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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國基小檔案 

1933 年生於苗栗 

1965 年赴日本東京大學深造 

     取得森林系碩士學位 

1968 年舉家移民溫哥華 

     並在 UBC 森林系研究 

1973-1974 擔任大溫地區台灣同鄉會會長 

1993 年自 UBC 退休 

    返台擔任台灣農林廳顧問 

1998 年再度返回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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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我們的好友   

  他已安息長眠   
         －前會長賴國基辭世 

 
    四月九日，大溫哥華地區的台灣鄉親充滿一

股哀傷的情緒，這天是前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長

賴國基先生的告別式，對於這位熱心、和藹又風

趣的長者離去，現任會長江文基在前往悼念時表

示：「這是大溫哥華地區台灣同胞最大的損失與

不捨。」 

 

    來自台灣苗栗、曾任教於 UBC 的賴國基，

曾在 1973-1974 年擔任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長，

自 UBC 退休後獲邀返台擔任農林廳顧問，對台

灣農林業貢獻良多。1998 年賴國基回到溫哥華享

受退休生活，他的夫人曾吉子也是現任同鄉會理

事，他的辭世，在所有大溫哥華地區的台灣人心中，如同少了一位良師益友。 

2012 年四月通訊 本 期 焦 點  

● 4 月 9 日感懷前會長賴國基辭世 

● 4 月 21、22 日天金堂開光典禮 

● 5 月 5 日全球頂尖企業 MSI 贊助「北美台灣傳統週」 

● 6 月 22 日 端午節暨「台裔傳統節―美麗台灣展示會」 

● 6 月 29 日～7 月 1 日加拿大台灣同鄉 2012 年會 

● 7 月 6~8 日美西夏令會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West Coast (TACWC)  

● 國際交流分享：蔡春松理事拜訪 Iowa 台灣同鄉會前輩 

http://www.taiwanus.net/gv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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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面前迄淘金熱鬧 

    大家逗陣趕廟會 
       －4 月 21、22 日天金堂開光大典 

 
    天金堂是加拿大第一座關帝君廟，多年來在

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懷及支持下，現已修建完成，

並於 4 月 21 日舉行安座開光大典，包括台北經

文處副處長陳冠中、溫市議員鄭文宇、本拿比市

議員及台灣同鄉會長江文基等人，都前往參加。 

 

   中華道教關帝君協會更接連兩天於 4 月 21～

22 日舉辦盛大的園遊會，會場除了有大腸包小

腸、車輪餅等台灣風味小吃，還有蘭花、捏麵人、

摺紙等十七個攤位，主舞臺上則有精采的音樂與

舞蹈演出，吸引相當多民眾前往。最有趣的是，

代表台灣鄉土文化的『電音三太子』樂團，也出

現在園遊會中，與來賓同樂，也讓許多「逗熱鬧」

的洋人看得興味盎然、笑顏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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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贊助寶島藝術 

  全球大廠 MSI 慈善之舉   
      －5 月 5 日北美地區台灣傳統週 

 
     由僑委會主辦的「北美地區台灣傳統週」活動，今

年邀請了頗負盛名的台灣藝術大學《大觀舞集》，以「花

炫台灣 101」為主題，於美、加地區進行巡迴演出。溫哥

華地區的展演活動照例由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辦理，定於

5 月 5 日晚間 7 時，於聖方濟中文學校（St. Francis Xavier 

School）禮堂演出。 

 

   此次演出，《大觀舞集》特別規劃了多元性的節目內

容，包括傳統彩帶迴旋舞姿、客家茶山風情與原住民舞

蹈；另外，更將西方芭蕾技巧融合於中華舞蹈身段中，展

現東西方舞蹈交織之美。表演曲目包括十一個精采節目，

其中有有芭蕾舞足尖技巧結合傳統舞蹈的《春曉》；經由

斗笠、茶簍、竹篩與油紙傘等農村生活用具，表現台灣傳

統社會勤奮勞作，純樸知足之閑逸情趣的《茶山閑情》； 

以及結合流行舞蹈和時尚元素，展現當今新世代青年朝氣 

與熱情的《舞動台北 101》，每支舞蹈都是不可錯過的精 

采藝術。 

 

    此外，總部設在台灣新北市的 MSI 微星科技，今年也

大力贊助台灣傳統週活動。創立於 1986 年的 MSI，目前是

全球五大主機板廠商之一，也是第一大顯示卡生產商，

All-in-One 電腦位居業界前五大、筆記型電腦躋身世界前十

大，產品行銷全球 120 餘國，在科技界獲獎無數，是相當知名的全球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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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微星科技在「Innovation with style」的品牌

精神堅持下，致力打造兼具卓越品質、人性設計與風格時

尚的數位精品，持續創新使用者價值，成為最貼近消費者

的科技領導品牌。去年 MSI 的總收入達新台幣 828 億元，

全世界員工多達 1.25 萬人，為領先群倫的鑽石品牌。 

 

 
  最值得一提的企業精神，是 MSI 微星科技在從事高科技產業之餘，不忘大力贊助台

灣文化走向國際，此為台灣人最值得驕傲的榮耀，實為台灣之子的最佳典範。請溫哥華同

鄉們一起永續支持與熱情宣揚台灣品牌，並邀請所有親友們，於 5 月 5 日共同來觀賞不容

錯過的時尚藝術匯演！ 

 

 

 

 

 

 

 

 

 

 

 

 
時間：5 月 5 日（星期六）7:00-9:30 PM 

地點：St. Francis Xavier School 

（聖方濟中文學校禮堂） 

地址：428 Great Northern Way, Vancouver,      

BC V5T 4S5 

票價：10 元  ▉請來電購票洽聯絡人: 

 
蔡春松(604)275-9762、蔡昭雄(604) 222-0268、李重義(604) 420 2460、 

王蔡妃珠(604) 329-7200、莊昇祥(604) 451-5166、劉昭宏(604) 339-0410、 

江許山(604) 951-7405、曾立斌(778) 868-6268、江文基(604) 616-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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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香會友話家常 

  齊宣繽紛福爾摩沙 
      －6 月 22 日端午節 暨台裔傳統節

美麗台灣展示會 

 
    農曆五月五日端午節，是夏季裡最重要的一

個節日，相傳是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一個日子。

而根據歷史學者的考據，另有一種說法，也可能

是老祖宗們對“避暑靜養”所演變而成的節慶活

動。五月是仲夏疫厲流行的月份，而五月五日，

又是五月最熱的日子，所以稱為「惡日」。因此許

多古經典上告訴大家，「惡日」時，最好能安息靜

養、輕食簡餐，避免過度操勞，所以演變成節慶

的習俗。大家紛紛放下工作，一同歡慶，吃簡易

食用的粽子，並在水上舉辦划龍舟比賽，讓眾人親近水岸消消暑氣。 

 

   大溫哥華同鄉會在今年的端午節，依循老祖宗

們的智慧傳承，特別準備了香味醇厚的粽子，與所

有會員們齊分享。當天藉由「台裔傳統節―美麗台

灣展示會」的台光教會，宣揚瑰麗繽紛的寶島多元

文化、傳統習俗、特色美食與人文特質，歡迎您邀

請朋友們，共同來享受「端午佳節文化饗宴」。 

 

 

 

時間：6 月 22 日（星期五）10:30-16:30 

地點：台光教會 Tai Kong United Church 

 (4720 Elgin St, 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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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信心 造福台加 
－加拿大台灣同鄉 2012 年會 

時間 : June 29, 30 and July 1
st
. 

地點 : Saint Mary’s University, Halifax, Nova Scotia 

 

 

 

年會簡介  (Summary) 

Halifax 是加拿大東部海洋四省中，最大的城市， 

尤其是港灣、夕陽晚霞最是令人流連忘返。  

年會後，我們將暢遊加東海洋三省。 

 年會中有影片欣賞，專題演講，企業家現身說法，及 Talent Show 等精彩節目。 

 報名費 : 成人 $230，學生 $180 (雙人房)。 

 7/2,3,4 加東三省三天三夜遊覽, 費用共$865；半日遊 $85。 

 往返(6/29 去, 7/5 返) Halifax 交通，有 AirCanada, Westjet 及 Via Rail，請自行接洽。  

 請儘早報名，以利統計人數及報名作業，感謝!  

 服務網 : 鍾雅澤 (905) 946-0796、陳星旭 (905) 475-0492、Yuri 張 (647) 295-9816、 

  廖芳隆 (416) 449-1168、Susie (416) 438-5610、長青學苑 (416) 497-3331。 

 

 

年會主題 : 重建信心, 造福台加 

 融入多元社會, 發揮影響力; 使加拿大得福, 進而使台灣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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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夏令會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West Coast (TACWC)  
      －7 月 6~8 日美西台灣人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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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國際交流 

  溫哥華 VS.愛荷華 
   －蔡春松理事  拜訪台灣同鄉會前輩 

 
    本會理事蔡春松先生，藉著四月初前往美國

中部辦事的機會，分別拜訪了美國 Iowa 台灣同鄉

會的前輩林宗光夫婦、童海南夫婦及曾綉嬌女士。 

 

   林宗光教授是温哥華台灣前輩林宗義醫師（曾

獲選傑出台裔加拿大人）的胞弟，林父林茂生博

士更是台灣的民主先驅。林父育有九男一女，林

醫師排行第二，林宗光則排行第九。 

 

  林教授於大學畢業後，便與夫人一同赴美深造，兩人鶼鰈情深。林教授於杜瑞克大學退

休後，夫婦倆更常與北美教授協會鄉親到處旅遊。值得一提的是，夫婦倆將每次旅遊的人

物、風景照，加上歷史、地理背景，編印成冊，非常漂亮且專業。 

 

   童海南教授則是蔡春松的學長，1964 年台大動物系畢業後赴美深造，拿到博士學位

後，任教於 Iowa States University 醫學院，教授解剖學，目前已退休。其夫人是台北醫學

院牙醫系畢業，到美國後再進修，在 Iowa States University 牙醫學院教書，自己也開立診

所。 

    童教授夫婦, 雖然離開台灣很久，但還是非常關心台灣，對台灣的現況也相當了解，

雖然與林宗光教授住在不同城市（約兩小時車程），但兩家人經常有來往。 

 

    曾綉嬌女士到美國定居已有九年左右，原本對政治沒有興趣，加入 Iowa 台灣同鄉會

後，參加了兩次世台會返台助選活動，以及北美婦女會的活動。去年日本海嘯的災難發生

時，曾女士透過温哥華台灣同鄉會，慷慨捐出一個月房租收入。去年 7 月也曾經蒞臨本會

理事會旁聽觀摩，兩地雙方經常交流，建立起良好且開放的溝通管道，此為中華兒女海外

互助互利的佳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