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溫哥華台灣文化節 - 節目時間表 v1.3
- 節目時間與地點可能依實際情況調整，本節目表最新更新日期為9月3日，請至官方網站獲取最新資訊 -

節目形式 節目名稱 藝文團隊 時間 / 地點

實體節目 - 九月二日 / 星期四 至 九月七日 / 星期二

視覺展覽 文化發酵 鄭景文 (藝術家) 九月二日至九月七日
溫哥華美術館前廣場

表演藝術 欲動 謝建得 (藝術家) 
溫哥華大都會交響樂團

九月四日 晚上七點
奧芬劇院

電影櫥窗 革命進行式 陳麗貴 (紀錄片導演) 九月四日 早上十點
溫哥華小劇院 (Annex)

電影櫥窗 平安龜 柯金源 (紀錄片導演) 九月四日 下午兩點三十分
溫哥華小劇院 (Annex)

表演藝術 笑裡藏道
Ed Hill、Aidan Parker、
Fistful of Kicks (藝術家)

九月五日 晚上七點
溫哥華小劇院 (Annex)

表演藝術 飛舞亞洲 天舞舞蹈工作室 (藝術家) 九月六日 下午兩點
溫哥華美術館前廣場

表演藝術 等待時刻 Harmonia 弦樂團、李哲藝 (藝術家) 九月六日 下午四點
溫哥華美術館前廣場

線上節目 - 九月四日 / 星期六

表演藝術 傷癒 蘇瓦那 ‧ 恩木伊 ‧ 奇拉雅善、Kent Monkman (藝術家)

線上藝廊 文化發酵 鄭景文 (藝術家)

線上藝廊 名字是台灣 Lady Hao Hao (藝術家)

希望講堂 還我孔子來 丘慧芬 (教授)

希望講堂 從另一個方向看台灣 - 和韓國的對照 郝明義 (出版人)

希望講堂 你不知道的台灣冷知識 王澤毅 (科學家)

希望講堂 台灣請作答 張蘊之 (作家)、黃楷君 (作家)、王家軒 (編輯)

友誼廚房 靠嘴巴愛台灣 - 你最怕農夫做什麼？ 台灣文化節

電影櫥窗 日常對話 黃惠偵 (紀錄片導演)

電影櫥窗 平安龜 柯金源 (紀錄片導演)

電影櫥窗 革命進行式 陳麗貴 (紀錄片導演)

線上節目 - 九月五日 / 星期日

表演藝術 五五錄音事 - 鼓鼓 鼓鼓 (藝術家)

表演藝術 五五錄音事 - 蕭秉治 蕭秉治 (藝術家)

表演藝術 走在韓國的旋律上 The Tune (藝術家)

線上藝廊 文化發酵 鄭景文 (藝術家)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6%96%87%e5%8c%96%e7%99%bc%e9%85%b5/?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6%ac%b2%e5%8b%95/?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9%9d%a9%e5%91%bd%e9%80%b2%e8%a1%8c%e5%bc%8f/?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b9%b3%e5%ae%89%e9%be%9c/?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7%ac%91%e8%a3%a1%e8%97%8f%e9%81%93/?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9%a3%9b%e8%88%9e%e4%ba%9e%e6%b4%b2/?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7%ad%89%e5%be%85%e6%99%82%e5%88%bb/?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82%b7%e7%99%92/?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6%96%87%e5%8c%96%e7%99%bc%e9%85%b5/?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90%8d%e5%ad%97%e6%98%af%e5%8f%b0%e7%81%a3/?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9%82%84%e6%88%91%e5%ad%94%e5%ad%90%e4%be%86/?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be%9e%e5%8f%a6%e4%b8%80%e5%80%8b%e6%96%b9%e5%90%91%e7%9c%8b%e5%8f%b0%e7%81%a3-%e5%92%8c%e9%9f%93%e5%9c%8b%e7%9a%84%e5%b0%8d%e7%85%a7/?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4%bd%a0%e4%b8%8d%e7%9f%a5%e9%81%93%e7%9a%84%e5%8f%b0%e7%81%a3%e5%86%b7%e7%9f%a5%e8%ad%98/?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8f%b0%e7%81%a3%e8%ab%8b%e4%bd%9c%e7%ad%94/?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9%9d%a0%e5%98%b4%e5%b7%b4%e6%84%9b%e5%8f%b0%e7%81%a3-%e4%bd%a0%e6%9c%80%e6%80%95%e8%be%b2%e5%a4%ab%e5%81%9a%e4%bb%80%e9%ba%bc%ef%bc%9f/?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6%97%a5%e5%b8%b8%e5%b0%8d%e8%a9%b1/?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b9%b3%e5%ae%89%e9%be%9c/?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9%9d%a9%e5%91%bd%e9%80%b2%e8%a1%8c%e5%bc%8f/?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55-music-studio-gboyswag/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4%ba%94%e4%ba%94%e9%8c%84%e9%9f%b3%e4%ba%8b-%e8%95%ad%e7%a7%89%e6%b2%bb/?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8%b5%b0%e5%9c%a8%e9%9f%93%e5%9c%8b%e7%9a%84%e6%97%8b%e5%be%8b%e4%b8%8a/?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6%96%87%e5%8c%96%e7%99%bc%e9%85%b5/?lang=zh-hant


線上藝廊 名字是台灣 Lady Hao Hao (藝術家)

希望講堂 音樂世界的昨是今非 Michael Hollett (創辦人)、任將達 (創辦人)

希望講堂 山・海・原 陳立栢 (董事長)

希望講堂 亞洲人怎麼抗議 – 同一個時代的兩個女人 金智娜 (教授)

線上節目 - 九月六日 / 星期一

表演藝術 斯瓦細格我的家 雅維·茉芮 (藝術家)

線上藝廊 文化發酵 鄭景文 (藝術家)

線上藝廊 名字是台灣 Lady Hao Hao (藝術家)

藝術故事 平安龜・來・我們的島 柯金源 (紀錄片導演)

藝術故事 一個作家／老師的儒家.儒枷 Ann Y.K. Choi (作家)

希望講堂 從新渡戶稻造的故事開始 Julia Park (研究員)

希望講堂 我們的韓裔家人 崔榮泰 (牧師)

希望講堂 黃色物件 陳嘉昊 (藝術家)

線上節目 - 九月十一日 / 星期六

表演藝術 飛舞亞洲 天舞舞蹈工作室 (藝術家)

線上藝廊 文化發酵 鄭景文 (藝術家)

線上藝廊 名字是台灣 Lady Hao Hao (藝術家)

藝術故事 在海裡講故事的人
Suzanne Chisholm (電影工作者)、Michael Parfit (電影工作者)、

金磊 (攝影師)

希望講堂 一個溫哥華警察的故事 Darren Ramdour (警察)

友誼廚房 一道加拿大的亞洲佳餚 韋兆嫻 (主廚)

友誼廚房 在台灣的韓國美食 張守弘 (餐廳老闆)、陳姿伶 (餐廳老闆)

線上節目 - 九月十二日 / 星期日

表演藝術 時代看顧正義的人 台灣文化節

線上藝廊 文化發酵 鄭景文 (藝術家)

線上藝廊 名字是台灣 Lady Hao Hao (藝術家)

台灣書店 台灣書店：儒家•儒枷•儒痂 藍佩嘉 (社會學家)、劉安婷 (教育家)、莊瑞琳 (總編輯)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90%8d%e5%ad%97%e6%98%af%e5%8f%b0%e7%81%a3/?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9%9f%b3%e6%a8%82%e4%b8%96%e7%95%8c%e7%9a%84%e6%98%a8%e6%98%af%e4%bb%8a%e9%9d%9e/?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b1%b1%e3%83%bb%e6%b5%b7%e3%83%bb%e5%8e%9f/?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4%ba%9e%e6%b4%b2%e4%ba%ba%e6%80%8e%e9%ba%bc%e6%8a%97%e8%ad%b0-%e5%90%8c%e4%b8%80%e5%80%8b%e6%99%82%e4%bb%a3%e7%9a%84%e5%85%a9%e5%80%8b%e5%a5%b3%e4%ba%ba/?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6%96%af%e7%93%a6%e7%b4%b0%e6%a0%bc%e6%88%91%e7%9a%84%e5%ae%b6/?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6%96%87%e5%8c%96%e7%99%bc%e9%85%b5/?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90%8d%e5%ad%97%e6%98%af%e5%8f%b0%e7%81%a3/?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b9%b3%e5%ae%89%e9%be%9c-%e4%be%86-%e6%88%91%e5%80%91%e7%9a%84%e5%b3%b6/?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4%b8%80%e5%80%8b%e4%bd%9c%e5%ae%b6%ef%bc%8f%e8%80%81%e5%b8%ab%e7%9a%84%e5%84%92%e5%ae%b6-%e5%84%92%e6%9e%b7/?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be%9e%e6%96%b0%e6%b8%a1%e6%88%b6%e7%a8%bb%e9%80%a0%e7%9a%84%e6%95%85%e4%ba%8b%e9%96%8b%e5%a7%8b/?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6%88%91%e5%80%91%e7%9a%84%e9%9f%93%e8%a3%94%e5%ae%b6%e4%ba%ba/?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9%bb%83%e8%89%b2%e7%89%a9%e4%bb%b6/?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9%a3%9b%e8%88%9e%e4%ba%9e%e6%b4%b2/?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6%96%87%e5%8c%96%e7%99%bc%e9%85%b5/?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90%8d%e5%ad%97%e6%98%af%e5%8f%b0%e7%81%a3/?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9c%a8%e6%b5%b7%e8%a3%a1%e8%ac%9b%e6%95%85%e4%ba%8b%e7%9a%84%e4%ba%ba/?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4%b8%80%e5%80%8b%e6%ba%ab%e5%93%a5%e8%8f%af%e8%ad%a6%e5%af%9f%e7%9a%84%e6%95%85%e4%ba%8b/?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4%b8%80%e9%81%93%e5%8a%a0%e6%8b%bf%e5%a4%a7%e7%9a%84%e4%ba%9e%e6%b4%b2%e4%bd%b3%e9%a4%9a/?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9c%a8%e5%8f%b0%e7%81%a3%e7%9a%84%e9%9f%93%e5%9c%8b%e7%be%8e%e9%a3%9f/?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6%99%82%e4%bb%a3%e7%9c%8b%e9%a1%a7%e6%ad%a3%e7%be%a9%e7%9a%84%e4%ba%ba/?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6%96%87%e5%8c%96%e7%99%bc%e9%85%b5/?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90%8d%e5%ad%97%e6%98%af%e5%8f%b0%e7%81%a3/?lang=zh-hant
https://vancouvertaiwanfest.ca/%e5%8f%b0%e7%81%a3%e6%9b%b8%e5%ba%97%ef%bc%9a%e5%84%92%e5%ae%b6%e5%84%92%e6%9e%b7%e5%84%92%e7%97%82/?lang=zh-h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