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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十月通訊 

【八八水災感恩祈福晚會】 

大溫哥華台灣社團八八水災賑災募款活動已接近尾聲，目前委員

會計畫於 10 月 30 日(週五)晚上於本那比 Nikkei Place 舉辦祈福

感恩晚會，門票每張售價$30 元，謹請所有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的會員朋友們幫忙購票參與並請幫忙通知周遭朋友踴躍參與，無

限感恩!! 

10 月 30 日（星期五）晚上的「八八水災感恩祈福晚會」將邀請

所有參與賑災的社團共同出席，報告募款結果、分享募款心得及

感人事蹟。台北駐溫哥華經文處將代表台灣政府頒發感謝狀給所

有參與籌款的社團機構。為了能迅速而有效的協助災民早日復

原，委員會已於九月底將首批善款匯至「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教會的世界服務及發展會(Presbyterian World 

Service & Development) 」，將善款轉送台灣。在長老教會核對所有捐款人名單後，將會在 11 月份統一

寄出報稅收據。 

「八八水災感恩祈福晚會」的時間及地點如下： 

時間：10 月 30 日（星期五），晚上 7:30 時至 9:30 時。 

地點：Nikkei Place(6688 Southoaks Crescent, Burnaby) 

http://www.taiwanus.net/gvtca


門票：成人$30 元；學生$15 元 

晚會提供台灣口味的點心及水果，並有機票及精品義賣，全數捐助賑災。 

購票請到麗晶廣場(Crystal Mall)台芳麵點(#1108-4500 Kingsway, Burnaby, BC)洽購。聯絡電話: 

778-868-6268 (會長:曾立斌)；604-616-6038 (秘書長:江文基) 

 

【2009 中秋節 遊輪海灣賞月報導】 

 

10 月 4 日(週六)晚，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的四百多位鄉親、朋友們乘坐 Harbour Princess 郵輪參加了

2009 遊輪海灣賞月活動，共度中秋佳節。 

4 日晚上，布籟德海灣(Burrard Inlet)明月高照、風平浪靜，郵輪從溫哥華市中心的 Harbour Cruises 碼

頭出發，途經史丹利公園、獅門橋、煤氣鎮等著名景觀，北岸的群山、落日的餘輝盡收眼底。 

郵輪上鄉親伴隨著悠揚的樂曲，品嘗著中秋月餅、台灣油飯便當，觀賞著夜空中的一輪滿月，真是月明

人圓同歡樂。而鄉親們在這裏享受著如此美好的時光，但同時也希望能幫助 88 水災受災的家鄉重建盡

一點心力。此次活動的收入；加上「全盛行」蔡銀子董事長提供義賣的 42 盒“義美月餅禮盒”，在扣除成

本後共得款$3,840 元，全部透過「大溫哥華台灣僑界 88 水災脤災委員會」捐助台灣 88 水災脤災。 

 

【溫哥華台灣社區支持 2010 冬奧藝術節】 

2010 年冬季奧運即將在 Vancouver 及 Whistler 登場。溫哥華冬奧藝術節各項活動已經陸續展開，包含

「雲門舞集」及「優劇場」在內的數個世界級水準的台灣藝文團體，均已應冬奧藝術節之邀，將在明年

冬奧藝術節中展演。 

為響應及落實冬奧當局鼓勵各族群盡力參與的精神，也為了表現台灣社區對明年冬奧藝術節的支持，展



現對加拿大這塊土地的認同，使加拿大主流社會及與會各國人士更加肯定台灣人社區積極參與的熱誠和

力量；同時，讓來自台灣的藝文團隊，感受到大溫哥華地區僑民對台灣及來自台灣的藝文團隊的關心與

支持。由包括臺加文化協會、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及台灣商會等溫哥華幾個主要社團日前成立「台灣

社區 2010 冬奧藝文活動促進會」，以實際行動支持及參與 2010 冬奧藝術節。 

促進會成立的目地以及工作目標： 

1. 身為加拿大公民，應該協助推廣冬奧活動；身為來自台灣的人，應該鼓勵加拿大的主流人士(貴賓)

來欣賞台灣藝術。台灣社團要凝聚整個團體的力量來替加拿大及台灣盡力。 

2. 社團的推廣方式：把所有(或大部分)雲門舞集跟優劇場(各兩場表演)的 Gold Circle 票買下，並於

每一場演出後舉行酒會，以招待社團集體推薦之貴賓。 



3. 由台加文化協會來開報稅收據：最低報稅金額： $20。請每個贊助人清楚填寫報稅捐款的各項需

要資料。 贊助捐款報稅收據表格如附件；聯絡電話: 778-868-6268 (會長:曾立斌)。 



TCV2010

台灣社區2010冬奧藝文活動促進會

募集社團 負責人

捐款者資料 需要抵稅收據者請注意,請填寫稅務單位可以接受的英文名字.

英文姓 (Last Name)

公司英文行號 (Company Name)
中文姓名(名稱)

英文名 (First Name) 抵稅收據

地址(Address)

城市(City) 省 (Province) 郵號 (Postal Code)

電話 (Telephone) 電郵 (Email)

捐款項目 (Donation Category)
捐款金額

(Donation Amount)

可抵稅金額

(Tax Deductible)
數量 (Quantity)

抵稅收據金額

(Amount for Tax Receipt)

金牌贊助 (Gold Medal) $2,500.00 $2,061.00

銀牌贊助(Silver Medal) $1,500.00 $1,231.00

銅牌贊助(Bronze Medal) $500.00 $231.00

精神贊助 (Contributor) $100.00 $100.00

雲門行動贊助 (CG Supporter) $100.00 $24.00

優行動贊助 (UT Supporter) $100.00 $41.50

[    ] 無需抵稅收據,請開立全額一般收據.
GRAND TOTAL

總金額

Payment Form

付款方式

Payment Date

付款時間

簽名

(Signature)

TCCS Office Use Only: Issuer:

Manager:

各項福利辦法一列: 福利領取紀錄 時間

金牌贊助

銀牌贊助

銅牌贊助 TCV2010 捐款者名冊（酒會中排列）

水月 ─ 雲門舞集 2x Orchestra / Dress Circle Tickets

精神贊助 100% 抵稅收據

雲門行動贊助 水月 ─ 雲門舞集 1x Orchestra / Dress Circle Ticket

優行動贊助 

水月 ─ 雲門舞集 2x Gold Circle Tickets

聽海之心 ─ 優劇場 2x Gold Circle Tickets

酒會邀請2人（雲門一場＋優劇場一場）

一張冬奧藝術節感謝狀

TCV2010 捐款者名冊（酒會中排列）

水月 ─ 雲門舞集 2x Orchestra / Dress Circle Tickets

總數 (Total)

聽海之心 ─ 優劇場 1x Orchestra / Dress Circle Ticket

聽海之心 ─ 優劇場 2x Orchestra / Dress Circle Tickets

聽海之心 ─ 優劇場 2x Orchestra / Dress Circle Tickets

一張冬奧藝術節感謝狀

TCV2010 捐款者名冊（酒會中排列）

CASH 現金 【         】          CHEQUE 支票 【         】

【     】 Donation Receipt Issued: 

【     】 Regular Expense Receipt Issued: 

我同意以上內容並願意依上述捐款選項支持冬季奧運藝術節.

I agree to the contents stated above and I am committed to the above donation amount.

是 【    】   否【    】 選擇否者,收據則為一般收據.

 



 

 

 

 

【2009 年度會員大會開會通告】 

 

時間：2009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下午 3 時 

地點：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7663 Nanaimo St. Vancouver, Tel: 604-688-3738 

★備有台灣風味晚餐招待！ 

會後聯誼同樂，請踴躍參加。 

 

2009 年即將過去，2010 年將是本會的第 44 年。 

12 月 12 日會員大會，我們所有會員將齊聚一堂，檢討今年的會務，遴選理事，

成立新理事會和推舉新會長，以推展 2010 年新計畫。 

敬請全體會員們踴躍參與。 

 

 ※ 為方便準備餐點，請與我們聯絡，告知出席人數。 

778-868-6268 (會長:曾立斌)；604-616-6038 (秘書長:江文基)；理事：王蔡妃珠



（604）329-7200﹔謝忠相（604）298-9719；李重義（604）420-2460；邱雨生（778）

397-3141；劉昭宏（604）339-0140；陳葦蓁（778）882-5287；蔡昭雄（604）

222-0268；林聖崇（604）327-8610；周德旭（604）739-1189；張幼雯（604）926-6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