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AFV 會訊 二零一六年
夏天一瞬即逝，秋風捲著紅葉逃之夭夭，悄悄間已到小雪。就在過去的一個月内，温哥華華人藝
術家協會一共舉辦了兩場暨精彩又有價值的公共講座。
一場是命題爲 【轉换中的個人身份】，是由任教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系的顧雄教授
主講。他敞開心胸暢談了他自己移民加拿大的心歴路程。他在兩種不同文化的撞撃冲突之下挣脱
而出，他並不自縛於華人社區而融入主流社會另闢畦徑，他不向困境低頭卻不斷的挑戰創出許多
感人深省的作品而赢得主流社會的關注和回響；他的作品媒介包括架上畫，素描，版畫，装置，
數碼，録影，攝影，行爲藝術，文字和雕塑。他的有些作品被編入加拿大教科書中。他没有頂著
光鲜亮麗的海外名校學歴，就慿著中國重慶市四川美術學院繪畫系的學士和碩士學位加上，加拿
大 The Banff Center for the Arts 的進修課程，卻被 UBC 破格録聘爲藝術系的永久教授。很榮幸的
顧雄教授也是温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的創會會員及顧問。在此，感謝顧雄教授在百忙之中抽空與
我們分享了一席極爲精湛動人的講座。
另一場講座是由我們的會員簡婉聿女士主講，講題是【藝術升學】。她與大家分享了她學習藝術
的過程和創業心得。簡婉聿是十四歲跟隨家人從臺灣移民來温哥華，當時她也有因遇到不同文化
冲突而彷徨，也被自我身份的不確定位而困擾。由於對藝術追求的一份濃烈激情，她執意的進入
UBC 藝術系。通過她的努力學習而又順取得入美國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藝術系的碩士研究
學位之後，回到温哥華再進修教育學分，從而致力於啓發性藝術教學的同時也找到文化的認同和
個人身份的轉换。她雖年紀輕輕的，卻已創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簡婉聿最想證明的一件事是學藝
術是有前途的，是可以養活自己的。在此，感謝簡婉聿以輕鬆幽默活潑生動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了帶著阿 Q 精神的人生經歴。
今年的七月九日 CCAFV 舉辦了 2016 丙申雲城會員聯展.非常感謝 周士心，顧小坤，張俊傑，
謝琰，劉渭賢，劉國藩，趙行方，葉大偉，程樹人，羅世長，李君儀，畢恭，簡婉聿，張惠嫻，
黄蘇亞，高福衛，蔡霞芬，李伯明，歐偉長，胡燕祥，曹蓉，丘潔嫻，梁漢滔，林振中，成瑋，
陳偉立，歐振宇，林懇，劉志文，周少峰，張恿，石北溟，呉洋，郭西萌，張展籍，鍾瑞和，
陸德容，陳惠蓮，慧俊，黄紅梅，呉榮添，潘藩，彭曉群，盧勁純，曾美貞，彭家立，梁嘉盈，
夏雷，梁肇智，梁嘉欣，温一沙，尤碧珊，陳雅麗，許國挺，林國欣，金康麗，鄒啓康，古中，
甘錦城，李亞彪，麥蕴莊，羅應春，陳摩天，陳維廉，杜濤，杜振華，劉長富，林漢章，洪子珺
等六十九位會員参展，共展出一百零三件作品。作品類別包括：水墨，書法，篆刻，油畫，壓克
力（丙烯），水彩，膠彩，綜合媒材，攝影，剪紙，石頭畫山水，手撕字，紙雕，數碼攝影噴彩，
鋼筆速寫等。
同時，更要感謝洪子珺會長，黄晨副會長，林漢章副會長，杜振華秘書長，梁漢滔理事，胡燕祥
理事，陳偉立理事，石北溟理事，蔡霞芬理事，黄紅梅理事，劉志文理事，杜濤理事，潘藩理事，
以及温一沙，甘錦城，陳維廉，慧俊，李亞彪等會員在佈展掛畫和開幕及展出期間付出許多出勞
力與時間，使得展覽能進行得如此順利圓滿成功。

此次展覽參觀者甚多，所展出的作品廣受藝術界及社會各界的好評，有許多參觀者是從電視，報
章，雜誌，微信，QQ 号，微博，Email 等媒体管道得知消息而特地前來參觀，他們對於展出的作
品給與極高的評價與讃賞，更驚訝的是，在温哥華竟有如此高水平的藝術團體。
此次展出時，CCAFV 特别把展出的作品和活動情節拍照成集並登録於 CCAFV 的網站。
今年三月十日 CCAFV 在紅日大酒家舉辦了會員聨歡晚會。當天賓客雲集，到場的嘉賓和會員們相
互交流寒喧，場面熱閙非凡。感謝許多會員捐贈珍貴的作品以供晚會的壓軸抽奬環節，而令得賓
主盡歡。
感謝；駐温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李麗美組長，周士心教授，張俊傑教授，顧小坤老師，謝琰
顧問，刘渭賢老師，趙行方老師，温哥華市立美術館的 Diana 女士& Debra 女士，陳偉立理事，
酈汾陽先生，潘藩理事，梁漢滔理事，丘潔嫻女士，温一沙先生，古中先生，畢恭先生，盧勁純
先生，張惠嫻女士，胡守芳女士，林國欣先生，黄晨副會長，何自强先生，黄振鵬先生，陳維廉
先生，楊興琳先生，杜振華秘書長，林漢章副會長，杜濤理事，蔡霞芬理事，Mr.Steve Ericsson，
洪子珺會長等人所捐贈的抽奬畫作和禮物。
CCAFV2015‐2017 的理事會在過去的兩年内發揮了非常强有力的團隊精神，對外不斷的舉辦公共文
藝講座，及参與公共或私人文藝活動。同時鼔勵會員参加 CCAFV 所舉辦的會員聨歡晚會及會員聯
展，並促進會員之間的互動與交流。CCAFV 目前有一個 WeChat 微信群，希望會員踴躍加入以便
藝術訊息及文化藝術活動的分享與傳遞。同時提供您的 Email 及 QQ 号等通訊功能。 有意者請與
洪子珺會長及黄晨副會長聨絡。

歡迎新會員
永久會員：
張恿先生 Yong Zhang 擅油畫，水墨，水彩， 版畫。

畢恭先生 Gong Bi 擅 水墨， 書法，版畫。

夏雷 先生 Leo Xia 擅水墨。

成瑋女士 Wei Cheng 擅 攝影，陶塑。

朱江先生 Allan Chu 擅 水墨，書法，篆刻。

馬雲 先生 Yun Ma 擅水墨。

鍾瑞和先生 Ruihe Zhong 擅水墨，書法。

陳摩天先生 Motian Chen 擅 水墨，油畫。

張譯元 女士 Sophia Zhang 擅書法，篆刻。
白崇禮 先生 Congli Bai 擅 水墨，因已繳滿八年的基本會費而晉升成爲永久會員。
基本會員：
李耀華 先生 Yaohua Li 擅 書法，水墨山水。

梁鋭彬先生 Rubin Liang 擅行楷書法，篆刻。

歐振宇 先生 Kevin Au 擅水墨，書法，攝影。

周有才先生 Youcai Zhou 擅水墨山水。

黄日彊先生 Yet Ken Wong 擅書法。

由於個人的原因，而自動退會的基本會員：葉盈良，葉月桂，馮耀前，黄衍匀，黄衍樺。

基本會員的會員卡只有一年有效期，每年的年初請缴交 40 加元的會員年費，同時你會收到新的會
員卡。如經催繳而逾期置之不理者，將等同視如自動退會。基本會員如連續繳交八年的會費就能
晉升成永久會員，或只要補繳差额便可成爲永久會員。

活動預告：
【如是我聞‐‐‐‐畫説‐‐‐‐莊喆 】的座談聚會，是藉從 2015 年莊喆先生在臺灣台北
市立美術館的回顧展説起，而引發對抽象畫的探討。
莊喆先生出生於北平，畢業於臺灣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1958 年受邀加入臺灣重要畫會團體‐‐‐五
月畫會之後，其作品就開始在巴黎，巴西，香港，美國等地展出。1966 年獲美國洛克非勒亞洲美
術基金會贊助赴美各地考察及展出。1968 年客居巴黎時與朱德群，趙無極，彭萬墀，熊秉明，夏
陽等交往。1976 年之後定居美國紐約並繼續創作，他的作品廣受世界各國的私人或公共收藏。現
在，年逾八十的莊喆和馬浩夫婦更是珍惜每天的時間，堅持畫畫，日日朝九晚五的從家開車到
SoHo 區畫室，往返兩個多小時而從不間斷。
邀請参與座談的嘉賓有著名藝評家、陳萬雄先生和身爲學者、策展人、藝術家的鄭勝天教授及策
展人、黄晨以及與莊喆馬浩夫婦相識五十年並一直保持良好師生關系的洪子珺。
時間：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地點：

融空間 R SPACE

th

地址：123 East 8 Vancouver BC 後巷東南角。電話：604‐649‐6782 洪子珺，778‐895‐2283 黄晨。
此次活動是 CCAFV 2016 年度最後的項目，又欣逢聖誕佳節之際，CCAFV 的理事會敬邀會員們∙能
儘量撥冗参加。協會將備有茶酒及餐點招待。希冀共襄盛擧.

二零一七年活動預告：
元月二十九日（初二）11:00am 到 4:00pm 在 融空間 R SPACE 舉行新春筆會團拜。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假大温哥華中華文化中心文物館一樓大廳，召開温哥

華華人藝術家協會會員大會，並改選理事會成員。介時，將選出十五位理事中包括
一位會長及三位副會長。CCAFV 協會理事工作純屬無償奉献，希望熱心又有能力的會員可以出來
爲會員服務。参選表格在附件中。
三月九日（星期四）晚上六點假於紅日大酒家 Fraser Court Seafood Restaurant。Tel：604‐568‐1288
地址：3489 Fraser St., Vancouver。舉行 2017 年會員聨歡晚會。
餐費；每一位 35 加元，晚會備有精彩節目和藝術家原創作品作爲摸彩抽奬。敬請會員們踴躍参加
或 email 至 info@ccafv.com 查詢。

六月十日到七月二日 之間，CCAFV 將與大温哥華中華文化中心合辦【加拿大 150 年畫展 】。参
展辦法，將另行通知。
八月五日（星期六）至八月十三日（星期日）假於大温哥華中華文化中心，文物館二樓張安德展
廳，舉行温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 2017 年會員聯展 。
主題是【我眼中的加拿大】；是爲慶祝加拿大建國一百五十周年，這是百年難逢的紀念時
刻。加拿大全國上下都歡欣鼓舞的舉辦各種活動，希望會員能把握展覽主題並以充分的時間凖備
創新作品参展。
交畫地點：
大温哥華中華文化中心，文物館二樓張安德展廳，從 Columbia 街的門進入。
交畫時間：
八月四（星期五）日上午十時三十到中午十二時 。
卸畫及收畫時間：八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四時到五時。
開幕茶會時間： 八月五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
水墨畫及書法和攝影作品必須裝裱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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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作品遭到偷竊，火燒或
人爲破壞，安装疏忽或搬運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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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佈展時，所有幇忙的理事或會員都非常有經驗並小心的行事，以免發生意外。
展覽場地備有録像監控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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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寸寛之内，每幅 15 加元，24 英寸寛到 42 英寸寛之間每
幅 25 加元，42 英寸寛到 50 英寸之間每幅 35 加元。作品超過 50 英寸每一寸以@1 加元計算。
参展表格在附件中。
關於 2017 年度的講座，CCAFV 邀請徵求願意與大家分享藝術人生經驗的會員，請您主動跟黄晨副
會長聯系。
繳交基本會費時，如需開支票；抬頭請寫 CCAFV 寄至：
CCAFV
#285‐5525 West Boulevard。Vancouver B.C. V6M 3W6
温哥華華藝術家協會 簡稱 CCAFV
CCAFV 的網站是供會員免費使用，每位會員可以刊登十張作品或更新資料。只需將要刊登或更新
的作品圖檔及各人資料 Email（電郵）至 info@ccafv.com
並歡迎瀏灠 CCAFV 的官方網站 www.ccafv.com

2016 年 11 月 22 日
洪子珺 謹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