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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溫 哥 華 台 灣 同 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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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3 Nanaimo St., Vancouver, B.C. Canada V5P 4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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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台灣聖樂團 2010年度演唱會】 

溫哥華台灣聖樂團將於 6月 20 日(周日)晚上 7:30,於台光聯合教會(4720 Elgin St. Vancouver) 舉行

2010年度演唱會. 

主題:祂復活, 作詞:蔡茂堂, 作曲:盧能榮, 

指揮:黃飛然,伴奏:陳姿穎, 

獨唱: 賴雅文、Prof. William Hsieh、吳道榮。 

免費憑票入場,索票請洽：程得勝(604-272-9657)、張延光 (604-438-6366)、周菊子(604-433-9708)、

林懷真(778-321-3118)、張國政(604-983-3896)、賴雅文(604-299-4975)。 

團長 程得勝敬邀 604-272-9657 

 

http://www.gvtca.bc.ca/


 

 

 

【名人開講，慶端午】 

每年六月的溫哥華正是氣溫回暖，花團錦簇

的美麗月份，也是我們歡慶「端午佳節」的季節。

今年「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除了提供應節的美

味台式棕子、炒米粉、炒麵以及「圓環肉羹」等

美味外，還邀請到台灣知名女性作家；李昂女士

到溫哥華演講；與鄉親們共渡端午佳節。 

《李昂簡介》 

李昂，臺灣鹿港人，1952年生，本名施淑端，在家

排行老么。父親經商，母親是個典型的家庭主婦。1958

年入鹿港國民小學就讀。1964

年考上彰化女中初中部，由

於受到施淑和、施淑青兩個姊姊熱愛文學的影響，開始廣泛閱讀世界文學名

著及武俠小說。1967年，進入彰化女中高中部，開始寫〈花季〉，發表於《徵

信新聞報》﹝中國時報的前身﹞副刊，被選入《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於

是展開她漫長的寫作生涯。 

她先於 1970年考上文化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她又於 1975年到加拿大

溫哥華進修，然後轉往美國奧勒岡就讀奧勒岡州立大學戲劇系，並於 1977

年拿到戲劇碩士學位後返國服務。除了寫作之外，她曾在文化大學戲劇系任

教、從事社會調查，編訂報社專欄選集等工作，是個多角化經營的新女性。

李昂的小說作品，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內容也相當豐富。 

演講主題：台灣女人政治上的角色扮演。 

 時間：2010年 6月 25日，星期五 

    演講：下午 2:00時~4:00時 

    歡慶端午：下午 4:30時~6:30時 

 地點：台光聯合教會（4720 Elgin Street, Vancouver, BC） 

歡迎鄉親們攜帶您們拿手美味或點心，以

Potlucks 方式到「台光教會」與鄉親同享，

共渡佳節。 



 

【BC 台裔歷史協會成立大會】 

大溫哥華地區的台灣人移民大都是在八○年代以後才蜂擁而至；其實，早從一九四○年代起，就陸

續有台灣的留美學生輾轉來加定居。 

在和其他族裔相較，台灣人的移民歷史相對的要複雜許多。在早、中期到近期移民來加國的台灣人

當中，許多年紀稍長者皆先後經歷了日治、國民黨政府遷台及經濟起飛後移民等三個階段，其不論在文

化、語言、及族裔認同上都體驗過相當大的衝擊。 

為能早日將此移民歷程紀錄下來，供下一代了解台裔移民走過的步跡，免得任由流失而造成無可彌

補的遺憾，早在七、八年前即由楊正昭醫師、張邦良博士、林瑞麟先生等有心人士籌劃成立「BC台裔歷

史協會」，計劃從過去幾十年來台灣本身及國際大環境的變化中，整理出影響台灣人民外移的關鍵因素及

相對應年代，做為撰述的基本骨幹，分別以較具代表性的人士、社團及一般移民為對象，記錄他們個別

的移民歷程、今昔對比，以為台灣移民歷史刻畫出整體輪廓，建構完整的文獻。 

「BC台裔歷史協會」已於今年 5月正式向 BC省政府登記為﹣非營利事業之法人社團﹤，並計劃在 7

月 4日；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會長幹部會議時，舉行﹡成立大會﹢，並邀請﹟前台灣國史館館長 張炎憲教

授﹠對台灣歷史做專題演講。時間及地點如下：歡迎鄉親踴躍參加。 

 時間：2010 年 7月 4 日，星期日 

    成立大會：早上 9:20時 

    專題演講:早上 10:00時~12:00時 

 地點：Best Western Kings Inn （5411 Kingsway, Burnaby） 

   〔本拿比京園小館樓上；二樓會議廳〕 

★ 特別來賓: UBC大學；歷史系台灣研究室教授 卜正民（Prof. Tim Brook）博士演講並說明 UBC大

學與台灣清華大學合作關於台灣歷史研究之專案。 

《張炎憲教授簡介》 

一九四七年出生，嘉義人。台灣大學歷史系及研究所畢業，東京大學文

學博士。現任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

文學研究所兼任教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經歷： 

國史館館長。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員。 

台灣歷史學會會長。 

曾任清華大學、東海大學、東吳大學、台北師範大學、台北教育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兼任教授。 

研究領域： 

「平埔族與漢人關係」、「日治時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戰後政治運動史」、「二二八事件」、「白色

恐怖」等。 



報名費：每位$20 元；包括研習營二天的午餐、茶水點心及講義費---等。 

詳請電詢： 曾立斌 778-868-6268 lptseng@hotmail.com 

胡玉華 604-298-7894 liuhuyuhua@hotmail.com 

日期（Date）：2010 年 7 月 10 日至 7 月 11 日 

時間（Time）：9:30AM~5:10PM 

地點（Location）：溫哥華 東寧書院（5621 Killarney Street, Vancouver） 

 

 

 

 

 

 

僑務委員會為增進僑校教師專業知能，提升教學品質，於 99年度(2010)續辦理海外教師研習會

活動，派遣優良的專業教師到海外教學，培植師資，傳承台灣文化。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再次於 2010

年 7月 10日至 11 日在東寧書院承辦「2010年福、客語研習營」，以活潑生動的教材推動新教學方法。

特邀請台灣學校、中文學校教師及台灣鄉親參加。 

在福台語課程方面，由國立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副教授江永進擔綱講授福台語電腦教學、台

音輸入法、台語主要變調規律、台語歌、雙拼旋律…等台語拼音教學法。 

國立清華大學、靜宜大學中文系台語文學兼任講師,台灣 e文藝副社長,gah 社長 張春凰老師是

著名文學專家，她將主講福台語文學寫作、母語書寫、翻譯等。 

 

 

 報名傳真：604-436-2331 或 604-540-7856 

 報名 e-mail：lptseng@hotmail.com 或 liuhuyuhua@hotmail.com 

 詢問電話：778-868-6268 或 604-298-7894 

 報名費：$ 20 元，報到時繳交（含研習營二天的午餐、茶水點心及講義費） 

 研習營活動日期：2010年 7月 10日（星期六）至 7月 11日（星期日） 

時間：9:30AM~5:10PM 

活動地點：溫哥華 東寧書院（5621 Killarney Street, Vancouver, BC V5R 3W4） 

 不克全程參加者，亦歡迎報名選擇時段參加。 

 

 

2010 溫哥華福、客語研習營 

mailto:liuhuyuhua@hotmail.com
mailto:lptseng@hotmail.com
mailto:liuhuyuhua@hotmail.com


 

參加 2010溫哥華福台語研習營報名表 
 

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e-mail) 

1.   

2.   

3.   

4.   

5.   

6.   

7.   

8.   

9.   

10.   

 

 報名傳真：604-436-2331 或 604-540-7856 

 報名 e-mail：lptseng@hotmail.com 或 liuhuyuhua@hotmail.com 

 詢問電話：778-868-6268 或 604-298-7894 

 報名費：$ 20元，報到時繳交（含研習營二天的午餐、茶水點心及講義費） 

 研習營活動日期：2010年 7月 10日（星期六）至 7月 11日（星期日） 

時間：9:30AM~5:10PM 
活動地點：溫哥華 東寧書院 

   5621 Killarney Street, Vancouver, BC V5R 3W4 

 不克全程參加者，亦歡迎報名選擇時段參加。 

mailto:lptseng@hotmail.com
mailto:liuhuyuhua@hotmail.com


 

台台台灣灣灣日日日園園園遊遊遊會會會、、、全全全家家家老老老少少少同同同樂樂樂   
 

 

 

時間：2010 年 8 月 2 日 11：00AM～ 4：00PM 

地點：Bobolink 公園  2500  E 61th Ave. E. Vancouver. 

   (Nanaimo 和 62 Ave. 附近，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所正對面) 

 

自 1994 年開始，每年 8 月 BC Day，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都舉辦台灣日園遊會。今年是第 17 屆，歡迎

在大溫哥華區的台灣鄉親全家大小，再次出動快樂玩一天！ 

 

今年 BC Day 是 8 月 2 日，繼去年許多年輕人參與，今年第 17 屆園遊會節目、活動將持續年輕化，其

中親子運動和趣味遊戲更大規模的由年輕人來主持帶動！從早上 11 點到下午 4 時，表演節目和趣味遊

戲將讓您接目不暇，土風舞、年輕樂團、魔術表演，畫臉、套圈遊戲、呼拉圈、拔河、兩人三腳、趣味

接力、賓果…，總之，當天 Bobolink 公園將是；不分老少，所有人都會玩得很盡興，吃得很痛快的好

地方！ 

 

目前，拔河、趣味接力等 8 人團體競賽已開始接受預先報名，歡迎大家組隊來玩！報名聯絡人: 

Joan Liu  604-339-0140、方維芬 Cindy 604-561-2349。 

 

照慣例，安排多樣性的台灣小吃，是園遊會的傳統重頭戲。有鑑於去年雖然各攤位已經多準備了一倍的

份量，還是過午就被掃得精光，今年不但增加飲食攤位，同鄉會並請求東家再加碼準備。目前，台灣日」

攤位正式開放讓鄉親和社團商號來登記申請。攤位內容包括台灣特產小吃、點心、手工藝、蔬菜花果、

二手貨品、社團介紹等等。 

 

承租攤位聯絡人：陳錫勳 604-925-3618、江文基 604-616-6038、謝忠相 604-298-9719 

 

每年台灣日園遊會，我們都希望能隨緣做善事，隨手護環境，請大家別忘了攜帶環保袋來買東西，更鼓

勵自備碗筷飲杯；也請每個家庭都能隨手攜帶一、兩個罐頭食品捐贈給「食物銀行」以回饋社會。  

， 



8 月 2 日，除了台灣日園遊會外，第十屆「台灣盃壘球比賽」也會同時同地點舉行，一群喜愛戶外球類

運動的台裔年輕球員們，在課業工作之餘，每個

禮拜都勤切磋球技，大家在有玩有吃之餘，可別

錯過欣賞他們精彩的比賽機會！目前報名約有 5

隊 ， 歡 迎 更 多 球 隊 參 加 ， 請 洽 ： Steve 

778-668-5815、Philip 778-319-6531。 

 

急徵：台灣日園遊會規模年年壯大，我們急需義

工參與，除一般青年之外，也歡迎在校學生來報

名，當天的幫忙將可算入高中畢業所需的義工服

務時數。同鄉會將提供免費餐券及飲品，報名請

洽： 

江文基 604-616-6038、蔡昭雄 604-222-0268、黃進益 604-808-065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