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温哥華，在一系列精彩繽纷的文藝活動中，我們迎來了金馬献瑞的甲午年。
而由温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主辦的 2014 加拿大華人藝術家聨展
《THE LAND》將於三月八日在台北的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隆重開幕。
此次展覽是由七十三位來自世界各地旅居加拿大的華人藝術家，使用不同的媒
材和創作方式，將生活所見所聞所思所悟，化爲美的歴練與探索，從而禮讃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
CCAFV 特别爲這個展覽印製了一本精美的畫册。畫展開幕當天每位嘉賓可以慿
請柬兑换一本畫册。
展期自三月八日至三月二十六日（周二至周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周一休息）
希望大家能邀請親朋好友及同好們前往参觀。

CCAFV 一年一度的會員聨歡晚會將於四月十日<星期四> 晚上六時三十分假红
日大酒家（3489 Fraser Street Vancouver）擧行。餐劵每張 35 元。有意参加者請
向 CCAFV 理事們諮詢並訂購餐劵。
林漢章先生：
古中 先生：
曲國仲先生；
Ella Ha 女士：
盧勁纯先生：
司徒澤華先生:
簡志雄先生：
陳錦池先生：

604-231-3728 / 778-834-2888
604-328-2292
604-432-9586
604-780-0882
604-736-6218 /604-338-9280
604-873-8800/604-318-8903
778-223-6661
604-782-2532

CCAFV 的 2014 年度的會員聨展將於六月七日在温哥華國際畫廊擧行。報名截
止日期爲 2014 年四月十日。
歡迎新會員：女士：廖芳枝，王燕莎，葉盈良，陳慧瑛，林新妹，張眉，江碧媛
先生：翁加路，何曾

CCAFV 誠挚的歡迎新加入會的九位會員。也希望新會員們能踴躍的参與活動從
而促進會員之間的切磋及交流，讓藝事精進生活更豐富。

温馨提醒 CCAFV 的基本會員，請缴 2014 年的會費（40 元）謝謝。

會訊 2014 年 2 月 會長 洪子珺 謹啓

2014年溫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會員聯展簡章
一、展期：國畫、書法、篆刻類 ──
西畫及其他類

2014 年 6 月 7 日（周六）- 6 月 14 日（周六）

二、展場： 温哥華片打西街 88 號。國際村商場 2083 室 國際畫廊
2083-88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 B.C.
三、開幕茶會： 2014 年 6 月 7 日（周六）下午 3 時正
四、報名：參展會員可選一類或兩類參展，每類件數不得超過兩件。欲參展之會員請填妥參
展表格，即日起至 2014 年 4 月 10 日前郵寄：

1450 West 40th Avenue, Vancouver B.C. V6M 1V6 或寄郵件至
Email: info@ccafv.com 洪子珺 Tel：604-649-6782
水墨畫，書法，篆刻
#293-13986 Cambie Road, Richmond B.C. V6V 2K3 或
Email: hanchanglinsgallery@gmail.com 林漢章
西畫及其他類 收 過期恕不處理。
五、交畫與取畫時間地點：

交畫時間於 2014 年 6 月 6 日 (周五) 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取畫時間於 2014 年 6 月 14 日 (周六) 下午 4 時至下午 5 時
#2083-88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
六、參展費：1、西畫作品包括畫框在 24 英吋×24 英吋之間每幅 30 元，畫框超出 24 英吋×
24 英吋每幅 40 元。所有參展的作品必須在寬度 42 英吋×高度 84 英吋之
間，超出恕不處理，但聯品或組合除外，作品以總寬度計算，超過 42 英吋
時，每 24 英吋以內加收 10 元。
2、國畫及書法作品立軸包括綾邊寬度每幅 30 元，寬度超出 32 英吋每幅 40 元。
所有參展的作品必須在寬度 42 英吋×高度 84 英吋之間，超出恕不處理，
但聯品或組合作品除外，作品以總寬度計算，寬度超過 42 英吋時，每 24
英吋以內加收 10 元。所有參加作品需妥當裝裱和相框。
參展費於交畫當天繳交即可 ( 支票抬頭 CCAFV )，或事先郵寄

1450 West 40th Avenue, Vancouver B.C. V6M 1V6 洪子珺 收

七、 保險：參展者之作品需自行保險，展覽及佈置、卸畫、搬運期間任何作品遭到偷竊、
火燒、人為破壞、安裝疏忽、或搬運錯誤所引起之損毀或遺失，本拿比中信中
心及溫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恕不負責。(工作人員必竭盡所能，避免以上情形發
生)。
八、 展覽手冊：此次展覽擬編印彩色 A4 四頁或八頁小冊子（視繳交圖檔人數多寡而決定
印四頁或八頁），每頁編列十二名參展會員的作品各一幅，繳交列印之圖檔盡
量與展出作品相同，繳交之作品圖檔請標明中英文 姓名、作品名及媒材，有報
名參展而沒有繳交圖檔則不列印，預編印之參展會員請將作品圖檔於 2014 年 5
月 20 日以前 E-mail: linsony@gmail.com 林韋逹先生收，過期恕不處理，本次
編印不額外收費，請會員踴躍參展。
九、其他：已繳交參展費和填妥參展表格的會員，如因展出地點的更換而退出畫展，恕不退
款。

2014年溫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會員聯展報名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住址

電話/Tel:

傳真/Fax:

電子郵件/Email:

作品尺寸(不包括畫框)

作品名稱/Title

媒材
Medium

組別
category

寬度/W
英寸

"

1

中文

中文

英文/English

英文

中文

中文

英文/English

英文

簽名 / Signatur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Date：__________________
茲同意遵守畫展簡章之各項規定。 本人所填資料一切屬實，並負全部責任。

×

"

價格/Price

"

2

高度/H
英寸

×

價格/Pric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