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2015 乙未雲城會員聯展開幕式的合影。
December 2015 鄭勝天教授的講座與部分會
員和聼眾留影。

April 2015 中國貴州知名藝術家訪問團與
CCAFV 會員的座談和交流活動。

July 2015 乙未雲城 會員聯展的開幕剪彩。

September 2015 澳洲版畫家及策展人李宏女
士與黄晨副會長，石北溟，杜濤等理事的座
談與互動。

September 2015 澳洲版畫家及策展人李宏女
士與蔡霞芬理事的座談與互動。

2016 年 CCAFV 的活動
CCAFV 會員大會
時間：2016 年 2 月 27 日 2:00pm（星期六）
地點：大温哥華中華文化中心 文物館一樓大廳
（由 Columbia St.,進入）
請會員們踴躍参加，以增進會員之間的互動。
CCAFV 更希望倾聼會員們的意見，從而能爲會員
們提供更多的服務與幇助。當天 CCAFV 會頒發，
2015 年新入會員的會員證。
CCAFV 會員聨歡晚會
時間： 2016 年 3 月 10 日 6:00pm（星期四）
地點：紅日大酒家（ Fraser Court Seafood
Restaurant） Tel: 604-568-1288
3489 Fraser Street Vancouver. BC.

2016 年 July 於丙申雲城會員聯展期間，將安排
部分参展者的書畫示範，有意示範者，可與
CCAFV 理事們聨絡。
2016 年 October 將安排書法示範觀摩及創作心得
分享座談會。
2016 年 December 將安排西畫等藝術家的創作心
得分享。
CCAFV 恭賀，本協會的顧問，鄭勝天教授榮任温
哥華市立美術館的亞洲館總監；由于鄭教授一直
努力不懈的籌謀争取，而今，终於在温哥華有一
個亞洲美術館。希望社會大眾及各界人士，能繼
續支持這個建館的項目。
2015 年 7 月 CCAFV，非常榮幸的邀聘顧雄教授擔
任温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的顧問。顧教授是國際
知名的現代畫家，同時身兼數年教職於 UBC 大學
藝術系。

餐費：每一位 30 加元。晚會將備有精彩的表演
節目和豐富的抽奬禮品。奬品包括；珍貴的藝術
家創作作品真迹等。盼會員們能共襄盛擧，一同
盡歡。如欲購買餐券，請向理事們接洽。

歡迎新入會的永久會員：

CCAFV 丙申雲城會員聯展

簡婉聿 Wan Yu Chien 综合媒材創作。

時間：2016 年 7 月 9 日至 7 月 17 日（星期六）

尤碧珊 Sandy Yau

擅長書法。

開幕茶會：2016 年 7 月 9 日 2:00pm。

温一沙 Sand Wan

攝影専業。

地點： 大温哥華中華文化中心，文物館二樓 張
安德 展廳。（由 Columbia 街的門 進入）

基本會員：

CCAFV 講座交流活動（將另行通知詳情）
2016 年 4 月中旬
主講嘉賓：策展人及藝術家；鲁迅美術學院劉藝
教授。
講題内容：將與大家分享，他於 2015 年所策划
的，並由 100 名藝術家共同参與的 愛慕. 馬耳山
藝術計劃文獻展。

林振中 Leo Lin

擅長水墨畫。

林國欣

擅長書法。

高福衛 Fred Gao

擅長水墨畫。

陳雅麗 Leah Floyd

擅長水彩畫。

黄衍樺 Ava Wong

擅長水墨畫。

黄衍匀 Zoe Wong

擅長水墨畫。

何自强 Chi Keung Ho 擅長書法。
慧俊

Albert La

彭家立 Andy Pang

擅長書法。
擅長水墨畫

CCAFV 特别感謝顧小坤顧問及陳偉立會員和何立
武先生的捐款贊助。還有楊志豪先生的無償贊
助，爲 CCAFV 設計精美的請帖及海報。
CCAFV 理事的聨絡電話：
黄晨 副會長 778-895-2283 （普通/廣東話）
林漢章副會長 778-834-2888 （普通話）
杜振華秘書長 604-767-7017 （廣東話）
黄紅梅

理事 604-451-9327 （普通話）

胡燕祥

理事 604-525-8278 （普通話）

劉志文

理事 604-420-0730 （廣東話）

蔡霞芬

理事 604-872-1088 （普通話）

陳偉立

理事 604-618-9282 （廣東話）

杜濤

理事 604-339-9177 （普通話）

梁漢滔 理事 604-230-8162 （普通/廣東話）
石北溟 理事 778-895-1393 （普通話）
潘藩

理事 778-355-8688 （普通/廣東話）

會員如果有使用 Email、wechat（微信） QQ 号
等通訊功能，請通知黄晨副會長，她會將你加入
通訊群，以方便文化藝術訊息和活動的傳遞。
基本會員；每年需缴 40 加元的會費。支票抬頭
請寫 CCAFV 寄至：
CCAFV
#285-5525 West Boulevard
Vancouver B.C. V6M3W6
温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簡 CCAFV。
官方網址：www.ccafv.com
電郵（email）：info@ccafv.com

2016 丙申雲城會員聯展的参展辦法如下：
報名： 参展會員的作品不得超過兩件，欲参展者
請填妥参展表格及参展費用支票，即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之前郵寄或電郵至左下方的地
址。
交畫和取畫之時間及地點：
交畫時間：2016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早上十
時至中午十二時。
取畫時間：2016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十時
至中午十二時。
地點：大温哥華中華文化中心，文物館二樓張安
德展廳，是從 Columbia 街的門入， 而不是 50
Pender Street.的大門。國畫及書法作品必須裝裱
完整，才能受理。
保險：参展者作品需自行保險，展覽及佈置.卸
畫.搬運期間，有任何作品遭到偷竊 ·火燒人爲
破壞·安装疏忽·或搬運錯誤所引起之損毁或遺
失，大温哥華中華文化中心及温哥華華人藝術家
協會恕不負責。但展覽地點備有録像監控系统。
展覽期間；CCAFV 將徵求值班義工，請参展者能
撥冗協助。
参展費用：作品包括畫框或綾邉在 24 英吋 寛之
内每幅 15 元，24 吋寛到 42 吋寛之間每幅 25
元，超過 42 吋寛每幅 35 元。

敬祝
猴年吉祥！
萬事如意！
靈感亨通！
創新作品！

2015 年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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