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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親大家好：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2019 年會於 04/13、04/14 兩天在日本東京舉行，年會的主題是「強化台灣，邁

向國際」，會後安排精彩的八天七夜 (04/15 ~ 04/22) 賞櫻及日本東京附近名勝、文化及美食之

旅，行程豐富、精緻美麗，將使您心曠神怡、永難忘懷，歡迎各位來自台、美、日、加鄉親參加！ 

年會以「強化台灣，邁向國際」作為主題深入研討，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 

(1) 前行政院長游錫堃先生為主講人，探討「美中貿易戰台灣的挑戰與機會」，以提升台灣的國際

地位;   

(2)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社會學博士(Ph.D.)吳仁鴻博士探討「台裔歷史協會

的工作與意義」； 

(3) 前國防部長蔡明憲博士演講「台灣國家安全面臨的危機與轉機」強化台灣國防及台美日加區域

安全合作；  

(4) 李席舟長老也將影音專題報告「台灣應該向右轉」，增進台灣與美國的經濟合作與軍事同盟； 

(5) 加拿大溫哥華台灣婦女會創始人及第一屆會長陳淑敏女士探討「一年後# Me Too女性運動浪

潮」； 

(6) 美國塑膠工程師學會院士楊欣晉博士研討「美加台灣人投資促進協會」； 

(7) 前立委及成大教授許忠信博士，講述「從台灣經貿史看台灣在現今國際經貿體系中的方向」； 

(9) 邀請台灣資深媒體人彭文正博士(彭 P)演講「赤化的台灣媒體怎麼辦？」； 

(10) 邀請台灣研究論壇會長、2020台灣正名推進協議會幹事長日本友人永山英樹談「打破一中！

強化支援台獨的海外網之必要性」。 

此次大會承蒙旅日台灣友人大和企劃的安排，與熱心旅日台灣鄉親的幫忙，萬分感謝。我們誠摯邀

請各位鄉親踴躍來參加這次 04/13、04/14在日本東京所舉行盛大的年

會，及會後精彩的八天七夜賞櫻及日本東京附近名勝、文化及美食之

旅；大家共同來參與討論，集思廣益，讓祖國台灣在經濟、國防、主

權更加強化，邁向並立足於國際社會，且積極貢獻於世界的和平與福

址！ 

會長  江文基 

2018~2019加拿大臺灣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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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not a part of China 

To: Honorabl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of Parliament of British Columbia and Members 
of Parliament 

Dear Honorabl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British Columbia and Members of 
Parliament: 

We, the Taiwanese-Canadian Association, wish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threat of Chi-
na against Taiwan as a sovereign state and to seek your legislative support for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which represents a model of democracy outside the Western world. Our 
Association is made up of people of Taiwanese heritage who have immigrated to Canada or 
were born in Canada to Taiwanese parents. We write, not as political scientists or profession-
al historians but as ordinary people from our knowledge, learning, and first- hand experi-
ence, and most of all, our sincerity and hope to save democracy. 

As you are aware,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long claimed Taiwan as its 
territory and demanded: “national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Now,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intensifying the claim threatening to invade Taiwan brutally should it dare to de-
clare independence. 

We wish to assert that Taiwan is not a part of China and the proposal for its “unification” 
with China is absurd. History will verify that Taiwan is not a territory of China and residents 
of Taiwan are not Chinese. Taiwan is an island off China in China Sea. Aboriginals had al-
ways dwelled in Taiwan. They were joined during the 12th century by those who rebelled 
against the ruling of the Chinese dynasty and settled in Taiwan. These rebels, led by Cheng 
Chen-Kung, along with the aboriginals are the ancestors of most of the current Taiwanese 
people. These Taiwanese were joined by the third group who retreated to Taiwan along with 
the Kuomingtang, a then political party in China, who escaped from the communists in Chi-
na and named Taiwan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Since then, Taiwan has evolved in-
to an integrated state distinct from that China in people, culture, and even language. 

Taiwan especially differs from China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Since 1990, Taiwan has be-
come a democratic country, in contrast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hina. Taiwan is thus a land of 
aboriginals and people who rebelled against Chinese rule. Taiwan also has is a democratic 
system as opposed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hina. Taiwan is thus a vastly distinct state from 
China. No other countries but Taiwanese themselves have the right to Taiwan’s sovereignty. 

However, to reach its territorial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China has applied all sorts of 
strategies. Daily artillery shelling of Taiwan began in 1949 until 1979 when it began to 
change its strategies. While military threats have reduced, diplomatic isolation of Taiwan 
from the world community has been a mainstay. Most recently, China has expanded the eco-
nomic isolation of Taiwan by requiring its Western trading partners such as airlines, hotels, 
and clothing industry in Canada and the US to affix China to Taiwan/Taipei destination. In 
this way, China is forcing Western countries to informally recognize Taiwan as its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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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in Taiwan have had to endure harassment and aggression from China on a daily basis 
since 1949 with no end in sight. 

Pertinent to the free world, Taiwan is strategically and economically crucial to Asia and im-
portant to US and Canada and the free world as a whole. Taiwan forms a chain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East Asia which may have served a shield against the ever-increasing Chinese 
aggression in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economic power in the world. The shield naturally pro-
vides security to the US and Canada. Losing Taiwan to China would break that chain and 
threaten the security of the US and Canada. By supporting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US 
and Canada would help save the free world from being dominated by China and would guard 
themselves. 

Therefore, we humbly ask you, Members of Parliament and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As-
sembly, and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to support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As a fur-
ther step, Canada and the US and other free countries would best support the admission of 
Taiwan to world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initially as observers and others 
such as WHO, WTO, and the Olympics as a regular member. We urge Canadians to oppose 
Chinese coercion to affix China to the name of Taiwan or Taipei in their trades and business. 
Failure to do so could only incorrectly and, hence, accidentally giv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illegitimate territorial claim and thus encourage further Chinese aggression – most likely to-
ward other regions as well. 

We learned that there exists today in Canada an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Federation of Chi-
nese Canadians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Reunification”. The honorary chairman 
is a major donor to Canadian politicians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s Taiwanese-Canadians, 
we repudiate such an organization and its un-Canadian act to aid China to take over Taiwan 
and hence to destroy its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 which are absent in China. We urge Cana-
dians and their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ves like you to support Taiwan in its 
struggle to maintain its status as a democratic and free country. 

Please don’t let Taiwan and its 23 million people become a second Hong Kong whose peo-
ple have lost freedom since its takeover by China. Please do not let Taiwan become another 
Uighurs who are interned and prosecu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being a minority re-
ligious group in China. Nation-wide, politicians in Canada may resist the bribery in the form 
of political donations given by such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who lobby for the illegiti-
mate claim of China against Taiwan and who thus promote more Chinese aggression. We be-
lieve that an independent Taiwan would mean a stronger free world and a more secure Cana-
da.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to our view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for Taiwan. 

Sincerely yours, 

 

Douglas Chiang 

President, Taiwanese-Canadia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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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は中国の一部に非ず！ 

 

私達カナダ台湾同郷会は日本の皆様に対し、主権国家である台湾に対する中

国の脅威への注意を促し、そして民主主義のモデルとしての台湾を支持して下さ

るようお願いしたく存じます。 

本会はカナダに移住した台湾人やカナダで生まれた台湾系の人々で構成され

ています。会員はみな政治家、科学者、歴史の専門家などではなく、普通の知識

や経験に基づき、民主主義を守りたいと願いながら行動する一般人です。 

ご存じのとおり中華人民共和国は一貫して、台湾をその領土と主張し、「国

家統一」を求めつづけています。あの国の習近平国家主席なども最近、台湾に対

し残忍な侵略な主張を行って脅迫しました。しかし歴史を見れば台湾が中国の一

部ではなく、台湾人が中国人でないことは明確です。台湾は中国の海外に位置す

る島であり、そこにはずっと原住民が暮らしていました。そしてその子孫が私達

なのです。ですから「統一」など馬鹿げた話です。 

1949 年、中国から国民党が中国共産党に敗れ、台湾に入り、中華民国の名を

台湾にかぶせられましたが、それでも台湾は全体的に中国とは人民、文化、そし

て言語に面ですら異なっています。特に政治制度は違います。中国が独裁制度で

あるのに対し、台湾は 1990 年以降、自由な民主主義国家になっています。 

このように台湾人民だけが台湾の主権を擁しているのですが、中国は台湾侵

略を達成するためなら手段を選びません。軍事的な威圧だけでなく、外交面でも

台湾の孤立を図っています。最近では米国、カナダ、日本など民主主義国家の航

空会社、ホテル、衣料業者などに対し、「台湾」の表記を「中国台湾」に書き換

えるよう要求もしました。つまり中国は西側諸国に非公式にでも台湾を中国領土

と承認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す。台湾人民にはこのように、1949 年以来中国の

侵略の脅威を受けない日はあり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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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自由世界にとって台湾は戦略的にも経済的にもアジアの要衝です。台湾

は東亜の列島線の一環として、増大一方の中国の拡張主義を防ぐ盾の役割を果たし

得ます。もしこの盾が失われれば、日本やカナダ、米国の安全は大いに脅かされる

ことになることでしょう。したがって主権国家としての台湾を支持することは、こ

れらの国を守ることになり、また中国によって世界全体が主導されるのを防ぐこと

にも繋がります。 

今後もし台湾支持を躊躇えば、中国はますます侵略の動きを強化させることで

しょう。したがって、私たちは日本の政府、国会議員、地方議員、そして国民に対

し、台湾を独立国家として支援するよう心からお願する次第です。そしてその更な

る一歩として、引き続き台湾の WHO へのオブザーバー参加を支持していただくだ

けでなく、さらに多くの国際機関への加入も応援してほしいのです。 

カナダには「全カナダ華人中国促進統一委員会」という組織があり、それを支

援する政治家たちが名誉会長になっています。このような組織が政治献金を行い、

政治家に反対湾の不当な主張をさせているのです。これは台湾併呑を後押しするだ

けではなく、民主主義や憲法を破壊するものとして、私達台湾人は反対していま

す。こうした中国の侵略に加担する勢力は日本国内にも存在することでしょう。そ

こで私達は、台湾を第二の香港にしてはならないし、2300 万人の台湾人を第二のウ

イグル人にしてもならないと訴えております。 

民主的な台湾は自由世界に寄与し、カナダと日本の安全保障にも貢献できるも

のと強く信じます。 

皆様の台湾へのご関心に感謝申し上げます。 

 

カナダ台湾同郷会理事長： Douglas Chiang（江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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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加拿大臺灣同鄉會 理事會成員 

TCA Board Members 

會長：江文基 Douglas Chiang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 

 經建會稽核 

 美商 Westinghouse 台灣分公司經理 

 美商 Rockwell 台灣分公司經理 

 台新租賃副總經理 

 鳳凰國際公司財務副總經理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理事、秘書長、會長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財務長、秘書長 

 民進黨加拿大黨部評議召集人 

 僑務顧問 

現職： 

 PHX International Net-

work 負責人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會長 

 台灣海外發展委員會委

員、僑務委員 

 民進黨加拿大黨部執行

委員 

祕書長：蔡霞芬 Shya-Fen Tsai 

加拿大台灣人藝術家 

她以獨特的藝術語言不斷地探討當代社會環境及人類生

存的內在空間，同時對人物雕塑與西洋建築也有深度的

濃厚興趣，曾多次受邀參加國際展。 

除了全力支持台灣人自己的活動，她也致力推動加拿大

與台灣人的友誼及文化藝術的交流與聯結。自 1974 年

抵達溫哥華，經歷包括： 

-  溫哥華台灣同鄉會理事 

-  台加文化協會秘書長 

-  溫哥華市，市議會顧問 

-  溫哥華台灣婦女會創會副會長 

-  溫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理事 

-  加西台灣藝術家協會副會長 

2018 年欣逢我們承辦加拿大 

台灣同鄉會年會，在溫哥華

我們誠摯地迎接了來自各地

的訪客和郷親，共同分享了

難得的美好時光。現在來到

東京則以不捨的心情來説聲

“ Good-bye, 期待明年再相

會！” 

財務長：張瓊珍 Jane oishi 

1973 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 

曾任台灣同鄉會理事 台加文化協會理事 及財務長溫哥

華台灣同鄉婦女會會長佛光山溫哥華協會副會長 

1989-2017 就職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于 2017 年退休 

旅居海外 但心中對台灣的未來相當關切 這也是所有海

外同鄕共同的信念我們都深信台灣會向國際更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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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世伶  Serena Fang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 

出生：台灣 

現居住地：加拿大溫哥華 

Email: serenafang@hotmail.com 

學經歷:  

 台灣實踐大學畢業 

 Certificate of Legal Secretary in Long Beach City Col-

lege CA USA 

 和信傳播集團－聯祥股份有限公司：執行企劃部副

理 

 香港傳訊電視－中天電視台：市場企劃部經理 

 Vancouver School Board—Interpreter Volunteer 

現任職:  

 加拿大溫哥華實踐大學校友會：會長 

 加西台灣藝術家協會：秘書長 

  台北駐溫哥華經濟

文化辦事處領務

組：志工 

廖顯崇： 2018 卡城台灣同鄉會會長 

1976 年移民到加拿大。 

台灣出生，因家族被無理的強權迫害之下，不得不離

開台灣，全家遷居香港，前後在香港、美國受教育。

畢業後就職於日本，後再移民到加拿大。雖口操粵語

及英語，但滿身流著愛台灣之血。 

1987 及 2018 擔任卡城同鄉會長共兩屆。 

2019 加拿大臺灣同鄉會 理事會成員 

TCA Board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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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加拿大臺灣同鄉會 理事會成員 

TCA Board Members 

黃雯卿 Vicky Huang 

Winnipeg 台灣同鄉會會長 

我與我的家人於 2009 年從台灣來到溫尼伯

(Winnipeg, Manitoba)， 於 2015 接下會長ㄧ職。 

 溫尼伯是個中型的城市, 在此台灣人不多，目前有聯繫

的大約十幾個家庭與ㄧ些來此求學的年輕人。我們有同

鄉會的 Facebook page，希望能

讓來此的台灣人能有個屬於台灣

人的社團可以ㄧ解鄉愁， 認識

新朋友甚於尋求幫助與解答其疑

慮。  

 

鄭憲明  

Ottawa 台灣同鄉會會長 

 1959 - 1963， 台大農化系畢業 

 1965 - 1967, University of Guelph, Soil Science, Master 

degree 

 1968 - 1969,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omputer Science, 

Master degree 

 1970 - 2006, Statistics Can-

ada 

 Retired on July, 2006 

洪淑芬 Shelly Hung    

Victoria 台灣同鄉會會長 

出生地: 台灣 台南市 

現居地: 加拿大 維多利亞 

 Email :shellyhung2002@yahoo.com  

學經歷:  

 國立 台南女中 畢業 

 國立成功大學  畢業 

 維多利亞 培德中文學校 行政秘

書 

 維多利亞 培德中文學校 教師 

 維多利亞 台灣同鄉會 秘書 

現    任:  

 維多利亞台灣同鄉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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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銘  

Montreal 台灣同鄉會會長 

25 年蒙特婁台灣同鄉會理事，兩年蒙特婁台灣同鄉會

副會長，今年蒙特婁台灣同鄉會會長。蒙特婁民進黨執

事委員，長期帶隊抗議跟參加紐約台灣入聯活動，長期

接待台灣藝術團政府訪問

團跟旅遊觀光團。 

2019 加拿大臺灣同鄉會 理事會成員 

TCA Board Members 

陳昱元 St. John's NF 台灣同鄉會會長 

林啟信 Toronto 台灣同鄉會會長 

羅聆榛 Saskatoon 台灣同鄉會會長 

張美和 Kinston 台灣同鄉會會長 

石松桓 London 台灣同鄉會會長 

彭詩涵  Nova Scotia 台灣同鄉會會長 

曾添財 Tien-Tsai (Steve), Tseng  

Edmonton 台灣同鄉會 
Present: Project Supervisor –Western Canada 
Email: stseng@tecowestinghouse.ca 

Experience: 
•15 Years – TECO-Westinghouse Canada, Project Supervi-

sor 
•1.5 Years – Tekom Tech Inc, Director of Global Quality 

Assurance  
•3 Years – TECO Taiwan, Sales Manager of N. American 

Market 
•1.5 Years – Aicom Belgium, Director of Marketing 
•5 Years – TECO UK/Germany, Service Manager Of Pan Eu-

ropean 

Educ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xecutive MBA Degre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MBA Degree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ajor in Electrical Computer 
Certifications & Areas of Expertise 

•Project Management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s 

•Cost estimating, control & negotiati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 Customer Service  
•TQM in Manufacturing  

Community Experiences 
•Actively Main Board Director Of Taiwanese Association 
•Liaison Of Taiwanese Community In Edmonton. 
•Executive Counselor Of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Board Members Of Edmon-

ton District Badminton 
Association 

•Director Of Alberta-
Taiwanese Emergency 
Care Association. 

•Chairman Of Taiwan Pavil-
ion In Edmonton Heritage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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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重義(John Lee) Vancouver 

 1940 年： 出生於 台北市。 

 1964 年 ： 成功大學水利系畢業 。 

 1966 年：來加拿大留學( University of New Bruns-

wick 土木系碩士）。 

 1968 - 72 年：擔任 Saskatchewan Nelson Basin Board 

水利工程師。 

 1972 年至退休：受顧於加拿大聯邦政府為水資源 

工程師。 

 1978 ~ 79 年：擔任大温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  

 1980 - 81 年：擔任聯合國（WMO)派駐 Nigeria 國的

水資源顧問。 

 1997 ~ 99 年；擔任加拿大台灣同鄉會總會長。 

 1997 年：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執行長。  

 1998 年：在温哥 華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年會總

召集人 。  

 2000 年 ~2003 年：擔任加西僑務 委 員。  

 2001 年：被推選 為「全僑民主和平聯盟」溫哥華

支盟會長。 

 2002 年 ： 榮獲加 拿大政府頒發「女王登基 50 週

年金禧獎」。  

 2013 年： 榮獲加拿大政府頒

發 “ 伊莉莎白女王登基六十

週 年鑽禧獎章”。 

 愛好： 足球、棒球、音樂、

社交舞、旅遊（曾到過六 十

多個 國家與地 區）。 

洪秋月(Cathy Hong )Toronto  

 旅居加拿大 32 年。 

 1997 年創辦「台灣合唱團」。 

 1998 年創辦「台灣室內樂團」。 

 2002 年成立「福爾摩莎 長青學苑」至今。 

 2012 年起，每年用 2-3 個月時間，在台東做「監獄

福音事工」，每天進入監獄，傳遞上帝的「福

音」。 

 2015-2017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會長 

 常年關懷在台灣及多倫多「晨

曦會」戒毒中心戒毒的弟兄。 

 「台灣」是我的故鄉，我永遠

愛著它！ 

施興國 Vancouver  

曾任： 

 德國西區台灣同鄉會會長。 

 全歐台灣同鄉會理事。 

 加拿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 

 FAPA 溫哥華分會會長。 

 海外組織組黨遷台後援會成

員。 

 全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會長。 

 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 

  國際台灣賞鳥協會副會長。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2017-2019) 顧問團  

TAIWANESE - CANADIAN ASSOCIATION(2017-2019) CONSUL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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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榮發 Vancouver  葉國基 Toronto 潘美智 Ottawa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2017-2019) 顧問團  

TAIWANESE - CANADIAN ASSOCIATION(2017-2019) CONSULTANTS 

林美麗 Mireille Fu Lin  

出生: 台灣台中市 

國籍: 加拿大 

 (1976 Married, immigrant to CANADA) 

婚姻狀態: 已婚, 配偶: 林崑讚博士. 

經歷:  

 吉美百貨行老板 

 McGill University Computer Sci-

ence  

 Royal Victoria Hospital Clerk 

 Maily Company President 

 夢特婁台灣同鄉會會長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會長 

 夢特婁台灣同鄉會召集人  

鍾雅澤 Edward Chung 

經歷:  

 多倫多台灣同鄉會 會長  2010     

 多倫多台灣人社團聯誼會 召集人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會長 

現任: 

 FAPA Canada 會長 

 Canadian Mackay Committee, Co-chair 

 TCA 加台會 顧問 

感言: 

 經歷著台灣民風及政情的變化, 以及多年來居住

加拿大, 觀察西方及國際局勢的改變, 謹著墨數言, 與君

分享、共勉。 

 台灣堅守民主路線是唯一生存之道, 一路走來艱

辛, 近來已見曙光；加上中國共產黨的國內一黨專政、

跋扈, 及國際形象悪劣、處處欺壓鄰國, 世界各國已洞悉

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 歐、美、日等國更掀起一片抵

制中國浪潮。 

 身為台灣移民, 更應在不同行業, 發揮才能, 參與

社區及各級政府事務；時機來臨, 適時適地為台灣發聲, 

捍衛普世民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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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年會 議程 

TCA Annual Conference Program 

 (08:00-18:30) B1 會議廳 Vendome    (19:00-22:00) 29 樓宴會廳「虹」  

Time Event 主講者/(主持者) 

April 13 

12:00 – 21:00 Registration Day (主持:永山英樹/謝惠芝/Bruce Liang) 

19:00 – 21:00 Welcome Party (主持:永山英樹/謝惠芝/Bruce Liang)  29 樓 Akane 

April 14 

6:30 – 7:50 Breakfast 

8:00 – 8:30 Opening Ceremony (主持: 蔡霞芬/謝惠芝)  

8:40 –  

9:40 

美中貿易戰台灣的挑戰與機會 

 游錫堃/ (許忠信)  

   

9:50  –  

10:50 

台裔歷史協會的工作與意義  

吳仁鴻 

 

11:00 –  

12:00 

強化台灣國防及台美日加區域安全合作 

蔡明憲/(陳建銘)  

 

12:10 – 13:30 Lunch 

13:40 –  

14:05  

「台灣應該向右轉」 

李席舟/(江文基)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0OTgDHsykPRbzMtNTlGbjQyY25aV1Z5c2hZTGFUSTd0OUM4/edit?usp=docslist_api&filetype=msword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0OTgDHsykPRa2xHa3ljSEJqVnBPbXBSMDNXaWE2RXBmVFZ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0OTgDHsykPRNDZia1lNZUF3akJhOWt5SlRMWDNYYmg0TH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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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 – 

14:30  

一年後 "# Me Too" 女性運動浪潮

的探討 

陳淑敏/(蔡霞芬)  

 

 

14:40 –  

15:30 

研討美加台灣人投資促進協會 

楊欣晉/(范增昌)  

 

15:40 –  

16:30 

從台灣經貿史看台灣在現今國際

經貿體系中的方向 

許忠信/(楊欣晉)  

 

16:40 –  

17:30 

赤化的台灣媒體怎麼辦？ 

 彭文正/(張瓊珍)  

 

17:40 –  

18:30 

打破一中！ 

強化支援台獨的海外網之必要性 

永山英樹/(謝惠芝)  

 

 

18:40 – 18:50 Closing Ceremony (宣讀聲明: 江文基  交接: 江文基/陳建銘)  

19:00 –  

22:00 

Dinner & 台灣之夜 Entertainment 

(主持: 鐘淑汝/蔡霞芬)  

1.男高音范增昌博士聲樂演唱  

游秀真鋼琴伴奏 

2. Bruce Liang 賢伉儷薩克司風演奏 

3. 台灣研究論壇與美麗島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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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辞 

 

江文基会長はじめカナダ台湾同郷会の皆様が来日され、ここに年会（台湾問題に関する

研修会）が盛会に開催されますことを心よりお喜び申し上げます。 

 カナダ台湾同郷会の皆様が遠く異郷の地で祖国の発展と民主化の推進のため、長年ご

尽力されてこられたことに心から敬意を表します。また、在日台湾同郷会の皆様には地理

的に日本と近いが故に、母国の激動に翻弄され難儀された方も多いことかと拝察致しま

す。 

 台湾は第二次大戦後侵攻してきた国民党軍の圧政によって苦難の道を歩んできました。

ようやく民主化された台湾ですが、近年、経済の低迷や少子化問題という日本と同じ国内

問題に加え、対外的には中国という共通の脅威にさらされています。 

 急速に台頭してきた中国ですが、米国との経済戦争により国内経済が劇的に悪化してお

り、少数民族に対する人権問題から世界の目をそらせるためにも台湾に対する攻勢を強め

てくることが懸念されます。こういう時に世界に散らばる台湾同郷会の皆様の全面的な連帯

がどうしても必要だと思います。台湾は地政学的に日本にとっても大変重要な位置を占め

ております。日本は、日本の為にも台湾との絆をさらに強めていくことが大切です。台湾の

繁栄と独立、そして日台両国の友好関係の益々の発展とご参集の皆様方のご多幸をお祈

り申し上げましてメッセージと致します。 

 

平成三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衆議院議員 中山 成彬 

参議院議員 中山 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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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詞 

 

竭誠歡迎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江會長一行及各位嘉賓來到日本, 並祝賀年會圓滿成

功。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的朋友們雖遠在他鄉, 仍長期致力於推動祖國台灣的民主化及發

展, 在此向各位表達我們衷心的敬意。 

台灣在戰後遭受國民黨軍的入侵及壓迫, 在走過了一段艱難困苦的道路後終於步上

民主之路, 但近年由於國內的經濟衰退及少子化問題的浮現, 除了面臨這和日本同樣的

困境之外, 對外皆遭受來自中國的威脅。 

崛起的中國目前因為美國經濟戰的壓力, 造成國內的經濟狀況急速惡化, 我們憂心

中國會為了轉移世界各國質疑他們對少數民族人權問題的焦點, 必將加強對台灣的政

治力道。因此, 我們認為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台灣同鄉會絕對有必要做全面性的互動與

連結。 

台灣在地政學上對日本來說佔著非常重要的位置, 日本為了台灣, 也為了日本, 更應

該強化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及情誼。  

最後, 我們向各位獻上由衷的祝福, 祈願台灣的繁榮與獨立, 台日兩國的關係更加發

展、友誼更加深厚。  

 

 

       平成 31 年 4 月 14 日 

 

                   日本眾議院議員 中山成彬 

                   日本參議院議員 中山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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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県本庄市長 吉田信解     

 台湾カナダ同郷会の東京での年次総会の開催、ま

こと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私はちょうど 30 年前に台湾に１年留学しました。

明るく親切で、日本への熱い思いを持ち続けておら

れる多くの方々の存在に深く感動しました。  

 また、留学当時起こった「野百合運動」を取材す

る日本人記者のアシスタントをするなかで、台湾の

民主化のため如何に多くの犠牲が払われたか、その

苦難の過去を学ぶ事が出来ました。以降台湾の政治動向には常に関心を寄せている

ところです。  

 自分達のことを自分達で決定し、誰からも干渉されない、自由民主、自主自立の

台湾の存在は、必ず世界の人々から支持され祝福されるはずです。そのために各方

面で献身的な運動をされている全ての皆様に、心からの敬意を表し、熱い支持を表

明し、ご挨拶と致します。多謝。 

 

埼玉縣本庄市長  吉田信解 

 歡迎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年會在東京盛大舉行。  

 我在 30 年前曾到台灣去留學過一年，認識了非常多個性開朗親切且對日本充滿熱情

的台灣朋友，讓我深受感動。  

 另外，在我留學期間正逢野百合學運，我因為當時協助日本記者採訪，親身體驗台

灣在爭取民主化過程的艱辛及所付出的犧牲，台灣苦難的歷史軌跡讓我上了人生重要

的一課。也是之後督促我持續關心台灣政治動向的力量。  

 自己的未來自己決定，誰都沒有權力干涉，台灣堅持擁有的自由民主及自主自立，

必定會得到國際的支持與祝福的。 我要在此對在各方面做出貢獻的各位，表達衷心的

敬意與熱情的支持，並獻上對各位的問候，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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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講員：游錫堃 先生 

簡介： 

台灣政治人物，宜蘭縣冬山鄉太和村人，歷任台

灣省議員、宜蘭縣縣長、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院

長及民進黨主席等職。是民進黨突破黨禁「圓山組

黨」的策劃者。宜蘭縣長任內揭櫫「文化立縣」，

成為「台灣文藝復興」的起點，任滿前獲遠見雜

誌 1996、1997 台灣民情報告 23 縣市評比連續兩年

全國第一名。 

他上任時是當時台灣最年輕的行政院副院長、行

政院長；國內第一位曾任民選縣長的行政院長；

1996 年總統民選以後李登輝政府、陳水扁政府、

馬英九政府迄今任期最長的閣揆[3]。行政院長任內

推動「挑戰 2008 國發計畫」，促進台灣「工業經

濟」轉型為「知識經濟」；完成「金融改革」使台

灣「金融逾放比」符合國際標準；貫通雪山隧道、

完成員山子分洪道等重大建設。被譽為 1996 年後

最有治績的行政院長，當時施政滿意度更高達六成

四。 

2007 年擔任民進黨主席時，推動通過「正常國家

決議文」。2014 年以 21 年未參加選戰之宜蘭人，

到新北市挑戰當時被視為中國國民黨救世主的現任

市長朱立倫，出乎眾人意料地僅以 2 萬 4528 票之

差險輸。 

 講題：美中貿易戰台灣的挑戰與機會 

大綱： 

前言： 

• 正常國家是台灣人的願景 

• 台美建交是實現正常國家的第一步 

• 未來十年是實現正常國家的關鍵年代 

中國霸權崛起： 

a) 2010 躍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b) 2012 習近平稱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國 

c) 2013 力推「一帶一路」 

d) 2015 啟動「中國製造 2025」 

e) 2016 不接受南海仲裁並違反無意軍事化承諾 

f) 2017 稱美艦抵高之日，就是武統台灣之時 

g) 2018 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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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h) 2018 針對美擬提高關稅，習稱「以牙還牙」 

美國戰略改變： 

a) 2017 川普列中為「戰略競爭對手」 

b) 03/16 通過「台灣旅行法」 

c) 03/22 川普指示對中徵收關稅 

d) 05/23 取消邀請參加「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e) 07/07 美艦十年來首度穿越台海 

f) 10/04 副總統演講全方位批判中共 

g) 11/09 美公布要求中撤除南海飛彈 

h) 11/15 彭斯：「印度太平洋地區容不下帝國與

侵略」 

i) 12/31 制定「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ARIA） 

美國眼中的中國： 

 美國重建了中國 

 中國全方位滲透美國 

 中國欲將美國擠出西太平洋 

 中國是無以倫比的監控國 

 中國各宗教遭受嚴重迫害 

 中國輸出債務與腐化 

 

新圍堵政策發展中：  

 美國藉平衡貿易啟動貿易戰 

 美逼中實施「三零二停一允許」 

 美要求盟邦接受「毒藥丸條款」 

 以國安為由封殺華為國際市場 

 美國全面清理中國滲透 

 制定「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 

 美國意欲重訂國際規則 

台灣的挑戰與機會 

 中共從未放棄併吞台灣 

 台灣位居東、台、南海要衝 

 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最前線 

 台灣是華人世界民主燈塔 

 川普總統勇於打破現狀 

 美國政府友台人士位居要津 

結語： 

 美中對立表面是貿易，本質是政治價值觀 

 中國不民主開放，美中衝突永續存在 

 團結力推「台美建交」是全球台人當務之急 

講題：美中貿易戰台灣的挑戰與機會 

大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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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講者: 吳仁鴻 (Karl Wu) 

現職： 

目前任職於中國中山大學珠三角改革發展研究

院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國際移民、中國經濟

發展中的產業結構轉型與社會變遷等相關議

題。 

學經歷 

 台灣政治大學社會學學士(BA) 

 台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碩士(MA) 

 研究方向: 1990 年代社區大學運動與台灣

公民社會的發展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社會

學博士(Ph.D.) 

 研究方向: 海外移民社區與國際政治經濟發

展 

 日本中京大學國際教養學部 日本文部省 JSPS

外國人特別研究員 /  

 研究方向: 二次戰後亞洲對外移民的歷史發

展與比較 

 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政治學研究科 外國人

研究員 / 扶輪社米山獎學金 /  

 研究方向: 二次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過

程研究 

演講題目: 台裔歷史協會的工作與意義 

大綱： 

I. 離散(Diaspora)與台灣當代歷史的特殊屬性 

1. 人為甚麼要離鄉背井出外打拼?  

2. “狗去豬來” —台灣社會結構的鉅變 

3. “外口的空氣 khah 自由” – 1960-70 年

代的留學生海外移民 

II. 溫哥華台裔社區的口述史紀錄 

1. 口述史的意義—歷史的保存與認同的建立 

2. 台裔歷史協會的發起與運作 

3. 未來的工作展望—更全面地蒐集保存台裔

加拿大人的歷史 

III. 海外台灣同鄉會與“黑名單”政治 

1. 海外台灣人涉台政治活動的兩種路線: 遊說

與組織 

2. “黑名單”政治的實施 

3. “黑名單”政治的社會效應 

IV. “台僑” 或是 “台裔”? —加拿大台裔移民

的身分認同問題 

1.主觀方面: 什麼是 “僑”? 從 “華僑”、

“台僑” 到 “台裔” 

2.客觀方面:  

a) 加拿大多元文化社會的理想與現實(c.f. 紐

西蘭攻擊事件) 

b) 代際問題: 

誰的祖國? 

誰的故鄉? 

V. 問題與討論— 

呼籲推動更完

整的加拿大台

裔歷史保存與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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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蔡明憲 教授 (Prof. Michael M﹒Tsai) 

現 職： 

• 國防大學專題講座教授 

•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兼任法學教授 

•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 

• 台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 台灣國防政策及戰略研究學會理事長 

學資歷： 

• 美國加州西部法學院法學博士（J.D.） 

• 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企管碩士（M.B.A.） 

•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士（B.A in Law.） 

• 美國加州、紐約州及紐澤西州律師公會 登錄

律師 

經 歷： 

• 國防部部長、副部長； 

• 總統府國安會副秘書長兼諮詢委員； 

• 外交部駐美（華府）副代表； 

• 立法委員兼國防委員會召委及黨團幹事長； 

• 國民大會代表兼民進黨團幹事長； 

• 司法院司法改革委員會委員； 

• 行政院陸委會諮詢委員； 

• 美國加州、紐約州及紐澤西州執業律師； 

• 美國西部法學院訪問學者 

 

講題：台灣國家安全面臨的危機與轉機  

大綱： 

   （一）前言： 

• 印太國際情勢的轉變與台灣戰略地位的重

要性 

• 美國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及「重返亞

太」政策； 

• 美、中經貿及政治軍事戰略的對立； 

• 中國在南海、台海及東海軍事化的霸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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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釁； 

• 台灣在「印太戰略」中的重要性及參與角

色； 

（二）台灣國安當前面臨的危機 

• 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挑釁及威脅：台海封鎖

及飛彈威脅等； 

• 中國對台灣的政、軍、商、民的統戰：分

化及利用等； 

• 中國對台灣的政治作戰（法律戰、媒體

戰、心理戰）及對台灣的國際外交打壓； 

• 台灣內部統派勢力的崛起（媒體、網路、

政黨政治勢力等）； 

• 台灣執政當局的「維持現狀」政策，弱化

台灣人民追求「台灣國家正常化」及「轉

型正義」的運動推展； 

（三）台灣推動「台灣國家正常化」及國際外交

的契機 

• 美國國會及川普政府，近年先後通過並

批准了「台灣旅行法」（ Taiwan Travel 

Act）；「2019 美國國防授權法案（2019 

U.S.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及「亞洲

再保證倡議法案」（Asia Reassurance Ini-

tiative Act of 2018）  對促進台美外

交、國防、安全及「台灣國家正常化」

有極大幫助； 

• 日本安倍政府對台灣政府及人民的友

善，對台海及周邊海域安全的關注及支

持； 

• 英、法及印、澳、越、菲、新等東南亞國

家，對中國在南海島嶼軍事化的霸行反

感，進而與美、日結成戰略夥伴，以對抗

中國，確保亞太安全及「公海自由航行

權」，對台灣國安有利； 

• 台灣多項民意調查，顯示支持台灣加入Ｕ

Ｎ、ＷＨＯ等國際組織都超越 70%； 

• 近幾年來，台灣眾多青年世代及民間本土

自主社團，紛紛崛起，自動自發參與台灣

公民「自救運動」、「台灣國家正常化」

及「轉型正義」等運動。2018 年 11 月的

台灣縣市長選舉，民進黨挫敗，或能激發

本土勢力重新出發，邁向正向「台灣國家

正常化」之運動之路。 

 

（四）討論及建議 

講題：台灣國家安全面臨的危機與轉機  

大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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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許忠信 教授 

學歷： 

• 台南一中 

•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士（國際關係組）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班修業六年 

• 英國劍橋大學法學博士 

經歷： 

• 中華民國律師高考並經萬國國際法律事務所實

習及格 

• 教育部海商法學門碩士後赴歐公費留學生（四

年） 

•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專任助理教授 

• 中正大學財法系海商法兼任助理教授 

• 德國海德堡大學經濟法國際私法研究所訪問學

者(2006) 

• 巴黎國際商會（ICC）主任仲裁人 

• 中華民國第八屆立法委員暨黨團總召 

 

現職：成大法律系所教授 

大綱: 

一、台灣經貿關係史 

（一）荷蘭殖民時期（1624-1661） 

1、浪漫的荷蘭風車使得西風東漸及於台灣： 

荷蘭在十六世紀末，雷侯特氏發明風車與

海爭地，以北海風力轉動風車，將海堤內

之雨水打到堤外，功在國家，晉升公爵。

數年後，柯納利氏有感於以人力鋸木造

船，未能製造夠大之船隻以利航海，因

此，發明一設備將風車旋轉力量轉換成上

下拉動之力量，用以切割北歐巨大之原

木，因而成功地造成巨大的荷蘭艦隊，抵

達安平之巴達維雅號即為其一。此後不

久，船體巨大、航行快速而又船堅炮利之

荷蘭艦隊即成功攻下印尼，並將之納為荷

屬聯合東印度公司之殖民地。西元 1624

年，荷蘭人在安平登陸，我先人讓地遷居

新港社（新市鄉）。 

2、台灣之砂糖與鹿皮等貿易利益協助使荷蘭

成為世界強國並建布魯塞爾之廣場

（Großer Markt），甚至英國人貝特建新

加坡時，英國印度總督還行文向荷蘭抱歉

並說明並無挑戰荷蘭之意。  

講題：從台灣經貿史看台灣在現今國際經貿體系中的方向 

過去台灣經貿史給我們的實證經驗：南北向國際貿易優於東西向兩岸貿易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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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寧王國時期（1661-1683） 

1、在鄭經領導下，陳永華（閩南人）與劉國

軒（客家人）閩客合作。  

2、透過台灣第一部商約（1672 鄭英商約十三

條）與英國通商，並與東南亞及日本貿易

（透過鄭賓氏），國富兵強，窮鄭經與陳

永華在世之年，康熙不敵而採海禁之策

（不與台灣通商），並因與鄭經對峙之軍

餉而頭痛不已。 

（三）清領時期（1684-1895） 

1、兩岸間緯度等地理環境及飲食服裝等文化

因素使得兩岸貿易具有高度替代性。 

2、在中國，1689 年康熙打敗俄國簽尼布楚條

約，成為世界強國。 

3、在台灣，羅漢腳（活）與萬應公（死）到

處可見，連樟腦產業皆被看衰，例如苗栗

望族吳湯興之父親拋家棄子離台。 

（四）日治時期（1896-1945） 

1、台灣出口砂糖、稻米（磯永吉改良台灣米

成蓬萊米）等、輕工業發跡、1905 年台北

近郊已有發電廠，並有商標與專利權法之

施行。 

2、1905 年日俄戰爭，日本因領有台灣而由彰

化得知俄國海軍情資，大勝俄軍，成為世

界強國。 

（五）二次大戰到我國 2002 年加入 WTO 

1、我國在二次大戰之後之經濟奇蹟時期，雖

未參與任何國際經貿組織，而身為我國最

大貿易夥伴之美國與我國之主要競爭國家

墨西哥（墨西哥當時在紡織品等產品與我

國紡織品等激烈競爭）於 1993 年成立北美

自由貿易區，我國非但未被邊緣化，反而

加速產品升級，並成功地轉型成為資訊產

品大國。 

2、美國因台灣與日本之盟邦關係而享有太平

洋地區之控制權與經貿利益，因而成為世

界超強。 

二、歸納 

1、擁有台灣經貿利益者成為強國。 

2、台灣經貿史告訴我們：台灣最富庶之時期

為東寧王國（閩客合）時期與二次大戰後

迄今，其次為日治時期與荷蘭殖民時期，

最民生凋弊之時期為清領時期。 

足見台灣為一國家並與世界貿易時最好，

兩岸分治（南北向貿易）時其次，兩岸統

合（東西向貿易）時最困頓。 

3、我國在二次戰後經濟奇蹟時期，對外貿易

以對美國為主，我國雖無中國市場亦未加

入美加墨自由貿易區，我國仍創造出經濟

奇蹟，亦未被邊緣化，反而因此加速傳統

產品升級，並成功地轉型成為資訊產品大

國。 

講題：從台灣經貿史看台灣在現今國際經貿體系中的方向 

過去台灣經貿史給我們的實證經驗：南北向國際貿易優於東西向兩岸貿易替 

大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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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李席舟  長老 

簡歴： 

• 行政院政務顧問、美南台福教會長老 

• 民進黨前美南黨部主委、外貿協會 GPA 美國政

府採購顧問 

• 1950 年出生於台灣台南麻豆。 

• 1967 年台南一中畢業。 

• 1971 年東吳大學經濟系畢業。 

• 1973 年開始經商， 1975-1983 年曾在中東、非

洲、歐洲及東南亞等地旅行從事國際貿易， 往

返台灣及中東各國不下數十趟，1983 年全家移

民美國德州休士頓， 創立 SAFINA 辦公用品公

司，為美國聯邦政府合格的供應商。

12/10/2018 在台灣創立福和會。為台灣史上第

一個以基督信仰為根基的右派政治團體。 

 

福和會網站 http://www.frassn.org 

李席舟個人網站： www.robertleeefc.net 

講題：台灣應該向右轉 

1、台灣已經從藍綠走到左右的十字路口 

台灣需要一個右派的政治團體，來和美國共和

黨的保守派接軌 

2、 共和黨與保守派價值  

美國共和黨的根基是保守派價值，保守派人民

認為道德是凌駕於一切政治之上的，這個道德包

括傳統家庭價值，社會的正義秩序，個人與商業

的自由，最小政府，這樣的道德觀價值，是根基

於信仰。 基督宗教認為上帝給與人類自由意志，

人類的基本權利是根基於上帝，但人類的自由意

志能選擇奮發向上也能選擇墮落沈淪，只有選擇

奮發向上的人類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這是美國

保守派價值的基本道德觀。 因此，一個人面對任

何問題，應該先由自己負起責任解決，辛勤工

作，力爭上游，若遇上困難，有家庭親友支持，

還不足，有教會的支持，除非非得政府來做的

事，如建立軍隊等等，才由政府來做，這是保守

派價值「最小政府」觀念的由來， 社會主義者的

思想完全相反，因此是不道德的，保守派價值就

是反對社會主義，尤其是反共產主義。 

3、台灣的無接軌狀態 

保守派價值在台灣沒有任何接軌的政治組織。 

國民黨是列寧式政黨，施行的政策為變種的國

家社會主義，為維護政權採恩庇體制，唯一的優

點是反共，當初美國為了反共才與國民黨合作，

但如今國民黨已經不但不反共，還成為中共喉

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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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接替國民黨反共的任務，但民進黨是左

派政黨，相信的價值與保守派價值完全格格不

入。 

美國在川普執政下經濟明顯轉強，國際影響力

與國民自信心提升，保守派價值復興，美國在國

際上尋求戰略夥伴，考量的雖然以地緣戰略需求

優先，但若能有共同的保守派價值，美國保守派

人民會希望保護有道德的、良善的國家。 

台灣雖非基督教國家，但多數人民的道德價值

體系大致上符合保守派信念，如「愛拚才會

贏」、政府不要管太多、但台灣卻缺乏保守派的

政團組織。 

台灣必須建立一個保守派的民間組織，以與美

國的保守派價值以及共和黨政府接軌。 

4、福和會於 12/10/2018 國際人權日在台北宣佈

成立 

「福和會」(Formosa Republican Association) 

http://www.frassn.org 

福，福氣；和，和平、共和。以宣揚右派，基

督精神「保守價值」為主。 是台灣史上第一個以

基督信仰為根基的政治團體。 

一、宣揚美國憲政與保守價值理念 

二、提倡基督精神與企業治國理念 

三、振興經濟繁榮台灣，邁向富裕國家 

任務： 

一、守護台灣主體價值，積極與美國、日

本等友好自由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二、捍衛愛、正義、自由、人權與真理價

值 

三、保障私有財產，尊重市場機能，推動

公有事業私有化，建立有利經濟發展之優

良稅制 

四、建立台灣主體意識之國防力量，積極

參與區域安全策略 

五、推動本土文化教育與反共、反極權教

育，重建技職教育體系，落實英文官方語

文化，拓展人民國際視野 

六、其他有關推動台灣經濟發展及促進國

富民強等之相關工作事項 

使命： 

1、堅決反中共極權暴政 

主張依上帝的旨意建設台灣成為一個美麗

的家園 

作法：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

你的 神同行。 

2、捍衛人權 

3、救經濟：建設台灣成為亞洲富裕之國 

「愛、正義、自由、人權、真理、誠實、

安全」等價值是富裕之國的磐石之基 

4、台灣優先：繁榮、富足、幸福、喜樂的

台灣 

Make Taiwan great. 讓台灣更偉大 

5、本會將同美國共和黨與保守主義結盟，

宣揚美國保守派理念。 

講題：台灣應該向右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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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講員：陳淑敏  女士 

講題：一年後 "# Me Too" 女性運動

浪潮的探討  

大綱： 1) 介绍 # Me Too" 女性浪潮的源由。 

2) 一年後 # Me Too" 發生後的現象。 

3)台灣女權在政治上獨特的現象。 

4)各國女政治家的對比。 

5)我們將來努力的目標。   

學歷： 臺北謢專畢業 主修 公共衛生。 

現任： 第一屆 加拿大 台灣婦女會(TCWA)理事。

2018 開始----- 

經歷： 

• 加拿大溫哥華 台灣婦女會創始人 及 第一屆會

長 (1976)。 

• 臺灣僑務顧問 2002---2007。 

• 加拿大多倫多 臺灣同鄉會 會長 (1988---

1989)。 

• 第四屆 聯合國 北京 世界婦女大會 加拿大婦

女團 代表 (1995)。 

• 民進黨美東分會 黨代表 (1999)。 

• 加拿大多倫多 台灣婦女會(TCWAT)  會長 

(2009)。 

回顧 1974 年 2 月 ,我們全家從 Ontario 搬到 Vancouver 

(1974~1988)居住 Vancouver 14 年中:記得在我小女兒 4 

歲上幼稚園後，而我的工作相當穩定，有較多餘的時

間隨夫婿關心台灣人運動。因為我們那時這些新移民

的台灣人在 1960~1980 年代中，受北美洲在政治、社

會、文化、婦女等熱朝洶湧的革命運動。由其是婦女

意識的提升及覺醒，對我的感受及沖擊最大。當時在

台灣人的海外社圍裡均以男性主導，婦女只有在後面

做幕後的工作及支持。於是我們很快於 1976 年成立

全加拿大第一個不屬於同鄉會,而完全獨立的婦女組

織。因籌備的關係，我很快的被選為溫哥華台灣婦女

會的創會會長。 

1995 因為我代表加拿大婦女團隊去參加聯合國北京召

開第四屆世界婦女論譠，使我深深感受到在那個場

合，沒有加拿大台灣婦女團體代表參加，在這種情

形，台灣婦女就無法在加拿大與世界發出聲音。類似

目前台灣無法加入聯合國。台灣人的聲音，也就無法

為世人所聞。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照字面而言,

它所代表是「北美洲」。它實際上不能代表加拿大，

也不能在加拿大註冊。更不能以其名做些國會遊說之

工作(Lobby)。概無上述所擧幾項重大工作使命。這種

情形就像(FAPA CANADA )在加拿大 40 多年前還未成

立,其會員都是美國 FAPA 的成員一樣。而沒能代表加

拿大的 FAPA 出聲。所以,也就說:「一定要有我們自己

加拿大台灣婦女會的代表」。今年加拿大多倫多台灣

婦女會在陳慧珍會長的領導之下，無論在活動,與人力

資源方面皆有很大的發展及擴充。此時能將婦女會，

更往上一層發展。成立「加拿大台灣婦女會」

(Taiwanese Canadian Women's Association),以達到兩性

平等,並回饋台灣，關心台灣主權,自由民主及人權。

参與世界各國婦女活動合作。促進世界和平。是我們

的最後目標。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eK6Cm-k8oIGYIR5mNCdo2LeDsz-OXI8f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eK6Cm-k8oIGYIR5mNCdo2LeDsz-OXI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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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1. 以本地婦女為主。喚醒女性意識、確保女性尊嚴 

2. 自我成長與兩性溝通。反對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平等。 

 

3. 加強與各國婦女團體聯繫， 積極投入加拿大各項政治社會活動。 

               發揮海外區域女性才能、參與公共決策。 

 

 4.參與並舉辦有助於建立台灣和平社會及發展台灣和加拿大文化之活動。 

               弘揚人權民主、開創和平社會。 

加拿大台灣婦女會 
(Taiwanese Canadian Women’s Association) 
成立於 2018  9 月 15 日多倫多台灣婦女會 50 週年慶 

理事: 左起陳淑敏(起草)丶葉瓊姿丶林幸惠丶陳慧珍(會長)丶張美和(Kingston 代表)丶郭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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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講員：彭文正  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學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公共行政與管理碩士 

 威斯康辛大學大眾傳播學博士 

經歷： 

 《東湧日報》義務役軍事記者 

 台視新聞記者 

 台視新聞主播、製作人 

 TVBS 新聞部顧問 

 數博網創辦人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傳播媒體研究中心副主

任 

 國立臺灣大學多媒體製作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 

 客家電視台執行長 

 公廣集團董事會董事 

 壹電視新聞台主持人 

 民視新聞台主持人 

 ”政經看民視”主持人  

 

 

講題：赤化的台灣媒體怎麼辦？ 

大綱： 

 台灣的媒體怎麼了?  

 假新聞失控! 

 擾亂台灣社會秩序 

 造假兼造神! 

台灣成中國顛覆全球民主實驗場!?  

 揭露中國訊息戰內幕!  

 全球杜絕假新聞  

 反觀台媒 助攻假新聞?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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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講員： 

Dr. Hsinjin E. Yang (楊欣晉 博士)  

EDUCATION:  

• Ph.D. Polymer Science & Engineering, Uni-

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Amherst, 1984 

• B.S. Chemistry, Fu-Jen University, 1976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 More than 25 years of industrial and man-

agement experiences in the global compa-

nies – Eastman Kodak, Eastman Chemical, 

Essilor, Baxter and UL.  

• 21 patents (21 issued & 5 filed), > 50 pub-

lications in Journals. Conference Proceed-

ings, and more than 60 keynote/invited 

seminars and conference presentations. 

• Fellow, Society of Plastics Engineers (USA)

[美國(國際)塑膠工程師學會院士]  

• Editor for “Dur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So-

lar Photovoltaic Materials”, Elsevier Pub-

lisher, To be Published by April. 2019.[總編

輯-太陽能光電材料的耐久性及可靠性]  

• 民報 [專欄] 作家  

Taiwanese Community Experiences: 

• 2011 - 2012    Board & VP, Taiwanese 

Americans Association at Great Chicago 

Chapter. 2012 - 2014    President, FAPA IL 

Chapter.  

• 2015 – Present Vice President,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Engineers Associa-
tion. 

• 2017 – 2018  Regional Board, FAPA IL 
Chapter. 

• 2017 – 2018  FAPA National Standing Com-
mittees. 

• 2017 – 2020  Regional Board, FAPA IL 
Chapter.  

• More than 30 Articles Published (2014-

2019) in 太平洋時報, 民報 [專欄] or [專

文] about Taiwan’s Politics/Economics, De-

mocracy, Independence an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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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講員： 

Dr. Hsinjin E. Yang (楊欣晉 博士)  

講題： 

 北美台灣人投資促進協會 (NATIPA) 

目標： 

「北美地區台灣人深根發展計劃以立足於

美加主流社會」 

宗旨：  

我們希望北美地區的台灣人能夠學習猶太人

地團結精神及深根的作法，來成立永續發展

的創投及促進協會，董事及會員除了可  以分

享協會的部分利潤外，也將大力支持協助下

一代的台灣人參政  或創業，並培植政經、媒

體、科技及運動的領袖人物，使我們台灣  人

世世代代能夠安身立命，並發展立足於美加

主流社會，甚至讓我  們更有影響力及領導

力，使我們的子孫受到平等尊重，及永續發

展 與尊嚴幸福，並支持祖國台灣的自由民主

獨立的價值(台灣夢）。 

Subject: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Invest-

ment and Promotion Association 

(NATIPA) 

Goal: Develop the root plans and establish 

NATIPA, stand up in the main stream 

of US and Canada for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issions:  

We Taiwanese in North America should 

learn from Jewish solidarity and deep-

rooted practices to establish such 

NATIPA. The  profits of NATIPA will not 

only be shared by its boards and mem-

bers, more importantly, but also to facili-

tate the assistance and foster for Taiwan-

ese with influential and leadership to be-

come political, economic, media, tech-

nology and sport leaders, so that Taiwan-

ese can firmly stand up in the main-

stream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American or Canada dream) and effec-

tively support the freedom,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of our motherland - 

Taiwan to become a beautiful country 

with dignity and happiness (Taiwan 

Dre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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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永山英樹 

 台灣研究論壇會長 

 2020 台灣正名推進協議會幹事長 

 簡介： 

1961 年在日本埼玉縣出生。法政大學法律系畢

業。從 2001 到 200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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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活動成功後，進而

發起連署活動，向日本文科省要求停止在地理課

本將台灣劃為中國領土。目前也展開 2020 東奧

「台灣正名」運動，訴求東京奧運將台灣代表團

之名「CHINESE TAIPEI」改為「台灣」。另外，長

期以來站在日台生命共同體的立場，推動糾正日

本的親中媒體有關台灣報導錯誤的活動、促進台

湾入聯活動等支持台灣獨立建國的運動。對於研

究台湾歴史也不遺餘力。出版著作包括≪日本的

命運在台湾≫等多数。目前擔任台湾研究論壇會

長、2020 台灣正名推進協議會幹事長。日本櫻電

視「日台交流頻道（台灣 CH）」節目製作，並與

台灣媒體工作者謝惠芝搭檔主持。 

演講題目：打破一中！強化支援台獨的海

外網之必要性 

阻礙台灣獨立建國及台灣國家正常化的最大原

因就是來自中國的妨害。中國以強烈的影響力對

台灣進行壓迫，使得台灣人民失去了行使住民自

決權的勇氣。 

除此之外，台灣外部還有一股力量在阻礙著台

灣建國，那就是國際社會對於台灣人民行使自決

權，也採取不支持甚至反對的態度。 

 包括世界各國或各組織，雖然多數都不承認台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終究受到一中原則的欺

瞞。或者恐中，或者媚中，都裝作被一中原則欺

騙。因此，中國的「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

容任何外來干涉」的主張已成為世界通用的概

念。 

 在国際社会打破一中原則也可以説是台獨運動

的新課題。一中原則是一個虛構的宣傳，從國際

法的觀點來看，台灣絕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

應該向世界各國明確發出訊息，訴求「台灣問題

是國際社

會必須關

心的中國

對外侵略

問題」。 

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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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另外，外國人也必須參與這個反一中的台灣獨

立運動。若國際社會遵從一中原則，容納中國併吞

台灣，不僅亞太地區會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對民

主主義國家台灣處境視而不見的結果就意味著普遍

的價值觀輸給了野蠻的獨裁主義國家。 

 因此我們呼籲居住在海外的台灣人，應該在各

自的居住國進行打破一中謊言的言論戰。和台灣同

為命運共同體的日本人民也要參與這個戰場。 

 我們日本人目前持續進行的 2020 東奧台灣正名

運動就是這場言論爭的主場。我們的活動口號包括

「台灣就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些主張

得到廣大日本民眾的支持，讓我們確信，也證明了

這樣的言論活動是非常有效的。 

 目前，中國的影響力越大，世界的企業 組織

等，越無法抗拒中國的壓力，以陸續改稱「中國台

灣」及「Chinese Taipei」等就能得知。對此，台灣

人若不提出反論抗議，虛構的一中原則就有可能刻

印在人們的腦海裡。但只要台灣人及反對中國霸權

主義的世界人，勇敢拿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

分」這個真實的武器來抵抗，一定能形成一股阻嚇

中國的力量。因為一中宣傳是中國企圖侵略台灣正

當化的主軸，只要主軸受到攻擊，對中國霸權主義

來說必定造成很大的致命傷。  

 台灣的存活，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的強大後盾

是絕對必要的。因此生活在這些國家的人應該積極

扮演橋樑角色，向政府，議會，媒體以及國民進行

支持台灣的言論活動，這是非常重要的。強化支援

台獨運動的海外網，讓台灣成為台灣，共同來維護

亞洲與世界的和平。 

演講題目：打破一中！強化支援台獨的海外網之必要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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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於 2019 年 4 月 13 至 14 日

在日本東京舉行年會, 此次以 [強化台灣、邁向國

際 ] 為題深入研討, 並作成如下聲明: 

我們旅居加拿大的台灣鄉親們，深深期待已久

的本土政權終於完全執政，甚至擁有近 2/3 國會

的席次，才執政兩年多，竟然在上次 2018 年十

一月大選結果慘敗，我們除了深感遺憾外，我們

更期望執政當局，要痛定思痛，大破大立，找囘

民心，重拾創黨的初衷與理念價值，我們也本著

「愛之深，責之切」關懷祖國台灣的心，以「強

化台灣，邁向國際」為主題來深入探討台灣的希

望與未來，我們在此誠摯的呼籲政府要落實台灣

民主深化、經濟成長發展及國家正常化的六大重

要基礎工程如下： 

1)  深化台灣歷史文化以建立台灣共識及生命共

同體：讓在台灣消弭「本省人的、客家人

的、外省人的、原住民的、新住民的」台

灣，以形成只有「台灣人的台灣」，並珍惜

台灣自由民主與擁有多元文化的共識，同心

協力共建「台灣生命共同體」。 

2)  囘歸「主權在民」的「公投法」，這是對付

獨裁專制的中國以武力併吞台灣時最有利及

民主自決的武器：即再修正「公投法」以包

括正名制憲、變更領土、國旗、國歌等... 還

權於民以確立「主權在民」。 

3)  加速推動司法、轉型正義、金融 、教育... 

等的重大改革，以奠定台灣政經發展及自由

民主的穩固基礎。 

4) 產業轉型、升級、創新，以驅使經濟成長、

提升薪資及國際化以脫離中國的依賴與掌

控。 

5) 全面徹查並遏止中資滲透台灣媒體、網路、

社團及敏感企業，以確保台灣的國安及主

權。 

6)  加強國際經濟合作、文化交流尤其與美、

日、加、歐盟、澳洲在經濟產業研發及甚至

軍事的合作與同盟， 如此更能提升並確保

台灣的發展、進步與安全。 

我們再度呼籲執政的政府團隊，虚心檢討改

進，即時勇於認錯，痛定思痛，重整旗鼓，落實

改革，堅持「台灣價值」及「進步價值」，加速

促進經濟產業昇級、國際化，邁向國家正常化，

儘速重新贏回台灣人民的信任，以回應台灣人民

的期待與嗯望，果真如此，我們深信海內外的台

灣人，會給予最大的支持，更加的團結，強化並

壯大台灣，以對抗中國文攻武赫及併吞台灣的野

心，共同來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公平正義、尊

嚴幸福、獨立平等」的美麗國家，邁向國際並有

尊嚴平安地立足於自由民主及文明的世界裡！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2019 年 4 月 14 日於日本

東京 

2019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年會 

大會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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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曲目 Japan Tokyo Performance Program 

• 臺灣翠青 (三種語言）- 鄭兒玉 詞 蕭泰然曲 

• 出外人 - 蕭泰然 詞曲 

• 追尋 - 許建吾 詞 劉雪庵曲 

• O Solo Mio 可愛的陽光 - G. Capuro/E. di 

Capua 

• 桃花開 - 客家歌謠 

• 點心擔 - 蕭泰然 詞曲 

• 挑擔歌+老山歌 - 客家山歌 

• 大江東去 - 蘇 軾 詞 青主 曲 

• Core’N Grato 負心的人- S. Cardillo 

• E lucevan le stelle (Tosca)星光燦爛 (托斯卡) 

- 普契尼 

• 旅人的心 - 方 殷 詞 李抱忱 曲 

• Di Provenzail mar, il soul (La Traviata) 可愛

的家園(茶花女)- G. Verdi 

• 杯底不可飼金魚- 呂泉生 

• La donna e mobile (Rigoletto) 善變的女人 (弄

臣）- G. Verdi 

 

歌詞及歌曲解說 

 出外人 - 蕭泰然 詞曲 

我們都是出外人 對遠遠的臺灣來 

雖然我會說美國話  

言語會通心不通 

我們都是出外人 在遠遠的臺灣那 

有我的朋友和親人 不時互相在思念 

人人都說美國是天堂，讓人很欽羨 要是問您

講是如何？天堂不是在此 

我們都是出外人 在遠遠的臺灣那 

有我的朋友和親人 不時互相在思念 

 追尋 -  劉雪庵  曲 許健吾 詞 

你是晴空的流雲 

你是子夜的流星 

一片深情 緊緊的封鎖著我的心 

一線光明 時時照耀著我的心 

我那能忍得住呦 

我那能再等待呦 

我要我要追尋 

追尋那無盡的深情 

追尋那永遠的光明 

 

 O sole mio 可愛的陽光 

Che bella cosa è na jurnata ’e sole, 
n’aria serena dopo na tempesta! 
Pe’ ll’aria fresca para già na festa... 
Che bella cosa na jurnata ’e sole. 
Ma n’atu sole cchiù bello, oi ne’, 
’o sole mio sta nfronte a te! 
’o sole, ’o sole mio, sta nfronte a te, 
sta nfronte a te! 
Quanno fa notte e ’o sole se ne scenne, 
me vane quasi ’na malincunia; 
sotta ’a fenesta toia restarria 
quanno fa notte e ’o sole se ne scenne. 
Ma n’atu sole cchiù bello, oi ne’, 
’o sole mio sta nfronte a te! 
’o sole, ’o sole mio, sta nfronte a te, 
sta nfronte a te! 

男高音范增昌博士(Dr. JC Fann) 

鋼琴 游秀貞(Gretta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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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簡介： 

Tenor: Dr. JC Fann 

男高音   范增昌 博士 

Pianist: Gretta Shiow-Jen You  

鋼琴伴奏 游秀貞    

男高音范博士與妻子游秀貞多次獲邀到英國倫敦, 加

拿大溫哥華, 秘魯首都利馬, 美國田納西州 , 紐約、紐澤

西等地方做文化交流演出。他夫婦兩人的演出，將台灣

歌謠與客家山歌提升至西方歌劇的藝術境界，同時弘揚

台灣精緻藝術與客家文化於國際。 

范增昌博士，自初中起即接受名聲樂教授 - 袁玉瑛教

授的啟蒙與指導，又拜名聲樂家 - 男中音陳榮貴及曾道

雄為師。師大畢業後ㄧ直都沈浸在古典音樂領域之中，

如在「寶島客家電台」主持「古典音樂之窗」、「寓教

於樂」等節目。2000 年到了紐約，開始指導「信願

行」佛教合唱團，又因緣際會加入「美東台灣師範大學

校友會」，及「大紐約客家會」而精研客家山歌及臺灣

閩南語歌謠。由於有機會與台灣移居各國的僑民交流，

因而發現他們最能接受的歌曲是台灣歌謠與客家山歌，

再其次是學校教過的藝術歌曲及耳熟能詳的義大利民謠

與歌劇詠嘆調。 

再經仔細的交叉分析，發現最能觸動觀眾內心，引

起共鳴的演唱曲子是：觀眾唱過的、耳熟能詳的、聽過

的、或ㄧ聽就瞠目結舌的曲子；又有鑑於許多鄉親朋

友，因爲種種原因而沒機會親臨國家音樂廳欣賞歌劇的

精緻音樂藝術，所以范先生在演唱曲目的考量上，特別

安排歌劇的詠歎調，以饗觀眾。 

范博士演唱呂泉生因為 228 事件，希望不同種族可

以和平相處, 就像飲酒時，肝膽相照，忘掉以前的仇

恨，一起歡樂的「杯底不能飼金魚」最為傳神。 

鋼琴伴奏 游秀貞老師出生於臺灣，臺北市。她畢業

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修鋼琴，並獲得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音樂研究所及杜肯大學音樂研究所

的碩士學位。 

游老師就讀師範大學時期即開始鋼琴教學。畢業

後，於數所國中、高中音樂班及學院音樂系教授鋼琴。

游老師曾為多位著名聲樂家鋼琴伴奏，並於美國、加拿

大、臺灣及秘魯舉辦音樂會，也曾獲邀為多場音樂會的

音樂指導。 

游老師精心研究鋼琴教學，熱忱指導各種年紀與各

種程度的學生。其學生屢次於鋼琴比賽中獲獎，曾獲山

葉鋼琴大賽及臺灣省全國鋼琴大賽...等比賽的優勝首

獎，也有不少學生徵選進入國中小學音樂班及大專院校

音樂系。 

游老師多次獲聘為比賽的評審，台灣全國鋼琴大

賽、美國紐約華裔小姐才藝比賽及 AAFAA 音樂比賽...

等。她也多次獲聘為音樂班與音樂系所甄選入學的評

審。游老師曾於 1997 年至 1999 年在臺灣舉辦數次鋼

琴、小提琴與直笛等全國性音樂比賽，以鼓勵學生學習

及激發他們的潛力。 

游老師熱愛音樂教育，三十年來致力於古典鋼琴的

教學、伴奏與舉辦音樂會，期盼能將音樂的美好引入於

人們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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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Liang /Wendy Liao  

薩克斯風演奏 

二重奏曲目： 

• F. Mendelssohn  —  Auf Flugeln Gesanges 

(乘著歌聲的翅膀） 

• E.Capua —O Sole Mio（我的太陽） 

• 鄧雨賢 —四季紅 

• 鄧雨賢—望春風 

• 鄧雨賢—月夜愁 

• 鄧雨賢—雨夜花 

演出者簡歷： 

Bruce Liang  

        生於高雄的彰化人，大學時代喜愛哼著西洋

歌曲走在校園裡，踏入社會之後經營事業與家庭

之餘，生活中也未曾離開音樂欣賞。 

      在八年前開始接觸薩克斯風樂器，經由國立

臺灣交響樂團劉團長之介紹，師事徐旺慶老師學

習吹奏，包括 Sax 家族中的 Alto Sax, Tenor Sax, 

Baritone Sax 都曾演奏，常參與社團活動或婚宴的

演出，也參加地區性企業家爵士樂團數年。 

      目前除了運動之外，勤練 Sax 成為退休生活中

重要的一環。 

Wendy Liao  

      生於好山好水的花蓮，家庭生活中未曾離開音

樂，中學時代弦樂器的優雅琴音，就天天不絕於

耳。 

        沿襲學生時代對弦樂的喜愛，自 2007 年開

始正式拜師國臺交的大提琴首席李百佳老師學

習，兩年前轉由法國學成歸來年輕的蔡紫涵老師

指導。 

        2015 年又愛上那浪漫法國的薩克斯風迷人的

風采，開始ㄧ起師事俆旺慶老師，又有機會與顏

慶賢老師請益。目前是台中東北扶輪社四重奏團

的一員，吹奏 Soprano S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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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研究論壇(永山英樹)＆美麗島交流會(謝惠芝)  

共同準備之迎賓節目 

1. 殺陣  https://ja.wikipedia.org/

wiki/%E6%AE%BA%E9%99%A3 

   (日本時代劇中會出現的武打招式 持木刀表演) 

   演者: 台灣研究論壇幹事 岩田真 

2. 「天城越え」(越過天城山)  日本演歌 

歌者: 美麗島交流會共同代表 寺山美慧 

隠しきれない 移り香が いつしかあなたに 

浸みついた 誰かに盗られる くらいなら あ

なたを 殺していいですか  

寝乱れて 隠れ宿 九十九(つづら)折り 浄蓮

(じょうれん)の滝 舞い上がり 揺れ堕ちる 

肩のむこうに あなた……山が燃える  

何があっても もういいの くらくら燃える 

火をくぐり あなたと越えたい 天城越え  

口を開けば 別れると 刺さったまんまの 割

れ硝子 ふたりで居たって 寒いけど 嘘でも

抱かれりゃ あたたかい  

わさび沢 隠れ径 小夜時雨 寒天橋 恨んで

も 恨んでも 躯うらはら あなた……山が燃

える  

戻れなくても もういいの くらくら燃える 

地を這って あなたと越えたい 天城越え  

走り水 迷い恋 風の群れ 天城隧道(ずいど

う) 恨んでも 恨んでも 躯うらはら あな

た……山が燃える  

戻れなくても もういいの くらくら燃える 

地を這って あなたと越えたい 天城越え  

3. 「要拚才會贏」  台語歌 

主唱歌者: 台灣研究論壇幹事長 飯田幸一      

伴唱: 論壇＆交流會成員 

一時失志不免怨嘆 一時落魄不免膽寒  

那通失去希望 每日醉茫茫 無魂有體親像稻草

人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時起有時落好運歹

運 總嘛要照起工來行  

三分天註定 七分靠打拼 愛拼才會贏  

4. 「春天的花蕊」  台語歌  大合唱   

雖然春天定定會落雨 毋過有汝甲阮來照顧  

無論天外烏雨會落外粗 總等有天星來照路  

汝是春天尚美的花蕊 為汝我毋驚淋甲濕糊糊  

汝是天頂上光彼粒星 陪汝我毋驚遙遠和艱苦  

春天的春天的花蕊歸山乾 有汝才有好香味  

暗暝的暗暝的天星滿天邊 無汝毋知叨位去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AE%BA%E9%99%A3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AE%BA%E9%99%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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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活動花絮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活動花絮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自 1966 年成立迄今，憑著一群

又一群熱血鄉親的努力與奉獻，一棒接過一棒；一

方面致力於台灣和在地國之間的交流，同時也扮演

著連繋鄉親聚會與同樂，共享台灣來的信息與專題

演講。2018 年比起去年更是超級忙碌，活動滿滿，

有 24 個以上的活動，現報導幾個重要活動如下： 

 

1) 2 月 28 日    二二八追思會 

2) 3 月 10 日 新春晚宴:  有 3 級政要，TECO 處長及

僑務部組長，還有 VIP 等來賓雲集；共辦 36 桌 

Gala，一起慶祝狗年的開始， 宴會中熱鬧滾滾，

迎春敘舊，更祝福美麗寶島的前景。 

3) 7 月 6、7 兩天，TCA 加台會 2018 年會和美西夏

令會在溫哥華合併舉行的 Conference 是今年度的

大活動，溫哥華台灣同鄉會的理事們撐起了整個

籌備工作，感謝鄉親們的熱烈支持與積極參與，

非常成功的完成，這也是全體溫哥華台僑的榮

光。 

4) 8 月 6 日    台灣日園遊會 

 

5) 8 月 12 日 迎接 TECO 新上任的陳剛毅處長 Andy 

Chen  臨同鄉會館演講敘餐，很感動！  他抵溫

哥華的第二天就來關心同鄕們。鄕親們很欣慰的

認識他對本土意識及歷史的注重並致力於台灣的

外交及僑務。 當天也邀請亞裔協會緦總監吳權

益先生演講,並討論同鄉會在九月台灣文化節將開

的"台灣書店"的負責角色。 

 

6)  12 月 10 日  屏東縣長潘孟安先生 臨同鄕會館

演講：屏東縣政府積極用優質地農產品及水果拼

外交與經濟。在加拿大 Richmond 的超市舉辦"屏

東好物"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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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活動花絮 

Montreal Taiwanese activities 夢特婁台灣同鄉會 

1) 聖誕聯歡會   

 舉行聖誕團圓祝福聯歡會，熱情鄉親們扶老

攜幼踴躍參加。駐加代表處長官帶來豐富禮物，與

鄉親們團圓共渡佳節.大會在聖誔公公入塲時引起孩

子們陣陣歡呼！ 司儀 Linda 首先介紹由 Ottawa 

專程前來的范公使國樞，高組長懷京，成秘書元

欣，周秘書碩威，繼請陳建銘會長致歡迎詞，范公

使也致詞表達與鄉親們團圓過節的喜悅。晚會有聯

誼彼此祝福，卡拉 OK 和抽獎助興，禮品繁多，美不

勝收。召集人林美麗邀請陳會長暨當晩有出席的歷

屆會長：陳強生，陳嘉宜，林崑讃共同代台灣鄉親

祝賀范公使國樞榮調美國西雅圖處長，致上紀念品

為一幅 Montréal 市景圖畫，祝福為民服務並永誌

Montréal 鄉親們。接著代表處帶來豐富禮品抽獎助

興，歷屆會長和熱情人仕也帶來眾多禮品，幾乎每

家庭皆中獎。聯歡晚會在歌聲和笑聲中結束。   

2) 2018 秋季賞楓 10 月

13 日(星期六) 

詩情畫意，彩色繽紛，

滿山遍地艷麗楓紅的季

節.夢特羅台灣同鄉會舉

辦「秋季賞楓」至聖安妮大峽谷，世界文化遺產城

市-魁北克古城，觀光塔，芳堤娜城堡，小香檳街，

戰爭公園，最古老城牆，魁北克省議會，博雷天主

大教堂.鄉親踴躍參加，大型遊覽車即刻滿額。 

3) 端午節踏青 郊遊 烤肉 享受大自然美景 

Parc National des îles-de-Boucherville 郊遊烤肉，

鄉親踴躍，熱鬧非凡。謝謝 Winnie, Ben, Jess,陳

建銘會長，江淑芬. 還有蔡錦花理，特製一大鍋

香噴噴的油飯，陳姿妤，吳來春，楊淑芬的魯

蛋，林美麗的四色抄餛飩。餘興節目有吹氣球比

賽和贈送親自製作的香包。參加者在大自然的美

景中玩得盡興。 

4)  傳奇人物-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蒞臨加拿大 

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至加拿大與多位開放政府

聯絡人參加工作坊分享台灣數位治理經驗，這是台

灣「暖實力」（warm power），就是透過「數位方

式」來促進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駐加代表

處特別安排，於 11

月 8 日（星期四）

晚上於 Ottawa Hotel 

會議廳抽空與 Otta-

wa 和 Montreal 台灣

鄕親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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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活動花絮 

渥太華台灣同鄉會 

渥太華台灣同鄉會每年舉行五至六次慶祝會及活動，包括雙親節、中秋節、聖誕節、農曆新年及 228 

紀念會，以促進同鄉的友誼。以下是今年的一些聚會與活動照片。 

8 月 25 日渥太華同鄉會在 Britannia Park 舉行中秋節戶外活動，並備有中秋月餅，同鄉表演陶笛、二

胡、薩克斯風、踢氣球比賽及跳土風舞等，多人參加，其樂融融。 

12 月 8 日同鄉會在 Bethany Baptist Church 慶祝聖誕節，除了聚餐，聖誕老公公給孩子們帶來禮物，還

有精彩節目及遊戲，很多抽獎，十分熱鬧。 

1 月 26 日同鄉會在滕王閣大酒樓舉行農曆新年慶祝活動，Jeffrey Shiau 彈吉他及唱二首歌, "A Beautiful 

Time" and "You Help Me Stand Up" 對於他小孩的關心與愛䕶，動人心弦。台灣駐加代表處代表及同仁的

合唱參與，使活動更加熱閙。最後，由假聲男高音馬稚凱同鄕的三首歌曲, "Love of My Life", "The Im-

possible Dream" and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將慶祝會推上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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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活動花絮 

2018 愛城台灣同鄉會新春獻瑞歡慶元宵晚宴 

2018 年 2 月 24 日愛城台灣同鄉會於龍騰新閣海鮮

餐廳盛大舉辦新春獻瑞歡慶元宵晚宴，更迎來多位

貴賓參與盛會，以及近 150 位鄉親齊聚一堂歡慶金

狗年呷團圓。晚會開幕由曾添財會長及張竹旻共同

主持熱鬧開場，首先介紹與會貴賓及新任理事並歡

迎新會員加入同鄉會大家庭，大小朋友更是忙於組

裝燈籠以期照亮狗年”旺旺旺”。緊接著頒發感謝

狀于前任理事，感謝其一年來的辛勞付出。晚會更

為延續傳統習俗亦邀請多位榮譽會員發放金幣紅包

給各個小朋友，祝福來年意味濃厚。最後來到晚會

最高潮，多達 20 個禮品摸彩及 50/50 現金大獎，為

了博得新年好采頭以及響應 2/6 花蓮地震善款捐助, 

愛城同鄉們更是搶買獎券發揮同鄉互助之精神共襄

盛舉。感謝同鄉會理事的努力及各位會員的參與，

又是一個圓滿溫馨的春節元宵晚會。 

Edmonton Heritage Festival 於八月展開為期

3 天的傳統文化大型活動，本次文化節超過 70 個

國家參與活動，一同推廣介紹各色美食、特產、工

藝精品、靜態展覽及動態表演，以促進不同族群對

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今年臺灣館設有: 1. 臺灣文

化局及觀光局提供的介紹臺灣文宣-讓更多人了解

臺灣之美，吸引赴臺觀光人潮。2.各式藝品陳列-

油紙傘、掛畫、斗笠、12 生肖掛飾，予會民眾爭

相購買。3.臺灣特色小吃-刈包、炒米粉、糯米飯

及鍋貼，購買者皆讚不絕口，引發排隊搶購熱潮，

一度供不應求。4.臺式冷飲-正宗臺灣珍珠奶茶及

百年傳統冬瓜茶-各國民眾無不嘖嘖稱奇，更是一

解僑民思鄉之情。活動期間同鄉會特別邀請美旋律

民俗舞暨合唱團、多元文化表演團、精武獅團及精

英獅團到場表演，吸引無數觀賞群眾，如雷掌聲不

絕於耳，各界更是好評不斷。感謝義工們辛勤的付

出及無私的奉獻，幫助活動順利進行，謝謝你們。

特別感謝各小組長運籌帷幄，大力推廣臺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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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活動花絮 

Calgary Alberta 亞伯達省卡加利城  (以下簡稱卡城) 台灣同鄉會簡述         

卓謙順牧師編輯；廖黃尾鳳撰文 

創立: 1968 年 

卡城因為油田豐富就因此引進不少有關行業的職業工程師 從台灣移民進來，也是組成 “卡城台灣同鄉

會”的前鋒隊。 

至今已延續五十年的歷史，每任會長由同鄉們投票選出，前後已歷有 47 位會長任職，每位都是辛勤經

營，以使下位能成功的接棒下去。所舉辦的固定活動前後有多項: 園藝、 羽毛球、合唱團 、電腦入

門、圖書陳列室、烹飪、交際舞、插花、英文、書法、國畫、油/水畫 、各類的專業講座、最受歡迎的

夏天每週三的戶外健行。每逢重大節日舉辦活動如: 年會大聚餐、端午節包粽子、 中秋節慶、雙十國

慶等。另外舉辦不定期的夏日短期小旅遊。 

另在僑委會的接洽之下，接辦不少來至台灣的文化交流公演活動: 如 ：玉山合唱團、台北愛樂合唱

團、台中體育教育大學、台北藝術大學、及亞洲月活動… 等，讓我們身在國外也能融入台灣的文化。 

在杜秀容會長任職期間與林永吉等幾位熱心同鄉的合作之下，鼎力以赴的申請“亞省博彩會”的會員

資格，經過嚴謹的檢驗下我們達到所要求的條件、符合、通過、被接受。(詳情略) 

2001 年就組立 CTCA Culture & Building Fund Committee，於 2003 年獲得批准。在會長張燕秋任職期間

2011 年十一月在博彩會 AGLC 的批准下購置了屬於卡城台灣同鄉會的房產業物，地點適中、佔地 2,200 

sf. 做為同鄉會據點。有這經濟輔助下才有能力付上頭款及陸續的月供貸款，實在是無盡感謝幾位立功

之臣的勞心勞力。讓我們能更上一層樓。 

公益之舉: 我們也不忘回饋的參與 2009 的 88 救災、南投大地震、2016 敘利亞難民、台南大地震等…

伸出援手之舉。2012-2015 幾年當中發生數件台灣同胞來卡城訪遊當中臨難求救事件及留學生求助等

事，也都由當年的會長無私的愛心處理幫忙。 

繼續為台灣加油！我們身在海外但堅決要力保守住我們美好的寶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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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麗敏 敬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