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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會的聚會, , 人真多人真多, , 好熱鬧好熱鬧. . Calgary Calgary 是石油城是石油城, , 

7070年末及年末及80 80 年初石油業正興盛年初石油業正興盛, , 很多人都從不同很多人都從不同

的城市搬來的城市搬來 Calgary Calgary 就任與石油有關的工作就任與石油有關的工作. . 人人

家說我們是來吃油飯的家說我們是來吃油飯的. . 

這麼多年來這麼多年來, , 我享受到台灣同鄉會所提供的我享受到台灣同鄉會所提供的

各種娛樂活動各種娛樂活動, , 也認識結交了許許多多的好朋友也認識結交了許許多多的好朋友, , 

卻沒為台灣同鄉會盡過一點力卻沒為台灣同鄉會盡過一點力, , 好不慚愧好不慚愧. . 今年今年

年初年初, , 我糊裡糊塗的被選上了會長時我糊裡糊塗的被選上了會長時, , 心想這應心想這應

該是我服務回該是我服務回饋饋的好機會的好機會. . 所以義不容辭接下了所以義不容辭接下了

這個任務這個任務. . 接了重任之後接了重任之後, , 才體會到這不是一件才體會到這不是一件

輕鬆的工作輕鬆的工作. . 非常感謝現任理事會的所有理事們非常感謝現任理事會的所有理事們

的協助與支持的協助與支持. . 沒有他們的帶領沒有他們的帶領,,熱心與犧牲熱心與犧牲, , 這這

重擔我是無法勝任的重擔我是無法勝任的..

卡加利台灣同鄉會自卡加利台灣同鄉會自19701970年成立以來年成立以來, , 有有4422

年了年了. . 可以想像這期間數不盡的同鄉們付出了他可以想像這期間數不盡的同鄉們付出了他

們的時間們的時間,,心力及金錢心力及金錢. . 經過幾十年的辛苦經營經過幾十年的辛苦經營,,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他們辛勤灌慨施肥的成果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他們辛勤灌慨施肥的成果. . 他他

們讓我由衷的敬佩們讓我由衷的敬佩. . 我在此向他們致敬我在此向他們致敬. . 這些年這些年

來來, , 新移民愈來愈多新移民愈來愈多, , 同鄉會一直在改變同鄉會一直在改變..卡加利卡加利

台灣同鄉會也經過了一些考驗和災難台灣同鄉會也經過了一些考驗和災難. . 但我們台但我們台

灣同鄉會沒被打倒灣同鄉會沒被打倒. . 反而更茁壯反而更茁壯. . 我們同是來自我們同是來自

美麗的寶島美麗的寶島, , 如今又都住在這山明水秀的落磯山如今又都住在這山明水秀的落磯山

山腳下的山腳下的 Calgary. Calgary. 這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  ,  這個卡加利台這個卡加利台

灣同鄉會灣同鄉會, , 是每一個人的是每一個人的. . 在每一位同鄉的無在每一位同鄉的無

私關愛之下私關愛之下, , 我們有信心我們有信心, , 只要我們每個人只要我們每個人

都盡點心都盡點心,,出點力出點力, , 這個大家庭會更同心這個大家庭會更同心, , 健健

全全, , 歡樂及繁榮歡樂及繁榮.  .  

自自19701970年至年至9090年代末年代末,,卡加利台灣同鄉會卡加利台灣同鄉會

很單純很單純. . 同鄉會的存在靠同鄉們的參與及贊同鄉會的存在靠同鄉們的參與及贊

助助. . 活動照樣辨得有聲有色活動照樣辨得有聲有色. . 後來在幾位元後來在幾位元

老同鄉們的苦心策劃和他們與當地的關係人老同鄉們的苦心策劃和他們與當地的關係人

士協助下士協助下 ,  ,  同鄉會得到了同鄉會得到了AGLC (Alberta AGLC (Alberta 

Gaming and Liquor Commission) Gaming and Liquor Commission) 批准批准, , 每每

一年半可以輪到兩天在一年半可以輪到兩天在 Casino Casino 做義工的機做義工的機

會會. . 其報償是好幾萬的收入其報償是好幾萬的收入. . 從此同鄉會有從此同鄉會有

了一些基金了一些基金, , 可以做長遠的打算可以做長遠的打算. . 大家心目大家心目

中最大的期望是有一個屬於同鄉會自己的會中最大的期望是有一個屬於同鄉會自己的會

館館. . 同鄉會的服務對向也因此擴大到不限同鄉會的服務對向也因此擴大到不限

人種人種, , 不限國籍不限國籍. . 因而工作量大增因而工作量大增, , 同鄉會的組同鄉會的組

織和運作就得系統化織和運作就得系統化. . 這是非牟利團體向前邁這是非牟利團體向前邁

進的最大一步進的最大一步.  .  

成立基金至今已有成立基金至今已有10 10 個年頭了個年頭了. . 照一般情況照一般情況, , 

10 10 年的努力不懈年的努力不懈, , 我們早應擁有自己的會館我們早應擁有自己的會館. . 

但事與願違但事與願違. . 原因何在原因何在? ? 有一個是眾所皆知有一個是眾所皆知, , 潛潛

在最長久的大原因在最長久的大原因,, 也是誤解也是誤解. . 那就是很多人那就是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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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燕秋張燕秋

自自19811981年初從年初從Edmonton Edmonton 

搬來搬來 Calgary, Calgary, 轉眼就快轉眼就快

3030年年了了..那時加拿大的台灣那時加拿大的台灣

人每到一個新的地方人每到一個新的地方, , 會會

很快與台灣同鄉會聯絡很快與台灣同鄉會聯絡, , 

我們也不例外我們也不例外. . 那年卡加那年卡加

利台灣同鄉會的會長是羅利台灣同鄉會的會長是羅

智樹智樹. . 還記得一次在他家還記得一次在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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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早就給同鄉會戴了老早就給同鄉會戴了 ＂＂綠帽子綠帽子＂＂. . 這這＂＂綠帽子綠帽子＂＂

戴到今天還摘不下來戴到今天還摘不下來. . 許許多多的台灣同鄉因而怯許許多多的台灣同鄉因而怯

步步, , 不敢或不願加入同鄉會不敢或不願加入同鄉會.. 但事實是卡加利台灣但事實是卡加利台灣

同鄉會從來沒被任何人利用來玩私家政治遊戲同鄉會從來沒被任何人利用來玩私家政治遊戲..在在

自由的社會中自由的社會中, , 夫妻夫妻,, 手足手足, , 父子都允許有不同的政父子都允許有不同的政

治理念治理念, , 同鄉會當然有各黨各派人士同鄉會當然有各黨各派人士, , 這是自然的這是自然的

事事. . 如果不知情而誤解同鄉會是可以原諒的如果不知情而誤解同鄉會是可以原諒的. . 但如但如

果故意造謠果故意造謠, , 強說卡加利台灣同鄉會是綠的強說卡加利台灣同鄉會是綠的, , 那他那他

也許就是有私心企圖了也許就是有私心企圖了. . 

有私心的人領導公益的事業一定會敗壞這個有私心的人領導公益的事業一定會敗壞這個

事業事業..卡加利台灣同鄉會也是因為有私心的人參與卡加利台灣同鄉會也是因為有私心的人參與

且把持且把持, , 同鄉會因同鄉會因而傷痕累累而傷痕累累. . 人不是只為利而活人不是只為利而活

著著. . 個人的名譽聲望還是要維護的個人的名譽聲望還是要維護的, , 不是嗎不是嗎? ? 幸虧幸虧

絕大部分的同鄉慷慨無私絕大部分的同鄉慷慨無私 ,,熱心公益熱心公益. . 我們現在最我們現在最

大的希望是有年青人參與大的希望是有年青人參與. . 我們還在朝這個方向努我們還在朝這個方向努

力力. . 我們計劃多辦些青壯我們計劃多辦些青壯((少少))年的活動年的活動. . 希望希望不論不論

是老的是老的, , 少的少的, , 壯的壯的,,全體來參與籌劃全體來參與籌劃. . 歡迎同鄉們歡迎同鄉們

提供新的理念提供新的理念 , , 專長及時間專長及時間..經過智慧的交換及激經過智慧的交換及激

盪盪,,每個參與者都會受到重大的啟發每個參與者都會受到重大的啟發. . 

““我自山中來我自山中來, , 採枝蘭花草採枝蘭花草, , 種在小園中種在小園中, , 希望希望

花開好花開好＂＂..

今年卡加利有一位道地台灣人朱文祥先生今年卡加利有一位道地台灣人朱文祥先生

((Sean Sean ChuChu))及一位華裔高及一位華裔高啟平啟平先生先生((Shawn Kao)Shawn Kao) 競競

選市議員選市議員. . 卡加利台灣同鄉會初次破天荒地為他們卡加利台灣同鄉會初次破天荒地為他們

造勢競選造勢競選. . 從沈默的大眾中站出來從沈默的大眾中站出來, , 成為民主尖兵成為民主尖兵. . 

可借兩位都意外落選可借兩位都意外落選. . 我們沒有氣餒我們沒有氣餒, , 請他們更別請他們更別

氣餒氣餒. . 下次下次, , 同鄉會還會大力支持同鄉會還會大力支持. . 

同鄉們人才濟濟同鄉們人才濟濟, , 從科技專長到創業經商都有傑出從科技專長到創業經商都有傑出

人才人才. . 萬事俱備萬事俱備, , 只欠東風只欠東風. . 有膽識的同鄉們有膽識的同鄉們, , 儘可儘可

放馬過來放馬過來 . . 卡加利台灣同鄉會等待您來領導求學卡加利台灣同鄉會等待您來領導求學, , 

創業創業,, 或或從政從政, , 造福這個民主自由的加拿大社會造福這個民主自由的加拿大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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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謙順卓謙順 牧師牧師 口述口述 張燕秋張燕秋 筆錄筆錄

臺灣同鄉會的會徽臺灣同鄉會的會徽 ((logo) logo) 如上圖如上圖, , 是卓謙順是卓謙順

牧師設計的牧師設計的..會徽寓意由卓謙順牧師提供會徽寓意由卓謙順牧師提供, , 圖中圖中

間的三角形間的三角形, , 看似立體的粽子看似立體的粽子, , 代表我們每年代表我們每年

端午節活動端午節活動, , 同鄉們自己親手包的粽子同鄉們自己親手包的粽子, , 名聞名聞

四方四方. . 

三個三角形中三個三角形中::

1. 1. 第一個右邊的三角形像是人面第一個右邊的三角形像是人面, , 有眉毛眼晴有眉毛眼晴

鼻子的圖鼻子的圖, , 象徵合唱團和英文班象徵合唱團和英文班. . 

2. 2. 第二個下面的三角形第二個下面的三角形, , 像是洛磯山脈像是洛磯山脈((Rocky Rocky 

Mountain), Mountain), 又像是鍵盤又像是鍵盤((key board), key board), 代表代表 我我

們每周舉辦的健行活動及音樂們每周舉辦的健行活動及音樂. . 因為同鄉會常因為同鄉會常

主辦或協辦從臺灣或外地來的音樂表演節目主辦或協辦從臺灣或外地來的音樂表演節目..

3. 3. 第三個左邊的三角內的圈圈則象徵插花班第三個左邊的三角內的圈圈則象徵插花班, , 

跳舞班及烹飪班跳舞班及烹飪班, , 等等等等..

卡加利臺灣同鄉會四個英文字繞了一圈卡加利臺灣同鄉會四個英文字繞了一圈, , 代表代表

我們是一個團結的組織我們是一個團結的組織 --這個卡加利臺灣同鄉這個卡加利臺灣同鄉

會的組織是屬於大家的會的組織是屬於大家的. . 但是但是, , 注意哦注意哦! ! 這個這個

卡加利臺灣同鄉會左邊有個大門卡加利臺灣同鄉會左邊有個大門, , 大門是開的大門是開的. . 

卡加利臺灣同鄉會歡迎各界人士加入卡加利臺灣同鄉會歡迎各界人士加入. . 我們服我們服

務的對象是所有的卡加利居民務的對象是所有的卡加利居民. . 

所有卡加利臺灣同鄉會會員都是愛臺灣的所有卡加利臺灣同鄉會會員都是愛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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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1969  廖廖 弦弦 二二 1970  1970  吳吳 正正 一一

1971  1971  陳陳 正正 松松 1972  1972  徐徐 茂茂 揚揚

1973  1973  蔡蔡 瑞瑞 文文 1974  1974  林林 文文 恕恕

1975  1975  張張 肇肇 俞俞 1976  1976  陳陳 保保 壽壽

1977  1977  許許 華華 1978  1978  陳陳 正正 松松

1979  1979  蔡蔡 瑞瑞 文文 1980  1980  林林 瑞瑞 朝朝

1981  1981  羅羅 智智 樹樹 1982  1982  朱朱 英英 禮禮

1983  1983  楊楊 陌陌 泰泰 1984  1984  黃黃 守守 道道

1985  1985  林林 宗宗 源源 1986  1986  吳吳 繁繁 憲憲

1987  1987  廖廖 顯顯 崇崇 1988  1988  葉葉 蘭蘭 香香

1989  1989  黃黃 明明 章章 1990  1990  黃黃 根根 財財

1991  1991  張張 兆兆 芳芳 1992  1992  周周 省省 吾吾

1993  1993  孫孫 靜靜 芬芬 1994  1994  蔡蔡 欣欣 昱昱

1995  1995  謝謝 彩彩 雲雲 1996  1996  謝謝 彩彩 雲雲

1997  1997  謝謝 彩彩 雲雲 1998  1998  陳陳 穗穗 蘭蘭

1999  1999  高高 仕仕 倫倫 2000  2000  吳吳 文文 鐘鐘

2001  2001  杜杜 秀秀 容容 2002  2002  蘇蘇 偉偉 琪琪

2003  2003  陳陳 正正 松松 2004  2004  易易 重重 利利

2005  2005  杜杜 秀秀 容容 2006  2006  蔡蔡 淑淑 慧慧

2007  2007  蔡蔡 淑淑 慧慧 2008  2008  戴戴 台台 芬芬

2009  2009  戴戴 台台 芬芬 2010  2010  張張 燕燕 秋秋

2011  2011  張張 燕燕 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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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班插花班

指導老師指導老師: : 吳行雲吳行雲女士女士

吳行雲老師是卡加利的新移民吳行雲老師是卡加利的新移民..起初我們都不起初我們都不

知道吳老師插花的絕技知道吳老師插花的絕技..開課之後才知道此插開課之後才知道此插

花非彼插花也花非彼插花也..吳老師教的插花吳老師教的插花,,取材廣取材廣,,花材花材

可用鮮花可用鮮花, , 也可不用鮮花也可不用鮮花,,不但成本低平不但成本低平. . 設設

計組合種類也多計組合種類也多..她在很短的幾分鐘內她在很短的幾分鐘內, , 就能就能

製作出很美的作品製作出很美的作品,,盆盆超絕盆盆超絕,,此地另無高手此地另無高手..

她展示出來的作品盆盆惟妙惟俏她展示出來的作品盆盆惟妙惟俏..她擅長傳授她擅長傳授,,

學生們學得到其中的奧妙學生們學得到其中的奧妙..個個都好高興學到個個都好高興學到

了一技之長了一技之長..

時時 間間 : : 每週一下午每週一下午 1:30 1:30 -- 3:00 p.m.3:00 p.m.

地地 點點: : 惠群大廈會議室一樓惠群大廈會議室一樓

吳行雲吳行雲女士女士 作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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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英文班基礎英文班
指導老師指導老師: : 卓謙順卓謙順 先生先生

卓謙順老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牧師卓謙順老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牧師. . 他的他的

英文可能比一般洋人要好英文可能比一般洋人要好..他的學生絕大多數他的學生絕大多數

是上年紀的中國人是上年紀的中國人,,卓老師有耐心有經驗卓老師有耐心有經驗..相信相信

每位學生的英文程度都提昇不少每位學生的英文程度都提昇不少..

時時 間間 : : 每週二下午每週二下午 3:00 3:00 -- 5:00 p.m.5:00 p.m.

地地 點點 : : 惠群大廈會議室一樓惠群大廈會議室一樓

園藝班園藝班

指導老師指導老師:  :  林永吉林永吉 先生先生

內內 容容 :: 草坪建築；草坪維護；庭木種植，草坪建築；草坪維護；庭木種植，

種植設計及其保養方法；室內盆栽；種植設計及其保養方法；室內盆栽；

造園設計；雜草、病蟲害處理；植造園設計；雜草、病蟲害處理；植

物繁殖法；家庭菜園經營物繁殖法；家庭菜園經營……..等。等。

時時 間間 : : 每月第一個星期六下午每月第一個星期六下午 2:30 2:30 -- 4:304:30

地地 點點: : 台灣同鄉會會館台灣同鄉會會館

交際舞班交際舞班
指導老師指導老師: : 楊陌泰楊陌泰先生先生

楊陌泰老師楊陌泰老師1515年前曾在大專校友會義務教過國年前曾在大專校友會義務教過國

際標準舞際標準舞..他也有多次亞省他也有多次亞省 Ballroom dance Ballroom dance 

((國際標準舞國際標準舞))比賽的經驗比賽的經驗..他常說跳交際舞是他常說跳交際舞是

最好的身心運動最好的身心運動..是老夫老妻增進感情延年益是老夫老妻增進感情延年益

壽的密訣壽的密訣,,也是年青人認識結交新朋友的捷徑也是年青人認識結交新朋友的捷徑..

我們就認識幾對夫妻是在跳交際舞的場合認識我們就認識幾對夫妻是在跳交際舞的場合認識

的的..如果你相信楊陌泰是因為常跳舞才顯不出如果你相信楊陌泰是因為常跳舞才顯不出

他的年紀的話他的年紀的話,,快快學交際舞吧快快學交際舞吧! ! 

時時 間間 : : 每週一下午每週一下午 6:00 6:00 --9:00 p.m.9:00 p.m.

地地 點點: : Crescent Height Community HallCrescent Height Community Hall

應用電腦班應用電腦班

指導老師指導老師:  :  劉振東劉振東 先生先生

電腦班是最受普遍大眾歡迎的課程電腦班是最受普遍大眾歡迎的課程..劉振東老劉振東老

師把他的電腦知識有系統的介紹給大家師把他的電腦知識有系統的介紹給大家..學生學生

愈學興致愈高愈學興致愈高..劉振東老師雖然來自中國大陸劉振東老師雖然來自中國大陸,,

卻與每個學生相處融洽卻與每個學生相處融洽, , 打成一片打成一片..

時時 間間 : : 每週四下午每週四下午 3:00 3:00 -- 5:00 p.m.5:00 p.m.

地地 點點: : 台灣同鄉會會館台灣同鄉會會館

青少年羽球班青少年羽球班
指導老師指導老師:  :  Thomas Lau Thomas Lau 先生先生

Thomas Lau Thomas Lau 老師是卡加利大學畢業生老師是卡加利大學畢業生. . 是有經是有經

驗的羽球教練驗的羽球教練. . 他教學認真他教學認真, , 孩子們的球技八孩子們的球技八

個禮拜下來都大有進步個禮拜下來都大有進步..

時時 間間 : : 每週四下午每週四下午 6:30 6:30 -- 8:30 p.m.8:30 p.m.

地地 點點: : BalmoreBalmore School on 16 Ave & 2School on 16 Ave & 2ndnd St. NWSt. NW

基礎國畫班基礎國畫班

指導老師指導老師:  :  陳娜蓮陳娜蓮 女士女士

陳娜蓮老師在卡加利台灣同鄉會教國畫也有多陳娜蓮老師在卡加利台灣同鄉會教國畫也有多

年的歷史了年的歷史了..她能晝也能跳她能晝也能跳,,是個多才多藝的藝是個多才多藝的藝

術家術家..她教出來的學生的作品在義賣拍賣時都她教出來的學生的作品在義賣拍賣時都

能賣到不錯的價格能賣到不錯的價格..老師的作品更不用說了老師的作品更不用說了..歡歡

迎多介紹友人參加迎多介紹友人參加

時時 間間 : : 每週二下午每週二下午 10:00 10:00 -- 12:30 p.m.12:30 p.m.

地地 點點: : 台灣同鄉會會館台灣同鄉會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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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行社社長 : 謝彩雲 (Grace Bou)
連絡電話 : 238-1361

健行社社長健行社社長 : : 謝彩雲謝彩雲 ((Grace Grace BouBou))
連絡電話連絡電話 : 238: 238--13611361

來卡城一晃三十年了。前十五年，忙著上班上課，來卡城一晃三十年了。前十五年，忙著上班上課，

只有在暑假中，去附近省立或國家公園走走，退只有在暑假中，去附近省立或國家公園走走，退

休之後，才有時間去旅行及健行！休之後，才有時間去旅行及健行！

卡城是個美麗的城市，有很多公園及步道區。在卡城是個美麗的城市，有很多公園及步道區。在

二〇〇四年初，我擬定一個二〇〇四年初，我擬定一個““健行行程表健行行程表““，每年，每年

春回大地，四月，五月，六月每星期三呼朋（喚）春回大地，四月，五月，六月每星期三呼朋（喚）

引友在不同的公園走路！到了七月，八月就到附引友在不同的公園走路！到了七月，八月就到附

近的山區，健行，尋幽探景，享受新鮮的空氣，近的山區，健行，尋幽探景，享受新鮮的空氣，

真是越走越健康，這有益的活動，吸引了好多退真是越走越健康，這有益的活動，吸引了好多退

休人士及新移民來參加。每年都在盼望著春天早休人士及新移民來參加。每年都在盼望著春天早

日來臨！好去享受那大自然的風光！日來臨！好去享受那大自然的風光！

照片提供：照片提供： 張燕秋張燕秋, , 謝彩雲謝彩雲, , 璞玉璞玉

ELBOW FALL ELBOW FALL GRASSI LAKE & HEART CREEKGRASSI LAKE & HEART C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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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LOUIES & LITTLE BEEHIVELAKE LOUIES & LITTLE BEEHIVE

LARCH VALLEY & MORAINE LAKELARCH VALLEY & MORAINE LAKE

WATERTON LAKES NATIONAL PARKWATERTON LAKES NATIONAL PARK

NORTH INTER LAKE NORTH INTER LAKE PRINCE ISLAND PARKPRINCE ISLAND PARK

INGLEWOOD BIRD SANCTUARYINGLEWOOD BIRD SANCTUARY EDWORTHY PARKEDWORTHY PARK

http://www.taiwan.net.tw/index.jsp


JAN  2011

加拿大卡加利台灣同鄉會加拿大卡加利台灣同鄉會

88

前所未見的導遊與旅行社前所未見的導遊與旅行社 璞玉璞玉

88月月77日和日和 88日日,,台灣同鄉會有兩天一夜旅遊台灣同鄉會有兩天一夜旅遊

目的地是亞伯逹省目的地是亞伯逹省((Alberta)Alberta)最南端的最南端的

WaltertonWalterton Lakes National Park (Lakes National Park (瓦特頓湖區國家公園瓦特頓湖區國家公園))

和和 writingwriting--onon--stone (stone (石頭公園石頭公園))

早在幾個月前就把計劃交給一位專業導遊早在幾個月前就把計劃交給一位專業導遊

因為她也曾為台灣同鄉會辦過數次旅遊活動因為她也曾為台灣同鄉會辦過數次旅遊活動

因此全權交託給她安排所有的吃因此全權交託給她安排所有的吃, , 住與行程住與行程

但當我們一群台灣同鄉約但當我們一群台灣同鄉約4040人人

在集合地點上車時在集合地點上車時, , 就發現有就發現有1010位不速之客位不速之客

原來這位導遊把我們整團參入了此地另個社團原來這位導遊把我們整團參入了此地另個社團

對方人數太多對方人數太多, 60, 60多人一車坐不下多人一車坐不下

所以就併入我們這一團同車同行所以就併入我們這一團同車同行

也就是說也就是說......一共有兩部遊覽車一共有兩部遊覽車,100,100多人多人

更誇張的事更誇張的事, , 她竟然刪減早己規劃好的幾個重要景點她竟然刪減早己規劃好的幾個重要景點

別的不說別的不說......

第二天的石頭公園第二天的石頭公園, , 是我們此行主要的目的地是我們此行主要的目的地

她以路況不佳她以路況不佳, , 正在修路為由正在修路為由......不準備去不準備去

更可笑的理由是更可笑的理由是......若去了石頭公園返回卡城會很晚若去了石頭公園返回卡城會很晚

對隔天要上班的人可能不太好對隔天要上班的人可能不太好......

經過我們强力的抗爭經過我們强力的抗爭, , 她才勉強同意要去她才勉強同意要去

結果是結果是......

往石頭公園的路況非常好往石頭公園的路況非常好, , 也未見有任何施工修路的也未見有任何施工修路的

跡象跡象

返回卡城才下午六點鐘返回卡城才下午六點鐘......她的謊言不攻自破她的謊言不攻自破

至於早至於早,,午餐午餐......更是從未遇見過的離譜更是從未遇見過的離譜, , 糟糕糟糕......

再加上一日三變的時間安排再加上一日三變的時間安排......真的讓我們懷疑真的讓我們懷疑

我們是不是進了黑店我們是不是進了黑店??????

Day 1: 7:30am Pickup (NWDay 1: 7:30am Pickup (NW BalmoralBalmoral School )School )

7:45am Departure7:45am Departure

NantonNanton (Truck Stop, 20Min.)(Truck Stop, 20Min.)

Pincher Creek ( Lunch,1Hour) Pincher Creek ( Lunch,1Hour) --

100100多人同時出現在一間小餐廳吃自助餐多人同時出現在一間小餐廳吃自助餐,,可是先可是先

到先贏到先贏

WaterstonWaterston (Prince of Wales Hotel, 40Min.) (Prince of Wales Hotel, 40Min.) 

Red Canyon (30Min.) Red Canyon (30Min.) -- 取消取消

WatertonWaterton Town (30Min.) Town (30Min.) 

Cameron Falls (20Min.)Cameron Falls (20Min.)

Cameron Lake (30 Min.) Cameron Lake (30 Min.) --取消取消

Buffalo Paddock Circle Drive Buffalo Paddock Circle Drive 

Pincher Creek(Dinner) Pincher Creek(Dinner) 

Hotel (Heritage Hotel & ConventionHotel (Heritage Hotel & Convention CentresCentres) ) 

Day 2: 7:00 Morning Call 7: 15 Breakfast 8:15Pickup Day 2: 7:00 Morning Call 7: 15 Breakfast 8:15Pickup --

改成改成8:008:00吃早餐吃早餐, , 準時來的人沒得吃準時來的人沒得吃......原來原來100100多人多人

只訂了只訂了7070人的份量人的份量

CardstonCardston (Mormon Temple) (Mormon Temple) --取消取消

LethbridgeLethbridge (Lunch) (Lunch) --

1010人一桌人一桌,,粥粥,,粉粉,,麵麵,,飯一起上外加青菜一盤飯一起上外加青菜一盤

WritingWriting--OnOn--Stone Stone 

Park Fort Macleod(rest 20Min.) Park Fort Macleod(rest 20Min.) --取消取消

Nanton ( Nanton Lancaster Air Museum) Nanton ( Nanton Lancaster Air Museum) --取消取消

如此品質的導遊與旅行社如此品質的導遊與旅行社......若是出現在台灣若是出現在台灣

早就打入黑名單早就打入黑名單, , 無法繼續經營下去了無法繼續經營下去了......

天時天時, , 地利地利, , 人和是旅遊不可缺的要件人和是旅遊不可缺的要件

有了這次的經驗有了這次的經驗......切記切記........

還要加上第四個要件還要加上第四個要件......

找對導遊找對導遊, , 找對旅行社找對旅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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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燕秋張燕秋

新春聯歡晚會新春聯歡晚會

時間時間: : 二月五日二月五日((星期五星期五))

地點地點: : 文化中心地下室的富貴門海鮮的酒家舉行文化中心地下室的富貴門海鮮的酒家舉行

卡加利台灣同鄉會每年都固定舉辦幾個佳節慶祝活動卡加利台灣同鄉會每年都固定舉辦幾個佳節慶祝活動..

新年度的第一個活動新年度的第一個活動 -- 新春聯歡晚會是眾所矚目期盼新春聯歡晚會是眾所矚目期盼

的節目的節目, , 是參加最踴躍最熱鬧的活動之一是參加最踴躍最熱鬧的活動之一. . 新理事剛剛新理事剛剛

接班接班, , 可以說是新理事們的第一個挑戰可以說是新理事們的第一個挑戰, , 在舊理事們的在舊理事們的

協助下協助下, , 同鄉會就此展開了新的一年同鄉會就此展開了新的一年. . 

端午節端午節

時間時間: : 六月十二日六月十二日((星期六星期六) ) 下午下午4:00 4:00 pm to 10:00 pm pm to 10:00 pm 

地點地點: : Upland Recreation Upland Recreation CenterCenter, NW  , NW  

同鄉會們可曾想到我們雖住在卡加利同鄉會們可曾想到我們雖住在卡加利, , 遠離台灣遠離台灣, , 

卻每年在同鄉會的端午節活動畤卻每年在同鄉會的端午節活動畤, , 能吃到道地的家能吃到道地的家

鄉口味的粽子鄉口味的粽子. . 想知道是哪些幕後功臣在替我們服想知道是哪些幕後功臣在替我們服

務務? ? 端午活動是由謝彩雲採買策劃端午活動是由謝彩雲採買策劃, , 並動員一隊娘並動員一隊娘

子軍子軍, , 全是包粽子的能手全是包粽子的能手. . 她們是她們是 溫素芸溫素芸, , 莊美綾莊美綾, , 

陳雲銀陳雲銀, , 邱美清邱美清, , 何倩何倩, , 洪素勤洪素勤, , 龔志富龔志富, , 許光玲許光玲, , 王王

貴美貴美, , 胡鎮華胡鎮華, , 李莉芬李莉芬, , 黃棉義黃棉義 等等等等. . 

管弦樂演奏會管弦樂演奏會

時間時間::七月二十六日七月二十六日((星期一星期一),             ),             地點地點::卡加利中華文化中心卡加利中華文化中心

2 0 1 02 0 1 0 年 是 卡 加 利 華 埠 百 年 慶年 是 卡 加 利 華 埠 百 年 慶 (( Calgary Chinatown Centenary Calgary Chinatown Centenary 

Celebration). Celebration). 台灣同鄉會和卡加利中華文化中心聯合舉辦了一台灣同鄉會和卡加利中華文化中心聯合舉辦了一

場管弦樂演奏會場管弦樂演奏會. . 由中華文化中心負責場地由中華文化中心負責場地, , 印票印票, , 出廣告及發出廣告及發

佈宣傳品佈宣傳品. . 台灣同鄉會則負責接送招待台灣同鄉會則負責接送招待, , 賣票賣票, , 及尋求贊助者及尋求贊助者. . 表表

演團是國立台北藝術大學音樂系的老師和學生演團是國立台北藝術大學音樂系的老師和學生. . 這埸音樂會的這埸音樂會的

收入除去所有開支後收入除去所有開支後, , 全數捐贈卡加利愛群基金會全數捐贈卡加利愛群基金會, , 作為籌建長作為籌建長

者廉租公寓之用者廉租公寓之用. . 

多虧卡加利台灣同鄉會有一位全能的音樂長者卓牧師多虧卡加利台灣同鄉會有一位全能的音樂長者卓牧師, , 他大力他大力

奔走奔走..不僅籌到巨款不僅籌到巨款, , 忙招待接送忙招待接送. . 賣票更是不遺餘力賣票更是不遺餘力. . 同鄉謝彩同鄉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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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ino VolunteeringCasino Volunteering

時間時間: : 八月一日八月一日((星期日星期日) ) & & 八月二日八月二日((星期一星期一) ) 

地點地點: : Calgary Stampede Casino, Stampede Ground Calgary Stampede Casino, Stampede Ground 

謝謝以下謝謝以下2525位義工兩天兩夜的不眠不休位義工兩天兩夜的不眠不休: : 林永吉林永吉, , 廖顯廖顯

崇崇,, 蔡瑞文蔡瑞文, , 黃守道黃守道, , 劉振東劉振東, , 陳正松陳正松, , 溫素芸溫素芸,, 王貴美王貴美, , 

謝彩雲謝彩雲, , 黃永亮黃永亮, , 許光玲許光玲, , 劉迺明劉迺明,, 彭毓文彭毓文, , 胡鎮華胡鎮華, , 卓謙卓謙

順順, , 何何 倩倩, , 陳偉陳偉, , 陳偉豪陳偉豪 及晚班及晚班 戴台芬戴台芬 組下的組下的 吳義清吳義清, , 

王美華王美華, , 陳麗湘陳麗湘, , 周志宏周志宏, , 王德韾王德韾 和和 Susan Susan ChakChak. . 這次同這次同

鄉會分得的款數是鄉會分得的款數是 $ 67,712.45$ 67,712.45

夏季夏季 BBQ BBQ 烤肉烤肉

時間時間: : 九月四日九月四日((星期六星期六)   11:00 )   11:00 am to 4:00 pmam to 4:00 pm

地點地點: : BownessBowness Park, NW Park, NW 

因為有因為有劉迺明的一大早去劉迺明的一大早去 BownessBowness ParkPark佔住最大佔住最大

的場位的場位, , 也是也是謝彩雲的採購和謝彩雲的採購和劉迺明的劉迺明的調味打理調味打理, , 

今夏的今夏的烤肉烤肉, , 大家吃得非常滿意大家吃得非常滿意. . 另外因中秋節即另外因中秋節即

將來臨將來臨, , 我們也有高級月餅供應我們也有高級月餅供應..給大家帶來一番給大家帶來一番

驚喜驚喜. . 這次這次 BBQ BBQ 正巧是卡加利地方選舉日前正巧是卡加利地方選舉日前,,兩兩

位台灣人市議員競選人也來參加位台灣人市議員競選人也來參加, , 讓大家對他們讓大家對他們

有更多的認識有更多的認識, , 才更能助勢才更能助勢. . 天公非常作美天公非常作美, , 我們我們

才結束才結束, , 就嘩嘩啦下大雨就嘩嘩啦下大雨. . 看到有些其他遲來的社看到有些其他遲來的社

團團, , 覺得我們好幸運覺得我們好幸運..

二日一夜戶外遊二日一夜戶外遊

時間時間: : 八月七日八月七日, , 八日八日

地點地點: : WatertonWaterton Lakes National ParkLakes National Park

雲謝大姐更是功不可沒雲謝大姐更是功不可沒. . 其賣票的熱忱和負責任的態其賣票的熱忱和負責任的態

度讓我由衷的欽佩度讓我由衷的欽佩. . 感謝戴台芬同鄉捐款感謝戴台芬同鄉捐款 $500 $500 和林和林

揚洲同鄉捐款揚洲同鄉捐款 $200. $200. 台灣同鄉會捐款台灣同鄉會捐款 $1,000. $1,000. 一張一張

$5,003.96 $5,003.96 的支票已在長者廉租公寓動土典禮那天的支票已在長者廉租公寓動土典禮那天, , 在在

多位政界人士和大眾觀禮下多位政界人士和大眾觀禮下, , 公開呈交給愛群基金會公開呈交給愛群基金會. . 

這是卡加利台灣同鄉會對當地社會的小小貢獻這是卡加利台灣同鄉會對當地社會的小小貢獻. . 

這一場管弦樂演奏會的節目非常別出心裁這一場管弦樂演奏會的節目非常別出心裁. . 壓軸戲是壓軸戲是

系主任系主任 蘇顯達的小提琴獨奏蘇顯達的小提琴獨奏. . 兩支台灣民謠兩支台灣民謠: : 望春風望春風

和五月花和五月花 得到全場掌聲不斷得到全場掌聲不斷. . 每個觀眾都異口同聲每個觀眾都異口同聲

的說光是這兩支曲子的說光是這兩支曲子, , 便值回雙倍票價便值回雙倍票價. . 令人充分感令人充分感

受到音樂帶來的鄉思情愁及震撼力受到音樂帶來的鄉思情愁及震撼力,,真實體驗到我們真實體驗到我們

有多麼的懷念台灣故鄉有多麼的懷念台灣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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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國慶茶點雙十國慶茶點

時間時間: : 十十月十日月十日((星期日星期日))

地點地點: : Upland Recreation Upland Recreation CenterCenter, NW , NW 

世界日報第二天登出我們的新聞如下世界日報第二天登出我們的新聞如下::

卡加利台灣同卡加利台灣同鄉會日前舉辦中華民國鄉會日前舉辦中華民國9999年雙十國慶年雙十國慶

茶會，百餘位同茶會，百餘位同鄉齊聚一堂。會長張燕秋特別於會鄉齊聚一堂。會長張燕秋特別於會

中安排播放「九九光芒，一百榮耀」影片，又進行中安排播放「九九光芒，一百榮耀」影片，又進行

中華民國歷史機智問答，所有與會鄉親並圍繞國慶中華民國歷史機智問答，所有與會鄉親並圍繞國慶

慶賀蛋糕，熱鬧迎接明年百年國慶慶典。慶賀蛋糕，熱鬧迎接明年百年國慶慶典。

聖誕節聖誕節 Potluck Potluck -- 本年度會員大會及本年度會員大會及

理事改選理事改選

時間時間: : 十二十二月月十二十二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地點地點: : Meadowlark Park Community Hall 623Meadowlark Park Community Hall 623--58 Ave, 58 Ave, 

本年度會員大會已於當晚選出下一年度的新理事本年度會員大會已於當晚選出下一年度的新理事. . 

五位現任理事當選連任五位現任理事當選連任, , 五位新人加入理事陣榮五位新人加入理事陣榮. . 

十二十二月月十五十五日日新理事會議時又從十位理事中選出新理事會議時又從十位理事中選出

以下執行委員以下執行委員: : 

會長會長: : 張燕秋張燕秋; ; 第一副會長第一副會長: : 謝彩雲謝彩雲; ; 第二副會長第二副會長: : 

賀蔭修賀蔭修; ; 秘書秘書: : 惠文麗惠文麗; ; 出納出納: : 王貴美王貴美; ; 及及 理事理事: : 劉劉

迺明迺明; ; 陳美玲陳美玲; ; 姜浩雲姜浩雲; ; 胡鎮華胡鎮華; ; 洪素勤洪素勤

在十二月十二日的聖誕節聚餐會上在十二月十二日的聖誕節聚餐會上, , 吳老師把她吳老師把她

的一盆美倫美煥的大型的牡丹花盆飾拍賣得到的的一盆美倫美煥的大型的牡丹花盆飾拍賣得到的

$268 $268 全數捐出給全數捐出給同同鄉會鄉會. . 吳老師的善舉可風吳老師的善舉可風. . 

搬回此盆牡丹花的幸運者是愛花的美人鄭如蘋搬回此盆牡丹花的幸運者是愛花的美人鄭如蘋

((Lisa) Lisa) 及夫婿馬力偉律師及夫婿馬力偉律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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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多年的故鄉長期旅行計劃終於在渴望多年的故鄉長期旅行計劃終於在TheresaTheresa她退休後她退休後

得以成行。得以成行。趁趁還走得動時趕快回去看看親朋好友，還還走得動時趕快回去看看親朋好友，還

有就是要重新認識那已蛻變了已有就是要重新認識那已蛻變了已陌陌生的家鄉。從生的家鄉。從1010月月

99日到日到1111月月2020日之間我們以自助行方式走過了基隆，日之間我們以自助行方式走過了基隆，

臺北，臺中，台南，高雄及花蓮。景點包括了鳥來，臺北，臺中，台南，高雄及花蓮。景點包括了鳥來，

金瓜石黃金園區，九份，北海岸風景區，野柳。淡水金瓜石黃金園區，九份，北海岸風景區，野柳。淡水

漁人碼頭，真理大學校園內英使館，紅樓及牛津記念漁人碼頭，真理大學校園內英使館，紅樓及牛津記念

館。ハ里，十三行博物館。朱銘藝術博物館，臺館。ハ里，十三行博物館。朱銘藝術博物館，臺

北花博，林安泰古厝，臺北植物園，臺北水源博北花博，林安泰古厝，臺北植物園，臺北水源博

物館，臺大校園，中興大校園，澎湖，二二八公物館，臺大校園，中興大校園，澎湖，二二八公

園，新公園，園，新公園，101101，臺北火車站，板橋林家花園，，臺北火車站，板橋林家花園，

鶯歌陶瓷博物館，古坑，三義，坪林茶博物館，鶯歌陶瓷博物館，古坑，三義，坪林茶博物館，

梧棲，陽明山國家公園，卓蘭。臺江國家公園含梧棲，陽明山國家公園，卓蘭。臺江國家公園含

四草湖水鳥保護區，安平古蹟，運河，鹽田等。四草湖水鳥保護區，安平古蹟，運河，鹽田等。

愛河。大盟灣國家風景區含小硫球及東港等。六愛河。大盟灣國家風景區含小硫球及東港等。六

龜林區水土保持。中橫太魯閣國家公園，天祥等。龜林區水土保持。中橫太魯閣國家公園，天祥等。

金瓜石黃金園區，太魯閣，朱銘，植物園，水源，金瓜石黃金園區，太魯閣，朱銘，植物園，水源，

陽明山，愛河，小硫球，烏來，臺大校園及真理陽明山，愛河，小硫球，烏來，臺大校園及真理

大校園等景點，其設計具整體性並表現出典雅自大校園等景點，其設計具整體性並表現出典雅自

然，古蹟保護及文化特色。不論種植，步道，水然，古蹟保護及文化特色。不論種植，步道，水

景，欄桿，建物，望景站，橋樑，廣場等可看是景，欄桿，建物，望景站，橋樑，廣場等可看是

出自專業設計手法。最痛心的景點是野柳，人擠出自專業設計手法。最痛心的景點是野柳，人擠

如市，如市，80%80%是陸客。只設一道直通的木板步道，是陸客。只設一道直通的木板步道，

其餘火山岩區除在危險區邊劃線不准越界外都可其餘火山岩區除在危險區邊劃線不准越界外都可

任行任摸。已被消摸磨掉任行任摸。已被消摸磨掉50%50%以上的程度，再不以上的程度，再不

遊臺灣四十天遊臺灣四十天 林永吉林永吉 Jan. 1Jan. 1stst , 2011, 2011

市長市長 Naheed Nenshi Naheed Nenshi 參加朱文祥警官的募款餐會參加朱文祥警官的募款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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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節能國人節能((節水，省力節水，省力) ) ，低炭，更環保，低炭，更環保((有機，有機，

有氧，保水有氧，保水))更生態更生態((栽植土生植物栽植土生植物))的其他模式花的其他模式花

園才對。各國代表園中的美加兩園表現了自然生園才對。各國代表園中的美加兩園表現了自然生

態，其他的全是人工美而已。態，其他的全是人工美而已。2. 2. 未來家庭園藝，未來家庭園藝，

在在CalgaryCalgary我們若在室外開菜園或應用可生產食物我們若在室外開菜園或應用可生產食物

的植物造景。贊。但在的植物造景。贊。但在ApartmentApartment內花數千加元設內花數千加元設

置像太空艙內的蔬果種植設備每置像太空艙內的蔬果種植設備每33--66個月收數棵個月收數棵

小白菜，非常不實際。難怪一位年青爸帶著一家小白菜，非常不實際。難怪一位年青爸帶著一家

四口看到那展示就哈哈大笑。說這不是開玩笑四口看到那展示就哈哈大笑。說這不是開玩笑

吧吧!!!! !!!! 花那麼大精神要教育國人就因這敗筆而全花那麼大精神要教育國人就因這敗筆而全

報消了。報消了。3. 3. 花牆新技術，若花架能用再生原料製花牆新技術，若花架能用再生原料製

造而且使用滴水灌溉再大加宣導則造而且使用滴水灌溉再大加宣導則No. 1No. 1也。也。4. 4. 

原有園內老榕樹沒被照顧到，有些樹幹還被昇高原有園內老榕樹沒被照顧到，有些樹幹還被昇高

3030cmcm的花圃埋了，數年後這些樹將因樹桿腐爛的花圃埋了，數年後這些樹將因樹桿腐爛

而亡，確是錯誤造園技術示範。有些樹被完全不而亡，確是錯誤造園技術示範。有些樹被完全不

對的砍法砍修，留著唐突的短枝，而非被修剪而對的砍法砍修，留著唐突的短枝，而非被修剪而

是被屠宰了。有些半斷的樹枝仍倒掛吊著，不能是被屠宰了。有些半斷的樹枝仍倒掛吊著，不能

接受呀！花博呀怎麼這種示範。接受呀！花博呀怎麼這種示範。5. 5. 入夜後只能參入夜後只能參

觀室內館，室外太暗沒法欣賞。夜間照明也是庭觀室內館，室外太暗沒法欣賞。夜間照明也是庭

院設計中的重點之一，怎沒做到。院設計中的重點之一，怎沒做到。6. 6. 應掌握花博應掌握花博

時機向國際推銷臺灣花卉，造園及園藝相關產品。時機向國際推銷臺灣花卉，造園及園藝相關產品。

如小型花卉園藝商展。如小型花卉園藝商展。

旅程中盡吃傳統家鄉美食，肉燥麵，焢肉飯，肉旅程中盡吃傳統家鄉美食，肉燥麵，焢肉飯，肉

圓，魚圓湯，炒米粉，鴨扁擔，芋圓湯，芋頭冰，圓，魚圓湯，炒米粉，鴨扁擔，芋圓湯，芋頭冰，

碗粿，肉粽等，解嚵！。十五天後碗粿，肉粽等，解嚵！。十五天後TheresaTheresa她吃膩她吃膩

了才換口味。海鮮，牛肉麵，台南小吃，國賓及了才換口味。海鮮，牛肉麵，台南小吃，國賓及

101 101 WasabiWasabi的的BuffetBuffet。。臺北博愛路謝阿姨美食坊的臺北博愛路謝阿姨美食坊的

芋頭稀飯或芋頭米粉更是絕響。台北車站內二樓芋頭稀飯或芋頭米粉更是絕響。台北車站內二樓

集中了全臺正港美食又乾淨又好吃價錢公道。台集中了全臺正港美食又乾淨又好吃價錢公道。台

南安平夜市一定去，炒鱔麵，蝦卷。東港華僑市南安平夜市一定去，炒鱔麵，蝦卷。東港華僑市

場的魚市買海鮮可在代煮店中馬上享用。梧棲港場的魚市買海鮮可在代煮店中馬上享用。梧棲港

也一樣有代煮店。食在臺灣是太方便了，隨處也一樣有代煮店。食在臺灣是太方便了，隨處

幾年那老天給的自然岩石將被磨光，請問野柳還在幾年那老天給的自然岩石將被磨光，請問野柳還在

嗎嗎? ? 問他為什麼不用步道限行而保護下岩石問他為什麼不用步道限行而保護下岩石? ? 竟回竟回

答說那火山岩會再長答說那火山岩會再長???!!! ???!!! 。對了，值得稱讚的是。對了，值得稱讚的是

所有方便所都是新型抽水式且打掃乾淨沒氨味。不所有方便所都是新型抽水式且打掃乾淨沒氨味。不

敢說全國了，只是說我去用過的敢說全國了，只是說我去用過的98%98%公共洗手間呢，公共洗手間呢，

不信您自已去體會就知。公園內或公共廣場可看到不信您自已去體會就知。公園內或公共廣場可看到

有專人打理，整潔許多。國人的公共道德修養也有有專人打理，整潔許多。國人的公共道德修養也有

進步了。家鄉太美了，看不完玩不完，候鳥計劃可進步了。家鄉太美了，看不完玩不完，候鳥計劃可

行。行。

臺北花博是臺北花博是20102010臺灣最熱點。我們在臺灣最熱點。我們在1111月月1010日從開日從開

門進場直到晚上關門才離開，兩條老腿平時打球練門進場直到晚上關門才離開，兩條老腿平時打球練

得還行，用上了。除夢想館及人物館外其餘的都看得還行，用上了。除夢想館及人物館外其餘的都看

得非常詳細。花博成功表現了光電新科技，蘭花展得非常詳細。花博成功表現了光電新科技，蘭花展

((爭艷爭艷))，環保，環保((保特瓶保特瓶))，污水處理，污水處理((水生植物池水生植物池))，未，未

來家庭圍藝，臺灣生態物種之多元冠全梂，水土保來家庭圍藝，臺灣生態物種之多元冠全梂，水土保

持之重要性持之重要性((真像真像))，各國園景代表作，藝術，本土，各國園景代表作，藝術，本土

竹子及雞籠，新技術花牆，一年生草花圖案花海，竹子及雞籠，新技術花牆，一年生草花圖案花海，

古松盆栽古松盆栽((養生養生))，林安泰古厝，文藝舞台表演，臺，林安泰古厝，文藝舞台表演，臺

灣美食等等。但我這個所謂的老園藝仍有話要說灣美食等等。但我這個所謂的老園藝仍有話要說: 1. : 1. 

花園設計模式中忘了最基本的多年生草花園，灌木花園設計模式中忘了最基本的多年生草花園，灌木

園，土生植物園，球根物園等模式。太過強調一年園，土生植物園，球根物園等模式。太過強調一年

生草花圖案花海。可知一年生草花其花期只生草花圖案花海。可知一年生草花其花期只22--44個個

月。必須重種來延繼。一年生草花分春播及秋播兩月。必須重種來延繼。一年生草花分春播及秋播兩

大類。春播者原產熱帶適溫大類。春播者原產熱帶適溫(15(15--30 30 C)C)，，開花多在春開花多在春

夏。秋播者原產溫帶其適溫低夏。秋播者原產溫帶其適溫低(10(10--25 25 C)C)，，冬至春季冬至春季

開花。臺北開花。臺北秋冬秋冬溫度偏低加上多陰只有溫度偏低加上多陰只有33--44小時陽小時陽

光，花生長不良，花少而稀。也是花海看起來不夠光，花生長不良，花少而稀。也是花海看起來不夠

勁的原因吧。最近溫度更低，擔心這些花如何能旺勁的原因吧。最近溫度更低，擔心這些花如何能旺

開再撐四個月？一年生草花的維護需開再撐四個月？一年生草花的維護需 求比起其他求比起其他

模式園圃要高許多，如灌水，施肥，除蟲，除草，模式園圃要高許多，如灌水，施肥，除蟲，除草，

為促繼續開花及保持新鮮更必須經常修剪以摘去枯為促繼續開花及保持新鮮更必須經常修剪以摘去枯

花枯葉。除一年生圖案草花圃外花博應展示並教育花枯葉。除一年生圖案草花圃外花博應展示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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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害！。只是公車有時上車付車資有時下車付，勵害！。只是公車有時上車付車資有時下車付，

優悠卡付資次序弄錯就被當，失效後必須去捷運優悠卡付資次序弄錯就被當，失效後必須去捷運

站內服務窗口要求站內服務窗口要求resetreset，，也會被說下回要小心喔。也會被說下回要小心喔。

烏賊公車已不見了，路上跑的全是有空調巴士。烏賊公車已不見了，路上跑的全是有空調巴士。

覺得無策或迷途就找小黃。小黃運將都相當健談覺得無策或迷途就找小黃。小黃運將都相當健談

學問不錯。總之臺灣的陸上公共交通四通八達，學問不錯。總之臺灣的陸上公共交通四通八達，

品質水準高而且便宜。公車運將品質以大城市內品質水準高而且便宜。公車運將品質以大城市內

的最佳，愈鄉下的就有待改善。的最佳，愈鄉下的就有待改善。

住宿，不是旺季或特別節日或出名景點一般都不住宿，不是旺季或特別節日或出名景點一般都不

必預約，三星級或公務旅館易找而且價格還可接必預約，三星級或公務旅館易找而且價格還可接

受。問臺北國賓，國人是受。問臺北國賓，國人是NT$ 4,000 NT$ 4,000 ，，臺中全國約臺中全國約

NT$ 2800NT$ 2800含豐富的自助早餐，台式，和式，美式含豐富的自助早餐，台式，和式，美式

或義式，太享受了。一般感覺住是比較高或義式，太享受了。一般感覺住是比較高花費花費的的

部 份 。 如 找 救 國 團 辦 分 佈 全 國 的 住 宿 ， 約部 份 。 如 找 救 國 團 辦 分 佈 全 國 的 住 宿 ， 約

NT$1200NT$1200--18001800房間乾淨，還包有簡單早餐呢，豆房間乾淨，還包有簡單早餐呢，豆

醬，稀飯，煎蛋，醬菜，土司，果醬，咖啡，茶醬，稀飯，煎蛋，醬菜，土司，果醬，咖啡，茶

等基本要求。沒住過民宿不知如何，大概是心中等基本要求。沒住過民宿不知如何，大概是心中

沒準備好吧。沒準備好吧。

臺灣確是好地方，寶島就是寶島，已都市化了的臺灣確是好地方，寶島就是寶島，已都市化了的

地方，綠化美化仍顯不足尤其是老區的公共地方。地方，綠化美化仍顯不足尤其是老區的公共地方。

很多住家或店家會用盆栽來美化其門面。其餘未很多住家或店家會用盆栽來美化其門面。其餘未

都市化部份真是好山好水，這好山好水可能有未都市化部份真是好山好水，這好山好水可能有未

被開發的原始生態環境，她們在末來開發時應被被開發的原始生態環境，她們在末來開發時應被

盡力保留下來留給子孫。或用土生植物來美化綠盡力保留下來留給子孫。或用土生植物來美化綠

化都會中的公園綠地。如此對保存臺灣的原有生化都會中的公園綠地。如此對保存臺灣的原有生

態或說基因庫有益。走遍臺灣四十天沒看到這方態或說基因庫有益。走遍臺灣四十天沒看到這方

面的表現。看到的多是人工化的栽植，也就只是面的表現。看到的多是人工化的栽植，也就只是

美化綠化或環保栽植而已，跟真的生態造園仍差美化綠化或環保栽植而已，跟真的生態造園仍差

許多。為了子孫這觀念真的有待植入並加強的必許多。為了子孫這觀念真的有待植入並加強的必

要。學院應增或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及智識傳授。要。學院應增或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及智識傳授。

都是而且便宜好吃，衛生沒問題，我們倆都平安都是而且便宜好吃，衛生沒問題，我們倆都平安

無事。水果新鮮品質高，蓮霧，釋枷果無事。水果新鮮品質高，蓮霧，釋枷果((番荔枝番荔枝))，，

木瓜，柿子，香蕉，椪柑及文旦柚等，真好吃。木瓜，柿子，香蕉，椪柑及文旦柚等，真好吃。

經常一次吃兩只大粒香甜番荔枝，經常一次吃兩只大粒香甜番荔枝，NT$ 50/eachNT$ 50/each過過

癮癮! ! 。。

坐高鐵是種享受，快而且平穩，價錢合理，說要坐高鐵是種享受，快而且平穩，價錢合理，說要

老人票還被更正說敬老票。餓了還可買鐵路便當。老人票還被更正說敬老票。餓了還可買鐵路便當。

臺北到高雄一個半小時，高雄捷運就在高鐵站建臺北到高雄一個半小時，高雄捷運就在高鐵站建

物中，臺中鳥日車站外就有接駁公車免費接送到物中，臺中鳥日車站外就有接駁公車免費接送到

市區。車站中以臺北站為最，內有高鐵，臺鐵，市區。車站中以臺北站為最，內有高鐵，臺鐵，

捷運還有美食購物集中一起，好構想好方便。臺捷運還有美食購物集中一起，好構想好方便。臺

鐵的自強號成了上班通勤列車，小站上有民間自鐵的自強號成了上班通勤列車，小站上有民間自

組的志工導引旅客，親切熱心指點迷津。對我們組的志工導引旅客，親切熱心指點迷津。對我們

這種自助旅遊者幫助很大。各中等及大站都有旅這種自助旅遊者幫助很大。各中等及大站都有旅

客服務中心提供親切旅遊資訊及免費地圖或說明客服務中心提供親切旅遊資訊及免費地圖或說明

單冊。為推廣觀光，觀光局還與許多公車公司合單冊。為推廣觀光，觀光局還與許多公車公司合

作提供免費景點接駁巴士服務。如花蓮車站前就作提供免費景點接駁巴士服務。如花蓮車站前就

可搭車遊中橫到天祥，遊鯉魚潭，遊花東縱谷，可搭車遊中橫到天祥，遊鯉魚潭，遊花東縱谷，

遊海濱公園。如台南車站前可搭有空調巴士遊台遊海濱公園。如台南車站前可搭有空調巴士遊台

南古蹟，遊安平夜市，遊台江公園四草湖水鳥紅南古蹟，遊安平夜市，遊台江公園四草湖水鳥紅

樹林保護區，古炮台等。每一路線每小時出車一樹林保護區，古炮台等。每一路線每小時出車一

班旅客可在任一景點站下車參觀，完後可搭同線班旅客可在任一景點站下車參觀，完後可搭同線

車續繼行程或回起點都行，很隨意。駕駛似乎都車續繼行程或回起點都行，很隨意。駕駛似乎都

很專業。臺北捷運快速方便，千萬不要在尖峰時很專業。臺北捷運快速方便，千萬不要在尖峰時

間間乘乘坐，擠得你如罐中沙丁魚，手上提的麵包保坐，擠得你如罐中沙丁魚，手上提的麵包保

證成燒餅出來，我還以為身在東京呢只差沒白手證成燒餅出來，我還以為身在東京呢只差沒白手

套。套。98%98%的年青人會讓座給我，白髮真有用。公的年青人會讓座給我，白髮真有用。公

車還是方便只要你知道怎麼車還是方便只要你知道怎麼乘乘坐，台北，光華，坐，台北，光華，

欣欣，首都，指南，新店，基隆各路公車在街路欣欣，首都，指南，新店，基隆各路公車在街路

上衝來衝去而且都沒發行公車路線單冊，在車亭上衝來衝去而且都沒發行公車路線單冊，在車亭

或站牌上才有路線圖示，要不得靠嘴問，還好或站牌上才有路線圖示，要不得靠嘴問，還好

LocalLocal都能很快有效的給答案如電腦樣快的指示，都能很快有效的給答案如電腦樣快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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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功與養生氣功與養生 黃崇聖黃崇聖

一般所謂一般所謂““氣功氣功””都是指透過一些特殊的動作，配合呼都是指透過一些特殊的動作，配合呼

吸法與意念來鍛練身體的方法。吸法與意念來鍛練身體的方法。

除了外練筋骨與皮膚之外，還可加強人體的除了外練筋骨與皮膚之外，還可加強人體的““内氣内氣””

（磁場）。古人說：（磁場）。古人說：““外練筋骨皮，内練一口氣外練筋骨皮，内練一口氣””與與

““練武不練功，到老一場空練武不練功，到老一場空””。指的就是。指的就是""氣功氣功""。古代。古代

不論是達官貴人，練武之人，或江湖術士，都以氣不論是達官貴人，練武之人，或江湖術士，都以氣

功爲必修之課。功爲必修之課。

練氣功不但可以防身，還可強身去病。延緩老化，練氣功不但可以防身，還可強身去病。延緩老化，

美容養顔等等。一般的說法：美容養顔等等。一般的說法：練氣功可使人看起來練氣功可使人看起來

比實際年齡年輕比實際年齡年輕5~105~10歲。歲。

本人接觸過的門派，不下本人接觸過的門派，不下1010種，種，2020多年前大陸氣功多年前大陸氣功

正盛行，我也曾親自去拜訪過許多大陸的氣功師與正盛行，我也曾親自去拜訪過許多大陸的氣功師與

他們做過一些交流（他們做過一些交流（19901990年）。年）。

只是後來大陸因爲發生只是後來大陸因爲發生““法輪功法輪功””的事件，整個大陸氣的事件，整個大陸氣

功界也受到了魚池之殃，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很多功界也受到了魚池之殃，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很多““氣氣

功功””多加入了一些神秘的或宗教的色彩。。。多加入了一些神秘的或宗教的色彩。。。

經過本人多年的研究發現：各門派功法雖各有不同，經過本人多年的研究發現：各門派功法雖各有不同，

但原理基本都是一樣的，只是因爲有些人練氣功後但原理基本都是一樣的，只是因爲有些人練氣功後

的功效顯着。例如有些疾病，練了氣功竟不藥而愈的功效顯着。例如有些疾病，練了氣功竟不藥而愈

或明顯減輕症狀。所以容易被有心人仕披上一層神或明顯減輕症狀。所以容易被有心人仕披上一層神

秘的面紗。本人近年來也悟出一套，簡單，安全又秘的面紗。本人近年來也悟出一套，簡單，安全又

適合大衆練習的方法。如那天我回去台灣或大陸推適合大衆練習的方法。如那天我回去台灣或大陸推

廣，一定會很快流行起來的。呵呵！廣，一定會很快流行起來的。呵呵！

其實練其實練太極拳也是很注重太極拳也是很注重““氣氣””，也可算是，也可算是““氣功氣功””的一的一

種，種，太極拳練得好的人，時間久了，自然也會有太極拳練得好的人，時間久了，自然也會有““氣氣

功功””的，對身體健康自然也會有很大的助益。但也有的，對身體健康自然也會有很大的助益。但也有

一些人雖然練了一輩子的太極拳，還不曉得什麽是一些人雖然練了一輩子的太極拳，還不曉得什麽是

““氣功氣功””，個人認爲初學者應從氣功練起，效果較好。，個人認爲初學者應從氣功練起，效果較好。

我的方法也比較快，只要幾周（一天要練我的方法也比較快，只要幾周（一天要練20~3020~30分鍾）分鍾）

即可練成。即可練成。

氣功亦可結合其他的運動來練習，例如太極，武氣功亦可結合其他的運動來練習，例如太極，武

術或瑜伽等等。都可以達到相輔相成的功效。術或瑜伽等等。都可以達到相輔相成的功效。

我爲何要練氣功我爲何要練氣功??

我在台灣，曾經從事十幾年的飾品外銷加工廠，我在台灣，曾經從事十幾年的飾品外銷加工廠，

以前因爲長期生活緊張，工作忙碌，得了神精性以前因爲長期生活緊張，工作忙碌，得了神精性

的腸胃疾病，常年吃藥都無法痊愈，後來經朋友的腸胃疾病，常年吃藥都無法痊愈，後來經朋友

介紹，去拜師練氣功，不久就把我的胃病給治好介紹，去拜師練氣功，不久就把我的胃病給治好

了，從此我也喜歡上了氣功，當時氣功很流行，了，從此我也喜歡上了氣功，當時氣功很流行，

門派也不少。我跟了不少名師學，例如：醫學氣門派也不少。我跟了不少名師學，例如：醫學氣

功，科學氣功，養生氣功，氣功點穴，凡是與氣功，科學氣功，養生氣功，氣功點穴，凡是與氣

功有關，我幾乎都有興趣涉獵。還跟團去大陸做功有關，我幾乎都有興趣涉獵。還跟團去大陸做

兩 岸 的 交 流 。 （兩 岸 的 交 流 。 （ 1 9 9 01 9 9 0 年 ）年 ）

在古代，氣功是屬于在古代，氣功是屬于““内家内家””功法，傳子不傳女；功法，傳子不傳女；

入門還得要先拜師，要發重誓：不得私下傳授。入門還得要先拜師，要發重誓：不得私下傳授。

或未得師父同意不得外傳，否則。。。總之很多或未得師父同意不得外傳，否則。。。總之很多

規矩的。這也是造成中國一些國粹會失傳的主要規矩的。這也是造成中國一些國粹會失傳的主要

原因。所以我決定將它改良并加以發揚光大。原因。所以我決定將它改良并加以發揚光大。

（因照古法練，是比較辛苦的，也不合時宜的。（因照古法練，是比較辛苦的，也不合時宜的。

例如：站樁一站就得站一個小時以上，讓人滿身例如：站樁一站就得站一個小時以上，讓人滿身

大 汗 。 。 。 ）大 汗 。 。 。 ）

氣功之所以能治病，其實是因爲氣功之所以能治病，其實是因爲““内氣内氣””（磁場）（磁場）

改善了自身的體質，打通了經脈。促進我們身體改善了自身的體質，打通了經脈。促進我們身體

的血液循環，發揮自身免疫系統的功能，（其實的血液循環，發揮自身免疫系統的功能，（其實

很多運動，或針灸也是一樣，有此功能。）不須很多運動，或針灸也是一樣，有此功能。）不須

要以要以““神秘神秘””的眼光去看待它，但氣功（内氣）能的眼光去看待它，但氣功（内氣）能

比較快速地的打通身體的穴道，讓氣血循環改善，比較快速地的打通身體的穴道，讓氣血循環改善，

這已是不争的事實。只要方法正確，不求之過急，這已是不争的事實。只要方法正確，不求之過急，

有老師指導，氣功應是一種很不錯且安全的強身有老師指導，氣功應是一種很不錯且安全的強身

健體的方法之一。健體的方法之一。

曾任台灣氣功研究會監事；卡城文化中心的氣功曾任台灣氣功研究會監事；卡城文化中心的氣功

導師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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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中國的文化，總的來說，固有傳統文化，我很喜歡中國的文化，總的來說，固有傳統文化，

在台灣保存的也非常好，我也曾涉獵了一些，我對在台灣保存的也非常好，我也曾涉獵了一些，我對

氣功，點穴，太極，都非常感興趣。尤其氣功，點穴，太極，都非常感興趣。尤其““氣功氣功””，對，對

健康有很大的幫助，它是我國健康有很大的幫助，它是我國““五術之首五術之首””，（五術：，（五術：

““山山””醫命相卜。醫命相卜。““山山””所指的就是所指的就是““氣功氣功””）也可說是一）也可說是一

種效率很高的種效率很高的““運動運動””，非常適合中老年紀的人學習。，非常適合中老年紀的人學習。

來加拿大我也曾學了多年的太極拳。（陳式太極）來加拿大我也曾學了多年的太極拳。（陳式太極）

後來因爲工作忙才中斷。但我自己也已經悟出一套後來因爲工作忙才中斷。但我自己也已經悟出一套

練氣功的簡單方法，每天只要練一二十分鍾，幾個練氣功的簡單方法，每天只要練一二十分鍾，幾個

星期就可以練成。且不會出偏。這一點是非常重要星期就可以練成。且不會出偏。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的。如有興趣想進一步了解。的。如有興趣想進一步了解。

可以先去我的首頁看看：（這也是我花了三年時間，可以先去我的首頁看看：（這也是我花了三年時間，

最近才剛完成的：世界華人資訊共享的大型網站最近才剛完成的：世界華人資訊共享的大型網站 --

世界首页；將可以媲美世界首页；將可以媲美 FACEBOOKFACEBOOK 網站網站 ）裡面的視）裡面的視

頻是我前年在加拿大卡加利市拍的。目前我在中央頻是我前年在加拿大卡加利市拍的。目前我在中央

街從事推拿按摩中心。（本人是亞省注冊按摩師）街從事推拿按摩中心。（本人是亞省注冊按摩師）

天人氣功天人氣功 ( ( TanTan--RenRen Qigong )Qigong )

http://wwwhttp://www.theworldhomepages.theworldhomepages.com.com/cn/cn/city/inde/city/inde

x.aspx.asp?cityid?cityid=62=62

世界首頁：（又名：博客簿）世界首頁：（又名：博客簿） 英文版亦即將發行英文版亦即將發行

( ( YouBlookYouBlook.com ).com )

http://wwwhttp://www.theworldhomepages.theworldhomepages.com.com

懶人台灣遊記首頁懶人台灣遊記首頁 ( ( VisitVisit Taiwan )Taiwan )

http://wwwhttp://www.theworldhomepages.theworldhomepages.com.com/cn/cn/city/inde/city/inde

x.aspx.asp?cityid?cityid=1127=1127

建國中學樂旗隊建國中學樂旗隊 ( ( Visit Calgary )Visit Calgary )

http://wwwhttp://www.theworldhomepages.theworldhomepages.com.com/cn/cn/city/inde/city/inde

x.aspx.asp?cityid?cityid=1157=1157

My AccentMy Accent Joe YangJoe Yang

My spoken English has a very strong Taiwanese/Chinese My spoken English has a very strong Taiwanese/Chinese 
accent. This accent has bothered me all these years since accent. This accent has bothered me all these years since 
I came to Canada almost more than 40 years ago. I came to Canada almost more than 40 years ago. 

I love to talk and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famous public I love to talk and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famous public 
speaker. With my accent, I wondered how am I going to speaker. With my accent, I wondered how am I going to 
be famous? Wherever possible, I ask every one and any be famous? Wherever possible, I ask every one and any 
one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English the same question: one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English the same question: 
““ How can I improve my spoken English?How can I improve my spoken English?”” Deep down Deep down 
in my heart, my real question was in my heart, my real question was ““ how can I get rid of how can I get rid of 
the accent?the accent?”” I never had a convincing answer.I never had a convincing answer.

On our trip to Toronto/Quebec in May, 2004, we stayed On our trip to Toronto/Quebec in May, 2004, we stayed 
at a good friend, Paul at a good friend, Paul HsuehHsueh’’s home. Paul and Joanne s home. Paul and Joanne 
(Paul(Paul’’s wife) have four sons. The youngest sons are s wife) have four sons. The youngest sons are 
twins, Frank and Fred. Both twins were home at the time twins, Frank and Fred. Both twins were home at the time 
since they just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ies and ready to since they just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ies and ready to 
start their first jobs.start their first jobs.

While we enjoy seeing them and talking about our lives, While we enjoy seeing them and talking about our lives, 
I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to these two young men: I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to these two young men: 
““ How can I improve my spoken English?How can I improve my spoken English?”” To my To my 
surprise, Fred said that my spoken English is perfectly surprise, Fred said that my spoken English is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All I have to do is to make a point of understandable. All I have to do is to make a point of 
pronouncing words clearly and donpronouncing words clearly and don’’t rush.  Het rush.  He didndidn’’t t 
convince me.convince me.

Fred then proceeded to imitate my ChineseFred then proceeded to imitate my Chinese--accented accented 
English by using his EnglishEnglish by using his English--accented Chinese to accented Chinese to 
demonstrate that my spoken English is perfectly all right demonstrate that my spoken English is perfectly all right 
and even cute. Fred thinks his Chinese (Englishand even cute. Fred thinks his Chinese (English--accented) accented) 
is not good enough. In fact, we understand his Chinese is not good enough. In fact, we understand his Chinese 
very well and thought his Chinese is so cute.  It was the very well and thought his Chinese is so cute.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understand that an accent in the language is first time I understand that an accent in the language is 
the signature of a person. It is a part of that person.  Why the signature of a person. It is a part of that person.  Why 
should I kill that part of me? Now, Ishould I kill that part of me? Now, I’’veve found my found my 
answer answer –– my Chinese accent is a part of me and there is my Chinese accent is a part of me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eliminate it. Thirty no need to eliminate it. Thirty ––seven years journey of seven years journey of 
searching for an answer has come to an end.searching for an answer has come to an end.

After came back from the Eastern Canada trip, I fully After came back from the Eastern Canada trip, I fully 
used my accent in my standused my accent in my stand--up comedy performance. My up comedy performance. My 
club members love it and it even drew envy of a club members love it and it even drew envy of a 
Canadian girl who told me: I have an unfair advantage Canadian girl who told me: I have an unfair advantage 
because I am so different from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because I am so different from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Canadians.Canadians.

IsnIsn’’t it irony that my treasure was mistaken as a burden t it irony that my treasure was mistaken as a burden 
all my life?all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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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環保騎自行車的人越來越多為了環保騎自行車的人越來越多 各縣市政府對自行各縣市政府對自行

車道的規劃非常重視車道的規劃非常重視 但縣市之間自行車道的聯結但縣市之間自行車道的聯結 仍仍

在規劃中在規劃中

高雄是我一直認為治安及環境最差的縣市高雄是我一直認為治安及環境最差的縣市 但此次高但此次高

雄之行雄之行 看到愛河整治的成功看到愛河整治的成功 晚上燈光倒影河中晚上燈光倒影河中 真真

的很美的很美 很有情調很有情調 此外高雄的大眾運輸工具此外高雄的大眾運輸工具 除了捷除了捷

運系統已啟用外運系統已啟用外 公車也全都更新公車也全都更新 不用再坐計程車也不用再坐計程車也

能到處通能到處通

另外和朋友去了淡水另外和朋友去了淡水 八里八里 陽明山陽明山 礁溪及基隆礁溪及基隆

淡水漁人碼頭規劃的很好淡水漁人碼頭規劃的很好 可以遠眺出海口及燈塔可以遠眺出海口及燈塔 還還

看到街頭畫家幫人畫像看到街頭畫家幫人畫像 畫得很傳神畫得很傳神 才才100100元台幣元台幣 真真

是便宜到不行是便宜到不行 那裡的海鮮非常新鮮那裡的海鮮非常新鮮 可以嚐鮮一下可以嚐鮮一下

八里在淡水的對岸八里在淡水的對岸 岸邊規劃有一點熱帶風情岸邊規劃有一點熱帶風情 那兒許那兒許

多小吃店都很有特色多小吃店都很有特色 以前出產的孔雀铪以前出產的孔雀铪 現在全都是現在全都是

進口進口 而且非常貴而且非常貴 不值得一嚐不值得一嚐 我們參觀了朋友畫家我們參觀了朋友畫家

黃琴的工作室黃琴的工作室 她有許多珍貴的陶瓷製品及畫作她有許多珍貴的陶瓷製品及畫作 很值很值

得一看得一看

去礁溪是走雪山隧道去礁溪是走雪山隧道 耗時多年的雪山隧道耗時多年的雪山隧道 縮短了台縮短了台

北到宜蘭的距離和時間北到宜蘭的距離和時間 因此礁溪溫泉可以吸引更多因此礁溪溫泉可以吸引更多

台灣行腳台灣行腳 陳娜蓮陳娜蓮

此次返台對台灣近年此次返台對台灣近年

來的觀光建設頗有成來的觀光建設頗有成

果果 感到相當滿意感到相當滿意

雖然時間太短沒能參雖然時間太短沒能參

觀花卉博覽會觀花卉博覽會 但大家但大家

對花博的風評都非常對花博的風評都非常

好好 尤其是夢想館和未尤其是夢想館和未

來館最值得一看來館最值得一看 不過不過

都須要耐心排隊才能都須要耐心排隊才能

進入進入

的觀光客的觀光客 許多溫泉的規劃都彷照日本許多溫泉的規劃都彷照日本 甚至比日甚至比日

本溫泉更好本溫泉更好 金車伯朗咖啡在礁溪有一個觀光蘭金車伯朗咖啡在礁溪有一個觀光蘭

花園花園 培養了許多品種不同的蝴蝶蘭培養了許多品種不同的蝴蝶蘭 值得一看值得一看 礁礁

溪有許多名產溪有許多名產 如鴉賞如鴉賞 金桔乾等蜜餞金桔乾等蜜餞 還有它特產還有它特產

的蔥和空心菜及蔥油餅的蔥和空心菜及蔥油餅 會是不錯的選擇會是不錯的選擇

陽明山的竹子湖我每年必去陽明山的竹子湖我每年必去 原因是除了看海芋原因是除了看海芋

外外 那兒的芋頭米粉那兒的芋頭米粉 地瓜湯和白斬雞地瓜湯和白斬雞 芋頭糕芋頭糕 還有還有

許多野菜都非常吸引我許多野菜都非常吸引我

基隆為了提振觀光基隆為了提振觀光 規劃了一日遊規劃了一日遊 每人只要拿每人只要拿200200

元台幣可以吃一頓海鮮餐外元台幣可以吃一頓海鮮餐外 其他一切免費其他一切免費((包括包括

車輛車輛 導遊導遊) ) 他們會帶你們參觀外幕山海邊他們會帶你們參觀外幕山海邊 仙洞仙洞

古砲台古砲台 忘憂谷忘憂谷------------等等 我們在海邊品嚐了龍蝦麻我們在海邊品嚐了龍蝦麻

糬糬 是帶一點鹹味的是帶一點鹹味的 很特殊很特殊

在台六星期期間去了鶯歌三次在台六星期期間去了鶯歌三次 那兒有一群畫家那兒有一群畫家

及書法家專心繪製畫作在陶版及陶瓷製品上及書法家專心繪製畫作在陶版及陶瓷製品上 我我

也畫了一陶製品也畫了一陶製品 預計預計20122012年在卡加利開個展時年在卡加利開個展時

將會展出將會展出 請各位先進多多指教請各位先進多多指教

今年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今年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 如果有興趣如果有興趣 可以回可以回

台灣參加十月慶典台灣參加十月慶典 還可以申請三千元的補助喔還可以申請三千元的補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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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兒防老養兒防老 楊陌泰楊陌泰

小兒阿為要出生的前小兒阿為要出生的前2424小時小時, , 產科醫生傳來警告產科醫生傳來警告:: ““

胎兒缺氧胎兒缺氧,, 心律緩慢心律緩慢,, 得緊急剖腹生得緊急剖腹生產產,, 免得大腦及心免得大腦及心

臟受到永久的損害臟受到永久的損害..＂＂ 我心情跌到谷底我心情跌到谷底, , 以為今後將以為今後將

養育一個智障及心臟不健全的孩子養育一個智障及心臟不健全的孩子. . 惟一的安慰是這惟一的安慰是這

些缺陷不是遺傳性的些缺陷不是遺傳性的.. 到最後時刻到最後時刻, , 還在等還在等產科產科剖腹剖腹

醫生時醫生時, , 阿為卻順利地自然出生了阿為卻順利地自然出生了.. 但羊水已混濁但羊水已混濁,, 因因

為胎兒生命危險為胎兒生命危險, , 大便失禁而撒出很多糞便了大便失禁而撒出很多糞便了. . 可見可見

醫生的警告是正確的醫生的警告是正確的.                                                               .                                                               

阿為出世時哇哇一叫阿為出世時哇哇一叫,, 兩眼瞬間鎖定老妻兩眼瞬間鎖定老妻,, 注定母子注定母子

同命一生同命一生..

我第一眼見阿為我第一眼見阿為, , 覺得他好小覺得他好小.. 汪汪的哭聲很特別汪汪的哭聲很特別,, 是是

活的嬰兒不假活的嬰兒不假.. 他會放屁他會放屁,, 可見能消化吸收可見能消化吸收,, 使我大為使我大為

放心放心.. 他的濕疹他的濕疹((eczema)eczema) 很嚴重很嚴重,, 到了滿到了滿歲還一夜醒歲還一夜醒

來三五次來三五次,, 得媽媽敷摸解癢才能再入睡得媽媽敷摸解癢才能再入睡.. 因此母子同因此母子同

寢至今五年了寢至今五年了.. 對阿對阿為而言為而言, , 什麼都得媽媽才算數什麼都得媽媽才算數,, 爸爸

爸不重要爸不重要..

阿為很快地顯出好動及調皮搗蛋的個性阿為很快地顯出好動及調皮搗蛋的個性,, 所以既使有所以既使有

殘餘的大腦及心臟的毛病殘餘的大腦及心臟的毛病,, 大概不至于明顯到交女朋大概不至于明顯到交女朋

友有困難吧友有困難吧..

做了父母才知道帶小孩子有多麻煩做了父母才知道帶小孩子有多麻煩, , 而樂趣卻自在其而樂趣卻自在其

中中. . 他的一頻一笑都是驚奇的發現他的一頻一笑都是驚奇的發現,, 任何細微的發聲任何細微的發聲

及動作都吸引我們全神灌注及動作都吸引我們全神灌注,, 牽腸掛肚牽腸掛肚,, 並付予重大並付予重大

的意義的意義.. 不斷地照像不斷地照像,, 保証記保証記錄完整錄完整,, 勝過博物館的勝過博物館的

陳列陳列.. 新動作及驚人之語新動作及驚人之語,, 如第一聲如第一聲＂＂ 媽媽媽媽＂＂,, ““那那

座山比宇宙還大座山比宇宙還大!!＂＂ 及叫老爸及叫老爸 ““Grandpa!Grandpa!＂＂ 都記都記錄錄

有案有案.. 發燒瀉肚是天大的事發燒瀉肚是天大的事,, 當然要看醫生當然要看醫生, , 及全場緊及全場緊

迫釘人地看護安慰迫釘人地看護安慰,, 唯恐唯恐病況惡化病況惡化..

母愛這檔事非比尋常母愛這檔事非比尋常,, 比粗略的父愛要精緻耐用比粗略的父愛要精緻耐用.. 所所

以以它能延續種它能延續種族族,, 傳誦不絕傳誦不絕..

叫人傳誦不絕的也有男女之愛叫人傳誦不絕的也有男女之愛((romantic love), romantic love), 如如

賺人眼淚賺人眼淚 , , 西方的羅蜜歐與茱莉葉西方的羅蜜歐與茱莉葉 ((Romeo and Romeo and 

Juliet)Juliet) 之生之生死戀死戀,, 及東方的賈寶玉及林黛玉的纏及東方的賈寶玉及林黛玉的纏

綿純情綿純情,, 令人嘆惜令人嘆惜 ＂＂天生情種天生情種!!＂＂ 但那究竟是戲但那究竟是戲

劇及劇及小小說說.. 其所以迴腸盪氣令人神往其所以迴腸盪氣令人神往, , 是因為現實是因為現實

中做不到那麼淋漓盡緻中做不到那麼淋漓盡緻. . 古早的台灣古早的台灣,, 聽過女孩子聽過女孩子

不能赴你的約會時不能赴你的約會時說說:: ““父母束縛不自由父母束縛不自由＂＂嗎嗎??

還有歌詞記念其哀怨呢還有歌詞記念其哀怨呢..

20062006年的諾貝爾文學獎得主是土耳其人年的諾貝爾文學獎得主是土耳其人 Orhan Orhan 

PamukPamuk. . 他的小他的小說說 ““The Museum of InnocenceThe Museum of Innocence＂＂

以以19701970年代的伊士坦堡年代的伊士坦堡,, 土耳其土耳其,,為背景為背景.. 伊士坦伊士坦

堡的聲色氣味及禮教風俗彌蔓貫穿故事首尾堡的聲色氣味及禮教風俗彌蔓貫穿故事首尾.. 悲悲

戀的男主角凱末爾戀的男主角凱末爾((KamelKamel)) 收集愛人芙珊收集愛人芙珊((FusunFusun))

的大小用物的大小用物,, 擺示在私人博物館中擺示在私人博物館中,, 隨時檢視隨時檢視,, 重重

溫情愛溫情愛.. 凱末爾收集了很多凱末爾收集了很多 Fusun Fusun 的煙蒂的煙蒂,, 因因為為

每根煙蒂有其特殊形狀及每根煙蒂有其特殊形狀及顏色顏色,, 因熄火瞬間的感因熄火瞬間的感

情及心情及心緒緒的不同而留下痕跡的不同而留下痕跡.. 芙珊的心緒就是凱芙珊的心緒就是凱

末爾生命的末爾生命的 重心及重心及內涵內涵.. 故事中男女主角愛得捨故事中男女主角愛得捨

身棄世身棄世, , 把生命交給了對方把生命交給了對方,, 盡心盡性盡心盡性,, 焚身碎骨焚身碎骨

以赴以赴.. 令人感嘆至深令人感嘆至深.. 作家作家 Pamuk Pamuk 在在 Charlie Rose Charlie Rose 

的電視訪問中的電視訪問中說他說他真的有博物館真的有博物館,, 並且提到小並且提到小說說

能專注地把人性深刻地能專注地把人性深刻地 澈底地描寫出來澈底地描寫出來,, 非尋常非尋常

的記事能比的記事能比.. 雖然電視上看不出他有焚身失魄的雖然電視上看不出他有焚身失魄的

傷痕傷痕, , 還是被他說服還是被他說服,, 因而我又開始讀起小因而我又開始讀起小說來了說來了..

我認識一個不抽煙的土耳其工程師我認識一個不抽煙的土耳其工程師,, 身上必帶打身上必帶打

火機火機 ,, 隨時給太太點煙用隨時給太太點煙用 ..但沒有看過他撿煙蒂但沒有看過他撿煙蒂 . . 

Pamuk Pamuk 在哥倫比亞大學教比較文學在哥倫比亞大學教比較文學,, 我想他對愛我想他對愛

情的剖析多少有點情的剖析多少有點＂＂ 想當然想當然＂＂地理想化地理想化, , 不容易不容易

和普世公認的和普世公認的絕對母愛等量齊觀吧絕對母愛等量齊觀吧..

人類因歡愛而傳代人類因歡愛而傳代,, 接著是母愛的溫暖及滋養而接著是母愛的溫暖及滋養而

得以生長得以生長.. 所以一個人既使在絕境中仍本能地懷所以一個人既使在絕境中仍本能地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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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希望去等待著希望去等待 ..＂＂冬天都來了冬天都來了 ,, 春天還會遠嗎春天還會遠嗎??＂＂ 但但
““逝者如斯逝者如斯,, 不舍畫夜不舍畫夜!!＂＂. . ““衰老衰老＂＂有救嗎有救嗎?? 能緩嗎能緩嗎??

生而為人最美麗動人的時段是無助的嬰兒及求偶的生而為人最美麗動人的時段是無助的嬰兒及求偶的

青春期青春期.. 為的是生存為的是生存, , 及及种族的繁延种族的繁延.. 可惜過來人不記可惜過來人不記

得嬰兒事得嬰兒事,, 青春期則有太多的不安及煩惱青春期則有太多的不安及煩惱.. 怪不得有怪不得有

了些年事之後了些年事之後,, 稍有不如意稍有不如意,, 便容易觸景生情便容易觸景生情::＂＂ 一地一地

落英愁欲語落英愁欲語,, 當年曾伴美人來當年曾伴美人來!!＂＂ 李白李白說說: : ”” 夫天地者夫天地者,,

萬物之逆旅萬物之逆旅;; 光陰者光陰者,, 百代之過客百代之過客.. 而浮生若夢而浮生若夢,, 為歡為歡

幾何幾何??＂＂ 好灰喔好灰喔! ! 連千古天才李白都少歡樂連千古天才李白都少歡樂,, 吾輩只吾輩只

好希望好希望 傻人有傻福傻人有傻福:: 讓讓時光倒流時光倒流, , 返老還童返老還童!!

老妻說每個小孩子都可愛老妻說每個小孩子都可愛,, 我可覺得我可覺得最可愛的當然是最可愛的當然是

自己的自己的..

陪著小孩長大等于重溫遺忘了的幼年陪著小孩長大等于重溫遺忘了的幼年, , 及意外地的開及意外地的開

啟了潛意識的門窗啟了潛意識的門窗,, 既使來無影去無蹤既使來無影去無蹤:: 窺視一下自窺視一下自

己的人性及動物本能己的人性及動物本能:: 有追求真善美的一面有追求真善美的一面;; 也有希也有希

臘眾神的逞威臘眾神的逞威,, 縱樂及不可靠縱樂及不可靠.. 智慧的古雅典人施行智慧的古雅典人施行

民主民主,, 追求知識哲理追求知識哲理 及坦然面對他們原始的野性及坦然面對他們原始的野性, , 產產

生了多神教的信仰生了多神教的信仰.. 後來被簡化成一神教後來被簡化成一神教. . 嚴肅的上嚴肅的上

帝成了宇宙唯一的存在帝成了宇宙唯一的存在..

小孩子活在現時中小孩子活在現時中((right now),right now), 唯一關心的是唯一關心的是 ““玩玩＂＂

的的樂園樂園.. 他們從周遭環境中無意地直接吸收信息他們從周遭環境中無意地直接吸收信息, , 不不

僅僅是從僅僅是從““聽話聽話＂＂中成長中成長.. 過去與將來對他們來過去與將來對他們來說沒說沒

有意義有意義,, 因因為時間及善惡為時間及善惡, , 黑白黑白,, 美醜等的美醜等的 相對觀念相對觀念

是亞當和夏娃被趕出伊甸樂園之後才是亞當和夏娃被趕出伊甸樂園之後才產生的產生的..

希望阿為在樂園中盡量吸取營養及建立善良人格的希望阿為在樂園中盡量吸取營養及建立善良人格的

根本根本.. 到青少年失樂園時才有到青少年失樂園時才有 足夠的定力從世態的足夠的定力從世態的

迷陣中找到自己及尋求出路迷陣中找到自己及尋求出路..

小孩子能帶領我們重溫盎然生機小孩子能帶領我們重溫盎然生機, , 回歸樂園而忘老回歸樂園而忘老..

這便是養兒防老的真意這便是養兒防老的真意..

輕鬆貸款輕鬆貸款 1. 2. 3.                        1. 2. 3.                        柯柯 盈盈 如如

鑑於貸款利率處於歷史新低以及北美經濟仍在緩鑑於貸款利率處於歷史新低以及北美經濟仍在緩

慢復舒的情況下慢復舒的情況下, , 有人說現在是進場房市最好的有人說現在是進場房市最好的

時機時機.  .  不論您是因首次購屋自住不論您是因首次購屋自住, , 投資房市而積投資房市而積

極的在做極的在做house hunting house hunting 或是對於房市的復舒仍或是對於房市的復舒仍

持有保留的態度持有保留的態度,  ,  如果您本人或周遭的親友預計如果您本人或周遭的親友預計

於兩年之內購屋於兩年之內購屋, , 了解以下貸款的三大基本要素了解以下貸款的三大基本要素

將是對獲得房屋貸款必要的知識將是對獲得房屋貸款必要的知識.  .  

貸款銀行主要會審查貸款人的下列三項要素貸款銀行主要會審查貸款人的下列三項要素

1. Credit History/Beacon Score  1. Credit History/Beacon Score  個人信用紀個人信用紀

錄錄, , 評分評分::

信用評等極為重要信用評等極為重要.  .  好的信用評等可為購屋人仕好的信用評等可為購屋人仕

爭取到最優惠的貸款利率爭取到最優惠的貸款利率.  .  不盡理想的性用評等不盡理想的性用評等, , 

貸款種類的選擇性相對的就減少貸款種類的選擇性相對的就減少.  .  貸款利率也會貸款利率也會

因較低的信用評等而提高因較低的信用評等而提高.  .  加拿大人平均信用評加拿大人平均信用評

分大概在分大概在 650650分上下分上下.  680.  680分以上的貸款人分以上的貸款人, , 貸貸

款額度的上限通常會較款額度的上限通常會較680680分以下的貸款人來的高分以下的貸款人來的高.  .  

放款銀行一般來說會要求貸款人至少要有兩項二放款銀行一般來說會要求貸款人至少要有兩項二

年以上的信用紀錄年以上的信用紀錄.  .  對於缺少信用紀錄的人仕對於缺少信用紀錄的人仕, , 

要累計信用紀錄最快的方法就是適當的使用兩張要累計信用紀錄最快的方法就是適當的使用兩張

以上的信用卡以上的信用卡.  .  例如例如, , 以信用卡支付家中固定的以信用卡支付家中固定的

支出支出: : 水電費水電費, , 手機費手機費, , 電視電視,,網際網路的月租費網際網路的月租費

等等等等.  .  只要管理的完善只要管理的完善, , 可以避掉信用卡循環利可以避掉信用卡循環利

息息.  .  信用紀錄不良的原因不外乎是不經意的逾期信用紀錄不良的原因不外乎是不經意的逾期

遲繳遲繳, , 或是流動資金不足而導致拖欠款項或是流動資金不足而導致拖欠款項.  .  重新重新

建立信用評等永遠不嫌太晚建立信用評等永遠不嫌太晚.   .   放款銀行在意的放款銀行在意的

是貸款人準時還款的能力是貸款人準時還款的能力.  .  缺少信用紀錄或是信缺少信用紀錄或是信

用評等不盡理想的客戶用評等不盡理想的客戶, , 只要給予時間只要給予時間, , 信用紀信用紀

錄是可以逐漸改善的錄是可以逐漸改善的.  .  

2 .2 . Gross Debt Service Ratio & Total Debt Gross Debt Service Ratio & Total Debt 

Service Ratio*  Service Ratio*  債務與收入的比率債務與收入的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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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款銀行是以計算貸款人的兩個財務收支比率來評放款銀行是以計算貸款人的兩個財務收支比率來評

量貸款的總額量貸款的總額.  .  GDSR GDSR 介於介於3232--35% & 35% & TDSR TDSR 介於介於

4040--44%.  44%.  許多貸款經紀人可以直接在電話上經由許多貸款經紀人可以直接在電話上經由

客戶的授權作客戶的授權作prepre--approval.  approval.  大部分的放款銀行大部分的放款銀行

對於信用評等在對於信用評等在680680分以上的客戶可以免除分以上的客戶可以免除GDSRGDSR的的

要求要求.  .  

3.3. Down Payment   Down Payment   頭期款頭期款::

房貸以頭期款的多少分為兩大類房貸以頭期款的多少分為兩大類.  .  Traditional & Traditional & 

High Ratio Mortgage.  Traditional Mortgage High Ratio Mortgage.  Traditional Mortgage 

意旨頭期款高於意旨頭期款高於20%20%以上以上.  .  High Ratio Mortgage High Ratio Mortgage 

為頭期款額度低於為頭期款額度低於20% 20% 以下的貸款以下的貸款.  .  信用評等良信用評等良

好的貸款人最低頭期款只需房屋成交價的好的貸款人最低頭期款只需房屋成交價的5%.   5%.   對對

於貸款額度不足房屋預計成交價的客戶於貸款額度不足房屋預計成交價的客戶, , 增加頭期增加頭期

款的額度是解決差價不足的方法之一款的額度是解決差價不足的方法之一.   .   對於對於high high 

ratio ratio 貸款貸款, ,  貸款人需要另外繳交貸款人需要另外繳交 mortgage mortgage 

insurance premium (insurance premium (貸款保險貸款保險).  ).  這裡所謂的貸這裡所謂的貸

款保險不是一般所謂的房屋險款保險不是一般所謂的房屋險 .   .   Mortgage Mortgage 

Insurance Insurance 是放款銀行作為提供百分之二十以下頭是放款銀行作為提供百分之二十以下頭

期款轉嫁其投資風險的方法期款轉嫁其投資風險的方法.  .  保費是由貸款人負保費是由貸款人負

擔擔.  .  費用可以加到貸款總額上做攤還或是貸款人費用可以加到貸款總額上做攤還或是貸款人

一次性付清一次性付清.  .  保費的計算方式會因頭期款的多少保費的計算方式會因頭期款的多少

以及貸款攤還年分而有所不同以及貸款攤還年分而有所不同..

周遭的朋友常問我周遭的朋友常問我.  .  作為貸款經紀人與銀行的放作為貸款經紀人與銀行的放

款專員有何不同款專員有何不同?  ?  最大不同處有兩項最大不同處有兩項.  .  第一第一, , 作作

為經紀人我們有多家銀行的貸款專案為經紀人我們有多家銀行的貸款專案, , 從大銀行到從大銀行到

私人貸款私人貸款, , 能提供給客戶的選擇比能提供給客戶的選擇比 銀行裡的專員銀行裡的專員

只銷售自家銀行產品來的多只銷售自家銀行產品來的多.  .  所以相較之下所以相較之下, , 客客

戶可以省下自己逐家銀行收集資訊的時間戶可以省下自己逐家銀行收集資訊的時間, , 另外另外, , 

有些私人的貸款途徑只經由經理人銷售有些私人的貸款途徑只經由經理人銷售.  .  第二第二, 

如果貸款人想要比較各家銀行的產品

 ,  

如果貸款人想要比較各家銀行的產品, , 每詢問一間每詢問一間

銀行銀行,,該間銀行就需要查詢客戶的信用紀錄該間銀行就需要查詢客戶的信用紀錄..

短時間內如果多家機構查詢信用紀錄短時間內如果多家機構查詢信用紀錄, , 這將會對這將會對

信用積分有負面的影響信用積分有負面的影響.  .  又有人說經紀人的收入又有人說經紀人的收入

是以佣金計的是以佣金計的, , 會不會自顧自己的利益而忽略貸會不會自顧自己的利益而忽略貸

款人的權益款人的權益?  ?  其實其實, , 作為一個經紀人作為一個經紀人, , 除了需要除了需要

經過證照考試外經過證照考試外, , RECA (RECA (亞伯達省地產協會亞伯達省地產協會), ), 

CAAMP (CAAMP (加拿大授信貸款專業人士協會加拿大授信貸款專業人士協會) ) 以及以及

AMBA (AMBA (亞伯達省貸款經紀人協會亞伯達省貸款經紀人協會)  )  對會員的行為對會員的行為

規範是很嚴格的規範是很嚴格的.   .   如果有違規情況如果有違規情況, , 輕則暫時輕則暫時

無法執業無法執業, , 重則永久吊銷執照重則永久吊銷執照.  .  盡責的貸款經理盡責的貸款經理

人會以貸款人的權益為優先考量人會以貸款人的權益為優先考量.  .  

以上簡單的總結放款銀行必看的三大要素以上簡單的總結放款銀行必看的三大要素. . 對於對於

新移民或持著工作簽證的客戶新移民或持著工作簽證的客戶, , 多家銀行均有特多家銀行均有特

別的專案別的專案.   .   如果您有任何財務整合如果您有任何財務整合, , 貸款的需貸款的需

要要, , 請向您周遭認識的認證貸款經理人聯絡請向您周遭認識的認證貸款經理人聯絡.  .  

如有貸款相關問題如有貸款相關問題, , 歡迎您來信至歡迎您來信至 Q & AQ & A信箱：信箱：

carrieko.mtg@gmailcarrieko.mtg@gmail.ca.ca

※※ 「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法重點「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法重點 ※※

一、一、節制資源使用，減少不當醫療節制資源使用，減少不當醫療：：

((一一))加重詐領保險給付及醫療費用者之罰鍰至加重詐領保險給付及醫療費用者之罰鍰至

其詐領金額之二十倍，並對於違規情節重大之其詐領金額之二十倍，並對於違規情節重大之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得視其情節輕重，於一定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得視其情節輕重，於一定

期間不予特約或永不特約。期間不予特約或永不特約。

((二二))對於多次重複就醫、過度使用醫療資源之對於多次重複就醫、過度使用醫療資源之

保險對象，將進行輔導與就醫協助，並得於未保險對象，將進行輔導與就醫協助，並得於未

依規定就醫時，不予保險給付。依規定就醫時，不予保險給付。

((三三))明令中央健保局應每年提出並執行抑制不明令中央健保局應每年提出並執行抑制不

當耗用醫療資源之改善方案，確保資源有效運當耗用醫療資源之改善方案，確保資源有效運

用，並逐年依市場交易情形合理調整藥品價格。用，並逐年依市場交易情形合理調整藥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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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訂定每年藥品費用目標，超出之額度由醫療給訂定每年藥品費用目標，超出之額度由醫療給

付費用中扣除，並依其額度修正次一年之藥價。付費用中扣除，並依其額度修正次一年之藥價。

二、二、提升政府對全民健保之財務責任提升政府對全民健保之財務責任：：

((一一))明定政府每年應負擔之保險經費，不得低於全明定政府每年應負擔之保險經費，不得低於全

部保險經費（扣除其他菸品健康捐等法定收入後）部保險經費（扣除其他菸品健康捐等法定收入後）

之之3636％，依據初步推估，政府於修正實施之第一年％，依據初步推估，政府於修正實施之第一年

將增加近將增加近300300億元之經費挹注，以後並將隨保險醫億元之經費挹注，以後並將隨保險醫

療支出之成長而增加。療支出之成長而增加。

((二二))本次修正實施前所累計之財務短絀，由政府分本次修正實施前所累計之財務短絀，由政府分

年編列預算填補。年編列預算填補。

三、三、建立全民健保保險財務收支連動機制建立全民健保保險財務收支連動機制：：

將全民健保監理委員會及醫療費用協定委員會整併將全民健保監理委員會及醫療費用協定委員會整併

為全民健康保險會，統籌保險費率、給付範圍及年為全民健康保險會，統籌保險費率、給付範圍及年

度醫療給付費用總額協定等重大財務事項之審議，度醫療給付費用總額協定等重大財務事項之審議，

確保收支連動，達成健保財務穩健經營之目標確保收支連動，達成健保財務穩健經營之目標。。

四、四、確保穩定之財務收入、擴大保險費費基、強化確保穩定之財務收入、擴大保險費費基、強化

量能負擔精神、減輕受薪階級負擔量能負擔精神、減輕受薪階級負擔：：

((一一)  )  擴大納入高額獎金、股利所得、執行業務收擴大納入高額獎金、股利所得、執行業務收

入、租金收入、利息所得、兼職所得等項目為計算入、租金收入、利息所得、兼職所得等項目為計算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之費基，並可適度調降現有保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之費基，並可適度調降現有保

險費之費率，減輕一般大眾之負擔。險費之費率，減輕一般大眾之負擔。

((二二))按雇主（投保單位）每月支出之薪資總額與其按雇主（投保單位）每月支出之薪資總額與其

受雇者每月投保金額總額間之差額，計收雇主之補受雇者每月投保金額總額間之差額，計收雇主之補

充保險費。充保險費。

五、五、納入多元計酬之支付方式，為民眾購買健康納入多元計酬之支付方式，為民眾購買健康：：

以同病、同品質同酬為支付原則，並增加得以論人以同病、同品質同酬為支付原則，並增加得以論人

計酬之支付方式，實施家庭責任醫師制度，為民眾計酬之支付方式，實施家庭責任醫師制度，為民眾

購買健康。購買健康。

六、六、重要資訊公開透明，擴大民眾參與重要資訊公開透明，擴大民眾參與：：

((一一))明定全民健保重要事務之會議資訊、參與代表明定全民健保重要事務之會議資訊、參與代表

之利益揭露、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財務報告與醫之利益揭露、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財務報告與醫

療品質資訊、保險病床設置比率及各特約醫院之療品質資訊、保險病床設置比率及各特約醫院之

保險病床數、重大違規資訊等，均應予以公開。保險病床數、重大違規資訊等，均應予以公開。

((二二))有關保險費率、保險給付範圍、年度醫療給有關保險費率、保險給付範圍、年度醫療給

付費用總額、醫療服務與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付費用總額、醫療服務與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總額支付制度之推動、實施差額負擔之特殊準、總額支付制度之推動、實施差額負擔之特殊

材料項目等重要事項之研議，均有保險付費者代材料項目等重要事項之研議，均有保險付費者代

表參與，並得由全民健康保險會辦理公民參與活表參與，並得由全民健康保險會辦理公民參與活

動，蒐集民意。動，蒐集民意。

七、七、保障弱勢群體權益，減輕就醫部分負擔保障弱勢群體權益，減輕就醫部分負擔：：

((一一))凡經濟困難者、遭受家庭暴力受保護者、非凡經濟困難者、遭受家庭暴力受保護者、非

有經濟能力但拒不繳納保險費者，於未繳清保險有經濟能力但拒不繳納保險費者，於未繳清保險

費或滯納金前，均不予以暫停拒絕給付（控卡），費或滯納金前，均不予以暫停拒絕給付（控卡），

以保障弱勢群體就醫之權益。以保障弱勢群體就醫之權益。

((二二))減免於醫療資源缺乏地區就醫之部分負擔。減免於醫療資源缺乏地區就醫之部分負擔。

((三三))調降居家照護服務之部分負擔費用比率為調降居家照護服務之部分負擔費用比率為55

％。％。

八、八、從嚴規定久居海外或新住民參加全民健從嚴規定久居海外或新住民參加全民健

保之條件保之條件：：

((一一))將現行「曾有」加保紀錄返國可立即加將現行「曾有」加保紀錄返國可立即加

保之規定，修改為須「二年內曾有」加保紀保之規定，修改為須「二年內曾有」加保紀

錄。錄。

((二二))對於首次返國設籍或重新設籍者，以及對於首次返國設籍或重新設籍者，以及

持有居留證件來台居留者，除受雇者、政府持有居留證件來台居留者，除受雇者、政府

駐外人員及其眷屬以外，均須俟設籍或居住駐外人員及其眷屬以外，均須俟設籍或居住

滿六個月後，始得參加全民健保。滿六個月後，始得參加全民健保。

九、九、受刑人納入全民健保受刑人納入全民健保：澈底落實全民健保保：澈底落實全民健保保

障全民健康之精神，並兼顧受刑人之基本健康人障全民健康之精神，並兼顧受刑人之基本健康人

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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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International Network: Immigration Corp.Wilson International Network: Immigration Corp.
·· ●● Skilled Workers Class Immigration/PNP/ Skilled Workers Class Immigration/PNP/ 技術移民技術移民

·· ●● Investor or Entrepreneurs Class Immigration/ Investor or Entrepreneurs Class Immigration/ 投資移民投資移民

·· ●● Family Class Immigration/ Family Class Immigration/ 家庭生意移民家庭生意移民

·· ●● Foreign Worker Authorizations (HRDC)/ Foreign Worker Authorizations (HRDC)/ 工作簽證工作簽證

·· ●● Foreign Student Authorizations/ Foreign Student Authorizations/ 學生簽證學生簽證

·· ●● LiveLive--in Caregiver Authorizations/ in Caregiver Authorizations/ 住家保姆簽證住家保姆簽證

·· ●● Appeal/ Appeal/ 申訴申訴

·· ●● Canadian Citizenship/ Canadian Citizenship/ 公民申請公民申請

●● Temporary Permanent ResidentTemporary Permanent Resident / / 永久居民申請永久居民申請

••Mailing AddressMailing Address

660 Rocky Mountain Plaza 660 Rocky Mountain Plaza 
615 615 MacleodMacleod Trail SE Trail SE 
Calgary, Alberta, Canada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G 4T8T2G 4T8

Telephone:Telephone: (403) 264(403) 264--2923 2923 
Facsimile:Facsimile: (403) 266(403) 266--5162 5162 
Toll Free:Toll Free: 11--888888--657657--8255 8255 

Ann M. WilsonAnn M. Wilson

CHRP, CAPIC (Formerly Citizenship Judge)CHRP, CAPIC (Formerly Citizenship Judge)

●● Former Citizenship Judge; Over 20 years Former Citizenship Judge; Over 20 years 
of involvement with Canada Immigration           of involvement with Canada Immigration           

●● Member of the Society Canadian Member of the Society Canadian 
Immigration Consultants (CSIC) Immigration Consultants (CSIC) 

Email Address:Email Address: ann@wilsonimmigrationann@wilsonimmigration.com.com

花卉禮讚花卉禮讚 插花班教師插花班教師--吳行雲隨筆吳行雲隨筆

一月新春臘梅豔，梅花堅貞不畏寒。一月新春臘梅豔，梅花堅貞不畏寒。

二月降臨櫻花放，愛花賞花人潮湧。二月降臨櫻花放，愛花賞花人潮湧。

三月裡來百花放，桃花紅來杏花白。三月裡來百花放，桃花紅來杏花白。

四月夏到玫瑰盛，儂本多情君未曉。四月夏到玫瑰盛，儂本多情君未曉。

五月康乃馨報到，歌頌母愛深似海。五月康乃馨報到，歌頌母愛深似海。

六月茉莉迎面香，花身雖小傳四方。六月茉莉迎面香，花身雖小傳四方。

七月仲夏荷花畔，出自汙泥而不染。七月仲夏荷花畔，出自汙泥而不染。

八月中秋桂花季，百合花朵亭玉立。八月中秋桂花季，百合花朵亭玉立。

九月初秋菊花美，竹葉婆娑影如浪。九月初秋菊花美，竹葉婆娑影如浪。

十月國慶蘭花展，蘭花冷豔帶驕氣。十月國慶蘭花展，蘭花冷豔帶驕氣。

十一月裡海棠宴，五彩繽紛遐思起。十一月裡海棠宴，五彩繽紛遐思起。

十二月裡已嚴冬，水仙裝蒜會開花。十二月裡已嚴冬，水仙裝蒜會開花。

四季花卉更替換，世間萬花供欣賞。四季花卉更替換，世間萬花供欣賞。

天涯何處不相逢，感念花卉來結緣。天涯何處不相逢，感念花卉來結緣。

懷念童年諺語懷念童年諺語

新娘新娘水噹噹　褲底破一孔新娘新娘水噹噹　褲底破一孔
頭前開店窗　後璧爆米香頭前開店窗　後璧爆米香

火金姑　火金姑　 來呷茶來呷茶 茶燒燒　呷香蕉茶燒燒　呷香蕉
香蕉冷冷　吃龍眼香蕉冷冷　吃龍眼 龍眼無肉　吃雞肉龍眼無肉　吃雞肉
雞肉油油　吃醬油雞肉油油　吃醬油 醬油鹹鹹　吃里鹹醬油鹹鹹　吃里鹹
里鹹酸酸　吃腳瘡里鹹酸酸　吃腳瘡
腳瘡臭臭吃一下死翹翹腳瘡臭臭吃一下死翹翹

mailto:ann@wilsonimmigration.com
mailto:ann@wilsonimmigration.com
mailto:ann@wilsonimmigration.com
http://www.taiwan.net.tw/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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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Sino-- Cal  Cent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l  Cent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Acupuncture  Ltd.Medicine &  Acupuncture  Ltd.

DR.  SAM  S. C.  CHENDR.  SAM  S. C.  CHEN

陳陳 森森 基基 醫醫 師師

Alberta  RegisteredAlberta  Registered AcupuncuristAcupuncurist

National  Board  Certified  in  National  Board  Certified  in  
Acupuncture &  HerbAcupuncture &  Herb logyNCClogyNCC AOMAOM--

Washington, D. C.Washington, D. C.

Family Physician , TaiwanFamily Physician , Taiwan
1116 Centre Street N. E. Calgary, 1116 Centre Street N. E. Calgary, 

AlbertaT2E2R2AlbertaT2E2R2 Tel : ( 403 )276Tel : ( 403 )276--7800        7800        
Fax : ( 403 ) 276Fax : ( 403 ) 276--78017801

http://www.taiwan.net.tw/index.jsp


JAN  2011

加拿大卡加利台灣同鄉會加拿大卡加利台灣同鄉會

2424

劉振東劉振東

理财顧問理财顧問

《振東財經大講堂》講稿選编《振東財經大講堂》講稿選编

工商管理硕士工商管理硕士

振東財經大講堂振東財經大講堂

Investors Group Financial Investors Group Financial 
Services Inc.Services Inc.

Suite 800, Dome Tower , 333Suite 800, Dome Tower , 333--7 Ave, SW 7 Ave, SW 

Calgary AB T2P 2Z1 Calgary AB T2P 2Z1 

Phone: 403Phone: 403--284284--0494 EXT.388 0494 EXT.388 

Cell : 403Cell : 403--801801--55715571

Fax: 403Fax: 403--289289--9674 9674 

EE--mail:mail: zhendong.liu@investorsgroupzhendong.liu@investorsgroup.com .com 

http://www.taiwan.net.tw/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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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Iris (Chien(Chien)  Ho)  Ho

Bus : (403)Bus : (403) 561561--76887688

何倩何倩

Real Estate AgentReal Estate Agent

http://www.taiwan.net.tw/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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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專業 , , 迅速的服務迅速的服務

為您規劃最適合為您規劃最適合 , , 優惠的貸款專案優惠的貸款專案

●●首次購屋首次購屋 , , 租賃產業貸款租賃產業貸款

●●轉換貸款銀行轉換貸款銀行

●●再融資再融資 , , 一胎一胎 , , 二胎貸款二胎貸款

●●房屋淨值信用額度貸款房屋淨值信用額度貸款

●●新移民新移民 , , 自顧人士自顧人士

●●非加拿大永久居民貸款非加拿大永久居民貸款

~ ~ SPECIAL ~SPECIAL ~
五年固定利率五年固定利率 @ 3.69 %@ 3.69 %

CarrieCarrie KoKo
柯盈如柯盈如

Mortgage AssociateMortgage Associate

Direct:403 . 708 . 9446Direct:403 . 708 . 9446
cko@dominionlendingcko@dominionlending.ca.ca

Some conditions apply, subject to OACSome conditions apply, subject to OAC
Rate changes without notification.Rate changes without notification.

詳情請致電查詢詳情請致電查詢

Really  Easy  ! !Really  Easy  ! ! !!

We  Make  We  Make  MortgageMortgage Easy !Easy !

DLC DLC –– Financial  HopeFinancial  Hope

mailto:cko@dominionlending.ca
mailto:cko@dominionlending.ca
mailto:cko@dominionlending.ca
http://www.taiwan.net.tw/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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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03)237Tel: (403)237--5455 Fax: (403)2375455 Fax: (403)237--54655465
Tel: (403)230Tel: (403)230--0220 Fax: (403)2300220 Fax: (403)230--15111511

地地 址址 : 420 : 420 –– 12 12 Ave NW,  Calgary, AB T2M 0C9          http://wwwAve NW,  Calgary, AB T2M 0C9          http://www.mbtech.mbtech.com.com

http://www.taiwan.net.tw/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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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年
台灣同鄉會理事名單

會長 張燕秋 400-1926/ 282-7802 grayang@shaw.ca

第一副會長 謝彩雲 238-1361/383-8679        Graceh.bou@gmail.com

第二副會長 賀蔭修 719-1518/619-8802 sabrina305225@yahoo.com.ts

出納 王貴美 281-6779                        kueihuang@hotmail.com

秘書 惠文麗 671-7119 Wenle227@hotmail.com

理事 劉迺明 808-2638                        Steveliu138@hotmail.com

理事 陳美玲 281-3486                        Lori0324@hotmail.com

理事 姜浩雲 516-1703/605-6789 Tracey_9595@msn.com

理事 胡鎮華 710-8239 pauljenh@yahoo.com

理事 洪素勤 630-6889 y8sklj@hotmail.com

2011年年
台灣同鄉會理事名單台灣同鄉會理事名單

會長會長 張燕秋張燕秋 400400--19261926/ / 282282--78027802 grayang@shawgrayang@shaw.ca.ca

第一第一副會長副會長 謝彩雲謝彩雲 238238--1361/3831361/383--8679        8679        Graceh.bou@gmailGraceh.bou@gmail.com.com

第二第二副會長副會長 賀蔭修賀蔭修 719719--1518/6191518/619--88028802 ssabrina305225@yahoo.comabrina305225@yahoo.com.ts.ts

出納出納 王貴美王貴美 281281--6779                        6779                        kueihuang@hotmailkueihuang@hotmail.com.com

秘書秘書 惠文麗惠文麗 671671--71197119 Wenle227@hotmail.comWenle227@hotmail.com

理事理事 劉迺明劉迺明 808808--2638                        2638                        Steveliu138@hotmail.comSteveliu138@hotmail.com

理事理事 陳美玲陳美玲 281281--3486                        3486                        Lori0324@hotmail.comLori0324@hotmail.com

理事理事 姜浩雲姜浩雲 516516--1703/6051703/605--67896789 Tracey_9595@msn.comTracey_9595@msn.com

理事理事 胡鎮華胡鎮華 710710--82398239 pauljenh@yahoo.compauljenh@yahoo.com

理事理事 洪素勤洪素勤 630630--68896889 y8sklj@hotmail.comy8sklj@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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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年年
台灣台灣同鄉會理事同鄉會理事名單名單

會長會長 張燕秋張燕秋 400400--1926    1926    
副會長副會長 何倩何倩 561561--76887688
副會長副會長 吳義鴻吳義鴻 208208--80378037
出納出納 王貴美王貴美 281281--67796779
秘書秘書 周志宏周志宏 212100--37903790
理事理事 謝彩雲謝彩雲 238238--13611361
理事理事 劉迺明劉迺明 808808--2638 2638 
理事理事 王美華王美華 242477--90339033
理事理事 陳美玲陳美玲 281281--3486 3486 
理事理事 俞瑩秀俞瑩秀 225656--28552855

與同鄉會與同鄉會 賀新年共勉賀新年共勉 吳行雲吳行雲

中華民國壹百歲中華民國壹百歲 普天同慶百年國普天同慶百年國

異國生活需融入異國生活需融入 祖國孕育不能忘祖國孕育不能忘

天涯海角萬里行天涯海角萬里行 卡城相聚緣份深卡城相聚緣份深

相識相逢同鄉會相識相逢同鄉會 互助互愛應團結互助互愛應團結

冰天雪地冷情暖冰天雪地冷情暖 身處異國快樂居身處異國快樂居

人身處處懷希望人身處處懷希望 心胸開懷迎新年心胸開懷迎新年

http://www.taiwan.net.tw/index.jsp
http://www.canada.com/calg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