩〃魯碧、鄒族天籟安歆澐及清新才女何欣穗等最佳組合來配合本次巡演的主題。 

 

  受邀巡演的樂團與歌手，在台灣都是兼具實力、人氣與表演特色的團體，他們不僅表演經驗豐富，

同時囊括流行與原文化特色。回味與重緬那熟悉的鄉土情懷，擁抱新世代的清新嗓音，讓台灣音樂增加

更多國際能見度，期待您帶著朋友一起來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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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樂團 

現任團員：主唱節奏吉他-阿吉 主奏吉他-小白 貝斯-大鈞  

鼓手-Mickey 

1997成軍至今的董事長樂團，被許多新成立的樂團視為學習效法的樂團，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以及在創作

上屢屢推陳出新，不斷的自我要求是董事長樂團最最堅持的一項原則。除了自己玩音樂, 他們的音樂工

作室,也屢為有潛力待發掘的音樂人一圓發片出專輯的夢。 

 

黃連煜 

在流行歌曲圈已有二十餘年之久，從 90年代起，與陳昇合組新寶島康樂隊，新寶島康樂隊期間曾獲金曲

獎三次入圍,專輯成績亦列入［台灣音樂最佳百張專輯］ 

舒米恩‧魯碧(Suming) 

阿美族人，於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出生，Suming專長在於詞曲創作、原住民服飾製作等，目前為詞曲暨

音樂創作人及圖騰樂團主唱及吉他手 

何欣穗 

2000年以《完美小姐》專輯於樂壇嶄露頭角。曲風向擅長以溫暖人心之節奏來表現冷冽的電子搖滾音樂，

在其創作的《給女兒 (A Letter From My Dad)》一曲收錄于《海角 7號》原聲帶，清新的風格在網路上

引起廣泛討論。。  

安歆澐 

鄒族人，具有鄒族人天賦的好嗓子，在銓釋中文、英文及母語(鄒族)的歌曲，都有其獨特的原住民特色，

平時從事凱渥模特兒的工作，惟對於鄒族母語仍持續不斷的耕耘與創作。 

                                     

                                    

 

 

 

 
客家歌王黃連煜                            

董事長樂團 

http://totem.pixnet.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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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從台灣來，就填台灣人！
－5 月戶口普查的呼籲事項 

I am a Taiwanese-Canadian 
 

    加拿大政府統計局於 2011 年 5 月 10 日開始 5 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其調查統計資

料將成為制定有關社會、文化、經濟生活政策之參考，以符合各族裔的利益。 

    為了我們的權益，呼籲所有的台灣移民在表格中的第 17 項填入”Taiwanese”，以及

第 19 項請勾選”Other”，然後請填入”Taiwanese”。 

    敬請轉告您所認識的台灣鄉親們，勿讓台裔加拿大人的權益在這塊土地上睡著了！ 

 

For questions 17 and 19 in the 2011 census, please include the option of "Taiwanese".  

 

Doing so will enable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to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Taiwanese-Canadians accurately.  

 

This is a sizable ethnic group in Canadian society and needs to be reflected as such, and 

whose rights and interests should not be ignored! 

 

 

 

 

 

 

 

 

 

 
台灣同鄉會敬託，請大家告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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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夏令營活動您 

           7 月１- 3 日 San Diego 舉行 

 
盛大的北美台裔華人夏令營活動，即將在7月 1~3日在美國西部的聖地牙哥(San Diego)舉行，為期

三天兩夜的活動，從 7 月 1 日下午兩點開始，到 7 月 3 日下午結束。活動中邀請美加台裔人士與各社團

委員會共同參與，同時還有來自台灣的政經界和醫界人士受邀出席。 

 

會中將進行美國華人大會、北美專業菁英年會等分會研討；也有針對北美與台灣文化，社會現況，

新局勢，宗教與生活，稅賦、保險及投資…等項目進行討論。另外，亦有關於白內障與乾眼症的健康專

題，至於活動的重頭戲｢台灣之夜｣晚會表演，安排於 7 月 2 日當晚。 

詳情可查詢－http://www.tacwc.com/ 

 

 

http://www.tac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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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y-Wey Shieh                 

 

 

 

 

Naruwan Taico Group-drum 

 

 

 

 

Bob I. Yang-FAPA Southwestern and 

Northwestern Region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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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年會 
         7 月 7-9 日 UBC舉行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2011 年會｣ 邀請函 

Taiwanese-Canadian Association 

2011 Annual Convention 
 

各位會長、先進和鄉親們，大家好！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訂於 2011年 7月 7日～9日於溫哥華 UBC 大學舉辦「加拿大台灣同鄉

會 2011年會」，誠摯邀請全加拿大各地台灣鄉親踴躍參加！ 
 

●台灣之夜：加台會特別邀請溫哥華眾多台灣人社團，攜手合作於 7月 7日在 Burnaby

的 Michael J Fox 劇院隆重推出「台灣走一回」。整場演出將結合台灣不同時代不同族群

的音樂舞蹈，包括童謠、台語、客語、原住民歌謠、布袋戲、歌仔戲曲，群星會、電影插

曲、校園民歌等等，配合台灣的地理風光訴說出來。 

讓我們一起來重新回味我們共同的記憶…！請把握難得機會不要錯過了！  

●會議主題：2011 年會的主題是【台裔加人參與加拿大公共事務的現況與展望】，已經 48

歲的加台會，關懷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也不忘融入加拿大社會的深耕傳承。今年會議除

了有台灣移民第一代第二代參與加拿大公共事務歷程之座談會，也探究台裔加拿大人的移

民史、討論傳統台灣人社團的轉型擴展，並邀請台灣、加拿大特別來賓談論加台關係願景

與政治現況。會議宗旨在認識我們的移民面像，培養民主國家之公民素養和社會參與之熱

情。 

●第一屆傑出台裔加拿大人獎：本會自 2011 年起創設此項獎座，表彰對加拿大有傑出貢

獻的台裔加拿大人，以鼓勵眾人積極參與社會，提昇台裔加拿大人的形象。 

今年獲獎的是林宗義教授和陳文隆先生，請大家踴躍觀禮，給予最大的掌聲與最深的追

思，以讚揚他們對加拿大、台灣無私卓越的貢獻！ 

●自然生態旅遊：在溫哥華，我們有非常傑出，備受主流社會尊敬肯定的生態、環境保育

之台裔加拿大工作者。他們帶領台灣移民深度認識新國度，成為深愛這塊美麗國土的子民。 
 

本會特別邀請林聖哲醫師和 Judy Lee 規劃出豐富多樣的生態旅遊，暢遊加拿大西岸特有

的島嶼勝景。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長      張幼雯 敬邀 

聯絡電話： 謝忠相 604-298-9719、江文基 604-616-6038、蔡昭雄 604-222-0268、 

曾立斌 778-868-6268、張幼雯 604-72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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