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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台 灣同 鄉會 ( 加台會 ) 簡介
Brief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簡稱加台會）由當時在安省留學的台

加台會會長任期兩年，由溫哥華，多倫多，渥太華，及蒙

The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TCA) was formed in 1963,
with its first official Annual Conference held in 1977 in Kingston,
Ontario. The following year, TCA was registered und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Canada.
According to the by-laws of TCA, the term of the TCA presidency
is two years, alternating between members from Vancouver,
Toronto, Ottawa, and Montreal.
Regional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can be found in the
following cities and provinces: Toronto, Vancouver, Victoria,
Calgary, Edmonton, Saskatchewan, Manitoba, Hamilton, Kingston,
Kitchener/Waterloo, London, Ottawa, Windsor, Montreal, New
Brunswick, Nova Scotia, Newfoundland.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5000 members across Canada.
The TCA board consists of a president, vice-president, and
several other members to take charge of various activities. The
Board meets on a regular basis to discuss future events and goals.
The objectives of the Association according to the by-laws are:

特婁地區依序輪流負責總會會務，但章程也規定，如有任何

a) To cultivate a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taste among, and a sense of

一分會志願擔負全國會務時，可有優先權。各地區會長為本

responsibility in, the members; and to promote social, cultural

會當然理事。總會幹部及執行委員由會長連指派選任，參與

and intellectual exchange and contacts among Taiwanese

會務的執行。

residing in Canada and elsewhere;

灣學生發起 , 包括林哲夫 , 吳居宏等 , 並於 1963 年公推已故
滑鐵盧大學黃義明教授為首任會長，但延至 1977 年在安大
略省的京士頓 (Kingston) 舉行年會時才正式通過組織章程，
並於次年正式向聯邦政府登記立案。
立案宗旨如下：
1. 維持並加強同鄉之間的交流與聯誼
2. 協助新移民融入加拿大社會，促進台灣人與加國其他族
群的友誼及了解
3. 擔當本會會員及政府機構之間的溝通橋梁
4. 提高會員對國內和國際團體的責任感
5. 參與並協助慈善活動

加 台 會 目 前 有 16 個 地 區 同 鄉 會 或 聯 絡 人 參 與，

b) To assist new immigrant members of the Corporation to

包 括 卑 詩 省 的 維 多 利 亞 (Victoria, BC)，大 溫 哥 華 同 鄉

integrate into Canadian society; and to foster the spirit of

會 (Greater Vancouver, BC)， 亞 伯 達 省 的 愛 明 頓 同 鄉 會

friendship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 of Taiwan

(Edmonton, Alberta)，卡加利 (Calgary, Alberta)，沙省同鄉會

and Canada;

(Saskatchewan)，緬省同鄉會 (Manitoba)，安大略省的溫沙市
(Windsor, ON)，倫敦同鄉會 (London, ON)，滑鐵盧 (Kitchener-

c) To serve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members
and Government authorities;

Waterloo)， 多 倫 多 (Toronto, ON)， 京 士 頓 (Kingston,ON)，

d) To encourage an awareness in the members of their

渥 太 華 (Ottawa, ON)，魁 北 克 的 蒙 特 婁 同 鄉 會 (Montreal,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Quebec)，紐省 (New Brunswick)，新省同鄉會 (Nova Scotia)，

e) To engage and assist in charitable activities.

以及加拿大最東邊的紐芬蘭 (St. John’s Newfoundland) 同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Association was formed in
1974 in Vienna by the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the Brazil
Taiwanese Association, the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Association,
the European Taiwanese Association, and the Japan Taiwanese
Association. These are the five largest members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s in Argentina,
Australia, New Zealand, South Africa, and Costa Rica have also
joined this organization.

鄉會。
加台會並與全美台灣同鄉會，全歐台灣同鄉會，在日台灣
同鄉會，巴西台灣同鄉會於 1974 年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共同
組織成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 (World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Associations, W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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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離棄的愛
感謝各位千里迢迢，來參加這第 54 屆加台會的年會，這都表示各位對台灣
的一份執著”
，一份永不離棄的愛 !
自從兩年前接任會長以來，一直戰戰兢兢，在許多執行委員的盡心盡力協助
下，完成了這許多任務 : (1) 辦了兩次年會。(2) 出刊兩期【懷念台灣】。(3)TCA 網
頁定期更新 , 網站 hosting 直到 2022 年。(4) 表揚傑出台裔加人 : 林哲夫 陳星旭。
(5) 與各地區同鄉會保持聯繫。有待加強的部分：(1) 已經失聯的地區同鄉會，應
加強補救。(2) 傳承的問題。
2016 我們拿回政權 -全面執政。但第一年並不輕鬆；本來，兩黨政治，
互相競爭，
互相制衡，在民主國家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我們的兩黨，對台灣的未來方向及目
標並不一致。所以雖然政黨輪替，但許多黨國體制，盤根錯結的人脈樁腳、利益
共生結構，不管在教育幫、司法幫、交通幫，都不是我們新政府上任後容易解決

洪秋月 Cathy Hong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會長

的問題。近來又利用製造假新聞，傳播不實的謠言，製造社會紛亂，真是台灣的
悲哀 !! 其實根據經濟學人報導 : 去年注入台灣的外國人投資達到 83 億美元，
是 2015 年的 3 倍。蔡總統走的是中道，既不對中國讓步 ( 堅守底線 )，也不採取
強硬的回應， 所以投資人衡量兩岸局勢，雖然冷若冰霜，卻也穩定，所以有信
心投資。
目前台灣的處境，非常艱難，旁邊的惡鄰，不斷的加強壓力，企圖孤立台灣。
我們身為立足加國，心繫台灣的【台加人】，我們應該盡量為台灣發聲，讓台灣

2018 TCA Convention 預告

在世界上亮起來。◆

歡迎參加美西夏令會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合辦 2018 年會
阿拉斯加遊輪 ALASKA CRUISE
FROM VANCOUVER ITINERARY HIGHLIGHTS / 7DAYS
INTERIOR FARE FROM $ 1,340 CAD
date to be determined
2018 年會阿拉斯加遊輪報名：
Ucruising 吳霈珊 Lynn Wu
604-249-0022  / 1-877-437-9009
lynnwu@ucruising.com
溫哥華連絡人：
江文基 Douglas Chiang 604-616-6038
douglaschiang1@gmail.com
張理瑲 Carol Pan 604-566-6666 / 604-786-7222
carolpan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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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2015~2017) 組織圖
理事會

顧問團

總會長

張理瑲 Vancouver,BC

張幼雯（Vancouver）

洪秋月 Cathy Hong

張燕秋 Calgary,AB

江文基（Vancouver）

簡月春 Edmonton,AB

林美麗（Montreal）

副會長

潘美智（Ottawa）

多倫多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會長（林啟信）

葉國基（Toronto）

多倫多台灣婦女會會長（陳慧珍）

羅聆榛 Saskatoon,SK
黃雯卿 Winnipeg,MB
林啟信 Toronto,ON

鍾雅澤（Toronto）

張美和 Kingston,ON

張理邦（Toronto）

馬稚凱 Ottawa,ON
陳嘉宜 Montreal,QC
卓謙信 Saint John,NB
陳昱元 St. John’s,NL

執行委員
洪秋月 , 游惠珠 , 廖淑媛 , 蘇正玄 , 陳慧珍
伍炯豪 , 洪淑貞 , 羅益世 , 甘訪英

歷屆會長名錄
加 拿 大 台 灣 同 鄉 會TAIWANESE-CANADIAN ASSOCIATION
Unit 6, 3680 Victoria Park Ave. Toronto, ON M2H 3K1
Tel: (905)946-0796
Email: 4mosan.ed@gmail.com
Website: www.tca-canada.ca

“

台灣是永遠的故鄉 , 加拿大是我們的家 ”

We are Taiwanese by Heritage and Canadian by Choice
廣告設計 / 刊物編排 / 印刷服務 / IreneArtWork.com 雅雲工作室 / IreneArtWork@gmail.com

加台會 2017 年會

懷 念 台 灣

5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CANADIAN ASSOCIATION
Unit 6, 3680 Victoria Park Ave. Toronto, ON, Canada  M2H 3K1
www.tca-canada.ca    email:cyhong2355@yahoo.com.tw    Tel : (416) 497-3331 / (416) 543-6160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2016 年大會聲明
2016 年 6 月 28 至 30 日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在 Gravenhurst Ontario 舉行年會 , 以”新台灣、新加拿大、新挑戰”為題進行研討 ,
並作成如下聲明 :
台灣 , 在海內外愛好民主自由的台灣人努力下, 好不容易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的國家，但在國民黨長期建立的腐敗體制下，
改革我們的社會、經濟、政治與司法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任務。民主國家 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讓司法回歸人民，它不是統治
者的司法，是人民的司法。
我們也要求民進黨政府全面且認真地落實包括國民黨黨產清算工程，勿讓轉型正義的問題在新興民主國家淪為政治口號 .
台灣人必須清楚地把「台灣國家打造」，理解為我們這一代人不可迴避之歷史任務。
中國烏雲依然籠罩台灣上空。新政府應該警覺，但不必過度憂心和動搖。政府更應該了解他們的權力來自人民，所以，積極回應
公民社會所要求的民主深化和經濟自主的訴求，遠比回應中國的需索更重要。台灣人最偉大的夢想，就是要在生長的土地上，
建立一個名叫『台灣』的國家。若是繼續以”中華民國 ROC”為名 , 必然落入『一個中國』的框架 , 使台灣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部分 。
50 年來台灣移民在學術 , 經貿及其他方面對加拿大作出認同和貢獻 , 並以加拿大為落地生根之新家園 , 我們期盼加台人更
加努力 , 貢獻力量 , 使台加兩國關係更加緊密 , 使兩國蒙受利益。我們也要呼籲加拿大台灣人努力加強台加關係 , 促使台灣走
入國際社會 , 確保台灣主權 . 則台灣人民幸福 幸甚 , 台灣國家安全幸甚。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2016 年 6 月 30 日

感謝 Acknowledgement
► 台灣僑務委員會
► 福爾摩莎長青學苑
► 洪秋月
► 林哲夫
► 江文基
► 石澄鴻
► 高寬宏以及
►工作人員及幫忙的義工們

6

加台會 2017 年會

懷 念 台 灣

2017 加台會年會【節目表】Program

主題：用新眼光看臺加關係

V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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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活動簡介
朱頭皮 【黑衣人單口搖滾劇場】
J u n e 28 / 20:30~21:30
朱頭皮新專輯發明了一種全新無人試過的 (one man in black
stand talk rock stage)[ 黑衣人單口搖滾劇場 ]。這是 一堆人 絞盡腦
汁 撞出來的 [ 多媒體單人脫口秀搖滾劇場 ] 算是一種前無古人後
無者想來的宣傳唱片表演新方法 !
由於這次有一首歌叫 [ 唱黑衣人給唱黑衣人的黑衣人 ]，是向已
上天堂的美國鄉村搖滾巨人 : Johnny Cash 致敬。Johnny Cash 總
是一身黑，也寫了一首黑衣人，所以被稱為【唱黑衣人的黑衣人】。
所以，我們模仿 ( 黑衣人 ) Johnny Cash 從帽子到鞋子全身黑，也
弄了一支黑吉他，剪接一些影像，有時跟影像互動，有時影像配襯
表演，有時實體表演成為虛擬影像的背景，搞出一個有點搞笑實
驗劇場的獨一無二【多媒體黑衣人單口相聲說書搖滾劇場】。

Editor's recommendation:

CD 美麗之島，就是「人之島」~ 製作人朱約信

A Home for Everyone A Musical Look at Human Rights in Taiwan 我們試圖回望在島嶼的歷史過程中，那些為了反抗歧視、鎮壓、
忽略、欺騙、剝削，為了在這個「美麗之島」上宣告自身作為「人」的存在，而挺身向前的身軀；我們試圖貼近他們的胸膛，聆聽
在那裡頭洶湧著的聲音，點點滴滴在歷史長廊裡各自低迴的吟誦與呼喚。從這些不同的聲音當中，我們聽到一樣的：
「美麗之島」，就是「人之島」～僅將此專輯獻給所有人權遭受侵害的受害者與其家屬～

渥太華閒樂團

og ra m
J u n e 27 Ta i wa n N ig ht Pr
1. 陶笛合奏
歌聲滿行囊
遊子回鄉
永遠的故鄉
戀戀北廻線
流浪到淡水
2. 口風琴獨奏
Wonderland by Night
My Way

3 六人棒鐘
(Choir Chime)
望春風
Morning Joy
4. 二胡合奏
百家春
落雨聲
南都夜曲

Summer Water Sports
J u n e 28, 7:0 0 p m p e r fo r ma n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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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主題

『 台灣目前的希望與困境 』
Note:

姚嘉文
1938 年出生於彰化縣和美鎮
學歷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1966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1968
‧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法律學院研究 1972
現任
‧  總統府資政 2016~
‧  台灣國家聯盟 執行委員、決策委員 2014~
‧  世界台灣人大會 顧問
經歷
‧  取得律師資格 1966
‧  「台灣政論」法律顧問 1975
‧  美麗島事件入獄 1979 ~1987
‧  第二屆民主進步黨主席 1987~1988
‧  推動「國會全面改選」、 「總統直選運動」
‧  黨主席任內，民進黨通過「台灣主權獨立案」1988
‧  第二屆立法委員 1993~1996
‧  總統府資政 2000~2002
‧  考試院長 2002~2008
‧  台灣國家聯盟總召集人 2008~2014
著作
《愛情與法律》、《虎落平陽》、《古坑夜談》、
《護法與變法》、《景美大審判》、《風吹美麗島》、
《十句話影響台灣》、《台灣條約記》、《台灣七色記》、
《霧社人止關》、《九號任務》、《台灣建國論》、
《生活易經》、《新台灣啟示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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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主題

『 台灣自決建國的戰略與進程 』
Note:

蔡丁貴
前言 (Optional)
(1) 蔡丁貴教授 (Ting-Kuei Tasy) 此次應北美洲台灣日報
李木通社長之邀請，前來 擔任  [ 台灣日報十三週年慶募款
餐會 ] 的主講人。 (2) 今日他前來本會，和我們鄉親分享他一
直為台灣民主運動奮鬥的理念及經驗。希望大家聆聽蔡教
授娓娓道來，如何引導台灣人走向獨立建國。 (3) 今日蔡教
授的演講題目是 : [ 台灣自決建國的戰略與進程 ]。 (4) 蔡教
授是台灣現存唯一的體制外台獨催生者，主張以非暴力的手
段，督促執政者公投制憲，以達台灣人獨立建國的目的。 (5)
他因曾拉倒台南市章德彰紀念公園孫中山銅像，於 2016 年 9
月下旬，入龜山監嶽坐牢 30 天。
簡歷介紹 :
出生時地：1949，高雄縣蚵子寮
畢業學校：國立成功大學學士（1971）碩士（1973）
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1982）
社團經歷：康乃爾大學台灣同鄉會會長
紐約雪城台灣同鄉會會長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2007、2008）
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召集人（現在）
台灣自由黨主席 ( 現在 )
政 府經 歷：借 調行政院 研究 發 展考 核 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
（2002-2004）
借調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2004-2005）
學校經歷：中興大學土木系講師（1975-1978）
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後研究（1982-1983）
美國雪城大學助理教授（1983-1986）、副教授（1986-1990）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199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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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主題

『從天然台到覺醒獨：台灣青年的歷史任務』
Note:

顏銘緯
內容簡介：
台灣社會目前因為青年的台灣認同高漲，因此充斥著一種樂
觀的說法：「天然獨」。這是一個非常有問題和有害的說法。
獨立建國的意識絕對不可能憑空、自然的出現，意識的清晰
和意志的堅定，是在不斷覺醒的過程中產生的。這場講座我
會分享對目前內外部局勢的看法，再回頭檢視獨立運動目前
的進程，提出「我們的下一步在哪」和「可以怎麼走」的一些
思考。

簡歷介紹 :
21 歲，高雄人。
高師大附中畢業，目前就讀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經歷：
2014~2014.11.29 擔任基進側翼全國聯合競選辦公室主任
2014.09.26 曾拿《被出賣的台灣》丟向出賣台灣的馬英九
~ 至今 擔任基進黨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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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主題

『 民進黨重新執政的思維 』
Note:

宋岫書
內容簡介：
1、最會溝通的政府
2、全面落實競選承諾
3、理性的兩岸關係與踏實外交
4、青年人才的培育及新移民的關注
5、長期執政的準備
簡歷 Career Hilights：
•民進黨宜蘭縣黨部 主任委員
•民進黨中央評議委員會 委員
•民進黨組織發展部 副主任
•民進黨社會運動部 副主任
•小英之友會全國總會 副秘書長
•民進黨社會運動部 主任 ( 現任 )
•行政院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 委員 ( 現任 )

學歷 Education：
＊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 學士
＊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高階管理研究所 碩士
＊彰化師範大學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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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CANADIAN ASSOCIATION
Date:12 May, 2017

多倫多台灣人僑界抗議
“台灣未被邀請參與 WHA 世界衛生組織大會”聲明 :

Taiwanese Canadian voice it concern with the strongest term
on WHA’s unwillingness to invite Taiwan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of Communist China
For immediate Release
www.tca-canada.ca / info@tca-canada.ca
Toronto, Ontari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ordinating medical resources globally when a pandemic
breaks out, where every minute counts in saving lives and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these are the mandate of WHO and core
value of the many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aiwan and Canada.
When human life and preventing infectious disease from spreading worldwide, geopolitical difference should not be the
reason of obstacle for preventing any bilateral information sharing, participation, contribution, and request of assistance to any
geo-entities in pursuing of a beneficial involvement; no matter if it is a government or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s a member of the Canadian societies with ethnic Taiwanese background, whom cherish the fundamental Canadian value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e wished to voice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to our Canadian officials
that Taiwan should not be excluded from partaking of the upcoming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conference, where health
and medical resource worldwide should come before any geo-political agenda.
We hope Canada can be again as an influential international leader on the world stage with its allies to demand that Taiwan
who has contributed so many medical advancements and prevention of disease, be included in the WHA bodies, as it has direct
impact to Canadian health wellbe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igned by President of: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Canada)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 會長 洪秋月 Cathy C.Y. Hong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Toronto 多倫多台灣同鄉會

– 會長 林啟信 Kevin C.H. Lin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Vancouver 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 會長 張理瑲 Carol Pan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Edmonton 愛城台灣同鄉會

– 會長 朱翠瑾 Jenny Tin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Montreal 夢特婁台灣同鄉會

– 會長 陳嘉宜 Chia-Yi Chen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Saskatoon 薩斯卡東台灣同鄉會

– 會長 羅聆榛 Leslie Ruo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Ottawa 渥太華台灣同鄉會

– 會長 馬稚凱 D. Kai Ma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St.John's 紐芬蘭台灣同鄉會

– 會長 陳昱元 Jade Yu-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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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ian Mackay Committee 加拿大馬偕委員會
The CMC was organized
i n 2 0 0 0 b y Ta i w a n e s e Canadians, leaders in Oxford
County, Canadian Presbyterian
and United Churches and
academics, to promote the
recognition of Mackay as a
Canadian of national historic
signif icance. Mackay has
brought honor to Canada in
Taiwan. Canada needs to
rediscover this hero, a man
who helped to build modern
Taiwan and fought for the
values of equality and antiracism which are at the heart
of Canada’s identity. The
Committee has two co-chairs,
one is always the Warden
of Oxford County, and the
other a representative from
t h e Ta i wa n e s e Ca n a d i a n
community. In 2017 the cocha i rs a re Wa rd e n Da v id
Mayberry and Edward Chung
鍾雅澤 of Toronto.
In most of the past 15 years,  the Canadian Mackay committee has been
setting up Mackay display at Embro Highland Games in Mackay’s hometown
Zorra (http://embrohighlandgames.ca); to make known Rev. Mackay’s
contributions to Taiwan.
We invite you come to the July 1st Embro Highland Games. Instead of
panel display,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will come to sing at the Large Hall,
Mackay’s poem adapted as a song: “My final home”.◆

加台會 2017 年會

懷 念 台 灣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CANADIAN ASSOCIATION
Unit 6, 3680 Victoria Park Ave. Toronto, ON, Canada  M2H 3K1
www.tca-canada.ca    email:cyhong2355@yahoo.com.tw    Tel : (416) 497-3331 / (416) 543-6160

兩年一度 “傑出台裔加人獎” 提名和表揚。這個獎是
前會長張幼雯在任內 , 有感於早年留學美國 , 加拿大的台
灣留學生 , 學成後 , 繼續留在加拿大工作 , 由於他們的努
力 , 傑出的表規 , 使台灣人在這多元文化的社會裏受到肯
定和稱讚 . 他們的為人處世 , 值得我們視為楷模和 學習的
對象 . 張幼雯為了紀念她的父親 , 特別捐款 , 成立 “傑出
台裔加人獎”. 凡是台裔的加拿大人 , 對台灣 , 加拿大或全

第一屆傑出台裔加人獎
Mr. Robert Chen

第一屆傑出台裔加人獎
Dr. Chong-Yi Lin

第二屆傑出台裔加人獎
Dr. Robert Huang

第二屆傑出台裔加人獎
Mr. David Lin

第三屆傑出台裔加人獎
Dr. Charles Yang

第三屆傑出台裔加人獎
Dr. S.C. Sung

世界有特殊貢獻者 , 都是我們遴選的對象 . 歷年來獲得這
殊榮的傑出人士如下 :
第一屆 2011 年 - 林宗義博士和陳文隆先生。
第二屆 2013 年 - 黃義明教授和林嘉偉先生。
第三屆 2015 年 - 宋善青教授和楊正昭醫師。
第四屆 2017 年 “傑出台裔加人獎” 現已開始接受提名
請將被提名人的詳細資料及被提名的理由 , 貢献事蹟 ,
及有關照片 , 由五人以上提名聯署 ,  加上被提名人同意書
等。寄到加台會地址 : 6-3680 Victoria Park Ave., Toronto,
ON M2H 3K1.   截止日期 2017 年 3 月 31 日。當選者將於
2017 年加台會年會中 , 接受表揚。年會定於 6 月 27, 28, 29
日假 Muskoka, Ontario 舉行。
         加台會會長  洪秋月 敬上

本書由王育德著作 , 日本留美學者翻譯 , 可稱為台灣史重要歷史及資料

台灣‧苦悶的歷史 ( 英文版 ) - Taiwan: A History of Agonies
加台會買 20 本 , 計畫贈送國會議員、學者、大學、圖書館 - especially U of T - South East Asian
Study 以及至年輕世代 - 特別是第二代的台加人及允台美人協助他們瞭解台灣近代史。
對台灣人來說，歷史真相經常是曖昧難辨的，因為大部份出自殖民統治者或和歌德派觀點的台
灣史都充滿著神話、謊話和廢話。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之後的台灣黑暗時代，天不清、月不明，
神不寧、氣不爽，「苦悶」正是台灣良心知識份子的典型寫照。就在那個白色恐怖的禁忌時期，
流亡日本的王育德先生以生命為賭注，奮力完成了這部石破天驚的台灣史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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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傑出台裔加人獎」
得獎人

林哲夫 教授
林哲夫教授，宜蘭羅東人，師範大學物理系畢業。1960 年

學會 ) 及 AI( 國際特赦組織 ) 尋求支援，結果兩者均奏效。ICJ

申請到多倫多大學物理系助教獎學金來加拿大留學，主修核

特別派一位該學會的理事專程趕到台北出席此案的調查庭，

子物理。來加後不久，就收到從日本寄來的《台灣青年》創刊

後來刑期由死刑罪改判 8 年；彭教授逃亡後，受到瑞典 AI 支

號，閱讀之後深為感動，對台灣的歷史、政治、社會及文化有

部的接應，這件事雖然數年後才間接獲悉，但是他們仍然感

了進一步的瞭解。

到非常欣慰與鼓勵。

1961 年林教授與黃義明等 6 位研究生到學校登記成立多

1968 年，林教授獲得多倫多大學的核子物理博士學位，到

倫多大學台灣學生會 (Formosan Students Association)，舉辦

Ryerson Polytechnic institute 任教，隨即接任「加拿大台灣人

活動，介紹台灣文化予加國人士，也從那時開始被列入黑名

權委員會」的主席，也繼續活躍於多倫多台灣人社區與教會。

單，三十年回不了台灣。這年他也從加拿大媒體和政府對台

1970 年 1 月，林教授與美、日、歐的獨立運動組織代表簽

灣的政策得到啟蒙。Globe & Mail 有幾篇關於台灣問題的

署成立「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WUFI) 」，並出任加拿大本部主

社論，10 月 10 日刊出「被遺忘的民族」；12 月 4 日的「China

席，那時主要是做文宣工作，將文宣寄回台灣，宣揚台灣獨立

and UN」，提到中國應該加入聯合國，但是台灣人民也應該

的理念。

有自決權；12 月 11 日的社論「China and Formosa」，指出台
灣與中國是兩個分開的國家，一邊一國。12 月 8 日聯合國
1074 大會，加拿大代表闡述及辯論台灣的國際地位與台灣人
的自決權，主張台灣的前途應該在聯合國監督下經由公民投
票決定。1963 年，他與黃義明、吳居宏等人共同發起成立「加
拿大台灣同鄉會」。

林教授從事台灣人運動，深感台灣人最欠缺的就是組織者
的訓練。1982 年，他引用「教會城鄉宣道事工會 (Urban Rural
Mission，簡稱 URM)」以非暴力組織民眾、爭取權力的模式，
請 York 大學社會學教授 Ed File 牧師設計一套為期兩星期的
「台灣 URM (TURM)」密集訓練課程，於當年 7 月在多倫多開
辦第一期訓練營。 此後，這項「台灣 URM」訓練營年年舉行，

林教授他們深深覺得台灣的法律地位未定，於是在 1964

得到許多加拿大及美國鄉親、朋友的捐獻及支援。1988 年台

年春天成立「台灣住民自決聯盟」，研究包括自決權在內的

灣解嚴後遷回台灣舉辦，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幹部主導這個

人權問題，由黃義明教授擔任主席。那年 9 月 24 日， 彭明

系列性非暴力抗爭策略及方法的訓練。九十年代，台灣 URM

敏教授及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等三人因發表「台灣人自救

的學員顯著增加，成員包括牧師、勞工、農民、漁民、原住民、

宣言」
，為國民黨政府逮捕，他們立刻將「台灣住民自決聯盟」

婦運人士、環保人士、公職人員、民意代表…等各階層與各

更名為「台灣人權委員會」，展開救援行動，尋求加國與法國

族群的人士，栽培出無數台灣優秀的草根組織領導者。

外交部、人權團體和媒體的支援。他們前往渥太華的中華民
國駐加拿大大使館前示威，也打昂貴的電報給 ICJ ( 國際法學

在台灣邁向民主化的路程上，能夠避免流血衝突，減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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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簡稱 OST)」引進台灣。

獻精神的 URM 結業生，以愛、和平、非暴力的行動，有效的

台灣人民靠自己的力量，爭取人權，落實民主。但是在組

組織群眾，透過清晰的訴求，做理性的抗爭，貢獻創造今日

織漸漸擴大，成員逐漸增加時，各組織都有可能在事務的決

的台灣，這是 URM 訓練與結業生努力的成果。林教授也因

策及執行上發生爭執和衝突，如果沒有即時合情、合理去解

而被尊稱為「台灣非暴力運動的教父」。

決，很可能導致營運效益降低，甚至組織也會瓦解。『中性第

九十年代，林教授進一步將國際非暴力運動大師 Gene

三者』是衝突管理學之一種，自 2002 年起經由陳校賢博士與

Sharp 博士的全民防衛 (Civilian Based Defense，CBD) 的理

加拿大兩所大學及加拿大衝突解決學院 (Canadian Institute

論引進台灣。CBD 的原則就是一個政府如果沒有合法性，不

of Conflict Resolution，CICR) 合作，引進『中性第三者』的系列

管是本土政權或是侵略進來的，人民沒有必要服從，可以以

課程，在長榮大學創辦衝突管理研究中心。

非暴力的數百種行動方法跟它抵制，使敵人無法達成侵略的

另外，推動民主、獨立建國運動的成員、組織，跟其他組織

野心和目的。此一國防策略雖然不是萬能丹，但是與軍事國

一樣，都有老化的可能，必須適時予以改造。為了組織的改造

防策略卻有互補的功能。林教授認為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民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2002 年邀請到曾經負責過

要與擁有龐大資源的國民黨政權相抗衡、以及面對日益崛起

Saskatchewan 省政府改造工程的 Larry Peterson 牧師到台

的中國霸權，CBD 是可行的策略。1994 年 12 月，林教授邀請

北講授開放空間技巧 (Open Space Technology) 的功能及重

Sharp 教授到台灣各地及戰爭學院巡迴演講，介紹 CBD 的觀

要性。

念、CBD 的潛力、CBD 的戰術計劃、軍事政變的預防與對應
等等。
1996 年，林教授提早退休回台擔任僑選立委，想要藉著立
委的身份為台灣多做一些事。他加入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
會，負責審查外交、國防等部門的政策和議案，他默默地藉
著審核議案，認真瞭解台灣的軍事與國防狀況，用心思索如
何在台灣推廣「非暴力運動」與「非武裝國防」、以及如何使
全民防衛納入國安體系，成為防衛台灣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CBD 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波羅地海三國。1996 年 11 月，林教
授隨立委訪問團去波羅地海三國訪問，見到了對 CBD 很有
經驗的立陶宛前國防部長 Dr. Audrius Butkevicius。瞭解到三
國人民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如何團結一致，抗拒蘇聯大軍，
重新贏得國家的獨立。手牽手的構想也是那時開始，可使用
於啟蒙、擴展組織、推動公投及獨立運動。1997 年，正式邀
請 Dr. Butkevicious 到台灣介紹 CBD 的觀念和經驗，也翻印
他們非暴力的抗爭史，將波蘿地海三小國人民和平對抗蘇聯
爭取獨立的故事介紹到台灣，間接促成了 2004 年 2 月 28 日
百萬台灣人民站出來、手牽手護台灣的壯舉。
林教授深信台灣國防的根基要從人民心防著手，才有可能
抵禦中國強大武力威脅，因此成立「台灣國家和平與安全研
究協會」，探討台灣的安全議題，並且翻譯、出版各項刊物，
為政府提供政策上的建議。
除了 URM 和 CBD 之外，林教授也將現代管理學的「中性
第三者 (Third Party Neutral ) 」與「開放空間學 (Open Space

林教授深信，URM、CBD ( 全民防衛 ) 、Third Party Neutral ( 中
性第三者 ) 與 OST ( 開放空間學 ) 是促使台灣成為公義、和諧
社會的四劑良藥，也是台灣人運動領導者必需研習的四個課
程。
台灣人民追求獨立建國，但是在獨立後如何確保台灣的國
家安全，林教授自 1990 年起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今年 (2017)
8 月，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將共
同主辦一個學術研討會，由 10 位學者專家發表論文，預定今
年 10 月將論文彙整成冊出版一本定名為「讓台灣不再被征
服 (Making Taiwan Unconquerable)」的書籍。
除了台灣的事工，林教授也熱心公益和社區服務，長期做
加拿大台灣人社區與教會的對外聯繫工作。他擔任過多倫多
台灣同鄉會會長和加拿大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1993 年他
榮獲加拿大建國 125 週年傑出公民獎。2014 年，加拿大台灣
人權協會為了感謝他對民主、
人權和社會公義的堅持和貢獻，
特地以他為名設立「林哲夫人權獎」，每年頒獎給對人權有
特殊貢獻的人士。
林教授是一位理想主義者，擁有堅強的意志，終生以追求
台灣的獨立建國、護衛台灣的國家安全、以及改造台灣社會
為己任。雖然已 80 多歲高齡，至今仍然不停的奔波，經常往
返於台灣與加拿大之間。他無私的付出和鍥而不捨追求理
想的精神，令人敬佩。林教授長期為台灣犧牲奉獻，太太郭哲
欽女士全力的支持和協助，功不可沒，在此向她表達最高的
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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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傑出台裔加人獎」
得獎人

陳星旭 博士
陳星旭 , 2017 年 傑出台裔加人獎。他一生致力於服務
社區 , 積極關心台灣 ; 曾任加拿大台灣公共事務會 (FAPA
Canada) 會長 , 及多倫多台灣人社團聯誼會 (ATOT) 召集人 ,

陳星旭博士 榮獲加拿大安大略省
亞裔多元文化協會頒獎

曾在加拿大國會調查委員會見證 “
: 台灣國民黨政府 , 侵犯人
權 , 壓迫新聞自由等等”; 也曾率團至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

【太平洋時報記者洪禎泰報導 .】五月是加拿大多元文化

事處抗議馬英九賞言論不當 ...。他也曾經連續四十四年不曾

亞洲傳統月，五月三日晚上加拿大安省亞裔多元文化協會

間斷 , 領導參與加拿大最大規模的亞裔壘球賽 – Formosan

(Canadian Multicultural Council, Asian in Ontario) 舉 辦 一場

Cup 擔負有關事務 , 是這活動的最堅强的支持者。星旭的公

餐會，頒獎給各團體所推薦的得獎人。.......

子 Austin Chen, (Wayne Hong 和幾位第二代台加人 )  , 在他
百忙事業中 , 每年繼續為 Formosan Cup 努力。

陳星旭博士致謝詞時，提起他從台灣來到加拿大最大的
受益是人生第一次能自由談論任何話題而無需恐懼 ( 他說他

幾年前得知身染癌症 , 除接受開刀 , 化療 , 復健等手術外 ,

看到前排一位貴賓顯出深感驚奇的表情 )，体驗人權的尊重，

他也利用時間 , 共摺了 2,300 隻紙鶴 (Tegami) 為台灣祈福。

民主及法治的實踐。他希望在座的來賓都能夠將他們在加

2015 年受邀請至湖濱”台灣文化節 TaiwanFest“ 演講。最近

拿大所珍貴的普世價值 - 自由，人權，民主，法治介紹推廣到

因健康因素 , 較少出現公共場合 , 我們謹以頒發 “傑出台裔

他們的故鄉，在那裏生根，使世界變成一個有公義又和平的

加人獎”感謝他為台灣社區的貢獻 , 和為台灣國的努力。( 鍾

好所在。

雅澤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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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台灣社團代表 10 月 17 日
赴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抗議馬英九 10 月 10 日的不當言論。
社團召集人陳星旭博士接受 Omni TV 訪問。

Nominated by TCAT and Honoured at 2009 Award Gala Night
Canadian Multicultural Council, Asians in Ontario
Dr. Harry Chen was born in Taiwan.  After graduation,
he stayed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from 1963-1966.  He became the Lecturer and
stayed in the same department  in 1967until 1968.,He
was granted a scholarship from University of Waterloo.  
Within two years, he earned his Master Degree in 1970
and subsequently his Ph. D. Degree in 1976 in the field
of experimental Solid State Physics.  He worked as a
Computer Programmer at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in Ontario.   He was promoted a few times and retired
from  his post as Head of Database Administration in
2000.
Dr. Chen, an excellent planner and executive officer,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community work He has been:
- the President of Taiwanese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of Canada,
- the President of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Toront,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National).   
He is currently:

- The Editor of “Tai-bun Thong-sin” (Taiwanese
Writing Forum)
Dr. Harry Chen treasures his experience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Canada.    He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for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in Toronto.  He also played
important liaison roles for the Toronto Taiwanese
community in suppor t various ethnic groups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Dr. Harry Chen enjoys a happy family with his wife
Anmay and two outstanding s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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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的台灣候選人

卑詩省選於 5 月 9 日投票，這次共有五位優秀的台灣候選人加入選戰，
懇請鄉親依據自己的選區，將神聖的一票投給台灣候選人，並積極地為她們拉票。以下是候選人的學經歷和政見：

@ 本拿比 - 鹿湖選區（Burnaby-Deer Lake）:

康安禮（Anne Kang）- 卑詩新民主黨 BC NDP
學歷：UBC 音樂和教育雙學士、UBC 特殊教育碩士 / 經歷：三任本拿比市議員、特殊教育老師
政見：為選民改善四大社會問題：醫療、教育、民生負擔、環境。
1. 醫療：（1）擴建整修本拿比醫院，增加醫護人手、縮短病患等候時間。（2）改善 George Derby 老人
院醫護及心理治療人員短缺現況。（3）革新 MSP 保費。（4）幫助藥癮及精神病患重回正軌。2. 教育：
爭取更多經費投入幼童和特殊教育，補助課外活動和圖書館。3. 民生負擔：減輕居民生活壓力，如房價、
托兒費、水電費、汽車保險費。4. 環境：反對 Kinder Morgan 輸油管，建構綠色家園。

@ 本拿比–洛歇選區（Burnaby-Lougheed）:

陳葦蓁（Katrina Chen）- 卑詩新民主黨 BC NDP
學歷：UBC 政治和歷史雙學士 / 經歷：本拿比市學務委員、BCNDP 副主席
政見：可負擔房屋、一日 10 元托兒計劃、教育發展、就業和置業計畫、取消 MSP 醫保費、支持本地小
型商業、加強環境保護。

@ 列治文北中選區（Richmond North Center）:

邱麗蓮（Lyren Chiu）- 卑詩新民主黨 BC NDP
學歷：哈佛大學 博士後 / 經歷：大學教授、加拿大中醫高校聯合會會會長、加拿大心靈療癒研究院主
席兼總監；結合研究院成功反對 C51 法案。
政見：降低民生負擔，實施免繳 MSP 醫保費，提升醫療服務品質，倡導政府重視高等教育，為省民爭
取更多社會福利。

@ 北溫哥華蘭斯代爾選區（North Vancouver–Lonsdale）:

馬博文（Bowinn Ma)- 卑詩新民主黨 BC NDP
學歷：UBC 工程學士、UBC Sauder 商學院商管碩士
經歷：任職溫哥華機場，負責管理 YVR 的擴建和重建專案。
政見：強化公共設施、增進就業機會、關注環保議題、開發新能源、一日 10 元托兒計劃、健全教育體系、
改善公共交通系統…等。
@

溫哥華快樂山選區（Mount Pleasant）

林欣呈（Conny Lin）- 卑詩自由黨 BC Liberal
學歷：UBC 神經學博士
經歷：神經科學家，Fit Brain 研究部經理
政見：促進新興科技公司發展、提高就業機會、為年長居民提供具護理性的合宜住宅、幫助弱勢團體
融入社會、創造充滿機會和歡樂的城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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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人從政的新里程
~歡慶~
蔡英文總統派特使前來致贈
與會台灣同鄉她的賀電、
傳達她的賀忱

康安禮

陳葦蓁

馬博文 當選 BC MLA！

Jeff shiau
Jeff Shiau was awarded third place, in the
2017 National Capital Writing Contest (NCWC)
for his short story, Extra Innings. This year
marked the NCWC's 30th anniversary and
was open to writers across Canada.
Jef f keeps his literar y dreams alive in
Ottawa, ON, where he lives with his wife
and two 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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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
過去的事絕不只是
過去而已
▉德國駐台大使歐博哲 (2016-08-15）

過去的事，就這樣過了嗎？

許多不公義的事，無法完全透過法律來解決，有許多加害者

德國在二次大戰期間，希特勒過去所犯的錯誤，就這樣煙

成為官員，退休後還坐領高薪，連法律也拿他們沒辦法。他

消雲散了嗎？德國駐台大使歐博哲，以「德國如何面對歷史

認為，在處理轉型正義的同時，也必須形塑出哀悼的紀念文

與責任」為題，分享德國的轉型正義。本演講標題引用自天

化。 他表示，「我們活在教宗方濟所說的慈悲的時代。所以

主教前教宗本篤十六世，於 2006 年 5 月 28 日，參觀納粹時

我們所做的不只是在物質上處理過去，也要對受害者的後代，

期位於波蘭的奧維茲集中營後的現場談話。

展現同理心，感受他們的感受。」他提醒，不是將紀念碑蓋好

（2016-08-15）德國在台協會處長（德國駐台大使）歐博哲
先生，8 月 13 日上午 10 點，在台北市的濟南教會以「德國如
何面對歷史與責任」為題，分享德國的轉型正義。這次的活
動由謝志偉主持，姚立明及林永頌律師參與座談，從事三十
年的外交工作，來台灣兩年擔任大使的歐博哲，本身是天主
教徒，有四個孩子。 歐博哲強調，他絕對不是在這裡代表德
國人教導台灣如何進行轉型正義，因為德國經驗與台灣是不
能相比較的。歐博哲引用天主教前教宗本篤十六世，於 2006
年 5 月 28 日參觀納粹時期位於波蘭奧維茲集中營的談話：
「過
去的事絕不只是過去而已…」做為演講的標題。
面對他，接受他，克服他，過去不只是過去了，而是告訴我
們哪一條路應該走！歐博哲指出，德國兩度處理轉型正義，
第一次是戰後處理納粹罪行，第二次是東德共產黨垮台後，
處理威權遺緒的問題，德國以開放檔案、公開真相、賠償、道
歉和解來處理。 歐博哲表示，納粹在 1945 年所犯下的罪行，
直等到 1990 年後，才能開始調查及處理，直到如今許多調查
都還沒有結束，後續的政治效應也還在發生。 歐博哲坦言，

就好，還要小心的對待受害者，讓他們感受到被尊重，非常
不容易。 今年 1 月 27 日全球為納粹屠殺悼念猶太屠殺，這
個概念並不容易，這些罪孽可能有療癒過程？對這樣過往的
歷史，每個新世代都要重新認識、
了解，如何面對是極為痛苦，
但仍需面對的關鍵。如何證明自己有資格能重回國際社會，
德國如何在二戰後和猶太和解，才能成為正常的國家。 二戰
戰敗後，東西德分裂，1989 年如何對過去錯誤的反省，對德
意志民族的反省，到現在仍沒解決，德國在這時候需要謙卑、
謙卑再謙卑十分重要，反省的路上荊棘満佈。 這次歐博哲的
演講由謝志偉全場翻譯，主持人謝志偉以模仿「噠噠噠噠」
機關槍聲響，朗讀奧地利詩人為悼念二次大戰納粹大屠殺罹
難者所做，完全沒有母音的詩，描寫戰爭的各種聲音，將聽眾
帶入德國歷史的場景中。
姚立明表示，德國兩次轉型正義在五十年內發生，性質都
不太一樣。第一次的轉型正義，以國家整體來反省，注重歷史
檔案的解密。第二次處理德國共產黨的罪行，有完整的法治
基礎來支持。 姚立明認為，台灣原住民的轉型正義比較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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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第一次的轉型，其他的轉型正義比較類似第二次。而台

不可能進行轉型正義。 2000 年政黨輪替，民進黨陳水扁當

灣的法治才剛起步，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處在同一個體制內，

選總統，但國民黨在立法院仍是多數，轉型正義進行有限。

已無法區隔誰是加害者及受害者，「你的同學、鄰居有可能

2008 年國民黨馬英九當選總統，在立法院又是多數，轉型正

是加害者」，必須共同面對。 姚立明說，德國經驗告訴我們，

義不進反退。2016 年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在立法院又是

德國非常重視人民知的權利。他也指出，「台灣雖然也有檔

多數，才可能通過黨產條例，並大步進行轉型正義。 林永頌

案局，但我去過多次卻看不到檔案。因為我們有很多門檻，

長老還引用聖經的話，談論台灣的司法轉型正義，「耶和華

可能是不希望真相露白。」 姚立明提醒，歷史真相是非常複

如此說：你們要施行公平和公義，拯救被搶奪的脫離欺壓人

雜的，要避免將社會分成好人和壞人。台灣社會有許多白色

的手，不可虧負寄居的和孤兒寡婦，不可以強暴待他們，在這

恐怖的協助者，不要犯了聖經所說自以為義的毛病。他舉例，

地方也不可流無辜人的血。」（耶利米書 22:3） 他提醒，台灣

曾被讚譽為德國最後道德良心的文學家，不斷批評政府不好

教會面對轉型正義，「在威權時期，『國語教會』應該檢討是

好處理納粹問題，最後被發現他其實曾參與納粹的黨衛軍。

否太接近國民黨政府？而如今在民進黨時期，長老教會也要

姚立明表示，處理轉型正義不是那麼簡單。根據捷克政府統

警惕，是否應與政府保持適當的距離？」 最後，曾擔任過立

計，在納粹時期，有 7 萬 5 千個線民，佔全國千分之 7 點 5。

委的長老教會總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主委鄭國忠牧師，帶領

波蘭政府公布，國內有 24 萬線民，佔全國千分之 6 點多。波

現場民眾一同為台灣社會能勇敢面對轉型正義，邁向和解的

蘭人從事公職，曾被要求填寫清白聲明，聲明不是線民或臥

道路祈禱。  ◆

底。 他估計，台灣的線民應該有十幾萬之多。他提醒，台灣
進行轉型工作，不必將這些告密者當作細菌般的消滅，必須
要讓他們一起進行轉型。他期待台灣的轉型正義，可以勇敢
的面對歷史、追求真相，讓民主法治能夠成熟發展。 林永
頌律師則回應說，在中正紀念堂附近的濟南教會談轉型正
義，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他說，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的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已公開指出元兇就是蔣
介石，但台灣至今還留著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中正路、
經國路…等名稱仍到處可見，這些都需要除污「正名」。 針
對台灣轉型正義迄今無法完成的原因，他表示，1987 年台灣
解嚴，蔣經國仍當總統。1989 年李登輝繼任總統，仍是國民
黨執政，1996 年第一次民選總統，仍是國民黨的李登輝當選，

大多倫多地區二二八大屠殺七十週年和平紀念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
Learning from One Another in Canada and Taiwan
Speaker: Professor Scott Simon
Location: Taianese United Church in Toronto.
Date:  February 25, 2017, 2:00 pm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Learning from One Another in Canada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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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 TCA Vancouver 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活動花絮 -- 北美洲婦女會多倫多分會
北美洲婦女會 (NATWA) 1988 年在洛杉磯成立。
之後，不斷地茁壯，已發展成北美重要的社團。多
倫多分會 (NATWA TC) 在 1998 年成立。草創之初約
有 20 名會員，在歷屆會長與理事們的努力下，會
員人數不斷增加，目前已超過百人。
多 倫 多 市 加 台 婦 女 ( NATWA members) 不定
期舉辦各種不同活動，包括各種講座、郊遊、聚
餐、舞蹈表演等。每年也固定的舉辦 "Share Your
Green"( 花草分享會 )、舞蹈營、以 Team Taiwan 名
義參加 Terry Fox Run、頒發社區獎學金、Drop Inn
等活動。
其中 NATWA TC 做了許多的柔性國民外交。例
如 配合 總會以 Team Taiwan 名義 參加 各地 "Run
for Cure"。NATWA TC 從 2004 年 開 始 每 年 參 加
Terry Fox Run。當天許多姊妹和她們的家人會一
起 參 與，大 家 穿上草 綠色 Team Taiwan T-shirt，
高高的舉起 "Team Taiwan" banner，除了募款做
公益，也增加台灣的曝光度。安省省長 Kathleen
Wynne、多倫多市市長 John Tory，看到我們這個
醒目的團體，都曾走過來致意並與我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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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 TCA Montreal 夢特婁台灣同鄉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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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 TCA Montreal 夢特婁台灣同鄉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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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 TCA Montreal 夢特婁台灣同鄉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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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Individual, Culture and IDENTITY
From 懷念台灣 ...to Culture ambassador
游惠珠 Grace Buie
今年加台年會的題材，著重於大會主題，除備有被邀請來的演講題目 , 幫助能夠瞭解台灣的 current issues
and culture environment，另外有“各地公民外交時段”；我們將討論如何籌備以後的活動來加強 TaiwanCanada Frienship.
我的 四分之三的生命是生活在加拿大，六年前自從 加入了台灣人的社團，曾任《多城 通訊錄》-TCAT
Seasonal publication- 的編輯，早期通訊錄是用手寫，影印郵寄方式；感謝陳星旭博士早期的建立支持。隨著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的演進，我在 2013 參與編輯時，已經使用 computer editing。自從 2010 年輕一代
加入參與 TCAT 事項，TCAT 於 2015 年決定使用 electronic 出版多城通訊。去年我參與加台會年會 organizing
team，感覺 electronic 型式的溝通已經是必行之路，在我艱難的努力學習 updating，maintaing tca-canada.ca
website，希望能將台灣同鄉的資訊等等，能夠使用 electronic technology 去保留過去的活動的影像，廷續給下
一個接捧人。如果我能夠像年輕人的 tech savvy...... 我的困擾可以免除，只能感慨歲月不饒人，年紀已長致使學
習效率差。希望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ould take over and would willing to contribute their talent and share
our experience. Being an immigrant Taiwanese Canadian, like most other immigrant Canadians, we enjoy the
ethnic culture rich city live, and we sing...... The True North-the Artic，vast and free in national anthem ......
Our home and native land!
True patriot love in all thy sons command....
The True North strong and free!...
O Canada，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
但是個人的定位 - I am a Canadian，or I am a Taiwanese Canadian......- identity 常決定在出生的背景教育
程度以及個人生活經驗，這會影響個人的造就。每當我到 Toronto 唐人街商場購物，經常看見流浪漢流浪在街
邊，這些流浪漢大多數是加拿大的原住民，這一點讓我感慨很深。這些 FIrst Nations people 是原來住在加拿
大這塊土地的主人，過去這 400 年來這塊土地經過歐洲白人文化的侵入，Residential school 的遺病，造成他們
的後代流浪在大都市的街頭，今年加拿大慶祝立憲 150 年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所以我在此刊物特別
包括 228 紀念會及演說 ; 希望同鄉們能體會到蔡英文總統的著重對臺灣原住民的道歉處理！
同鄉會的創辦人都是早期的留學生，居住在這多元文化政治策之下的加拿大。我們同鄉會的組織 (at least
in Toronto)，已經為我們的台灣社團建立成為少數族裔群的領導者，感謝羅益士的參與，每每在百忙中抽時間
赴 MCM-Asian in Ontario 的理事會，安排 activities... 到各地宣揚的文化大使。
年會刊物名為《懷念台灣》
，如果只是懷念台灣好像是居住在過去，大部分來參加年會的人多數為早期移民，
做為《懷念台灣》編輯，懷念台灣的詞義：一是關懷沈思，瞭解過往，根據我的生活經驗，我強調懷念台灣需要
對於過去未曾 resolve 的事實。再來是去瞭解真相後，也是應為了要立定我們的未來的方向，依我們的生活經
驗，為 our homeland Taiwan 為國民外交文化大使。
About Ottawa Chapter activities: 因為時間的限制，未能及時取得他們的相片分享。Please visit Ottawa 同鄉會的網站。My ap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