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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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五月通訊 
本 期 焦 點  

●3~4 月日本震災捐款總結 

●4 月 29 日台灣傳統週音樂會報導 

●5 月 29 日陳破空的演講與端午香粽饗宴 

●6 月 18 日東吳大學副教授羅致政演講 

●7 月美西夏令營和加台會年會 

●請繳納會費&踴躍捐款名冊 

 

       

希望之愛 日賑災募$6,322.88 
       關懐日本強震海嘯活動 

 
  每一個捐款箱，每一分錢，都是支持日本民眾面對艱苦未來的一份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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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許多寶貴的性命。溫哥華台灣社團以人飢

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立刻發起日本賑災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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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4 月 8、9 日的週末，在 Royal Park 持續募款，總共募集$6,322.88, 並

於 4 月 22 開立支票交給基督教國際救援組織 PWS&D，期盼這份愛心能鼓舞所有日本災民，讓希望的

力量再次凝聚起來，重新建立生命信心，重歸生活常軌。 

 

 

 

 

 

 

 

 

 

 

 

 

日本小妹妹說 :｢我想要回家！謝謝您幫助我。｣ 

 

 

 

 

日本受災後一片混亂滿目瘡痍，重建之路漫長。 

http://www.taiwanus.net/gv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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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鄉情夜 美聲震心弦 
4/29 台灣傳統週活動－(台灣音樂文化國際交流協會) 

 

   充滿激情美聲的音樂會｢北美地區台灣傳統週｣於

4 月 29 日在 Burnaby 的 Michael Fox Theater 圓滿落

幕。數百人共同擁有了一個美好的夜晚，爆發力十足

的歌聲迴盪於腦海，一解鄉愁情，再振生命力。 

  當晚來自政經界的十方貴賓皆蒞臨觀看表演，人

氣旺盛。大家都融入了兼具時尚與傳統，聚匯現代與

鄉土的美聲表演，澎湃的文化衝擊力，如同尋夢的飛

翔翅膀，帶著台灣鄉親重回故土的懷抱，也讓國際友

人見識了台灣文化的多元與兼容並蓄，包括世界日

報、宏觀電視台的記者皆前往現場報導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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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日報和世界新聞網，報導｢北美地區台灣傳統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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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國崛起 

          對台灣的影響 
－5/29 陳破空演講&端午香粽饗宴 

  2012 年台灣將進入總統大選年，「雙英對決」的局面將由誰勝出？由哪一個政黨當家？. 面對強勢崛

起的中國旺盛經濟市場，台灣未來的政治主調與經濟路線，將如何和對岸交流，在國際場合中如何交手、

如何競爭？該如何向國際突顯台灣優勢？5 月 29 日，定居於美國的陸籍民運人士陳破空，將來到溫哥華

和台灣鄉親一起分享他的兩岸議題專長，講述｢中國崛起對台灣影響｣的熱門議題。 

  陳破空， 又名陳勁松。1963 年生，原籍四川。 先後就讀或任職於中國湖南大學、同濟大學、中山

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1986 年上海學潮與 1989 年廣州民運主要組織者。 出版文學作品《颱風》、

《緋聞〉、《半截生命》等多部。現居美國紐約。兼任自由亞洲電台《財經評論》欄目特約評論員。 

  精彩可期的的深度演講，歡迎台灣鄉親們一起共襄盛舉，會後還將舉辦｢端午節｣慶祝活動，請大家

一起分享可口美味的香粽饗宴！ 

 

 

 

 

 

 

 

 

 

 

 

 中國民運人士陳破空將抵 Vancouver，暢談兩岸

時局。 

 

陳破空〔本名陳勁松（Chen, Jinsong）〕  

小檔案 

 陳破空，又名陳勁松。1963 年生，原籍四川。  

 先後就讀或任職於中國湖南大學、同濟大學、中

山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1986 年上海學潮與 1989 年廣州民運主要組織者。  

 出版文學作品《颱風》、《緋聞〉、《半截生命》

等多部。  

 現居美國紐約。兼任自由亞洲電台《財經評論》

欄目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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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看天下 政情分析" 

   －6/18羅致政副教授蒞臨迦南教會演講 
 

  從台灣出發，放眼全世界天下事都是我們的事。當然，我們也必頇學會從目標市場來看台灣，然後

才能從台灣看世界。來自祖國台灣的羅致政副教授，受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的邀請前往美國演講；

台灣同鄉會特別把握此難得的機會，極力邀請羅教授順道來溫哥華和鄉親見面，聊聊祖國近況和世界未

來情勢。 

    羅致政是台灣的政治學學者，苗栗縣通霄鎮人，自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取得政治學碩、博士學位，

現任私立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並曾任該系主任職務。學術專長為國際關係、外交政策、博弈理論。教學表

現優異，曾獲東吳(2006 年)教學傑出獎。除校內教學研究活動外，校外的民間社團活動相當活躍，在 2008 年擔任

台灣社秘書長期間，主導並策劃發動 830 大遊行(這是馬政府上台之後，第一場本土陣營的大規模街頭示威活動)，

並於 2009 年八八水災時，動員北部志工南下屏東救災。同時，延續長久以來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關懷，從 2009

年 10 月開始，擔任搶救台灣行動聯盟的發言人，巡迴台灣三一九鄉鎮進行演說。自 2002 年起擔任台俄協會秘書

長，該會首任理事長為前行政院長張俊雄。 

    羅致政媒體經驗豐富，除長期在電視上主持國際新聞節目之外，並主持廣播節目，也經常在報章雜誌上撰寫

專欄評論文章。羅致政外語流利，曾主持 Taiwan Outlook 的英語訪談電視節目，來賓包括國際上的各界重要人士，

包括南非前總統 de Klerk、印度前國防部長 Shri G. Fernandes、美國前副國務卿 S. Talbott、德國前文化部長 Julian 

Nida-Rumelin 等。除了是台灣媒體經常訪問的對象之外，羅致政還經常接受國際媒體訪問，針對台灣政治、兩岸

關係、亞太局勢等發表看法，包括時代雜誌、新聞周刊、經濟學人、遠東經濟評論、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

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新加坡海峽時報、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美國之音、讀賣新聞、日本

每日新聞等。 

   在 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後，羅致政曾短暫進入政府部門，擔任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的主任委員(2000-2002

年),任內推動外交替代役及 NGO 國際事務委員會，積極引進民間力量參與外交工作。在政黨經歷上，他除曾任民

進黨「ECFA 情勢因應小組」、「2010 直轄市長提名協調小組」、「五都選戰小組」、「第七屆立委補選選戰策

略小組」成員外，更擔任 2010 年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競選新北市長時之政策部主任兼發言人，被視為是「綠營最具

潛力的新生代政治人物」之一。2011 年 2 月 14 日，以「感性參政，理性問政」發表參選聲明，投入新北巿板橋東

區（埔墘、後埔、浮洲、溪崑）的第八屆立委選舉，訴求「國會要過半，板橋先翻盤」。 

時間: 6 月 18 日 17:30 

地點: 台光教會(位於 4720 Elgin Street, Vancouver) 

連絡電話:蔡昭雄 604-222-0268  蔡春松 778-317-9762 

 盧月鉛 604-2796-8892 江文基 604-616-603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97%E6%A0%97%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97%E6%A0%97%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81%E7%AB%8B%E6%9D%B1%E5%90%B3%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9%97%9C%E4%BF%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6%E4%BA%A4%E6%94%BF%E7%AD%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5%BC%88%E7%90%86%E8%AE%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A4%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4%BF%8A%E9%9B%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4%A1%E8%8B%B1%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A0%E7%87%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4%BA%BA%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F%E6%A9%8B


7 

 

7.1 美西夏令營(7/１-3 San Diego)&您 

7.9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年會 
 

一、美西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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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tsu Su 

Jhy-Wey Shieh                 

 

 

二、「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2011 年會」 

Taiwanese-Canadian Association   2011 Annual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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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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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726-5466 

http://www.tac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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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繳納會費&踴躍捐款名冊 
      有您的一份力量，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才能為鄉親們做更多的服務， 

您的慷慨解囊，是點燃台灣之光的原動力 ! 

∰請繳交會費 

同鄉會的各項活動及會務推廣有賴您的大力支持！ 

請鄉親們繳交新年度的會費，萬分感謝！！！ 

家庭會費：$40 元  學生會費：$20 元 

支票抬頭請註明：GVTCA 

請寄至：7663 Nanaimo St., Vancouver, B.C. Canada V5P 4M6 

懇請各位鄉親發揮您的熱情鼓勵與行動支持，踴躍捐款給同鄉會，讓我們在加拿大，成為

一股幫助台灣同胞的溫馨力量，捐款支票抬頭請寫 GVTCA。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必將每

一分錢，做最有意義的運用及發揮最大的作用。讓我們的心緊緊相繫，讓我們的手牢牢相

握，請您永續支持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讓這把薪火亙久不斷！  

特謝 2011 年率先捐款的鄉親同胞，請大家繼續響應 ! 

程得勝($588)、張幼雯($500)、張幼雯機票義賣($1,000)、江文基($200)、洪竹雄($200)、

李重義($200)、宋善青($100) 、莊昇祥($100)、曾立斌($100)、謝忠相($100)、黃添榮($100)、

施興國($100)、積和鄭老板($100)、蔡春松($100)、蔡妃珠($100)、葉秀英($100)、鄒運盛

($100)、鍾碧芬($100)、無名氏($100)、台裔歷史協會($100)、許建立($60)、邱英德 ($50) 、

謝欽泉($10)                                               小 計 4,20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