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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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二月通訊 
本 期 焦 點  

●2 月 28日『台灣二二八事件』和平祈禱會 

●3 月 21 日新春晚會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12 月 19 日舉行 2009 年會員大會並改選理事。 

13 日的會員大會及理事改選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共有會員 60 幾人出席，這次改選新任理事七席：  

現任理事：江文基、劉昭宏、蔡昭雄、周德旭、林聖崇、邱雨生、蔡妃珠、曾立斌 

當選理事：陳錫勳、蔡春松、邱俊智、江許山、方維芬、張鍾玲、黃進益 

會長：曾立斌 

秘書長：江文基  會議紀錄：蔡春松（代理：方維芬） 

財務長：陳錫勳（協助：林聖崇、蔡妃珠） 

總務組：黃進益、方維芬 

活動組：蔡昭雄、周德旭、蔡春松、張鍾玲 

公關組：劉昭宏、邱俊智、江許山、林聖崇 

會後全體會員共進便當，並享用由前臺灣客家會會長周德旭所提供的美味客家麻糬。 

「臺灣二二八事件」歷史回顧座談會 

為了讓台灣鄉親能更了解「臺灣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後果，本會特別邀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博士，

波士頓大學亞洲宗教講師、維多利亞大學教授、高雄醫學大學客座教授、長榮大學客座兼任教授；蕭欣

義博士來溫哥華舉辦一場座談會，與鄉親來共同探討台灣近代最悲慘的屠殺事件，了解當時的時空背景，

以及往後的「白色恐怖」、長達四十年的戒嚴令等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地點：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館 (7663 Nanaimo St., Vancouver) 

時間：2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3：00 時正 

 2010 年「臺灣二二八事件」和平祈禱會 

探討二二八真相、釐清責任歸屬，是消弭二二八傷痕的必經過程，也是減少族群衝突、化解猜忌的努力

方向。選擇遺忘，或一知半解地傳述二二八事件，並不能協助國人理性且真誠地面對二二八事件，更不

http://www.taiwanus.net/gv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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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超越過去，達到共生和解與族群融合的最終目標。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將邀請台僑社團一起舉辦 2010 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和平祈禱會。 

地點在台光教會（4720 Elgin St., Vancouver, BC） 

紀念會將於 2010 年 2 月 28 日下午 2 時 28 分開始。 

節目有由全體社團代表及鄉親的「點燈與祈福」、溫哥華台灣聖樂團、白鷺鷥+水牛合唱團、溫哥華台灣

客家會等主要社團的獻唱詩歌及由佳恩聯合教會 蔡宜璋牧師、溫哥華台灣客家同鄉會 鐘維和會長、及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張幼雯會長分別以以台語、客語、華語禱詞。會中並由臺光教會康榮發牧師主持祈禱；

並由本拿比市康安禮議員擔任英文翻譯。 

今年 2 月 28 日恰逢農曆的正月 15 日元宵節，會後將提供美味經典的元宵湯圓及茶點，和與會鄉親共渡

元宵佳節。 

 

台 裔 傳 統 週 

2010 美 麗 台 灣 展 示 會 
台裔傳統週系列活動 

*慶祝典禮：3 月 13 日(六) 下午 2:30 

蘇菲亞音樂教育中心 友情參演 

(1) 2010 美麗台灣展示會  
3 月 13 日(禮拜六 )上午 11:00 –下午 8:00 

  地點:台光教會 4720 Elgin Street, Vancouver 

展出內容包括： 

a) 台灣本土藝術畫家作品展覽  

b)『綺麗台灣』攝影展:  

*大地景觀─台灣農業、青山碧海、日月潭、萬

蝶飛舞、台北 101、高鐵   

*民俗風情─划龍舟、布袋戲、101 煙火秀    

c) 台灣商會小商展 

d) 台灣蘭花展 

(2) 瑞士鄉村樂隊募款演奏會 
   3 月 13 日(禮拜六 ) 下午 7:00 – 9:00 

   地點:台光教會 4720 Elgin Street, 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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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 每人$ 15.00 (含晚餐-下午 5:30) 

(3) 歡喜快樂歌舞會 
3 月 12 日(禮拜五)下午 5:30 – 10:00 

地點:台光教會 4720 Elgin Street, Vancouver 

   費用:每人$ 10.00(含晚餐-下午 5:30) 

(4) 台灣盃乒乓球賽 
3 月 6 日(禮拜六)上午 9:00 

地點:台光教會 4720 Elgin Street, Vancouver 

負責人: 葉羅蘭    604-276-9188 

蕭正勝    604-271-9758 

 

主辦:  

溫哥華台裔協會   

加西台灣藝術家協會 

加拿大卑詩省台灣商會  

活力台灣義工團 

合辦:   

台光教會      溫哥華台灣聖樂團 

佳恩聯合教會  C & K Happy Farm 

台加文化協會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輔導:  

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演出團體:  

瑞士鄉村樂隊 

蘇菲亞音樂教育中心           

The G7 Band 

贊助單位:  

外交部 僑委會 新聞局     

洽詢:  revckang@hotmail.com 

康榮發 Colin Kang 604-313-3966,   

陳葦臻 Katrina Chen 778-882-5287 

李重義 John Lee 604-420-2460 

盧月鉛 Lucy Lu 604-276-8892    

張健理 Christina Chang 604-512-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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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新春晚會,歡喜團圓 

 

時間：3 月 21 日（星期日）晚上 6：30 時  

地點：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Continental Seafood Restaurant) 

＃150-11700 Cambie Road., Richmond  

Tel: 604-278-6331 

           票價：40 元 

 

一年一度的春節是我們鄉親相聚的時刻，循例「同鄉會」將聯合大溫哥華地

區的台灣社團舉辦「新春晚會」；與所有會員、鄉親共同慶祝虎年來臨，大家齊

聚一堂，互相送上祝福，歡喜進入本會的第 44 年頭！  

 

佳餚饗宴之餘，晚會還安排了表演節目、還有豐富獎品包括溫哥華台灣來

回多張機票抽獎等，懇切敬邀所有會員的參與，共度佳節！順祝 

大家新春愉快！ 

 

※備註：1. 請來電索票，本會將派專人親送府上。 

電話：778-868-6268；604-298-9719；604-616-6038 

          2. 歡迎您邀請親朋好友參加！ 

          3. 歡迎熱心鄉親提供摸彩禮品，歡喜同樂！  

請於 3 月 15 日前來電：604-601-6038 

主辦單位：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合辦單位：台加文化協會、溫哥華台灣同鄉松齡會、台灣商會、台裔協會、 

蓬萊合唱團、白鷺鷥音樂中心、台灣聖樂團、金齡大學、 

台灣客家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溫哥華迦南教會、 

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本拿比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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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環保；節能減碳！ 

『節能減碳』、『綠色保護主義』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共同關切的首要議題，

近年來節能減碳生活成為趨勢，無論是節水、省電，環境保護成為了全民

共同學習的重要課題。 

同鄉會呼籲鄉親們響應節能減碳，永續生存的理念，希望儘量利用電子郵

件 e-mail 來傳送「同鄉會」的訊息及會刊，減少紙張及郵資的浪費。 

請有電子郵件帳號(E-MAIL ACCOUNT)的鄉親；利用下列 E-MAIL 告訴我

們您的電子郵件帳號，我們會將活動訊息及會刊傳送到您的 E-MAIL，並

停止使用郵寄。 

douglaschiang1@gmail.com 

lptseng@hotmail.com 

感謝各位的支持！ 

TIO Young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台灣尚青… 

贊助單位：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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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douglaschiang1@gmail.com
mailto:lptseng@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