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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大使文儀  致詞
2021年  年會  開幕致詞
 
   賴副總統、僑務委員會童委員長、加拿大臺灣同鄉會
陳會長建銘、各位貴賓以及各位鄉親，大家平安，大家好!

    文儀很榮幸能再度應邀參加加拿大臺灣同鄉會一年一度
的年會開幕儀式，由於COVID-19疫情仍未完全平息，為了
遵守防疫規定以及保護個人健康，慶祝活動不得不以線上視訊方式進行﹔然而透過此
一方式舉行不僅可以擴展參與層面及人數，且更能彰顯各位鄉親對此次年會的重視與
支持，陳會長以及加臺會幹部籌備會議的用心與辛勞令人感佩。文儀想藉此機會，再
一次感謝加臺會以及鄉親們對政府以及駐加拿大代表處的協助與支持，更希望各位鄉
親能繼續針對駐加拿大代表處及駐多倫多與駐溫哥華辦事處各項工作提供建言與鼓
勵。

    加拿大臺灣同鄉會舉辦年會活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除了象徵傳承歷屆加臺會的
精神外，更透過年會瞭解我國國內各項政、經建設現況，延攬各界菁英參與會議，並
就臺、加各項交流合作議題提供建言，實為增進臺、加實質關係之堅強後盾。此次陳
會長更藉由舉辦活動吸引年輕世代加入年會籌備工作，令人欽讚!更盼望能結合新世代
的力量繼續傳承加臺會的理念與價值，並鼓舞大家共同攜手邁步向前，創造更璀璨的
未來!

    臺灣一年多以來優異的防疫表現獲得舉世讚揚並視為典範，加拿大Trudeau總理以
及眾多友我參、眾議員均發言支持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這是臺加公衛合作重要的
成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過去一年多以來加拿大各地臺灣同鄉會鄉親用具體行動響
應政府 Taiwan can help的號召，以捐款或援贈物資方式協助加拿大應對疫情，充分
展現臺加民間的深厚情誼，也增進了臺加實質關係。文儀在這裡也要特別感謝加拿大
各地臺灣鄉親協助致函加拿大外交部長以及衛生部長表達鄉親訴求，籲請加拿大政府
支持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相信在各位鄉親協助以及駐加拿大代表處及駐多倫多和
駐溫哥華辦事處共同努力之下，臺加雙邊關係將日益增進。

    最後要感謝陳會長以及加拿大臺灣同鄉會和各地鄉親的支持與鼓勵，更期盼鄉親能
繼續給予臺灣及代表處和辦事處支持。

文儀更要在此祝福各位鄉親闔家平安、身體健康！

今年的年會順利成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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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台會2021年會日程表  (8月20 - 22日) 
8月20日週五 8月21日週六 8月22日週日 

時間 項目 人物/社團 時間 項目 人物/社團 時間 項目 人物/社團 
 

6:40-7:35pm 
(加東) 

 
 

3:40-4:35pm 
(加西) 

 

 
 
 
政要致詞 
 

 
MP Michael Cooper 
Hon Peter Van Loan 
賴清德副總統 
童振源委員長 
陳文儀大使 
陳錦玲多倫多處長 
鍾佳濱立委 
許智傑立委 
 

 
7-7:30pm 

(加東) 
 
 

4-4:30pm 
(加西) 

 

 
 
 
傑出加拿大 
台灣人致詞 
 

陳葦蓁 (BC省兒童廳長) 
康安禮 (BC省教育廳長) 
姚君憲 (BC省議員) 
楊晟帆 (社團.活動) 
邱麗蓮 (作家.教授) 
梁玉燕 (空大.慈濟) 
賴威谷 (醫師.文化) 

蔡春松 (僑務委員) 

郭木興 (UVic教授) 

1-1:45pm 
(加東) 

10-10:35am
(加西) 

 
各區台總會 

致詞 
 

加台會會長 
世台會 
北美台會 
歐台會 
墨台會 

1:45-1:50
10:45-10:50

頒獎 
 

陳建銘會長 
 

1:50-1:55 
10:50-10:55

得獎人致詞. 吳權益 
Charlie Wu 

1:55-2pm
10:55-11am

會長交接 
2021/2022 

陳建銘會長 
洪淑芬會長 7:35-8:30p 

(加東) 
4:35-5:30p 

(加西) 

演講人: 
 
講題:  

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陳立栢董事長 
山・海・原 

7:30-8:30p
(加東) 

4:30-5:30p
(加西) 

演講人: 
 
講題: 
 

王澤毅博士演講 
 
你不知道的台灣冷知識 

2-2:20m 
 

11-11:20m 

介紹加台會 
傑出加拿大 
台灣人致詞 
 

陳建銘會長 
張理瑲/黃煌裕 
洪秋月/鍾雅澤 

8:30-9pm 
(加東) 

5:30-6pm 
(加西) 

 
Q & A 

 8:30-9pm 
(加東) 

5:30-6pm 
(加西) 

 
Q & A 

 2:20-3m 
(加東) 

11:20-12pm
(加西) 

 
各支會簡介 

 

多倫多/蒙特羅 
魁北克/卡加利 
溫哥華/渥太華 
愛城/維多利亞 

      3:05pm 
12:05pm 

年會結束  





愛城台灣同鄉會  會長的話⋯⋯
2021開啟新紀元，今後將以E世代思維透過組織運作、持續不懈的服務，
讓『寶島文化 愛心護僑』
的精神深植於每一位會友心中。
 
從身體力行的實踐中淬煉出卓越領導人才，從真心奉獻的行動中擴大志同
道合的夥伴；我們將以無私的實際行動感動周遭朋友，同心協力建構一個
幸福和諧、友善互助的團體，進而擴大影響力及提升能見度，讓愛傳遍社
會每一個角落！
 
2021年會長  
葉燕慧 Mercy Yamsuan

2021 Will be the new era of Edmonton Taiwanese Association.
Utilizing social media platforms, recalibrating its processes through integration of effective tools, and 
having a ceaseless passion to serve its community, ETA will showcase it’s spirit of Supporting each other 
through the beauty and culture of Taiwan and its Taiwanese people. 

Refining outstanding leadership talents within from self-improvement, expanding organization network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Edmonton Taiwanese Association will motivate our community with selfless 
support, working together to build a happy, joyful, and harmonious community!

Mercy Yamsuan, President 
Edmonton Taiwanese Association 2021



多倫多台灣同鄉會  會長的話 
首先跟大家問好，在這 COVID 疫情間保持安康。
因為疫情的關係, 顛覆了人們的生活我們的活動也轉向網路上的活動, 藉著這轉型，年輕朋友
也因網絡叁予方便,我們有年輕會員們分享嗜好與專業講座,創造了會員在雲端的熱絡交誼!
在叁予同鄉會近四年的會務中,非常幸運我們的委員團隊,大家都為會務盡心盡力踴躍参予.
記得在 2020 年 1 月 11 日一大早在長青學苑(招待鄉親), 大伙一起看台灣總統選舉開票.準備
三明治點心(婦女會), 豆漿. 咖非, 薑汁花生等. 增添了許多鄉親的温暖, 至今依舊回味和感動不
已. 當中有位鄉親帶來友人,因喜歡台灣還成為我們的榮譽會員.
記得辦 “台灣音樂一甲子” 鄉親朋友由王維眞女士主講, 四位嘉賓助唱: 鍾秀美，甘訪英，陳龍陽，
蔡益裕歌唱髙手,將大家帶回時光隧道回憶小時候或年輕時的記憶, 結束時各各帶着微笑不捨的離去. 還期待有下一場.
去年加台會推動,由台灣購醫療用品,捐給加拿大醫院及相關團體, 各地同鄉會起動鄉親們響應募款;還有台灣馬階紀念醫院 
及淡水區公所也捐給安省與馬階相關醫院等 近 16 萬個口罩.
每年固定的活動 有年會; 228 紀念會; 雙親節; 夏季戸外野餐; 台灣文化節; 中秋節等. 
我們繼續傳承同鄉會創新遠見的勇氣,為打造一個為第一二代甚至更長遠的願景,往下紮根的心情,迎接疫情帶來的新轉變.
同鄉會的型態及未來要走的方向：
一. 鼓勵年長者分享過去在加國的打拼經歷,也做為我們加拿大台灣社區的歷史之一.
二. 發覺第一、二代在各行業的專業人士, 為我們介绍分享各行業的經驗等. 鼓勵希望在活動中串連本地的內涵,使本地年輕能 
     够在這裡受益.
三. 將重心放在本地的價值觀, 連結在本地各相關媒體交誼, 強化在地生根的資源, 很自然帶入台灣人文的價值. 希望未來的
     加台會,有,更在地的活動,介绍加拿大台裔年青人所從事的各行各業,有鼓勵他們的獎項等.
最後,非常感謝,有這叁予學習及服務的機會! 特此對夫婿 謝樹榮建築師全力支持，表達無上謝意,及鄉親們鼓勵與耐心支持!

祝 2021 加台會 大會 順利 圓滿

多倫多台灣同鄉會 會長 陳慧珍 謹賀



Hi! 大家好！
自從1970年來到加拿大渥太華就一直離不開同鄉會！那個時代在Super Market突然聽
到有人講台灣話，就眼睛一亮找方向，很激動，眼淚就自然而然流下來，可能現在在
溫哥華沒有人能想像得到的…
早期的戒嚴與留學生時代加上加東的長距離，令人難得回台灣，那時實在非常想念故
鄉台灣，爸爸媽媽兄弟姐們….台灣同鄉會安慰了我們的感傷…在渥太華及維多利亞的
同鄉會遇到了不少好朋友一起養孩子,輪流每家的pot luck,熱心的談台灣事，當時剛好
美麗島及黨外運動，熱烈話題很多，所以生活快樂不寂寞了，只可惜現在不少同鄉離
我們而去了，出國50多年經歷了人生的悲歡離合…
1980到90年代我們搬來西海岸全神投入business 24年、但不管有多忙一定會參加同鄉
會的活動。賣了business以後,旅遊了世界不少地方。經過朋友的鼓勵，自己也感到應
該回饋同鄉會，服務臺灣鄉親，于2017-2018兩年當了大溫哥華同鄉會會長，除了辦
固定的二二八追思會，輪渡遊溫哥玩內港，包粽子，台灣日…等節目與同鄉們共聚以
外還認真推廣台灣，也常常接待由台灣來対民主有貢獻的人士…兩年中深感我們老一
代已漸漸衰萎了，而且現在台灣的時代背景已變，真的要嚴肅的思考將來加台會要走
的路線，如何傳承，由青壯年來主導，發出新而正確的台灣意識的火花，促進加拿大
與台灣兩國密切的關係，使加拿大之主流社會更認識台灣的好，台灣人能貢獻世界的
重要性，這兩年來台灣國際地位的提昇令人振奮，同時很多大國也認識中共的野心以
及對人類正義民主公平的普世價值的蹂躪，這一些都讓台灣能夠看到希望。
在此以鼓勵的心希望再來的加台會能繼續活耀，對台灣政治地位以及台灣藝文的推廣
有加，期待接棒成功！！謝謝

台加協會 會長
 張理瑲 女士



鍾雅澤 Edward Chung (Toronto ON)
現任：
加拿大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 Canada 會長
多倫多諾克斯神學院 (Knox College) 亞加神學宣教中心 委員
加拿大馬偕委員會 共同主席
曾任：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會長
多倫多台灣同鄉會 會長
多倫多台灣人社團聯誼會 召集人
帆船 “Formosan Beauty” 船長
“海島樂園遇難記” 男主角
“28 days trapped in Paradise - South Caicos”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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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哥華台僑的聲音與力量》
可謂加拿大第一本台僑之書，整體描繪了1960年至2019年期
間，台僑對加拿大的貢獻和作用。該書為一本簡書，以精簡文
字、中英文方式，描述了32位台僑對加拿大的具體貢獻與影
響。

該書內容涉及多個主題：文化認可、醫學研究、科學、運動、
音樂藝術、世界心理衛生、傳統醫學、環保教育、醫療設備
捐贈、社區、政治參與，以及台僑的聲音與力量。 每個主題
都有代表人物闡釋主題。作者邱麗蓮表示：「此書給人一個整
體、長跨度、宏觀的印象，帶給人思考與啟迪，鼓勵台灣人積
極參與。」

邱麗蓮博士 鼓勵台僑積極參與並對地方作出貢獻，她認為：
「台僑清楚知道自己在新的國家有權利發聲，同時擁有政治影
響力，台僑知道『發聲』與『行使投票權』是他們的權利和責
任。 」

購書網站: https://www.lulu.com/en/au/shop/lyren-chiu/
metro-vancouver-overseas-taiwanese-voice-and-power/eb-
ook/product-1qkgk7qk.html

２０１０時，帶著家人及一隻台灣土狗，搬到加拿大魁省時, 在La Tuque落腳。 當時只覺得自己孤獨一人，台

灣料理也只能自己從無到有，想辦法弄出來。一直到我開始到Montreal念書時，才有機會認識一些少數台灣商

家。現在透過臉書， 還能找到各個角落的同鄉人。搬來魁市後，更有機會跟其他台灣人聚會。認識加台會的會

長Mario，幫忙捐贈口罩後，才知有多少台灣人，在百忙的移民生涯中， 還抽空為加台關係努力付出。 

很開心能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員，也知道本會想多跟一些當地的政經人事，及各行各業多多連繫。自己目前在

本地念過書、買賣過數次房子、當過房東及小學老師，目前是政府長照中心看護。未來則想當農夫， 種菇及其

他農作物，也算有不少本地生活經驗。目前本市(Québec, Lévis及La Tuque ),台灣人雖不多，但確是各行各業

都有，有做化妝保養品代理、電玩影片程式及美術設計、大學副教授及助理教授、舒壓按摩，或在家為下一代

專心付出的，每人都可根據自己所知所長，為本會盡一份心力。

若能有更多台灣人及下一代從政，對加台關係的強化，想必更有力。這也是Mario會長及加台會一直努力的目

標。希望各個角落的台灣人，包括我本人，在為自己移民生活打拚時，若仍心有餘力，能考慮往這方面努力。

祝 加台會 成功圓滿
魁北克 同鄉會 
會長   黃鈺堤





多倫多臺灣同鄉會



加拿大各區同鄉會會長連絡電話
Saskatoon  SK  羅聆榛 306 9793130
Winnipeg  MB  黃美綾 204 2611497
Waterloo  ON  蘇相國 519 8843777
London  ON  石松桓 519 4348373

Windsor  ON  陳恒雄 519 9728860
Kingston  ON  張美和  613 5444281
Saint John  NB  卓謙信 506 6422467
Halifax  NS  黃惠娟  902 8202168
ST John   陳昱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