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年會報導 

 
       2018 年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年會，在今年七月六至八日，首次和美西台灣人夏令會共

同在加國西海岸的溫哥華舉行，終於在上週圓滿結束。 

 

1. 年會主题 
 

        今年的主題是「深耕北美，正名台灣」。與會人士來自美國各地，加拿大東西兩岸

及台灣，大家熱心地濟濟一堂，來一起關心當今台灣民主政治、司法改革、醫病關係、生

醫產業和今後走向。講員陣容壯大，包括受人尊敬的監察委員陳師孟、立法委員王定宇、

民視董事長喜樂島發起人郭倍宏、和信醫院名醫/作家賴其萬教授、在日台灣正名運動發

起人永山英樹、加拿大亞裔活動協會總監吳權益、太陽花學運義務辯護律師邱顯智、生技

專家 Dr. Colin Collins、Dr. Handol Kim、謝尚珍女士、維多利亞大學教授蕭欣義、外貿

協會副董事長莊碩漢、FAPA 的常委楊欣晉博士和新竹市議員時代力量候選人廖子齊等。 

 

2. 充分準備 
 

        為了準備 2018 年的年會，熱心的溫哥華同鄕多人出動，一年的日夜奔波，以人口和

資源只有美國十分之一的加拿大台灣同鄉會一手包辦，四百人來參加，大部分是來自於美

國各地及加拿大和台灣，從交涉旅館住宿及會議場地爭取特約價格和設備，連絡政治人物

開始，一年來馬不停蹄計劃會程，邀請關心台灣正名、自由民主與捍衛正義平等的重量級

VIP 來演講，招攬廣告，編輯印刷會刋，感謝溫哥華同鄉擔當這跨國大任，更謝謝多人的

樂捐，使大會無後顧之憂。 

 

        只靠著熾熱的台灣情，這群沒經驗舉辦大型會議的溫市同鄉，每個月聚集商討及計

劃準備事宜，有幾個特別熱心的忙到甚至有幾天廢寢忘食，在愉快的氣氛下，分派工作，

分配運送會議配備及刋物到會場，佈置及程序控制，音響影視，保安人員的安排，計劃出

海遊輪及當天晚餐，市區步行遊覽注意事項，機場接送，政要的接待。這是個特別同心而

且大家肯做事的同鄕會，沒有只要出名躲避做事的人，一羣由台灣來到溫哥華的蕃薯仔，

一年來在一起努力充滿歡笑，沒有任何埋怨，顯出了溫哥華同鄉會一向的和諧愉快，這實

在是很難得的。 

 

       大會在七月六日下午開始，首先是個破冰的遊輪聚會，帶著大家航向太平洋經過燈光

輝煌的溫哥華市區，姸麗的 Atkinson Point 燈塔，到美麗的 Howe Sound 海灣一遊。那

幾天氣正是北美大陸破紀錄的酷熱，美東幾大都市溫度高達華氏一百度，加東的𣁽北克的

熱潮導致六十人因熱而死。與會大家在溫哥華的 Downtown 海邊攝氏 22 度的溫煦艶陽

下，享受二十分鐘的海邊歩道散歩，到海邊碼頭上船，在船上用過晚餐之後，這群來自三

個國家不同都市的台灣同鄉，利用三個小時的船上時間彼此認識、聊天、娛樂，外面有琦

麗蔚藍的海景，天高氣爽，確是個寶貴的認親結緣時光。 

 

3. 大會開始 
 



        七月七日大會密鑼緊鼓地開始，由加拿大同鄉會長江文基和美西夏令會周昭亮理事

長歡迎大家，加拿大各級政府代表和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致賀詞，此間選出的三個台灣年

輕女才俊省議員之中的康安禮，完全以熟悉的母語台語主持節目，使人倍感親切。 

 

3.1 監委陳師孟 
 

        節目開始，由大會祕書長張理瑲介紹並恭請大家盼望已久的陳師夢教授監委來開始

和大家分享台灣近況和他繁重的改革使命。這次他的標題是：轉型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他說，人性不是本善或是本惡，而是本貪，人與人之間的爭紛需要司法來解決。民主正義

的最後一道防線，就是要進行真正的司法改革。正義如果由獨裁者來下定義時，司法不但

不是正義的防線，反而是壓榨迫害的工具。 

 

        20 年來，台灣的轉型正義成功了嗎？台灣的司法訴訟案件，每年各級法院有四五十

萬件之多，這裏面大部分的訴訟案件可以由司法解決，但是有一種訴訟無法經過司法解

決，那就是人跟政府之間的訴訟，特別是政府是個威權的政府。其不同之處在於人民和政

府之間的訴訟，政府也是裁判的一方，球員兼裁判，所以無法維持正義。雷震有一句名

言：台灣的司法是行政的附庸，當今的委內瑞拉和土耳其就是很好的例子。政黨輪替不是

轉型正義，司法不可以服務於某一政黨或勢力，民主政治的司法不可看黨或某勢力的臉

色，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司法必須獨立，超脫被行政控制，而是要為人民的立場來看正

義。我們國家體制要由專制轉為民主，必須將獨裁者所下定義的正義，由人民的正義來取

代。所以轉型正義需要司法改革。 

 

        在 20 世紀末期，當共產世界開始崩潰的時候，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家 Samuel 

Huntington 曾經說過，在民主化過程的國家中，有一個第三波的時期，其中包括台灣. 台

灣的民主化，現在正是碰到這個「第三波民主」的「逆浪」，以致轉型之路崎嶇坎坷。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第一波是 2000 年民進黨首次執政，轉型正義主要是希望要處理白色

恐怖及不義黨產等戒嚴時期案件，政府官僚雖不習慣，尚能配合。第二波是 2008 年國民

黨復辟，黨國司法遺緒（尤其「特偵組」）大受鼓舞，元氣恢復，明目張膽，「辦綠不辦

藍」。第三波是三度政黨輪替，但司法效忠的對象沒有變回來，在司法改革上，如果還有

屈伏於服從黨國威權的想法，就充分表現對民主政治還是沒有正確的觀念。 

 

        司法和司法官應該要超越黨國，但是台灣現在仍然還在黨國司法的狀況。需要改革

的，應該由兩方面著手： 對人，必須除垢。對事，威權時代的那種不法判決必須停止並

平反。以德國為例，司法改革包括撤銷過去納粹的不法判決。在台灣呢？既沒有除垢也沒

做到撤消威權時期的判決法，只有法官法，這是 2011 年馬政權時代所謂的司法改革，它

規定如何保障法官的工作和退休等等，但如果一個法官的法律見解不對的話，他不必受評

鑒或聽證，你不能説法官判決不對，所以法官法其實是包庇法官或保護法官法，讓你動彈

不得。倒是在蔡政府，有促進轉型正義條例，2016 年草案，今年五月正式成立，其中包

括平復司法不法。但是我們的條例至今並沒有實施步驟，我們不知道如何執行，在別的國

家，有除垢法案時都有實施細則來實行。 

 



        如果要看出轉型正義促進條例有沒有效果，這件事，應將扁案來做個處理，來定罪

或平反當年被馬政府特偵組迫害的扁政府人員。這應是這條例最大的考驗。現在，我們既

然沒有除垢法，也沒撤銷判決法，當過去造成的寃案如阿扁或郭瑤琪案都沒辦法撤消的

話，我們轉型正義現在只剩下一個最後的一道防線，那就是所謂的監察權。依照我們的憲

法，行政院不能制衡司法，立法院也無法制衡司法，我們台灣要脫離過去司法不公的陰

影，只有監察權有這機會，它可彈核司法院及法官。但是重審有效嗎？如果沒有除垢，再

審時還是那麼同樣的法官，有平反寃判的可能嗎？ 

 

        最後，陳師孟教授在結語中和我們分享有深厚意義的愛的真諦，他説：愛，是不喜

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就如胡適所說：怕什麼真理無窮，我們能進一寸，就有一寸的歡

喜。 

 

3. 2 立委王定宇 
 
        由羅益世先生引言。 年輕的民進黨立委是外交國防委員會主席，他以「陽光下的光

與影--這兩年的台灣」為題，來和大家互相提醒和勉勵。區域和平，地緣政治，印太安全

爭議，是當今世界各國都很關心的議題，但對我們台灣人來說， 它不只是個國際的問

題，而是我們是生命攸關的事。 

 
        王委員首先提到殖民地文化的特徵，在陽光照耀下，人們只看到美國日本中國等國

家，卻看不到自己的光亮，只看到陰影，因為被統治的人打不過統治者，就很容易自己在

打自己人，統治者也樂得高興給你們兩個打另外兩個自己人，所以我們台灣人必須團結。 

 

台灣的光在哪裡？在馬英九的末期，大家以為沒希望了，還好我們有太陽花學運。我

們很多人認為對蔡政府的動作太慢，但是，比起像馬英九那種破壞性的政權，我們要珍惜

民進黨現在有政權，這樣才好做事。我們可以罵她，鼓舞她，但是我們不應該自己人對

打。他舉個例，我們大家一起從台南要去墾丁，我們的目標相同，我們坐同一個車，但是

誰先進去車內，誰最後上車？最後上車的，當然是媽媽，因為媽媽要管家，她要收拾一切

才能上車，先上車的人要快一點出發，埋怨說，妳怎麼這麼慢？ 對嗎?  看阿扁做了多少

事情，但大家還是埋怨他做不夠，後來他還碰到紅衫軍，很多台灣人也跟著駡，這個沒

做，那個沒做。 

 

我們面對世界第三大軍事強國一天到晚想要侵佔我們，我們的軍機己老舊，馬政府八

年來一直無法進行購買新式軍機，蔡政府兩年來，已在進行購買 F 16B 戰鬥機。今年八

月美國在所羅門群島所舉行的 Pacific Partnership 演習，台灣要正式參加，政府在外交國

防上的要務，就是要保護兩千三百萬人的國家永遠存在。最近美台關係良好，通過台灣旅

行法，兩艘神盾級的驅逐艦也通過巴士海峽，加強從日本南韓台灣到菲律賓的防線。28

年來在中國的阻擋之下，我們買不到新式的潛水艇，我們只能靠自己，明年我們將自己生

產出潛水艇和戰鬥教練機，這些都是我們引以為傲的 Made in Taiwan。 

 



民進黨有很多要改進的地方，但民進黨如再有六年時間來穩定下來繼續努力，情形會

很不同。在中國的打壓之下，蔡政府卻己結束了馬政府外銷每年減少百分之十至二十的時

期，現在的外銷以每月增加兩位數字在成長，投資和觀光事業（不包括中國）由東南亞來

的每個月都在成長，股市超過一萬點以上已經保持一年兩個月了。他呼籲大家要抓住共同

大目標，但是要體念管家和坐車不同，批評可以，但是要記住，我們有共同價值，不要自

己人有敵我關係，否則這樣正中國民黨下懷。  

 
最後，王委員用一句話來結束：”If you want to go fast, you have to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you have to go together.” （如果你要跑得快，你只能一個人去，如果你

要走得遠，我們要一起走）。 

 

3. 3 頼其萬教授/醫師 
 

午餐之後，由潘立中先生幽默的引言介紹曾是美國神經內科專家的名醫賴其萬教授開

講，他問：「我們能為台灣日漸惡化的醫病關係做什麼？」為此，他不久以前成立了「醫

病平台」。 

 
賴其萬醫師敘述他們由老、中、青三代醫師以及非醫界朋友共同發起民報「醫病平

台」專欄，每週二由醫療團隊，週五由社會大眾執筆，希望透過醫病彼此分享行醫與就醫

的經驗與心得，而增加彼此的瞭解，重建醫病之間的尊重與信任。 

。 

他首先說明醫病關係與一般人際關係的不同，再加上台灣深受中國、日本的父權思想

影響台灣人對醫師的看法、民眾對西醫，中醫，民俗療法看法的差異、台灣全民健保的影

響造成民眾濫用醫療資源，醫療機構因為服務量的負荷無法提供有品質的服務。以至於造

成台灣今日的醫療困境，有理想有愛心的年輕人不再憧憬學醫之路；內外婦兒急診五大皆

空的醫療窘境；江河日下的醫病關係。 
 

醫病平台團隊以一本介紹醫病平台與大會鄕親分享的抽印本，收集 37 篇文章與大家

分享他們的願景，希望在這醫病共同的園地，以真實的故事打破醫病之間的藩籬，幫助彼

此了解不同立場的感受，進行建設性的討論，利用「同理心」與「溝通」的改善，以有限

的醫療資源得到最好的成果；透過傾聽雙方的看法和感受，進而能夠領悟醫生固然要有

「醫德」，但病人也要有「病德」。期盼台灣社會大眾更積極參與未來好醫師的培育工

作，願意以他們的病痛，教導醫學生培養對病人痛苦的敏感度，而學習到醫療的精粹。 

最後賴醫師並鼓勵各界踴躍投稿，來稿請寄：DrPtPlatform@gmail.com，文章字數

1500-2000。大家可以使用以下的網址直接進入民報醫病平台所有文集。 

http://www.peoplenews.tw/list/%E5%B0%88%E6%AC%84/1464679601 

  

3. 4 台灣研究論壇會長永山英樹 
 

接著，在日台灣正名運動的推動者，日本朋友永山英樹及謝惠芝助理特別風塵僕僕由

日本趕來發表演講，題目是：「在日台灣正名運動的現況及挑戰」，他對台灣的熱忱、執

mailto:DrPtPlatform@gmail.com
http://www.peoplenews.tw/list/%E5%B0%88%E6%AC%84/1464679601


著，幫忙到底的心令人感動，會場掀起 2020 年東京奧運正名台灣簽署運動。他們也特地

拿了只剩九件出 T－Shirts 來義賣共募得 Can＄9,000 及 US＄2,600 的個人奉獻。 
 

3.5 郭倍宏董事長 
 

接著，一生為台灣民主打拼的民視董事長郭倍宏博士向大家報告，「獨立公投，正名

入聯--喜樂島聯盟的訴求與行動」。他對台灣炙熱的感情，勇氣及信念的執著，眾所推

崇。激動的演講，會人振奮。他要催促蔡政府能快快改革，為獨立、公投、正名催生。 

相信還有很多工作，願明年的公投有一個確切的辦法出來。 

 

精美的晚餐之後，是台灣之夜的娛樂節目，由陳慧中策劃指揮，有紐約的范增昌博士

獨唱,溫哥華的蓬萊合唱團，有日本優美氣氛的雙人日本古箏演奏，以及白鷺鷥合唱團的

精彩演出，最後也邀請會眾一起唱台灣翠青，遊子回鄉，大家同在台灣情感性的氣氛下圓

滿結束。 

 

4. 七月八日，節目非常緊湊，同時六個演講接連在三個會議室進行 
 
會議室 A,  邱顯智律師， 新竹市議員時代力量候選人廖子齊。 

是當年為太陽花學運義務辯論的邱顯智律師，講題為從洪仲秋案，蕭明岳案，鄭性澤案談

台灣司法問題。 

 
會議室 B, 外貿協會副董事長莊碩漢，川普上任後美加經貿關係與因應策略台美加經貿議

題。 

 
會議室 C, 加拿大亞裔活動協會總監，年輕才俊，有創造力量的吳權益先生，深耕北美正

名台灣跟日本有什麼關係？五個小故事的大啟示： 1. 在北美的台灣人需要找到人和人之

間的關聯。 2. 台灣不只是夜市和珍珠奶茶可講的，台灣有很多好的，獨特的東西。3. 外

交關係是沒有邊界的，我們可以連合其他國的領事及外交管道或人民團體來建立關係。 4. 

台灣的重要性不是自己說的，當別個國家、別的民族說台灣重要的時候，我們才重要。我

們一直講自己的好，是很溫暖的，但別國有感為我們發聲才是更寶貴的。 5. 已經是 2018

年了，維護台灣的種種對策必須要再加強。 

 

咖啡休息之後，緊湊的節目繼續進行。 

 

會議室 A, 楊欣晉博士 ，從北美台灣人先鋒基金會到我們的鴛鴦夢。 

 
會議室 B, UBC 大學 Colin Collins 主任委員, Dr. Handol Kim, Dr. 林晏禕 及 

Dr. 謝尚診。高能量分析對癌症研究的影響，台美加生醫產業議題，與會者皆佩服演講者

深入的研究，受益匪淺。 

 
會議室 C, 蕭欣義教授。從歷史看台灣的主權，給了很詳細的解析。 

 

5.「閉幕典禮」 



大會邀請陳師孟教授、永山英樹先生、楊欣晉博士及柯耀宗顧問發表簡短感言，很值

得與會者審思。 叧有顧問柯耀宗博士，也會同時在太平洋時報發表感言。然後大會發表

這次 2018 加台會與美西夏令會的宣言，已於上星期的太平洋時報印出了。最後，是美西

夏令會議的交接儀式，明年將由 Salt Lake City 負責主辦，由王進賢先生當理事長。    
 

專題演講結束後，出名的 Elite 以立合唱團，在理事長及指揮楊子清老師和黃令先作

曲家、鋼琴家及指揮的領導下， 34 個團員老遠從洛杉磯飛來，為大會助陣，演出他們專

業美妙的歌聲。在此大會獻上最最深的感謝 ！ 
 

會後，林聖哲醫師導覽－ 溫哥華金融與海港商區歷史建築 

由綠色俱樂部主持人林聖哲醫師帶領，先在會場用 Power Point 做詳細說明，然後全體約

200 人走出去溫哥華市區，做一個為時兩小時的溫市歷史建築的導覽，歷史與地標。 

最後，在美麗的 2010 奧林匹克冬季世運聖火廣場圓滿結束。 

 

台灣同鄉會館在北美已經有好幾十年的歷史，每年在美國和加拿大各地都有開年會，

但是這次是罕見難得一次美國西部和加拿大兩個國家的台灣人合作開一個聯合年會，效果

非常好，邀請來的講員都是台灣當今最熱門，無私的奉獻台灣，努力為台灣前途打拼的重

要人物，他們的見解，使我們頑石點頭，會後大部分的人都有同感，那就是：我們身心都

受益匪淺，整個議埸氣氛喜樂，內容豐富，帶著滿滿的信心互道明年見 ！會後的加拿大

洛磯山四天和五天遊，以及維多利亞一日遊等等，大家報名非常踴躍，盡興而返，為這個

內容豐富，台灣情滿溢的跨國聚會，畫下一個美好的句點。 
 

張理瑲 Carol Pan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  

加台會/美西夏令會 2018 年大會秘書長   

July 20,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