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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會 歡迎您 

     加台會自 1963 年成立至今已 55 年，經歷 35 位會長承先啟後的傳

承，奠定深厚的基礎。過去 30 年，美西夏令會在美西多個城市舉

辦，2017 年更在聖地牙哥年會時決定，蘊釀 2018 年與加台會在溫哥

華合辦年會。所以今年的年會很特別，首次聯合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和

美西夏令會在溫哥華共同舉辦，歡迎來自美國、加拿大、台灣和日本

的鄉親齊聚一堂，共同探討台灣的未來，為台灣的未來把脈。 

     今年有幸邀請到多位重量級的台、日本貴賓蒞臨年會。有為探討轉型

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監察委員陳師孟；認真清廉正的立法委員王定宇；

成立《喜樂島聯盟》，訴求「獨立公投，正名入聯」的民視董事長郭倍宏；主張強化台日關係、台日媒體報

導正常化、支持台灣獨立建國、加入聯合國等，目前擔任「台灣研究論壇」會長、「2020 東京奧運台灣正名

推進協議會」幹事長的日本人永山英樹；以希望推進台灣司法改革，讓在這美麗島嶼上生活的人們，在自由

天空下，能擁有真正公平、公正的審判，讓公義得到實現的時代力量邱顯智律師；以探討台灣日漸惡化的醫

病關係，介紹「醫病平台」的賴其萬醫師；探討台灣科技、經貿和國際關係的外貿協會莊碩漢副董事長；來

自美國的楊欣晉博士，則暢談從北美台灣人先鋒基金會到我們的鴛鴦夢，希望北美地區的台灣人能效法猶太

人團結及深根的作法，來成立如此的基金會，以支持並培植政經界的領袖人物，使台灣人能世世代代立足於

美、加的主流社會，並擁護實現台灣自由民主與獨立的價值。 

   來自溫哥華本地的演講貴賓，有以探討美、中、台關係、台灣史、文化變遷與民主化的蕭欣義教授；以五

個小故事的大啟示，探討深耕北美、正名台灣跟日本有什麼關係的加拿大亞裔活動協會執行長的吳權益；以

探討高通量分析對癌症研究的影響，分享如何參與並且影響癌症研究工作，能讓非相關領域的聽眾也能對計

算生物學和癌症研究的關聯有基本概念的林晏禕博士。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所有台灣人的想法，天經地義毋庸置疑。文基自從接

掌主辦這次年會的任務以來，即深深期許能為台灣做更多事，幾經深思熟慮，將今年的年會主題定為「深耕

北美、正名台灣」，希望透過此次年會，對外表達台灣被矮化、被國際孤立的不合理現象，對內督促台灣政

府早日實現轉型正義。更希望經由眾人集思廣義，提出建言，給台灣政府更多的壓力，早日實現所有台灣人

的願望。 

   本次年會，演講主題多元、節目內容豐富、會後旅遊精彩，真心盼望前來參加的鄉親好友能夠滿載而歸，

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回憶。 

 江文基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會長 

2018 加台會與美西夏令會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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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Conference!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Joint Conference of TCA and TAC-WC, 2018, I would like to extend 

to you a sincere welcome! 

The Taiwanese-Canadian Association (TCA) was founded in 1963, and, thanks to the tremendous efforts and 

hard work of the thirty five presidents during its fifty five year history, the Association has built a very strong foun-

dation to help its members integrate into the Canadian society and assist in promoting Taiwan.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or so,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West Coast (TAC-WC) has held its annual 

conference in various c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Last year, it was decided at its annual 

meeting in San Diego that TAC-WC would hold its conference jointly with the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in 

2018 in Vancouver, Canada.   

Here, I wish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this historical inaugural joint gathering between the two organizations, to 

renew our friendship and also to talk about how we can help with the future of our motherland – Taiwan. 

We are so honour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many guest speakers from Taiwan, America and Japan sharing with 

us at this conference their expertise, and work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which have all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trib-

uted to helping shape what Taiwan is today and what Taiwan is to become in the future. Among these heavy-

weights, we have Member of Supervision Institute Sherman Chen; National Legislator Wang Ting-yu; Founder of Hi-

Lok-To Formosa Alliance George P. Kuo; CEO of Taiwan Research Forum and 2020 Taiwan Shomei (both Japanese 

organizations) Nagayama Hideki; lawyer Chiu Hsien-Chih; Founder of Medical Platform Chi-wan Lai; Vice-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s Association Chuang Suo-hang; President of FAPA, Illinois Chapter Hsinjin Edward Yang. Local-

ly, we have invited scholar and historian Harry Hsiao; Managing Director of Asian Canadian Special Events Associa-

tion Charlie Wu, and Cancer researcher Yen-Yi Lin. All their invaluable talks and sharing will undoubtedly enlighten 

and benefit us.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their presentations and your participation.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has also arranged excellent post-conference tours to make sure the attendees will 

have opportunities to enjoy the natural beauty and genuine hospitality Western Canada has to offer. Hope you will 

take advantage of it.  

The fact that Taiwan and China are two different nations and Taiwan is not a province of China is very obvious. 

We have decided to have “Rooting North America and Recognizing Taiwan” as the theme of the joint conference, 

hoping, while we are trying to get ourselves deep-rooted in our adopted lands, we can also put in efforts to help our 

native land gain its proper status. We also hope that on one hand, through our collective effor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help legitimize Taiwan’s status, and,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can properly and 

smoothly accomplish its agenda in its transitional justice process to eventually achieve the utmost and genuine 

“Truth and Conciliation” for people in Taiwan.   

Thank you!  I wish you all a wonderful time!   

 

Douglas Chiang 

President, Taiwanese-Canadian Association 

Convener General, Joint Conference of TCA and TAC-W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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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理事會 歡迎您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理事會（TAC-WC Board of Director）於 2017 年七月決定

請西雅圖地區台灣同鄉和溫哥華台灣同鄉，趁溫哥華召開台加同鄉會年會之

便，共同在溫哥華舉辦今年的盛會。我們很感謝溫哥華之台灣社區領袖們，

包括加台會會長江文基先生及溫哥華同鄕會會長張理瑲女士同意挑起重仼，

江先生擔任總召集人，張女士擔任祕書長，負責舉辨今年的大會。 

美西夏令會早於三十多年前就曾經在加州辦過。但夏令會斷齗續續，每年

不能繼續舉辦。2016 年七月，夏令會在舊金山（Foster City, CA）舉辦時，柯

耀宗基於他長年住美國東岸，多次參與美東臺灣人夏令會運作的経驗，和林

俊提及黄東昇（2016 年夏令會總召）共同提議模倣美東的作法，在美國西岸

設置永久性理事會，並由理事會指派五個地區輪流舉辦夏令會。當晩召集約

15 位各地區社團負責人，經過熱烈討論，最後全體一致贊成設立今天的美西

夏令會理事會。 

為能實現上述決議，柯林黃三位就於 2016 年九月積極開始起草夏令會理事會的章程，並尋找美國西部五

個地區的領導人當理事。此間 San Diego 同鄕包括林郁子、王克雄及許正餘等人大力協助，幫忙申報理事會

為非盈利性（501(C) (3)）組織，及其他成立組織的雑事。此理事會終於 2017 年五月正式在 San Diego 成立。

目前五位理事是：周昭亮（理事長）、王進賢（副理事長）、李賢群、黃東昇及許正餘。另設有秘書（林俊

提）、財政（林郁子）及顧問（柯耀宗）。理事會計劃今後夏令會舉辦地點是 Salt Lake City, UT（2019），

Los Angeles, CA（2020），San Francisco, CA （2021），San Diego（2022）。 

下列是過去舉辦過之夏令會： 

周昭亮 

2018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理事會理事長  

年度    總召集人 地點 

2011 黃根深、洪珠美  UC San Diego (Joint conference with NATPA) 

 2012  黃根深、洪珠美、石正平  UC Santa Barbara 

2013  鍾振乾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San Jose, CA 

2014   周昭亮、楊豐州 Seattle, WA 

2015  李賢群  Los Angeles, CA 

2016  黃東昇  Foster City, CA (Joint conference with NATPA) 

2017  許正餘  San Diego, CA 

2018  江文基  Joint Conference of TCA & TAC-WC Vancouver,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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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台灣同鄉會(2017-2019) 組織圖 

TAIWANESE - CANADIAN ASSOCIATION(2017-2019) ORGANIZATION 

   

會長 : 江文基 Douglas Chiang  祕書長 : 張理瑲 Carol Pan  財務長 : 莊昇祥 

Sheng Hsiang Chuang  

   

理事: 曾添財 Edmonton 台灣同鄉會 理事: 廖顯崇 Calgary  台灣同鄉會 理事: 黃雯卿 Winnipeg 台灣同鄉會 

 

  

理事: 陳建銘 Montreal 台灣同鄉會 理事: 彭詩涵  Nova Scotia 台灣同鄉會 理事: 郭俊彥 Ottawa 台灣同鄉會 

理事: 陳昱元 St. John's NF 台灣同鄉會 

理事: 林啟信 Toronto 台灣同鄉會 

理事: 羅聆榛 Saskatoon 台灣同鄉會 

理事: 張美和 Kinston 台灣同鄉會 

理事: 石松桓 London 台灣同鄉會 

理事: 吳文義 Victoria 台灣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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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台灣同鄉會(2017-2019) 顧問團  

TAIWANESE - CANADIAN ASSOCIATION(2017-2019) CONSULTANTS 

   

李重義 Vancouver   康榮發 Vancouver  葉國基 Toronto 

   

鍾雅澤 Toronto  洪秋月 Toronto  林美麗 Montreal  

施興國 Vancouver    

 
潘美智 Ott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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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夏令會(2018) 組織圖 

2018 TAC-WC COMMITTEE 

   

理事長： John Chou 周昭亮 副理事長：王進賢 Jim Wang  理事：許正餘 James J Y Hsu  

   

理事：黃東昇 Ed Huang  顧問：柯耀宗 Daniel Ko  理事：李賢群 Tony Lee  

   

財務長：林郁子 Vivian Fu  西雅圖地區： 

財務：王映珠 Angel Yang 

西雅圖地區： 

顧問：林正民 Jim Lin 

 
西雅圖地區： 

顧問：沈信彥 Bob Sheen 
 

西雅圖地區： 

顧問：李志芬 Alee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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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暨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年會 議程 

TCA & TAC-WC Convention Program 

rogram 

 

 

 

 

 
 

 

Time Event Location 主講者/ MC 

July 6 

12:00 Registration Day 3rd floor corridor (走道) 

17:30 – 21:00 
Vancouver Harbor Cruise  

認親結緣 
501 Denman St, Vancouver 

July 7 

7:15 – 8:15 Breakfast Coal Harbor Ball Room 

8:20 – 8:55 Opening Ceremony Coal Harbor Ball Room 江文基、周昭亮 

9:00 – 10:30 轉型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Coal Harbor Ball Room 陳師孟／張理瑲 

10:40 – 12:00 
 陽光下的光與影  -  這兩年的台

灣  
Coal Harbor Ball Room 王定宇／羅益世 

12:30 – 13:30 Lunch Coal Harbor Ball Room 

13:40 – 14:40 
我們能為台灣日漸惡化的醫病

關係做甚麼?介紹「醫病平台」 
Coal Harbour Ball Room 賴其萬／潘立中 

14:50 – 15:50 
在日台灣正名運動的現況及挑

戰 
Coal Harbor Ball Room 永山英樹／謝蕙芝 

16:00 – 18:10 
“獨立公投、正名入聯” - 喜樂

島聯盟的訴求與行動動 
Coal Harbor Ball Room 郭倍宏／吳明基 

18:30 – 22:00 
Dinner & 台灣之夜

Entertainment 

Coal Harbour Ball Room 
陳慧中／張理瑲 

July 8 

7:15 – 8:25 Breakfast Coal Harbor Ball Room 

7:50  -  8:20 主日禮拜 Grouse Room on 4th floor 張信一 

  
Session A 
Coal Harbor Ball Room A 

Session B 
Coal Harbor Ball Room B 

Session C 
Grouse Room, 4th floor 

8:30 – 9:30 

從洪仲丘案、蕭

明岳案、鄭性澤

案談台灣司法問

題 

邱顯智、廖

子齊／周昭

亮 

川普上任後台

美加經貿關係

與因應策略台

美加經貿議題 

莊碩漢／蔡志

偉、陳思瀚 

深耕北美,正名台

灣,跟日本有什麼

關係?五個小故事

的大啓示 

吳權益 

張邦良 

9:40 – 10:40 

「從北美台灣人

先鋒基金會到我

們的鴛鴦夢」 

楊欣晉／沈

信彥 

高通量分析對

癌症研究的影

響台美加生醫

產業議題 

Dr. Colin Col-

lins、Handol 

Kim、謝尚

珍／林晏禕、

高鈞彥 

從歷史看台灣的主

權地位  

蕭欣義 

曾立斌 

11:00 – 11:30 Closing Ceremony 

12:00 – 13:00 Lunch 

13:00 – 14:15 Cliff Yang team of LA choir – The Elite Choir 

14:30 – 16:30 林聖哲醫師導覽 - 溫哥華金融與海港商區歷史建築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Lyc7bpxcwcgqCzrVCuhtgMnIuTpvvHZA_TxSmfl5r4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xin-BGMeEQYwstZO3p54LjBBAYKFElW8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TU2FwwwdFH7MuIUZ0NmUxPXuy22Oxi5h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1gr8yKTplMTU3kiV9XX93M9HMD6Jp4ow3kTwGyIbbs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b2KUGgL1LvnTXTwzYALVoC6MTEspVV_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b2KUGgL1LvnTXTwzYALVoC6MTEspVV_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q0GmvBPjAFI26rZhuEKfC_tqHLgD-H78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TzDGy8dP8-baiiMT4OYGbmx6yW6xbioQ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TzDGy8dP8-baiiMT4OYGbmx6yW6xbioQ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TnOzRhmQKO3-GDidb--zIdOcidLaQU9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0_x_YsBdIDsFazLlegOmPao04huVJnQE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19Mh0kD-7wtGVWwWmEdOONjcEGKI_NG5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2DeZDfzDgsR4FLs1xjFL-nBTtvo1SgJi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2DeZDfzDgsR4FLs1xjFL-nBTtvo1SgJi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2DeZDfzDgsR4FLs1xjFL-nBTtvo1SgJi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lEm0sDW6iHfJCO3Q1UH7Wa8TtKyTzTQO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DSpBTdJ4Qc342-BgaX6b6hvKXWBMZh5nxvpjea8e1Y/edit?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XG3ozFzMkPdDRPbAiGUct9l5laPRyl5J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GkZ0PqLmzvNrkv_qYEFp7H0dYPnhzb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GkZ0PqLmzvNrkv_qYEFp7H0dYPnhzb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GkZ0PqLmzvNrkv_qYEFp7H0dYPnhzb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VlAQG52NRIYjCmSUbKC7bxn7ohlwD1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VlAQG52NRIYjCmSUbKC7bxn7ohlwD1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G59m60F--54DsuI-GEbv8B5x6A4lSg6/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G59m60F--54DsuI-GEbv8B5x6A4lSg6/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4a-GfT1fCMGxpVWDZHbt60pQyiG6Zgj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PbCjkFCZo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0wgKYLET2KKrRNo91MS1f0Z9BKSJU9ni1UAeXRlz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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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暨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年會 議程 

TCA & TAC-WC Convention Program 
Packages of Post-Conference Tours 

Tour A 7/8 7-Night 溫哥華到阿拉斯加來回遊輪 -自行報名 

Tour B 7/9 洛磯山五天經典之旅 (雙人房計;每人 CAD1288 元或 USD1095 元, 保證住一晚 Lake Louise 酒店. 

含交通,住宿,九餐和三門票. 不包括小費 CAD 50/人) 

Tour C 7/9 洛磯山四天尊貴之旅 - 團體報名 (雙人房計;每人 CAD 770 元或 USD 655 元(含交通,住宿,八餐和

兩門票.不包括小費 CAD 40/ 

Tour C1 7/9 洛磯山四天尊貴之旅 - 團體報名 (雙人房計;每人 CAD 845 元或 USD 719 元(含交通,住宿,八餐和

兩門票.不包括小費 CAD 40/ 

Tour D 7/9 Victoria 一日遊 -團體報名 ( 每人 CAD 146 元或 USD 124 元(包括 中式午餐/ 渡輪船票/寶翠花園

門票, 小費自付 CAD 10/人) 

Tour E 7/9 7-Night 溫哥華到 Seward 遊輪-自行報名 

Tour F 7/10 7-Night 西雅圖到阿拉斯加來回遊輪-自行報名 

  

祝 賀 

2018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暨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 年會 

圓滿！  成功！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uvbQ4BpsKM-ivFlu0ghoA818wAy6d_NEG7zZCKDjwFQ/edit?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d1xBtEcPSwoo4vUTz7yRNjzMgOHlBal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d1xBtEcPSwoo4vUTz7yRNjzMgOHlBal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iVaRF9fv9libYTpsDJr5BAF4eU4svCzXJy-COEzwqc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iVaRF9fv9libYTpsDJr5BAF4eU4svCzXJy-COEzwqcg/edit?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bVDuo4h5k0uUtjW7bpGRtFmtza5qWdE9xHVp1OKVNA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bVDuo4h5k0uUtjW7bpGRtFmtza5qWdE9xHVp1OKVNA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DPXhn4QBWVbxeS-h22oH78IFovC5tw62bD9_U-kCaM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DPXhn4QBWVbxeS-h22oH78IFovC5tw62bD9_U-kCaM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f4xdB7URrg0zIYfzjONoIC68yr4BRyjSNeI8ljHNzJ8/edit?usp=sharing
https://book.directlinecruises.com/web/cruises/details.aspx?pid=962054&brn=0.01447803574357092f315479890048bca3974e51ff6bc28010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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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陳師孟 監察委員 

講題：轉型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大綱： 

1. 司法與正義 

2. 誰的正義？誰在司法？ 

3. 司法改革與轉型正義 

4. 真假司法改革 

  a. 東歐的〈除垢法〉 

  b. 德國的〈撤銷納粹判決法〉 

  c. 台灣的〈法官法〉與〈國民參審法〉 

5. 重審扁案或特赦阿扁的兩難 

6. 監委五個月 

7. 結語 

簡歷 

陳師孟，生肖屬鼠，生性愛豬，因為邱吉爾說：「狗仰視人、貓俯視人，只有豬平視眾生。」曾捐出 1300

餘件小豬收藏品，協助台糖公司橋頭糖廠文創園區成立「豬仔文物館」，以紀念幼年時隨父母在各地糖廠度

過的恬淡歲月。 

受過十年的經濟學正規教育，獲聘台灣大學教職三十五年。然而年逾半百始覺悟到，在台灣真正能「經世濟

民」的學問，不是經濟理論，而是政治理念。 

在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曾多次參與街頭抗爭與社會運動，並短期擔任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從政

期間受陳水扁先生重用，歷任台北市政務副市長丶中央銀行副總裁、與總統府秘書長，也啣命創設凱達格蘭

學校。 

2009 年結合同道開辦「綠色逗陣工作室」，與簡余晏、王定宇主持「快樂三口組」廣播節目，宣揚台灣建國

理念。繼之擔任「綠色逗陣之友會」理事長，經營網站。目前則擔任監察委員一職，任期還剩兩年，希望能

為台灣的司法沈疴，盡一些心力。 

重要學術著作有：《總體經濟演義》（1990）及《政治經濟：現代理論與台灣應用》（2006）；另於 2017

年底出版政論集《老綠男有意見》。  

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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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題目: 陽光下的光與影  -  這兩年的台灣  

簡歷： 

Present job 

Legislator at the Legislative Yuan (Taiwan’s Member of Parliament) 

Chairperson of Foreign Affairs and Defense Committee  

 

Political Party: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Bachelor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
erature (1993)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007)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PhD stud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ork Experience  

Taiwan’s Member of Parliament (9th Term) 

Tainan City Councilor (1st Term of Special Municipality) 

Tainan City Councilor (15th and 16th Term) 

Chief of Staff to Member of Parliament Shih Ming-de  

Chief of Staff to National Assembly Representative Huang Jhao-kai 

Senior Political Commentator at various media outlets  

Lecturer at Tainan Presbyterian Church 

Advisor to Tainan City Teacher’s Association 

Advisor to Tainan Education Union 

Journalist and Television Presenter  

講員： Wang Ting-yu  王定宇  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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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講員：賴其萬 醫師 

講題：介紹「醫病平台」我們能為台灣日漸惡化的醫病關係做甚麼?  

我們深知醫病關係不同於一般人際關係：醫療人員與病人、家屬在醫學知識有相當程度的鴻溝；彼此首次

的接觸通常是因為病人病痛在身、有求於醫生的不對等關係；醫病間有時涉及隱私；疾病的預後含有不確定

性。再加上台灣的民情與全民健保的影響，台灣的醫病關係與國外不盡相同。 

我們一群有心人從 2016.6.1 開始在電子報「民報」成立「醫病平台」的專欄，希望透過醫療團隊與社會大

眾分享行醫、就醫的經驗，促成醫病雙方了解各自的立場，降低醫病之間認知的差距，從而改善民眾的就醫態

度以及醫師的看診行為，期待能夠減少醫病之間的誤解和糾紛，並因而帶動醫療政策、醫療環境、醫療系統以

及醫療品質的改善。「醫病平台」歡迎大家投稿、點閱。 

http://www.peoplenews.tw/list/專欄/1464679601 

簡歷： 

畢業於台大醫學院 (1969)，擔任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住院醫師四年、主治醫

師一年，於 1975 赴美，接受密尼蘇達州大學神經科住院醫師三年及腦電圖

與癲癇研究員一年訓練，於 1979 到 1998 服務於美國堪薩斯大學醫院，最

後升任教授、癲癇中心主任、神經科住院醫師訓練主持人。 

1998 年回台，現任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講座教授及

神經內科主治醫師。曾任慈濟大學副校長暨醫學院院長、台灣癲癇醫學會理事

長、教育部醫教會常務委員，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主任委員。並曾獲 The 

Best Doctors in America (1996, 1998); Excellence in Care Award, Epilepsy 

Foundation for the Heart of America (1998); Award for Social Accom-

plishment, 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 (ILAE) & Internal Bu-

reau for Epilepsy (IBE) (2003); 行政院新聞局「最佳專欄寫作金鼎獎」 (2006);以及台灣醫學教育學會 「台灣醫學

教育貢獻獎 」 (2017) 

著作有佛洛依德夢的解析(符傳孝合譯 新潮文庫)、當醫生遇見 Siki、話語雙手與藥（張老師文化）、醫師的

深情書、 病人心．醫師情．我的癲癇病友（天下文化）、杏林筆記 1 & 2（經典）、賴其萬醫師的心靈饗宴（心

靈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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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講員：永山英樹 

講題：在日台灣正名運動的現況及挑戰 

大綱： 

日本的台灣研究專家，以「台灣是日本的生命線」(部落格名)、「台日命運

共同體」的視點, 主張強化台日關係 台日媒體報導正常化、支持台灣獨立建

國、加入聯合國等。 

目前擔任「台灣研究論壇」會長、「2020 東京奧運台灣正名推進協議會」

幹事長、「亞洲自由民主連帶協會」常任幹事、日本櫻電視「日台交流頻道」主持人。是知名的親臺派。從

2001 年開始主導進行向日本法務省要求將在日台灣人的外國人登錄證國籍欄的「中國」兩字改為「台灣」，在

此活動成功(2012 年)後，進而發起連署活動，向日本文科省要求停止在地理課本的地圖上，將台灣劃為中國領

土。目前也發起「2020 東京奧運台灣正名」活動，訴求 2020 東京奧運將台灣代表團之名「中華台北」

（CHINESE TAIPEI）改為「台灣」。反對中國霸權主義, 支持南蒙、西藏、維吾爾民族爭取自由與獨立。 

組織台灣研究論壇, 宣揚否定一個中國的言論活動, 推動親中媒體台灣報導正常化, 同時研究台灣各大報的報導, 

出版多本有關台灣的著書, 發表多數論文。 

1961 年出生於埼玉縣，畢業於法政大学法学部法律学科，並且曾經在山西大學研修漢語。 

翻譯：謝惠芝 

 (1965 年出生) 從 2006 年至 2017 年任職於「台灣宏觀電視」, 擔任駐日本東京特派; 2013 年 10 月日本櫻電視

開播「日台交流頻道」之後, 與永山英樹搭檔主持, 受廣大親台派日本人支持。 

1985 年以留學生身份赴日, 目前為「在日台灣同鄉會」理事、「美麗島交流會」副代表、「2020 東京奧運台灣

正名運動」成員、「2020 東京奧運台灣正名推進協議會」幹部。 工作之餘協助台灣電影的日文字幕翻譯、活

動口譯、觀光導遊等。因採訪工作與永山接觸後逐漸受到啟蒙, 開始關注台灣獨立運動並實際參與。 

出生於台灣台北市, 新竹縣客家人, 畢業於日本目白女子短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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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講員：郭倍宏 博士 

講題：「獨立公投，正名入聯」喜樂島聯盟的訴求與行動 

「喜樂島聯盟」於 2018.04.07 在台灣成立，宗旨是：落實「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透過「獨立公

投，正名入聯」，使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一個正常化的國家，讓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三個基本信念： 

一、結合基層草根力量，支持本土政權嚴防中國侵略。 

二、貫徹正名入聯行動，對抗國共聯手打壓台灣人民。 

三、立法院修正公投法，透過獨立公投決定國家未來。 

三個行動綱領  : 

第一階段：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集結海內外台灣人所有力量，督促蔡英文總統與立法院修正公投法，

讓台灣人民可以行使「公民投票」的直接民權，決定自己國家的國號及領土範圍。 

第二階段： 2019 年 4 月 6 日舉行「獨立公投」，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國家的定位和前途。 

第三階段：制定新憲法，爭取國際承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使台灣和世界上所有國家一

樣，可以彼此平等對待。 

呼籲大家一起加入「喜樂島聯盟」的行列，完成建國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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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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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台會/美西夏令會主日崇拜程序(I) 

2018 年 7 月 8 日上午 7:50，Grouse Room on 4th floor 

主理：張信一牧師 

宣召 

祈禱 

聖詩                  阮為萬民求主照顧 

聖經                  使徒行傳 4:5-13 

分享                  「勇敢的基督徒」 

祈禱 

聖詩                  為此塊土地阮誠心祈禱 

祝禱 

 

聖詩：阮為萬民求主照顧 

  1.阮為萬民求主照顧  施恩各國各族  又求顧阮最愛鄉土  賜福佇阮本國 

  2.阮的祖先墳墓佇彼  親族踮遐徛起  阮做子孫亦要踮此  別處豈能倘比 

  3.使阮免得遇著戰爭  國境平安快樂  城市發展鄉鎮振興  田園收成充足 

  4.使阮大家成做一體  愛主深知真理  自由詩歌響亮無退  遍地各處歡喜 

  5.萬邦的主阮將本國  交代佇祢聖手  求祢保護施恩賜福  久長做阮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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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使徒行傳 4:5-13 

4:5 隔日，in 的官府、長老、經學士聚集佇耶路撒冷， 

4:6 祭司頭亞那佇啲，閣有該亞法、約翰、亞歷山大，以及凡若屬祭司頭的宗族

亦佇啲， 

4:7 互 in 徛佇中央，問講：「恁用甚麼權能，用甚麼名行此個代誌啊？」 

4:8 彼得彼時互聖神充滿，對 in 講： 

4:9 「百姓的官府及長老啊，阮諸個今仔日若為著行佇軟弱的人的好事來受審

問，看伊按怎樣得救， 

4:10 就恁眾人及通以色列百姓著知，是佇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恁所釘佇十字

架、上帝互伊對死人中復活的就是佇伊的名，此人好好徛佇恁的面前。 

4:11 伊就是恁師傅所呣揲(m-tih)的石，已經成做厝角的頭。 

4:12 閣佇別個並無拯救；因為佇天下，無賞賜別個名佇人的中間，互咱踮佇伊來

得救。」 

4:13 眾人看見彼得、約翰的好膽，閣知 in 是無學問的平常人，就奇怪，閣認

得 in 曾隨耶穌。 

詩歌：為此塊土地阮誠心祈禱 

為此塊土地阮誠心祈禱， 願主的真理若光全地遍照；  

為此個城市阮謙卑懇求， 願主賜活命互阮骨肉得救。  

願全能天父上帝，祢聖國降臨， 願喪鄉及悲傷攏離開阮心中；  

願全能天父上帝，祢旨意得成， 願向望及喜樂永遠踮阮心中。  

加台會/美西夏令會主日崇拜程序(II) 

2018 年 7 月 8 日上午 7:50，Grouse Room on 4th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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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 Session A1 
Coal Harbor Ball Room A 

@8:30 ~ 9:30am, July 8 

講題: 從洪仲丘案、蕭明岳案、鄭性澤案談台灣司法問題 

講員: 邱顯智 / 廖子齊 

引言: 周昭亮 

演講大要 

蔡英文總統於就職演說時，談到司法改革，獲得如雷掌聲，顯示台灣人民對司法改革期盼殷切，而從 2013 年

爆發洪仲丘案，以及台灣新近獲得平反的死刑冤錯案(鄭性澤案)，尚關押在台東泰源監獄平反之日遙遙無期的

蕭明岳案(無期徒刑)，冤錯案層出不窮，可見台灣司法問題重重，ㄧ般人民亦對司法無甚信心。 

究竟台灣司法問題何在? 何以無辜者判有罪? 何以無法獲得人民信賴? 希望能從講者這幾年親身承辦之洪仲丘

案、蕭明岳案及鄭性澤案出發，與台灣鄉親一同探討，當前台灣司法問題，希望可以一同，推進台灣的司法改

革，讓在這美麗島嶼上生活的人們，在自由天空下，能夠有真正公平、公正的審判，讓公義真正得到實現。 

 

邱顯智（1976 年 4 月 29 日－） 

出生於嘉義縣竹崎鄉，高中就讀嘉義高中，並於臺北大學取得法學學

士、碩士、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碩士、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候選

人。 

2011 年邱顯智自德國海德堡返台後與身為新竹人的妻子黃琬婷定居於

新竹，育有兩女，並於新竹執業律師，開始參與司法改革運動，從事

如鄭性澤案、蕭明岳案、后豐大橋案等冤案救援。2012 年年底，邱顯

智號召組成義務律師團，聲援全國關廠工人抗爭事件，後續亦以律師

身份積極參與如洪仲丘案、大埔丟鞋案、苑裡反瘋車案、梨山老農案

等案件之義務辯護行動。同時邱顯智也是 2014 年太陽花學運義務辯護

律師團之一。2015 年參與時代力量創黨工作，現為時代力量決策委員

暨竹苗黨部主委，負責新竹、苗栗地區黨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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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題目:「從北美台灣人先鋒基金會到我們的鴛鴦夢」 

「From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ioneer Foundation to Our Double Dreams」 

講員:  Hsinjin Edwin Yang (楊欣晉) 

引言: 沈信彥 

摘要： 

我們希望北美地區的台灣人能夠學習猶太人團結及深根的作法來成立如此的先鋒

基金會，以期哉培及支持在美加的台灣人或友台的政經界的人士或領袖，並使我

們台灣人世世代代能夠驕傲地立足於美加的主流社會(美國(加)夢），更能擁護及

實現祖國台灣的自由民主、尊嚴幸福、平等獨立的美麗國家(台灣夢)!! 

Abstract:  
We Taiwanese in North America should learn from Jewish solidarity and 
deep-rooted practices to establish such Pioneer Foundation to facilitate the assistance and fostering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eaders so that Taiwanese can firmly and proudly stand up in the main-
stream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American or Canada Dream) and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freedom,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of our motherland - Taiwan to become a beautiful country with dignity 
and happiness (Taiwan Dream)!!! 

簡歷： Hsinjin Edwin Yang (楊欣晉) 

EDUCATION: Ph.D. Polymer Science &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1984; 
B.S. Chemistry, Fu-Jen University, 1976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More than 25 years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s in the 
global companies – Eastman Kodak, Eastman Chemical, Essilor, Baxter and Underwriter Labs (UL).  
More than 26 patents (21 issued & 5 filed), and more than 50 publications in Journals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nd more than 60 keynote/invited seminars for universities, industrial companies and 
technical conferences. 

Currently serving as Vice Chair for Div. of Plastics in Building and Infrastructure, and Board of Direc-
tor for Div. of Engineering Properties and Structure, Society of Plastics Engineers (SPE). 

Taiwanese Community Experiences: 

2011 - 2012  Board & VP, Taiwanese Americans Association at Great Chicago Chapter 
(TAAGCC) 
2012 - 2014  President, FAPA IL Chapter  
2015 – Present  Vice President,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Engineers Association  
2017 – 2018  Regional Board, FAPA IL Chapter 
2017 – 2018  FAPA National Standing Committees 
12 Publications (2014 - present) in Pacific Times (太平洋時報)  about Taiwan’s Politics and Econom-
ics, Democracy, Independence and Future. 



43 

Panel Discussion Session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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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莊碩漢副董事長 

引言:蔡志偉/陳思瀚 

講題：川普上任後台美加經貿關係與因應策略 

專題演講大綱 

• 台灣經濟現況與台美加雙邊關係 

• 川普時代美加市場及重要議題 

• 台美加新關係、新策略 

• 結語：台商可扮演的角色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1977 年) 

 美國北伊利諾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1981 年) 

 美國南加州大學政治學博士 (1989 年) 

【經 歷】 

 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1989 年-1990 年)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1990 年-1991 年) 

 世新大學學務長(1991 年-1993 年)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副秘書長 (1993 年-1995 年) 

 銓敘部政務次長 (1996 年-2000 年) 

 臺灣省政府副主席(2000 年-2002 年) 

 行政院發言人(2002 年)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2003 年) 

 立法院（第六屆）委員(2005 年-2008 年) 

 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會執行長(2008 年-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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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 Harbor Ball Room B 

@9:40 ~ 10:40am, July 8 

議題:台美加生醫產業—高通量分析對癌症研究的影響 

講員:林晏禕 博士 

引言:高鈞彥 
High-Throughput Omics Approach in Cancer Research 

2 topics: (i) The high-throughput omics approach in cancer research, especially the study of splic-

ing events, and (ii)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Laboratory for Advanced Genome Analysis (LAGA) at 

Vancouver Prostate Centre. 

The splicing mechanism, the process of forming mature messenger RNA (mRNA) by only concate-

nating exons and removing introns, is an essential step in gene expression. It allows a single gene 

to have multiple RNA isoforms which potentially code different proteins. In addition, aberrant 

transcripts generated from non-canonical splicing events (e.g. gene fusions) are believed to be potential drivers in many tumor 

types and human diseases. Thus, 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expressed RNAs from RNA-Seq data become fundamental 

steps in many clinical studies. For that reason, number of methods have been developed. Most popular computational methods 

designed for these high-throughput omics data start by analyzing the datasets based on existing gene annotations. However, 

these tools (i) do not detect novel RNA isoforms and low abundance transcripts; (ii) do not incorporate multi-mapping reads in 

their read counting strategies in quantifications; (iii) are sensitive to sequencing artifacts. I will quickly address these computation-

al problems for analyzing splicing events from high-throughput omics data, and potential solutions. 

Introduction of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Laboratory for Advanced Genome Analysis (LAGA) at Vancouver Prostate Centre, 

which can be best described as the intersec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biology, statistics, especially on prostate cancer research. 

高通量分析對癌症研究的影響 

在這次會議中，我想分享的是某些計算生物學家（比如我以及我熟悉的許多同事）是如何參與並且影響癌症研究工作。我

主要會介紹兩個我比較熟悉的例子：首先是近十年來 RNA-Seq 的技術如何提升我們對於基因剪接 (splicing) 和基因表現的理

解，特別是一般基因註解資料庫中沒有收錄的 alternatie splicing 甚至是 non-canonical splicing (例如 gene fusion)。這些不尋

常的事件一旦出現，都可能產生全新的 RNA 甚至 protein, 進而影響腫瘤細胞的成長，提升治療的難度，因此快速而精確地

偵測這些事件成了相關領域當中極為重要的問題。其次是我目前工作的 LAGA 實驗室如何在溫哥華前列腺研究中心協助醫

學工作者利用這種高通量資料數據分析進一步了解前列腺癌症，並且提供病人更好的醫療成果。希望我的報告能讓即使非

相關領域的聽眾在結束後也可以對計算生物學和癌症研究的關聯，特別是溫哥華前列腺研究中心的相關成果，有基本的概

念。 

講者簡介 

林晏禕目前是溫哥華前列腺中心 (Vancouver Prostate Centre, VPC) 的博士後研究員。先前他在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攻讀計

算機科學博士期間，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設計適用於 RNA-Seq 資料分析的演算法，特別是關於偵測 alternative splicings, struc-

tural variations, 以及 gene fusions 等可能產生新的蛋白質並改變癌症細胞表現形 (cancer phenotypes) 的體細胞變異 (somatic 

aberrations)。加入 VPC 之後，他希望能更有效地整合特定病人的多種資料，包含 WGS, RNA-Seq, Proteomics, ChiP-Seq, 配合

從 Liquid Biopsy 和 Xenograft 模型上得到的資訊，提供臨床人員更精確的分析結果。進入 SFU 之前，他在中研院許聞廉所長

的實驗室擔任研究助理。他是台大合唱團 first tenor 一員，並在同校的資訊工程學系完成學士和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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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 Harbor Ball Room B 

@9:40 ~ 10:40am, July 8 

議題:台美加生醫產業—高通量分析對癌症研究的影響 

講員:Professor Colin Collin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Prostate Centre 

Dr. Collins career began at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where he obtained a 
Certificate in genetic engineering in 1985. He then worked at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where he participated in the earliest stages of the Human Ge-
nome Program and the pioneering of molecular cytogenetics.  

Dr. Collins obtained a PhD in Medical Genetics in 1993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rit-
ish Columbia after which he became faculty at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
tory (LBNL).  At LBNL Dr. Collins was a cofounder of the Resource for Molecular Cy-
togenetics in the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In 1998 Dr. Collins mov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s (UCSF)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At UCSF Dr. Collins invented and patented “paired 
end sequencing”, the method by which almost all modern sequencing is done, and 
was the first to sequence a tumor genome. He also was the first to show that genome 
copy number aberrations can be used to risk stratify men with prostate cancer for metastasis. This work also re-
ceived a patent.  

In 2009 Dr. Collins reloca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 and the Vancouver Prostate Centre 
(VPC). At the VPC Dr. Collins Directs the Laboratory for Advanced Genome Analysis (LAGA) and the Beijing Ge-
nome Institute (BGI)-VPC Joint Research Laboratory.  These support genome and computational biology research 
within the VPC, Canada, and internationally. It also supports a precision oncology program at the VPC. Dr. Collins 
has a keen interest in treatment 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where he and his collaborators have made key discover-
ie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therapeutic resistance,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ood-based liquid biopsies for prostate and other cancers. He has had a lifelong interest in space exploration 
and astronomy and serves as an adviser to the Exomedicine Institute.  

Dr. Collins has appointments at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in the School of Computing Science and at BGI in the 
Think Tank Division. He has over 190 publications and multiple patents.  

講題: Generative Learning in the Life Sciences 

講員: Handol Kim, General Manager, Quadrant (A D-Wave Business) 

Quadrant is bringing generative learning algorithms into the bioinformatics and life 

sciences space. Built on the unique quantum annealing approach of D-Wave Systems, 

Quadrant develops, implements and licenses semi-supervised and unsupervised algo-

rithms and models in the life sciences domain that address problems where deep 

learning alone is not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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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如何橋接生命科學公司的研發與醫療診斷中心的應用 
BioTech Researchers and Clinical End Users Liaison - The Bridge between 
the Developer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講員：謝尚珍,Jen Shieh 

簡歷： 

台大植病系昆蟲組畢業，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微生物碩士。於 Kaiser 北加州檢驗

中心微生物科研發組退休                                                        

EDUCATION:  MS in Microbiology,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BS in Entom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PLOYMENT: Test Development Scientist, 1991--2015, Kaiser Permanente Regional Laboratory, Berke-
ley, California 

  Medical Technologist, 1982-1991, Kaiser Permanente Regional Laboratory, Berkeley, Cal-
ifornia 

  Clinical Technologist II, 1986-1989, Alameda County hospital - Highland General hospital, 
California.  

   Medical Technologist, 1980-1982, Brotman Medical Center, Culver City, California 

    Lab Technician, 1978-1979, LAC/USC Medical Center, Los Angeles, California   

   Teaching Assistant, 1978-1979, Cal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CA 

 

 

祝 賀 

2018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暨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 年會 

再接再厲！ 同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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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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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吳權益 Charlie Wu 總監 

引言: 張邦良 

常常有人說政治人物口號很多理想很高,但是實際的動作往往侷限於現實環境; 或許口號式的愛台灣也可以是許多海外社

團反思的一個議題! 什麼樣的力量或許可以在國際情勢下突圍呢? 看看五個加拿大的故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加拿大亞裔活動協會執行總監吳權益在 2017 年底以亞裔加拿大人領袖名義受日本政府邀請參訪日本. 同行的其他三位

涵蓋印度裔,斯里蘭卡裔及日裔來自加拿大其他省份的成員. 曾經到過日本多次的吳權益認為此行收穫良多, 無論是從加

拿大, 日本甚至台灣的角度都看到一些新的視野值得參考. 

加拿大亞裔活動協會(ACSEA)自 2004 年創立以來致力於三項宗旨, 啟動社區之間的對話, 鼓勵新的文化表達及提供社區

彼此欣賞與學習的平台. 旗下主要全國性活動為 LunarFest 及 TAIWANfest, 並常年加拿大數個重要藝文單位合作包含溫哥

華國際兒童節, 多倫多湖濱中心, 密細沙加生活藝術中心, 溫哥華國際電影節及溫哥華 PuSh 表演藝術節等. ACSEA 更曾受

邀參與 2010 冬季奧運藝術節的規劃與活動執行.   

講者簡介: 

1983 年 隨家人從台灣(高雄)移民美國(年齡 15 歲) 

1987-1992 年美國舊金山大學行銷學士畢業 

1992-1994 年美國舊金山大學 MBA 畢業 

1998 至今 擔任加拿大華文媒體時事評論員 

2001 至今 擔任加拿大台灣文化節總策劃 

2002 被亞裔傳統協會提名入圍「建立社區獎」 

2004 至今擔任加拿大亞裔活動協會總監 

2005 協助台灣外交部安排溫哥華市長 Larry Campbell 訪問台灣 

2006 被選為溫哥華太陽報「BC 省最有影響力的 100 位加拿大華人」 

2007 獲邀參加溫哥華冬季奧運藝術節籌備會 

2008 協助台灣文建會爭取台灣重要藝文組織(雲門舞集與優人神鼓等)參與冬奧藝術節

的展演 

2009 主導與冬奧藝術節合作共同創造 LunarFest 活動並與台灣宏碁及國立工藝研究中心合作 

2010 LunarFest 成為一項溫哥華市中心封街 37 天的室外活動, 並被溫哥華本地英文報紙 Georgia Straight 評選為十大最受

歡迎的活動之一 

2010 獲溫哥華市政府肯定並邀請台灣文化節進入市中心並封街四天提供活動場地 

2012-2015 獲聘任為溫哥華市議會藝術文化政策委員 

2012 肯定在加拿大與亞太地區交流之貢獻，榮獲加拿大政府國貿部長頒發女皇千禧勳章表揚 

2014 獲溫哥華市中心商業促進會個人貢獻獎 

2015 受美國 Sponsorship Conference 邀請主持圓桌討論會議"Selling Sponsors on New, Untested and Risky Programming" 

2016 受凱達格蘭大學邀請專題演講"翻轉行銷策略 顛覆 CSR 的思維" 

2017 受邀加入溫哥華音樂之都計畫籌備諮詢委員會委員 

2017 以加拿大亞裔公民身份受日本政府邀請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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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 ~ 10:40am, July 8 

議題:從歷史看台灣的主權地位 

講員: 蕭欣義教授 

引言:曾立斌 

演講大綱: 

中國宣稱臺灣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1895-1945 之間被日本

割讓，已依據開羅宣言和波兹坦公告，回歸中國。現時暫時

分裂，必須再度統一。中國要求世界各國承認：（a)中華人民

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b)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或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這兩點通常簡稱為“一中原則”(One China 

principle)。 

 根據各國與中國建交公報，有 38 個國家承認了“一中原

則。”另外，65 個國家沒有明確提到這兩點。但觀察他們多

年來在國際關係方面的表現，多數國家似乎對於(a)(b) 兩點都

予以承認。 

 另有 27 個國家雖然承認(a), 卻力拒承認(b). 1969 年初夏，加

拿大和中國談判建交。加拿大雖願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卻拒絕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兩國談判幾乎因此而破裂。歷經 15 個月的討價還價，

加拿大談判團隊想出了"take note of …"這個三字處方而使困

局破冰。最後的妥協是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ffirms 

that Taiw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akes note of this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ake note of "(留意）這一個處方並不能使加拿大承認台灣

的國家地位，但至少巧妙地回避了中國咄咄逼人的對台公

式。這可算是加拿大在國際關係上的一個大貢獻。其後，有

些國家稍改處方的字面， 例如："acknowledge"(認知), 

"understand and respect"(理解並尊重", 都同樣地回避中國

的對台主張。這三個回避承認中國對台主張的模式, 通稱

為"One China policy"（一中政策），以別於中國的“一中原

則”。 

 瞭解“一中政策”與“一中原則”差別的眉角所在，是我們

從事“深耕北美，正名台灣”運動必須矚目的一個起點。 

  我們深耕北美時不能不談真正的中台關係史。 中華民國憲法

常被人拿來論證台灣在法理上屬於中國。其實中華民國 1949

年以前在中國所起草或制定的憲法，從沒有一部把台灣列入

中國國土。是遷移台灣數十年後，才在憲法增修條文，把台

灣添加為中國的自由地區。 

 依據國際法，台灣並不屬於中國。台灣人民有權利透過人民

自決來決定國家的地位。這是我們深耕北美時的工作重點。 

 一中政策成功地迴避了中國對台野心，但一中政策本身涵義

籠統，可左右延伸詮釋。2017 以來，美國的一中政策轉變方

向，大大抬高台灣的地位。2017 年參· 眾兩院通過“國防授

權法”，恢復美艦停泊台灣港口。2017/12/13 美總統簽署。

2018/3/22 總統簽署反制“中國經濟侵略”的備忘

錄。 2018/3/16 總統簽署“台灣旅行法”。這是 FAPA 長期

努力的成果。司徒文 William Stanton 稱許台灣旅行法間接

承認台灣的國家地位。 

 美國官方的對台政策新方向，有賴民間强力支持。 這正是我

們深耕北美可以著力促成的所在。此外，東京奧運台灣正名

簽名運動，也值得我們熱烈支持。 

蕭欣義 簡介 

台灣台南人。東海大學中文

系。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Studies 碩士；

Intellectual History 博士。 

曾在 Boston University 講

授亞洲哲學與宗教。 在 

University of Victoria 擔任

中文· 日文· 中國思想史· 台灣

研究· 中國後文革傷痕文學· 

紅樓夢研究等課程。退休

後，在高雄醫學大學擔任客

座教授，並在長榮大學擔任

兼任客座教授。在兩校講授美中台關係· 台灣史· 文化變遷與

民主化 等課。80 年代曾為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中央委

員。 

論著涉及台灣認同· 民主化· 文化變遷· 國際關係等方面，散見

於台灣· 北美洲· 香港· 日本· 中國等地。 



49 

Introduction to Elite Chorus 

Elite Chorus was formed in 2013.  Its members ar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cluding Professional musicians, teachers, armature music 

lovers, church choir members and other community chorus mem-

bers etc.   

Elite Chorus had held a concert in 2014 performed the complete 

oratorio of Mendelssohn's Elijah and in 2016 they had performed 

selections from opera Samson and Delilah by Charles-Camille 

Saint-Saëns and selections from oratorio "Samson" by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In 2017 they had represented Taiwan and par-

ticipated in the first Asian Choral Festival. They had also joined 

with Los Angeles Korean Musician Association (LAKMA) and per-

formed a "Harmony and Friendship Concert at the prestige Walt 

Disney Concert Hall. their program including world premiere a 

choral/orchestra music "Awake" by Lynn Huang, selection of 

opera Carmen by Bizet, complete mass in c minor by Mozart and 

fourth movement of Choral symphony by Beethoven. Currently it 

was conducted by Mr. Cliff Yang and accompanied by Ms. Lynn 

Huang. 

以立合唱團 

合唱團於 2013 年成立，成立至今有多次高水準且具代表性的

演出，均獲得極高的評價及廣大的迴響。 

2014 年 8 月、10 月於"First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Of Pasa-

dena "及"Concordia University Center "演出孟德爾頌「以利

亞」（Mendelssohn-"Elijah")大型神劇(Oratorio)。 

2016 年 4 月於 San Gabriel Mission Playhouse "演出聖賞

(Camille Saint-Saëns)的歌劇(opera)「參孫與大利拉」(Samson 

and Delilah)與  韓德爾(Handel)的神劇「參孫」(Samson)選曲。 

2016 年 10 月於"Chin Hyun Mission Church "與韓國外語外貿大

學校友會合唱團(Hankoo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ern 

California Alumni Association)聯合演出。 

2017 年 5 月，另組室內合唱團(Elite chamber singers)參與「亞

洲合唱節」(Asian Choral Festival)代表台美人與亞美尼亞、韓

國、日本和菲律賓的代表團體聯合演出。 

2017 年 8 月與著名的「洛杉磯韓美音樂家協會合唱團」在世

界級的迪士尼音樂廳舉行「和諧與友誼」音樂會。演出陣容

浩大，包括由 50 位音樂家組成的節慶管弦樂團，以及百餘位

合唱團員。這是台美人合唱團第一次在  Walt Disney Concert 

Hall 的演出，也是第一次將曾經得過國際音樂大賽首獎的作品

「甦醒（Awake)」呈現在舞台上，並由作曲家親自指揮的世

界首演。 

 2018 年 4 月以立室內合唱團榮獲亞美尼亞第十屆「文藝復

興」國際音樂大賽合唱組第二名。 

楊子清 Cliff Yang/ 指揮 

 楊子清台灣台中人，是一位具備開拓精神及闖勁的音樂家。

曾任省立台中一中樂隊指揮，靜宜文理學院合唱團指揮，

1982 年洛杉磯水晶教堂感恩節音樂會聯合合唱團指揮，第一

屆洛杉磯彌賽亞聯合詩班指揮，洛杉磯首度海頓神劇「創世

紀」聯合詩班指揮，1995 年 1 月為日本神戶大地震舉辦的孟

德爾頌神劇「聖保羅」聯合詩班指揮，洛聲合唱團指揮，台

灣名家演奏系列委員會主席，1997 年與好友共同創立洛杉磯

半音合唱團並擔任指揮 10 年，2001 年曾受邀於台灣國家音樂

廳演出，並巡迴全國。 

楊子清指揮過的曲目非常寬廣，他擅長指揮古典神劇及台灣

之原創合唱曲。尤其因為他與台灣著名作曲家蕭泰然教授是

好朋友的關係，他指揮過蕭教授全部的合唱作品。自 2015 年

起他每年都受邀擔任亞美尼亞共和國舉辦的「文藝復興」國

際音樂大賽的合唱評審。2017 年 5 月楊先生擔任總召集人，

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籌劃首屆「亞洲音樂節」，邀請了包括

台灣在內的五個亞洲主要國家的合唱團盛大演出。同年八月

他指揮百餘人的聯合合唱團及五十位音樂家的交響樂團，在

世界著名的「迪士尼」音樂廳(Walt Disney Concert Hall) 演出

比才的歌劇「卡門」選曲。他現任以立音樂基金會的理事

長，並擔任以立合唱團及管弦樂團的指揮。 

黃令先 Lynn Huang/ 作曲家，鋼琴演奏家 

黃令先，現任以立音樂基金會音樂總監、美國音樂著作權協

會會員、加州音樂教師協會會員、南加卅台灣師範院校聯合

校友會會長。她獲獎包括 2011、2012 年禪連兩屆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頒發 「全球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及獎狀」, 2014 年

南加卅台灣師範院校聯合校友會頒贈「傑出教育貢獻獎」。 

2015 年黃令先以一首器樂三重奏的作品「甦醒」，榮獲第七

屆亞美尼亞「文藝復興」國際音樂大賽作曲金牌獎，是首位

台灣作曲家獲此殊榮。她與另外兩位音樂家組成「狂想三重

奏」，於 2016 年榮獲第八屆亞美尼亞「文藝復興」國際音樂

大賽室內樂首獎。其中一首選曲是由黃令先以 20 世紀現代作

曲法為主軸特別為「狂想三重奏」量身訂做的曲子- "Rolling 

with Rhapsody"。2017 年, 她指揮管弦樂團與百餘人的合唱

團，在聞名世界的迪士尼音樂廳首演她的作品「甦醒」。

2018 年，受邀擔任亞美尼亞共和國舉行的國際音樂大賽室內

樂組評審。 

黃令先的創作融合古典、爵士、台灣民謠，充分呈現台美人

多重文化的背景。曾多次榮獲台灣金曲獎的福爾摩莎合唱團

也邀請她為他們編寫合唱曲並於國家音樂廳演奏。黃令先作

品足跡遍及美、亞、歐洲等地，獲得廣大樂迷的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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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市金融與海港商區歷史建築 

導覽：林聖哲老師 

時間： 7 月 8 日下午 14:30~16:30 

路線： https://goo.gl/maps/FVfLezf2ofK2 

 著名的歷史建築包含： 

金氏塔樓 Guinness Tower ；大學俱樂部 University Club (MPN Tower)；海洋大樓 Marine Building ； 

聯邦大樓(環境部/海洋漁業部)Federal Building ； AXA 大樓 AXA Place ；溫哥華俱樂部 Vancouver 

Club ；加拿大銀行 Bank of Canada ；終站城俱樂部 Terminal City Club ； 法語信貸銀行 Credi Foncier 

Building ；礦業商會 BC & Yukon Chamber of Mines Building ；聞曲商樓(護照局)Winch Building 

(Sinclair Centre)； 郵政總部(福利局)Post Office (Sinclair Centre)； 柏克珠寶大樓 Birks Jewelry 

(Canadian Bank of Commerce)；皇家銀行總行 Royal Bank Building ；多倫多銀行 Bank of Toronto ； 

太平洋鐵路車站 Waterfront (CPR) Station ；格蘭維爾廣場 Granville Square ；加拿大廣場 Canada 

Place ；會議展覽館 Vancouver convention Exhibition Centre (West)；奧運聖火台 Olympic Cauldron。 

在溫哥華市短暫的歷史，呈現歐洲過去的建築型式包括：古希臘三山形牆與柱式、古羅馬圓頂與

拱窗、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式、新古典主義、法國孟沙式、理查遜羅馬風、愛德華商業、布雜藝

術、裝飾藝術、現代主義、粗獷主義、有機建築、後現代建築等。 

我們將回顧歷史，展望未來。藉由市區歷史背景、古蹟建築、公共藝術、休閒空間，來探討溫哥

華的金融商區的轉型、企業的行為模式、商會俱樂

部、海濱車站的演變、鐵路到來的影響、交通工具

的演進、都市規畫的理念、老舊社區的更新、景觀

空間設計。 

簡介：林聖哲(Joseph Lin)老師 

綠色文化俱樂部會長、文化生態旅遊規劃、都會區

公園處楷模、溫哥華歷史解說、櫻花節規劃與導

覽、旅遊專欄作家、環境時事評論員、綠色文化網

站長(www.greenclub.bc.ca)。 

https://goo.gl/maps/FVfLezf2of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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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 給加拿大航空公司的抗議信 

親愛的 Rovinescu 總裁： 

身為台灣裔加拿大人與忠實的加航顧客，我們強烈的抗

議加航日前作出改變台灣台北與加拿大的航線名稱的決定。

我們日前非常震驚的發現嘗試訂購飛往目的地「台灣台北」

的機票時，變成了「中國台北」。很多人從加拿大著名的媒

體報紙，得到相關消息時，感到非常的沮喪與訝異，大溫哥

華台灣人協會，也從主要新聞媒體接收到加航此舉的訊息。 

更改過後的航班目的地，不止是誤導大眾的，更是完全

錯誤的。此舉完全展現了加航對於地理與歷史事實的無知。

台北市位於台灣，並不在中國或是中國大陸。將航班目的地

設定為中國台北是明顯錯誤，且違背事實的。其次，台灣與

中國是完全不同兩個國家，並非中國的一個省份。台灣是一

個民主自由國家，是由民選的政府組成，全台灣的地方政府

亦由民選制度產生。眾所皆知中國政府的組織方式，是與台

灣大相逕庭的。而將兩個國家並置的舉動，完全誤導了旅客

與全世界。 

我們希望跟貴公司傳達正確的概念，台北市是台灣的首

都，而台灣就是台灣，並非其他國家，更不是中國。因此，

正確的航班目的地名稱為「台灣台北」，而非「中國台

北」，就如之前加航所用，以及全世界各大國家所沿用與認

同的名稱。 

媒體報導說到加航，以及其他國家，或是商業機構，在

中國政府的施壓之下，將中國兩字，強加於台灣與其他中國

欲於指染的國家之上。但是加拿大航空服務的對象為全球的

旅客，包括加拿大，美國，以及台灣，也代表加航服務各國

政治上，意識形態上，與信仰上的立場。 

因此加航必當保持中立，不偏頗，並客觀的服務全球的

旅客。政治立場不該是商業性航空的一部份，更何況加航的

所在地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加拿大。加航必當堅決反抗來

自中國的政治壓力，如同更改航班目的地名稱的舉動，或其

他的加航公司政策。 

加航在日前不久才開通了加拿大直飛台灣台北的航班，

而現今的更動將代表加拿大航空管理階層與政策的無能與不

稱職。中國政府企圖對全世界擴張其版圖，世界各國應當嚴

正抵抗中國的侵略意圖與行動。如果對中國政府退讓，也代

表著加拿大將失去其獨立與自由地位。因為中國的侵略性要

求，而更改加航的公司政策甚至航班目的地，只代表加航將

逐步放棄其自主性與營運利潤。遲早「加拿大航空」會變成

「中國航空」，加航也將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從早期到台灣台北的轉機航班，到最近的直飛航線，加

航必定服務過數百萬台灣人，不論是國內線或是國際線，而

這樣的特權，也將被加航無理的目的地更名決定所侵蝕。我

們身居海外的台裔加拿大人，以及所有的遍佈世界各的台灣

人，都將很快的轉移我們原本對加拿大航空的信賴與忠誠

度，至其它航空公司。例如我們將舉行數個全國性與國際性

的大型海外台灣人會議，其中一個將在七月時於溫哥華舉

行。這是一個西岸台裔美國人協會，與加拿大台裔加拿大人

協會，所聯合舉辦的會議，我們會對全世界的台灣人宣導不

再搭乘加航航班，直到加航改正此重大錯誤，這也將直接造

成加拿大航空嚴重損失。 

我們是台裔加拿大人，也是海外台胞，我們愛加拿大，

也愛我們的祖國台灣。眾多的海外台胞，包括居住於西方各

國，美國，澳洲，以及歐洲各國，我們代表各行各業，有貿

易創業家，工程師，電機科學家，商業家，藝術家，老師，

與大學教授，以及種種的行業，都是貢獻國家，照規定納

稅，貢獻自己所在國家的優良公民。我們都是勤奮工作，對

於社會經濟與福祉的付出者。我們在世界各國都組成了台灣

人協會，至少有 25 萬海外台胞加入了這些協會。這些海外協

會與台灣人民都會加入我們，一同聯合抵制加拿大航空的航

班服務，直到加航改回原本的航線名稱。 

我們再次敦促加拿大航空，改回原本長期以來使用的目

的地名稱「台灣台北」。加拿大航空應該在當下執行，否則

將失去大量的台灣人旅客，而這個損失是無可計量且永遠

的。 

Douglas Chiang （江文基）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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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是於一九六三年六月，由黃

義明等廿多人在 Niagara Falls 野餐時提議成立，而於翌

日(六月九日)晚間在 Eglinton, Toronto 正式召開成立大

會，明定同鄉會英文名為 Formosan Association of 

Canada，簡稱 FAC，其宗旨為服務鄉親(Service)、促進

友誼(Friendship)及儲訓領導人才(Leadership)，當晚並

選出首任會長和副會長，分由黃義明和鄭建駟擔任。 

一九六四年起開始有大批台灣留學生及護士前來加拿

大，那年加台會於九月底在 Cornwall 附近的一個小城鎮

Long Sault 舉行首屆年會。該地濱臨世界有名的聖羅倫

斯河(St. Lawrence River)，風景幽美，河面一望無際，

大江東去，令人感觸萬千。當年與會同鄉僅約卅餘人，

大都來自 Toronto、Ottawa 及 Montreal 地區，會中由

黃義明會長向大會呈報 FAC 章程，經大會無異議接受，

隨即改選會長，公推 Toronto 的林瑞祥醫師接任。 

一九六五的年會地點是 Kingston 附近的

Gananoque，由楊正昭醫師等以營火會方式在安大略湖

邊烤肉。當時大家經濟都不太好，大會並沒有安排觀光

遊湖，不過光是在岸上免費瞭望大湖景色就夠開眼界，

就有足夠的題材可寫家書或情書了。改選會長時，兩位

在任副會長宋善青與吳居宏都在場。基於當時加台會的

傳統，會長由各地區輪流擔任，所以旅居 Montreal 的宋

教授被提名接任會長，接著我 (陳長堯) 被推選為副會

長。 

一九六六年的年會委由 Ottawa 分會負責，在

Ottawa University 舉行，選出吳居宏為新任會長。會後

並由當地同鄉林耀珊、蔡啓勳、余瑞錦和新婚的林明璋

夫婦等分批載大家去參觀國會大廈、農業試驗所花園及

國家森林公園等，大家玩得盡興而返。 

Montreal 是一九六七

年世界博覽會 (EXPO 67) 

的所在地，所以加台會年

會當然也就鎖定了

Montreal，但是會場設

在 Ste-Ann de Bellevue

的 McDonald College 校

園，由該地同鄉黃國紘、

張秉銓、詹裕後、游錫

堅、黃碧珠、梁清郁和黃

雲英等負責接待，舉辦了一個大型的烤豬晚會。我事先

在「懷念台灣」中將年會冠以「屠豬大會」，曾引起了

一些敏感的回應。 

那年大家公推 Toronto 的潘允中接任會長，吳居宏

將細心整理過的加台會史料移交給潘，可惜在參觀名勝

之後，那些文件竟被遺忘在遊覽車上而石沉大海，這是

FAC 一大憾事。六Ｏ年代的加台會對國府駐加大使館一

向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策略，不相往來，直到潘允中任

內才有過文書來往，記得是與加台會在國府海外社團中

的定位有關。加台會拒絕向國府大使館登記備案。 

一九六八年大家又在 Kingston 會合，該地就在安大

略湖邊附近有多處歷史古蹟古堡，是遊覽勝地。大會特

地安排了一個遊湖的行程，包括邀遊千島群島

(Thousand Islands)附近湖景，這是繼前一年參觀 

EXPO 67 以來第二次花錢的年會活動。開會期間，

我因發言過多而被選為會長。 

我以微薄的獎學金養活一家三口又背負了加台會，巧

婦難為無米炊，所幸會務開銷不大，又獲溫哥華的蔡阿

信醫師贊助，勉強挨過。任內我也將重點放在「懷念台

灣」與通訊錄的印行，曾將通訊錄寄去台北英國領事館

六Ｏ年代加台會(FAC)憶述 

暗公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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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即將來加的留學生參考。在我接任加台會時各地分會都已

成立，我盡力與東部及西部各分會會長保持聯繫，為了拓展

西部會務，特請溫哥華地區的周原朗教授為副會長。 

一九六九年加台會年會選在 University Of Toronto 舉

行，由 Toronto 分會負責籌劃，該地區同鄉周省吾、吳煩

憲、汪慶中、連擇仁、丁義雄等都被抓公差，後來丁義雄就

被選為新任會長。開完年會後大家於翌日搭上渡輪，到

Toronto 港外的 Central Island 郊遊野餐。 

六Ｏ年代海外台灣人政治意識普遍覺醒，但仍有一些人對

台灣人社團產生恐懼感，不敢參加鄉會的活動，這給早期的

加台會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困擾。為了化解這種認同危機，為

了吸引更多的台灣人來參與，加台會遂不時都在其刊物中強

調它是個“非營利、非政治性”的台灣人社團，其實此說法

只對了一半。 

加台會的會刊原為 Aurora，由 Torono 洪全智主編，意

涵台灣人期待黎明曙光的到來。Aurora 園地公開，有英文論

述與中文報導，但每年只出刊一次，無法滿足大家需求。所

以，在宋教授任內就決定由我負責創刊「懷念台灣」，以

Newsletter 方式定期向各地會員提供鄉會動態及台灣新聞摘

要，那時既沒經費，也沒有人力，更談不上影印，前幾期都

由我自己負責，後來廖登豐、汪慶中與陳貴媛也出手幫忙。

如今「懷念台灣」仍然在發行，是北美洲台灣人發行最久的

刊物，我也以此為榮，「暗公鳥」就是「懷念台灣」的原始

作者。 

由於 FAC 通訊網路周全，新到來的台灣留學生大都可輾

轉經由加台會安排接迎，從美國方面來遊的同鄉也經常透過

鄉會管道被安排接待，這是服務鄉親。至於促進友誼那就更

不用說了，許多青年男女有的經由年會的穿針引線而緣定終

身；有的則籍各地分會活動眉來眼去而成佳偶，不計其數，

所以加台會可說是個培育愛苗的溫床。 

隨著鄉會的成長，不免就會有各種問題發生，有位

Toronto 的鄉親因被疑與國民黨關係密切，而來向我訴冤，

要我出面為其澄清。顯然海外台灣人厭惡國民黨政權的心態

已日趨公開化、全面化，與國民黨掛勾的人都會受到輿論制

裁、被排斥。 

一九七Ｏ年初在我赴美途中曾於機場與丁義雄會長通電

話，他說溫哥華有位熱心同鄉受到國府駐外單位刁難，不准

其妻小來加團聚，有待鄉會出面。該事件後來經由宋教授請

國內名醫徐千田出面周旋，王姓同鄉的家屬才獲准出國。官

逼民反，加台會終於被逼上梁山。                                                 

由上述可知早期加台會年會是一年一度的重大活動，純屬

交誼性質，沒有主題、沒有貴賓、也沒有講員，更談不上分

組討論，加拿大台灣同鄉會(FAC)誠然是一個非政治性的組

織。但是其主要幹部後來都被國府列入黑名單中。 

註：本文取材「六Ｏ年代加台會追記」(懷念台灣--加台

會五十週年特輯) 

六Ｏ年代加台會(FAC)憶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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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活動花絮 

1) 3 月 4 曰 2017 新春晚宴 

41 桌 410 人鄉親參加, 包括社會各界貴賓及加拿大三級政府政

要. 熱鬧非凡. 

 2) 肉粽節 -- 開講、唱歌、配肉粽 

時間： 05 月 27 日 2017 (禮拜六)  

地點：同鄉會會館 (7663 Nanaimo St. Vancouver) 

活動： A)肉粽節(五日節) 開講、破豆(phoh-tāu)、食肉粽,會員

每一家庭發送粽子 2 個. 

               B)  2:00  潘立中先生演講  -- 世台會南美一行見聞錄  

 3) 臺灣傳統週 - 請共襄盛舉--台灣心, 四季情 

時間： 06 月 04 日, 2017 (禮拜日) 7 ~ 9 pm 

地點： Playhouse Theatre Vancouver 

演者：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大觀舞集 

這是一場充滿鄉思古而又兼具現代風華文化體驗的表演.台灣

同鄉會銷售出 660 張䅇,使 Play House Theatre 座滿. 大家都很讚

賞,心滿意足的回家.  

4) 台加人從政的新里程 - 歡慶 康安禮、陳葦蓁、馬

博文 當選 BC MLA！ 

時間： 06 月 16 日 (禮拜五)  6:00 pm  

地點： Grand Villa Casino Hotel & Conference Centre .   

這是一個充滿溫馨、喜悅、與榮耀的晚宴  

- 聽新科省議員談選戰過後、談抱負。 

- 聽背後支持的力量談選戰、談心路。 

- 聽 Dr. Lyren Chiu 談她在 Richmond 奮戰的經歷,雖敗猶榮. 

同時、蔡英文總統差了特使前來： 

- 致贈與會台灣同鄉她的賀電、傳達她的賀忱。 

- 也帶來賴清德、林佳龍兩位市長給當選人的賀函! 

-- 亞洲矽谷執行中心行政長、台灣智庫財經部主任黃瓊雅，為

鄉親簡報「亞洲。矽谷」計畫的精神內涵和執行計畫。 

5) 台灣日遊園會 Aug. 7, 2017 

當天 太陽高照，約有 2,000 位台灣鄉親來共襄盛舉, 有三級政

要及貴賓來主持開幕典禮也有 31 個攤位來買賣台灣美食,蔬菜,

涼水以及醫學治療..... 

不少台灣人社團及空中大學來發傳單與講解， 熱鬧非凡。 

6) 陳永興醫師、張燦鍙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演講 

時間： 08 月 10 日  10:00 am ~ 4:00 pm 

地點：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兩位超重量級的民主前輩，剛好同一個時候都到了溫哥華， 

同一天邀請來和同鄉們開講交流。張燦鍙主要談關於針對

2020 年東京奧運推動台灣代表隊的正名事宜。 

這樣難得到的機會；上了二堂讓大家心中激勵的演講，感謝二

位前輩的奉獻。 

  

7)中秋遊輪賞月夜晚 Harbour Cruise Sept. 30,2017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是我們台灣人的大節日,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

會照往例舉辦了一個很溫馨的遊棆輪賞月活動，享受溫哥華中

秋時節非常美麗的日落.  除了流覽令人難忘的海洋岩岸美景，

也在船艙內載歌載舞，同鄉會提供美味的日式便當和月餅讓大

家甲飽飽，鄉親們度過一個難忘的中秋節。 

 同鄉會每年都舉辦不少活動； 謝謝講員們、主辦與協辦團體

及同鄉會理事們的認真、和諧與出力。 

Carol Pan 張理瑲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 

https://maps.google.com/?q=7663+Nanaimo+St.+Vancouver&entry=gmail&source=g


56 

2017 活動花絮 

2017  年度事項: 

5/31/2017 

今年的「台灣傳統週」-台藝大的大觀舞集公演，與會的觀眾約四百五十

人。包括溫哥華的李志強處長、僑教黃儷萱副主任、Fort McMurray 的議

員、Calgary 的議員 、UA 的 Dr. C. Lupke 等三位研究臺灣的教授學者均參

與當晚這場美好的藝術饗宴。此外，我們也邀請了華人社區中心新移民、

特殊教育學校師生及家長、教育局文化部、及社工輔導對象和 Heritage 辦

公室主管及理事等前來觀賞這一次的演出，讓我們同鄉會表達了對本地社

會的關懷及對加拿大接納多元族群的敬意及感謝。 

08/04/2017 

Edmonton Heritage Festival 主辦單位在每年八月第一個週末均會舉辦展現

傳統文化的大型活動，除了促進各個民族之間的文化融合外，並且借此活動

以增進不同族群對其他民族文化特色的了解，進而實現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特

色。來自六十多個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的單位，透過多元的美食、特產、工

藝精品、靜態展覽，或是動態的民俗表演，來推展各個文化的風貌。今年臺

灣館依慣例設有: 臺灣文

化、觀光局提供的景觀 

(赴臺觀光) 介紹，藝品、

冷飲和具有臺灣特色的熱

食販賣之外，亦有黏土造

型擺飾、紙藝品等。在三天的活動期間，除了由美旋律民俗舞暨合唱團、

多元文化表演團的演出之外；並邀請在愛城中國城享有盛名的精武獅團、

精英獅團表演中國功夫，而布袋戲的演出和古代服裝走秀除了吸引無數的

觀眾到場觀賞之外，也增加不少參觀臺灣館的人氣，並獲得如雷的掌聲和

各界的好評。由冷、熱食組介紹台灣小吃 : 台式炒米粉、滷肉飯、刈包和

台灣珍珠奶茶等，亦獲致廣大參觀民眾的迴響，購買者大排長龍，對臺灣

美食的風味更是讚不絕口。  

08/30/2017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新興於 8 月 29 日晚從美國飛抵愛民頓，駐溫哥華辦事處僑務秘書黃儷萱陪同亞省僑務榮譽職人員、各

僑團代表約 10 人特別到機場迎接。 

吳新興此行到訪主要是應邀參加 30 日晚舉行的亞省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成立大會，該協會首屆會長許平宗表示，為了提供亞省僑胞、旅外國

人、度假打工青年及留學生關懷與扶助，配合僑委會政策，使僑務服

務更強化、更在地化，故於日前成立亞省僑界關懷救助協會，並正式

向僑委會完成登記備查成為僑團，協會成員以僑務榮譽職人員及各僑

團負責人為主，會員都是志工性質，沒有收會費。該會非常歡迎各界

專業人士及熱心僑胞加入擔任志工，一同幫助有需要的國人及新移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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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加台會年會和美西夏令會 (TCA & TAC-WC) 大會 

 贊  助  者  芳  名  錄  

  感  謝  贊  助  

美西 (TACWC) USD 加拿大 (TCA) CAD 

顏永才/莊和子 12,000.00 潘立中/張理瑲 10,000.00 

柯耀宗/郭好美 2,000.00 林陳秀子 4,000.00 

王文賢/薛淑津 2,000.00 郭進儀夫婦 3,000.00 

王進賢 1,000.00 柯江忠 1,000.00 

洪基隆 1,000.00 盧月鉛/黃厚德 1,000.00 

周昭亮 / 謝雪月 1,000.00 江文基/張碧燕 500.00 

黃東昇/韓淑真 500.00 蔡霞芬 500.00 

王克雄/林淑惠 500.00 賴復霄/劉中訓 300.00 

黃美惠/林富文 300.00   

    

$300.00 以下贊助者  $300.00 以下贊助者  

    

陳振坤  施興國/廖純如  

張雅美  李重義/許碧蓮  

黃邦雄／林美代  林哲夫/郭哲子  

許正餘/梁琰華  張理邦/林瑟玲  

溫碧謙  羅益世/林碧玲  

  林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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