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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會長致辭

From The President

On behalf on Canadi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Foundation (CIEAF).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supports and friends to join our 7th Anniversary 

Fundraising Gala Dinner.

Founded in 2009, CIEAF is a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voted to help the misfortun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our local communities affec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Our aim is to provide immediate resources and to train students, teachers, volunteers and 

social workers in preparation for providing resilience building services to disaster affected 

communities.

Throughout our years of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disaster relief activities, we have found 

that programs in psychology resiliency services are always underprovided after a major 

disaster.  On numerous occasions, the victim were left to struggle with the severe traumatic 

psychological wounds by themselves.  From year 2010, we created the partnership with the 

South West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SWUN) in Chengdu, Sichuan – China to implement a 

post-trauma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raining program and most of the graduated students 

went back to serve their hometown.

This year is our 8th year in sponsoring students in pursuing their studies in post-trauma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ork.  Up to now, we have been sponsoring up to 45 students and 

25 students were graduated.  In order to continue support more students next year, we 

appeal to you for your generous support to train and support those students studying in 

post-trauma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ork.

With your donation, we can continue to provide immediate resources and assistance 

to those living in affected communities locally in Canada or overseas such as China, Nepal, 

Philippines, Japan and Thailand…….

Wish you all have a wonderful evening and enjoy the dinner and performances.

Yours sincerely,

Tom Mah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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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晚宴主席致辭

From Dinner Event Chair

On behalf of the CIEAF 7th Anniversary Fundraising gala organizing committe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supporters of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Foundation for their unfailing support in the past years.  Without your support, 

we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what we have today.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09, CIEAF has collaborated with many organizations in providing 

disaster relief and education support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se include the Canadian 

Red Cross, Association of Medical Doctors of Asia (ADMA), Rose Charities Canada, Steveston 

Community Cares, Educating Girls of Rural China (EGRC), Royal Thai Consulate-General in 

Vancouver, Presbyterian World Services and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Medical Aids and 

Services Canada (EMAS Canada).

Your presence will encourage and lead CIEAF to assist and support volunteers, locally and 

globally, who provide post-trauma resilience, services and education to their communities 

which are very much in need.

We hope you all have an enjoyable evening and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ontinuous 

support.

Yours sincerely,

Chak Au
Event Chair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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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and Services of CIEAF
加拿大國際教育援助基金會的宗旨與服務

Our Mission
Sponsor students to support community

Post-Trauma Resilience Building

Our Targets
Students, teachers, volunteers and social workers who are 

preparing themselves in  providing resilience building services to 

post-trauma communities.

Our Services
•	 To	promote	awareness of the needs of post-trauma resilience  

 services in Canada and other countries.

•	 To raise funds in order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students,  

 teachers, volunteers and social workers in Canada and other  

 countries to support their education in post-trauma resilience  

 services.

•	 To provide support to students, financially or in other forms,  

 to assist them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post-trauma  

 resilience services.

•	 To organize and support recreational, cultural and other  

 activities which will benefit students in their learning of 

 post-trauma resilience services.

•	 To provide emergency relief to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eachers and schools in response to natural disasters.

我們的宗旨 
助學助人

災後心靈重建

目標人群
致力為災後地區提供災後心靈重建服務，

並資助和培訓學生修讀心靈重建課程。

	

我們的服務
•	 在加拿大及其他海外國家提供災後心靈重建	

	 服務。

•	 為加拿大及其他海外國家的學生、教師、

	 義工和社工籌集災後心靈重建服務教育課程

	 的資金。

•	 為學生在災後心靈重建服務教育及培訓中提供		

	 經濟及其他形式的援助。

•	 舉辦及支持學生參與學習災後心靈重建服務的	

	 文化交流活動。

•	 為學生及其家庭、教師、學校提供應對自然

	 災害的緊急援助。

Background of CIEAF
加拿大國際教育援助基金會成立背景

1999年9月21日，台灣經歷一場尼克特制7.6級

大地震，加拿大國際教育援助基金會(CIEAF)

主要創會董事之一，區澤光博士隨即率領加拿大

醫療援助隊趕往受震災區，並且用他在心理學

和災後心靈重建(Post-trauma Resilience)的專業

知識，第一時間給痛失至親的災民提供了最需要

的「情緒支援」服務。

其後，中國在2008年先後發生冰災及汶川8.0級

大地震，區博士聯合其他專業人士，為災民提供

及時的協助，並建立長期性培訓計劃，與西南

民族大學社會學與心理學學院合作，栽培及儲備

能為災民提供情緒支援服務的人員，回應大型

災難後心靈重建工作所需。

所以，本著助學助人的宗旨為有需要的人們提供

災後心靈重建服務，CIEAF於2009年12月17日

正式成立並組成第一屆董事會。

On September 21, 1999 a 7.6 magnitude earthquake hit Jiji, 

Nantou County, Taiwan. Dr. Chak Au, one of the founding 

directors of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Foundation (CIEAF), led the Canadian Medical Aid Team to 

Taiwan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disaster. Dr. Au, an expert in 

mental health service and post-trauma resilience, observed the 

earthquake damage firsthand. He noted that of all fundamental 

services provided to a disaster area, what was often missing was 

emotional support to those who were experiencing shock and 

grief over lost loved ones.

Then, on May 12, 2008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was hit by 

an 8.0 magnitude earthquake. Dr. Au, along with a few others 

who shared his passion, rushed to help. They recognized the 

immediate emotional needs of those impacted by the disaster. 

The goal was not only to provide direct post-trauma resilience 

building services to the victims, but to also train locals in the 

affected areas.

In order to sustain this mission of providing post-trauma 

resilience building services to those in need, Canadi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Foundation (CIEAF) was 

established. On December 17, 2009 the first CIEAF Board of 

Directors was formed.

The aim of CIEAF is to train students, teachers, volunteers and 

social workers in preparation for providing resilience building 

services to disaster affected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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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ed Students
受助學生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備註

吉四依沙 男 四川 彝族 社會工作 家庭困難

楊澤靜 男 重慶 漢族 心理學 父母殘疾

陳永芬 女 貴州 土家族 心理學 單親家庭 2011年大學
“自強之星”

迪力努爾·賽買提 女 新疆 維吾爾族 社會工作 單親家庭

李萍 女 雲南 傣族 社會工作 單親家庭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備註

郝澤生 男 河北 漢族 心理學 家庭困難 身體殘障

仁青擁宗 女 西藏 藏族 社會工作 家庭困難

雷利娟 女 廣西 漢族 心理學 父母患病

地達勒·沙吾列提 女 新疆 哈薩克族 社會工作 父母患病

蕭翔 女 江西 漢族 社會工作 單親家庭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備註

何芳 女 四川 彝族 應用心理 單親家庭

古麗孜亞·艾布列孜 女 新疆 哈薩克族 社會工作 父殘疾,母患病

王華三 男 貴州 布依族 社會工作 父親患重病

王錚 男 河南 蒙古族 應用心理 父母雙殘

魏燕文 女 四川 漢族 社會工作 父殘疾,母患病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備註

唐小丫 女 貴州 苗族 應用心理 養父殘疾,養母患病

次仁卓嘎 女 西藏 藏族 社會工作 父殘疾,家庭困難

王家峰 男 貴州 布依族 應用心理 人口多,家貧困

趙忠萍 女 雲南 白族 應用心理 父母雙殘

雷雨茹 女 貴州 布依族 社會工作 父母患病

2011 - 2015

2012 - 2016

2013 - 2017

2010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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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備註

文婷 女 寧夏 回族 社會工作 孤兒/家貧(低保)

熱孜萬古麗·佧迪爾 女 新疆 維吾爾族 應用心理 家庭困難

蔡津津 女 海南 漢族 應用心理 家庭困難

馬俊翔 男 河南 回族 社會工作 家庭困難

孫鹿翔 男 遼寧-寬甸滿族自治縣 滿族 應用心理 單親/家貧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備註

吳白玉 女 海南 漢族 應用心理 母病/家貧

李國芝 女 貴州 苗族 社會工作 家庭困難

賴榮梅 女 廣西 漢族 應用心理 單親,家貧

趙煒昕 女 雲南 白族 社會工作 母病,家貧

陸洪祥 男 雲南 壯族 社會工作 人口多父妹殘疾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備註

何惠 女 貴州 苗族 心理學 單親家庭

張江花 女 貴州 漢族 社會工作 單親家庭

強木措 女 青海 藏族 學前教育 父母雙殘

德吉央拉 女 西藏 藏族 社會工作 人口多,家貧困

陳海秀 女 廣西 漢族 心理學 單親,家貧

韓宇 男 黑龍江 漢族 社會學 人口多,家貧困

馬小梅 女 寧夏 回族 社會工作 單親家庭,人口多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備註

李旭東 男 四川 彝族 社會學 貧困,母親殘疾

吉克爾布 男 四川 彝族 社會工作 人口多,單親,家貧困

宗巴多吉 男 西藏 藏族 心理學 人口多,家貧困

周艷萍 女 湖南 土家族 社會工作 貧困,單親家庭

馬雪美 女 新疆 回族 社會工作 父母患病

歐水燕 女 貴州 侗族 心理學 家庭困難

旦曲拉姆 女 西藏 藏族 學前教育 貧困,單親家庭

巴音格爾麗 女 新疆 蒙古族 學前教育 父母離異,
倚靠年老祖父母

2014 - 2018

2015 - 2019

2016 - 2020

2017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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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Students
學生感言

15.

身心健康 穩步向前
雷利娟   2015屆畢業生

大家好，我是11級應用心理專業的雷利娟，現在的

我也是一名普通的公司員工。現在的工作還是我比較

喜歡的，最近雖然比較忙，但和同事們一起工作到下

班還是很開心的。雖然工作之餘也會吐槽領導的一些

另類的想法，但瑕不掩瑜，總體來說這一年我過得還

是很開心的。中秋就要到了，公司給我們發了一盒月

餅，還額外發了一桶油和一袋米。嗯，我不禁想，可

能今年領導比較高興。大米和菜油的搭配，我覺得這

種福利和我就很配，實實在在的就很好。希望遠方的

老師們和同學們以及加拿大的同胞們在中秋佳節也能

吃到自己喜歡的月餅。

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個很有社會責任感的公司，有時

間的時候我也會積極參與到公司舉辦的一些公益項目

中，比如給貧困山區的孩子們捐贈書籍、參加健步走

活動捐步數等。公司還組織員工到貧困山區去支教，

不過遺憾的是因為工作安排不過來，兩次都沒報上

名。健步走和健步跑活動倒是參加了幾次，對於這類

時間上安排得過來，又有利於身體健康的事情我一向

也比較偏愛。願許久不見的老師和同學們以及未曾謀

面的加拿大的爺爺奶奶、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們幸福

安康。

情況匯報
吉四依沙   2014屆畢業生

涼山州彝族自治州（以下簡稱涼山州）轄16個縣1

個市，其中安寧河流域5縣1市（冕寧縣、德昌縣、會

東縣、會理縣、寧南縣和西昌市）因發展較好，對口

支援州內11個國定深度貧困縣（美姑縣、金陽縣、昭

覺縣、布拖縣、雷波縣、普格縣、喜德縣、鹽源縣、

木里縣、越西縣、甘洛縣）。

2017年12月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

印發《關於加強貧困村駐村工作隊選派管理工作的指

導意見》。	 2018年1月初，涼山州、德昌縣兩級組織

部發文選人，於是我被推選為駐村工作隊員。

我原工作單位在德昌縣（德昌縣對口支援金陽縣和

鹽源縣），於2018年1月被涼山州委組織部選派到涼

山州金陽縣開展對口支援幫扶，我成為了金陽縣南瓦

鄉地洛村3名貧困村駐村工作隊員之一。	2018年6月，

四川省委、省政府召開省綜合幫扶涼山州打贏脫貧攻

堅戰動員大會，明確在我們的基礎上從省內加派3500

多名幹部赴涼山州11個國定深度貧困縣開展綜合幫扶

工作，於是又有3名同志加入了我們。

我的工作關係和待遇在原單位且不從事原單位工

作。工作生活地點都在村里。在駐地的任務是從事關

於脫貧攻堅的一切事務，包含宣傳落實政策、開展幫

扶、發展經濟、監管資金、推廣普通話、移風易俗和

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等。支援期限是三年（2018年至

2020年完）。

我的新工作地金陽縣南瓦鄉地洛村幅員面積12平

方公里，海拔高度1600米至2600米，有10個村民小

組，474戶，人口2397人，其中貧困戶229戶1211

人，貧困發生率50.52%，2018年計劃全部脫貧。主要

農作物有玉米、蕎麥、土豆、四季豆、燕麥。經濟林

有青花椒、大紅袍、核桃、華杉松。因病致貧、因毒

致貧、因自然環境致貧等歷史現實多種原因交織在一

起，使這個村貧困程度較深，而治貧先治愚，扶貧先

扶志成為我們工作的主要思路。

我到新工作地的時候是冬季，非常的冷，環境不

適應，心理也不適應。因為我將近11年沒在這樣艱苦

的地方生活了，而且我年齡大了，這幾年工作經常變

動，父母牽掛我成家的事情。但是想到對區博士的承

諾，想到這項工作的巨大意義，想到更多的困難兒童

也能和我一樣甚至比我更優秀地走出來，心中頓時有

了克服困難的決心，有了決戰決勝三年的信心，以及

不忘初心、助人自助的同理心，一心只想為這個地方

做點改變，做出貢獻。

時光飛逝 心懷感恩
陳永芬   2014屆畢業生

時光飛逝，轉瞬已經畢業四年了，如今我也為人妻

及為人母了。生活如平常人經歷著生活喜怒哀樂，但卻

一直在努力前行！工作從畢業至今一直都在貴州的一個

鄉鎮中學擔任著心理健康老師，縱使在這片天空下，這

裡的人們還是沒能好好關注到心理健康的陽光，但我相

信這束陽光遲早會照鏡人們的心靈，為他們的心靈保駕

護航！我也相信自己捨棄大城市的繁華機遇，來到小鄉

鎮傳承心理健康的意義是值得的，事實證明我有足夠勇

氣待在基層為這裡的人們奉獻自己的力量，即使微不足

道也一直沒放棄！看，我一待，四年不是過去了嗎？我

還把家安在了此處，拉了先生一同來奮鬥，所以我相信

自己今後可以做得更好的！

我永遠不會忘記基金會對我的恩惠，教會了我愛的

能力讓我一直堅持愛著世間一切，謝謝您們，物質支持

的背後更是對我心靈的重塑，對我心靈的呵護和鍛造，

一個人擁有愛活在世間就已經擁有一切了，所以我現在

不再貧困，而是很“富裕”，謝謝您們讓我收穫了精神

的財富及愛的力量！

永芬在此祝願遠在彼岸的您們身體安康，工作如

意，家庭幸福！

迎接挑戰 充滿信心
魏燕文   2016屆畢業生 

時間是讓人猝不及防的東西，歲月是一場有去無回

的旅行。轉眼我研究生就畢業了，開始進入社會參加

工作。

我一直說自己是幸運的，能夠遇到喜歡的專業，受

到老師的幫助，選擇喜歡的工作。現在我在成都某區

縣的社治委（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工作，主要

工作內容是與城鄉社區治理相關的，與我們專業關聯

度極強。我已經做好充足的準備迎接挑戰，對未來充

滿信心！

感謝基金會各位老師的掛念，想念你們！祝你們身

體健康，萬事順意！



16. 17.

世無難事 回饋社會
馬俊翔   2018屆畢業生 

再次感謝各位老師。現在還猶記得大一時候見許老

師和梁老師。現在已經四年過去了，我自己從剛入學

的小鮮肉，慢慢變成了老臘肉，老熏肉。上次和許老

師的聊天還歷歷在目，許老師給我們講的故事讓我很

感動。這世上真的沒有什麼難事，就看做的人是否有

心去做，年輕的日子就是拿來拼的，既然出了學校，

一定要做一個有價值的人。

反復考量 繼續努力
文婷   2018屆畢業生 

大四畢業面臨著就業和繼續學習的雙重選擇，反

復考量之後我選擇繼續考試。經歷過上一次考試的失

利，我深刻的意識到自己對社會工作的學習和理解還

不夠透徹深入，還需要繼續努力。許老師在我考試期

間給予了我很多關心與鼓勵，我非常感謝她以及基金

會其他默默關注著我們的老師們。近階段我也重新規

劃了自己的複習進程，並且已經投入到其中認真的準

備每一科目的複習了。去年的成績雖然過了國家研究

生考試最低分數線也進行了院校調劑，但是調劑的院

校並非自己所中意的，所以希望今年能夠通過自己的

努力收穫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最後，送上我對基金

會所有老師們最衷心的問候！

人生的另一段旅途
趙忠萍   2017屆畢業生

變到職場新人，初入職場感覺很迷茫，但是經過

一年的洗禮我有了成長，從一個不自信心理狀態蛻

變成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信心。

在人力資源管理這個崗位上我學會了很多，這不

僅使我改變了以前的心態，也使我對未來的職業生涯

有了明確的規劃。雖然在這一年的工作中我經歷了迷

茫，但還是學習了很多對自己有用的知識。我非常感

謝基金會的老師們給我的溫暖的關懷，讓我有面對未

來生活的勇氣。

生活不該沉淪 人生總得繼續
王華三   2016屆畢業生

我一直想成為那個被時間優待的人，可是總是事與

願違。進入農業系統一年多，可是想不到的是能力和

水平增長的速度始終趕不上體重增長的速度，這讓我

倍感無奈。

我也從未想到，踏入社會兩年，我們都陷入了結婚

生子、買車買房的生活怪圈，真真切切的體會到了被

催婚、被生活不斷擠壓的無力感。而我，比一般人更

壓力山大。沒有堅實的家庭背景作支撐，便只能靠自

己的雙手辛勤勞動，努力攢錢。

其實，我對物質本沒有多少過高要求，在我心裡精

神的富足遠遠超過物質的富有。最近倍感壓力的是，

屈服於各種就業壓力，不得不選擇了隔壁縣就業，這

便造成了生活中的諸多不便，尤其是人生大事處在楚

河漢界，不知是否能夠跨越重重阻隔。

不過，好在遇到了一些生命中的貴人。他們說，

人生不該僅僅只剩工作，還應該有生活。正如，我生

命中遇到了的你們，給予我們的不僅僅是金錢上的資

助，更是心靈深處靈魂的洗滌，是各種奉獻精神的傳

承。工作以來，儘管我過得一般，但是別人遇到困

難，我依然會伸出援助之手；面臨的生活（工作）困

境，我也在努力調適和不斷爭取改變的機會。我相

信，生活不該沉淪，人生總得繼續。

個人工作生活感悟
何芳   2016屆畢業生

首先，非常感謝基金會的老師一直以來的關懷。畢

業已經2年了，這兩年我成長了許多,對工作生活也有許

多新的感悟。我想把自己的這些感悟跟學弟學妹們分

享一下,希望大家能從中受到一些啟發,不好高騖遠,	 對

自己的未來有一個明確的計劃。

記得剛畢業時，我勵志要考個公務員,那時，我並

不知道當公務員有什麼好處,只知道大家都在考,大家都

認為它才是大學畢業生的追求,那是一份讓人非常光榮

的職業。所以,我就一心撲在備考上,對競爭比較小的“

三支-一扶”村官“等成為公務員的捷徑不屑一顧。	 因

為我堅信我能憑自己實力，一步登天。

然而，第一次面試都沒進,第2次面試沒過....久而久

之我開始懷疑自己,開始變得盲目,不知不自覺1年的時

間已經過去,之前選擇“三支一扶”等的同學,都有1年

工作經歷了,而我卻一事無成，	 甚至還不能養活自己。

於是我深刻地意識到先就業再擇業的道理。我降低了

自己的要求，報考了一個沒有編制的崗位，在社區工

作了1年。在社區的這一年裡，我邊工作邊考試，終

於在今年一月考上教師崗位。這個過程是很艱辛的，

並且其實我的弱項是面試，這和我在學校裡缺乏鍛煉

是有很大關係的，所以我希望學弟學妹能在校園裡多

鍛煉自己，無論什麼樣的活動都去參加，同時在選擇

工作時，不要好高騖遠，一定要從自身實際出發，一

開始我們沒有任何工作經驗，所以可以選擇“三支一

扶”“西部志願”等這些相對要求低一點的，先到基

層積累經驗。

現在我們學校已經正式開學，我擔任了班主任以

及教務處的相關教輔工作，因為剛到一個新的地方工

作，一個人住寢室對環境也不熟悉，很多事情不知道

怎麼去處理，所以壓力很大。但是做任何事情都需要

一個適應的過程，我會慢慢適應這個過程，希望以後

能在教師這個崗位上越走越遠。

致尊敬的各位老師
王家峰   2017屆畢業生

您們好，我是您們資助的2013屆大學生王家峰，

畢業已有1年多。今年4月已從家鄉轉至成都工作，負

責文案製作與銷售。在這段時間工作雖有不如意但總

體來說還算充實與滿意，在工作中與同事與上級的關

係比較融洽。生活中閒暇之餘會去健身和學習口語，

為此專門製定健身計劃和學習計劃，目前對自身的狀

態還是挺滿意的。計劃在今年內對工作有更深層次的

學習，期望將來對這方面工作有所建樹。最後祝愿各

位老師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興趣盎然 克服障礙
雷雨茹   2017屆畢業生

畢業一年多，之前是私立學校的老師，這份工作給

了我很多鍛煉的機會和自信，讓我能勇敢地挑戰自己

更想要的工作。現在的工作是人事專員，做招聘也管

理員工，雖然非科班出身，一切都要從頭開始，但我

興趣盎然，感謝遇到的人和事。悄悄地說一個秘密，

之前我對坐在電腦前工作充滿了畏懼感，因為看不清

楚會湊得很近，操作也慢，很容易疲累，但現在慢慢

克服了這些障礙，雖然也慢但我相信會越來越快，加

油！感謝老師們的聆聽，願一切安好。

個人計劃與體驗 
孫鹿翔   2018屆畢業生

各位基金會的老師你好，我是2014級心理學專業

的孫鹿翔。我已經在今年成為了西南民族大學的畢業

生，目前我在一家教育機構做老師，不過我的目標不

止於此，我還在準備2019年的研究生考試，爭取向更

好的層次前進。

未來，我依舊希望做一名合格的心理諮詢師，可以

在需要我的地方發揮我應有的作用和責任，為社會奉

獻我的力量。也希望我的努力會使我們有一天能夠再

次相見。

祝各位老師身體健康。



傳媒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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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探訪

2010年	捐助西南民族大學社會工作與心理系學生

2011年	受助學生分享心得

2012年10月	基金會理事與受助學生交流

2013年5月	理事會成員會見了部分受助學生 2013年10月	探訪及與學生交流

2011年	與2010-2011,2011-2012受助學生合照

2013年3月	基金會理事探訪受助學生

2011年	發放2011-2012獎學金儀式

2012年10月	理事會理事與受助學生

2013年5月	梁光開會長介紹CIEAF的
過往工作與受助同學

2013年10月	探訪及與學生交流

21.

2014年6月	理事們與學生交談	 西南民大社會學與心理學學院課堂2014年6月	理事們參加第一屆學生的畢業授位禮	

2016 年理事探訪西南大學及與學生交流



22. 23.

2016 - 2017 籌款晚宴花絮

2018年 8月西南大學社心學院老師
到訪溫哥華留影

2017 年理事探訪西南大學及甄選學生剪影



災區視察

2008年	湖南冰災

2008年6月	第一次四川汶川大地震視察

2010年10月	第一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10年10月	第一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08年9月	第二次四川汶川大地震視察

2010年10月	第一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11年8月	第二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08年9月	第二次四川汶川大地震視察

2010年10月	第一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11年8月	第二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08年	湖南冰災 2008年6月	第一次四川汶川大地震視察

24.

2013年5月	雅安地震視察 理事們與心理服務工作組的陳秋燕教授

2011年8月	第二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13年5月	雅安地震視察

2013年5月	雅安地震視察

2013年5月	雅安地震視察

尼泊爾災區探訪

25.



26.

•	 March, 2008 Huaihua City, Hunan, China – 

 provided emergency financial support for students who were 

 victims of the ice-storm.

•	 May 12, 2008 earthquake in Wenchuan, Sichuan, China – 

 provided counselling training to school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in 

 the affected areas.

•	 January 12, 2010 earthquake in Port-au-Prince, Haiti – 

 Over CDN$40,000 were raised to provide medical 

 relief through EMAS, CIEAF’s partner organization to the victims.

•	 April 14, 2010 earthquake in Yushu, Qinghai, China – 

 provided training to Zang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SWUN)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students in need.

•	 March 11, 2011 earthquake and tsunami in Japan – 

 raised funds to provide medical supplies to the affected area 

 through AMDA, an international medical aid organization, and 

 committed to support orphans and students in Onagawa City for 

 five years.

•	 May 2013 Ya’an Earthquake Relief in Sichuan, China – 

 Directors from CIEAF visited  Ya’an one week after the earthquake 

    and fundraising activities were organized to suppor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rojects for students.

•	 November 2013 Haiyan Typhoon Relief in the Philippines -  

    Few series of fundrais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a walkathon, luncheon,  

 and dinner were organized shortly after the typhoon. The funds  

 collected were donated as emergency relief from the typhoon victims.

•	 2013 to 2015 Bursaries for Female Students in Gansu, China - 

 In response to the Min Shan Earthquake in Gansu Province, China 

 A student bursaries were offered through Educating Girls of Rural  

 China (EGRC) to female students whose families were affected.

•	 June 24, 2015 - Nepal Earthquake 

    Organizing a fundraising dinner to raise funds for emergence   

 medical relief in Nepal after the earthquake.

•	 July 21, 2015 - Received a plague of appreciation from Wakayama  

 City Government in Japan for CIEAF’s assistance to the children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2011.

•	 Sept 16, 2015 - Joint fundraising dinner with Royal Thai Consulate-

 General in Vancouver to build a new student dormitory for Baan  

 Mae Ramoeng School  in TAK Province of Thailand.

•	 April & November, 2016 - CIEAF Directors David Gan and Chak Au  

 visited SWUN and met with the  faculty members of the School of  

 Social Work & Psychology and the CIEAF sponsored students.

Past Events
過去活動

•	 中國湖南懷化市 - 2008年3月冰災

	 為中方縣受災貧困學生提供所需經濟援助

•	 中國四川汶川市 - 2008年5月12日地震

	 為受災地區的校長和教師提供培訓課程以	

	 助社區心靈重建

•	 海地太子港 - 2010年1月12日地震

	 將籌集的四萬多加元，透過加拿大傳愛醫	

	 援會(EMAS)為災民提供緊急醫療援助

•	 中國青海玉樹地區 - 2010年4月14日地震

	 為西南民族大學的藏語學生提供培訓課程

	 支援災區心靈重建工作

•	 日本地震及海嘯 - 2011年3月11日

	 舉行賑災籌款活動及透過亞洲醫生協會	

	 (AMDA)支援災區緊急醫療服務，並繼續

	 五年援助受災學生及孤兒

•	 中國四川雅安 - 2013年4月20日地震

	 理事們於雅安地震後一星期進入災區考	

	 察，並組織籌款活動支援災後心靈重建。

•	 菲律賓海燕風災 - 2013年11月8日

	 於11月23日與菲裔社區聯合舉行步行籌款	

	 活動，於25日舉辦籌款賑災晚宴，籌得善	

	 款援助受災民眾

•	 資助中國鄉村女大學生 - 2013年至2015年

			透過“加拿大資助中國鄉村女大學生基金	

	 會”(EGRC)，參與資助甘肅岷山大地震後	

	 的中學女生

•	 尼泊爾地震 - 2015年6月24日

	 舉行尼泊爾地震救援籌款晚會，資助當地	

	 緊急醫療救援工作

•	 接受日本和歌山市政府感謝牌匾 -	2015年
 7月21日感謝本會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後	

	 對受災兒童的援助工作

•	 為泰國北部山區中學生重建宿舍 -	2015年
	 9月16曰與泰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聯合舉	

	 辦籌款晚宴，為泰國北部山區中學生重建	

	 宿舍

•	 訪問西南民族大學 -	2016年4月及11月

	 本會董事顏偉明与區澤光訪問西南民族大	

	 學，与社心學院師生見面及關心受助學生	

	 生活

27.

Past Events
過去活動

Local
•	 2010 and 2011 – 

 provided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students of Cambie High  

 School, Richmond, BC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Robotic Competition in Dallas, Texas, USA.

•	 October, 2011 – 

 invited Wenchuan earthquake survivor, Jolly Liao Zhi, to  

 visit Vancouver and Richmond and encourage local students  

 and youngsters by sharing her story of rehabilita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her dancing career after having lost two legs  

 in the earthquake.

•	 Ongoing – 

 provided workshops and seminars in local communities on  

 topics about disaster response and emergency preparation.

•	 May 2013 Visi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the  

 Deputy Dean, and two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visit  

 Vancouver in May 2013. They met with donors and shared  

 their stories at a charity concert and the annual fundraising  

 dinner. Prof. Chen Qiuyan, who had just returned from  

 Ya’an, shared her experience of psychological relief after 

 the earthquake. 

•	 2013 Scholarships for Richmond Christian School - 2013

 A community volunteer and contribution scholarship was   

 offered to the students of Richmond Christian Secondary  

 School to encourag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	 2016 - May 18

 Fundraising dinner for fire victims in Fort McMurray, Alberta. 

本地
•	 列治文甘比高中 - 2010及2011年

	 資助甘比高中學生參加在美國舉行的國際

	 機械人大賽，並在2010年勇奪世界冠軍

•	 邀請廖智女士訪問 - 2011年10月

	 邀請在汶川地震中失去雙腿和家庭的舞蹈家

	 廖智女士訪問溫哥華，向青年學生及社會人士	

	 分享「逆境自強」的經歷、鼓勵困境中人士

	 自強不息

•	 防災及災後應變講座

	 每年在社區舉辦地震防災及災後應變講座，

	 推廣防災意識，冀一旦發生地震可減少損失

	 和盡快復原

•	 邀請西南民大社心院師生訪溫	- 2013年5月

	 邀請四川西南民族大學社會學與心理學學院	

	 被資助的學生代表及學院教授訪問溫哥華，	

	 並在2013年CIEAF的溫情人間慈善音樂之夜	

	 和籌款晚宴上，由學生代表們向在座的支持者	

	 彙報他們的學習和生活狀況以及假期的義工

	 助人活動等，並由剛從雅安地震災區帶領心理	

	 援助小組的陳秋燕教授就災區所需的心理支援	

	 情況做了介紹。

•	 社會服務獎學金	- 2013年

 獎勵列治文基督教中學學生之社會服務獎學

	 金，鼓勵中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	 2016年5月18日	- 

 舉辦籌款晚宴，援助亞省Fort McMurray 火災	

	 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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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h Anniversary Fundraising Gala Dinner  七周年慈善籌款晚宴

Program 大 會 程 序

Mia運動舞蹈

M ia運動舞蹈(前身是Mia形體健身舞)是由國際運動

舞蹈聯盟的專業導師Mia始創於2002年；課程內

容是：全面健身，瘦身，形體修塑，舞蹈多元趣味；

學校宗旨是：運動健康，舞蹈快樂！今天為大家呈獻

的中國風旗袍舞蹈“錦繡中華”是其中的一部份。

旗袍舞蹈是Mia運動舞蹈的最新課程之一；旗

袍服式追隨著時代、承載著文明、顯露及

體現出女性的修養及美德；旗袍舞蹈能夠提

升氣質及修養，舒緩而有耐力的深度訓練肌

肉感覺與線條，把生活及藝術連接在一起！

他們的網站 www.miadancesportstudio.ca 

電話：604-306-6222

Raymond Sham
沈安麟 

沈安麟，音樂唱作人，畢業於西門菲沙大學，修

讀經濟及音樂，擅長Live及即興演奏。96年

憑「就在風中」入選「第一屆加拿大中文歌曲創作大

賽SQ1」成為優異作品，十年後憑此曲在SQ10再獲 

「全國歌創金曲」獎項，「就在風中」 至今仍是點唱

播放率最高的加拿大華人原創中文曲之一。

Raymond 日常以教授音樂 為主，並為新時代電視

主辦的大型節目包括溫哥華「2008-2012新秀歌唱大

賽」 及「2008華裔小姐競選」擔任音樂總監和音樂編

排。09年推出個人原創CD專緝 -「I believe II 由聆開

始」並舉行兩場個人演唱會，反應熱烈。亦多次為著

名歌手如盧業媚、雷安娜、張衛健、胡美儀和呂珊演

唱會作特別表演嘉賓，演出備受讚賞。2012年2月應

國內企業集團邀請，在廣東佛山保利水城舉行了首次

在中國的個人演唱會。2013 年母親節，在CIEAF舉辦

的「溫情人間慈善音樂之夜」以音樂總監身份為現場

數百位觀眾帶來一個溫馨難忘的晚上。

當音樂不知不覺融入到日常生活時 Fresh Press 

Coffee Bar 就這樣出現了， Raymond 與太太 Jenn 

一直有意經營一間 cafe，有 Jenn 的甜品，也少不了 

Raymond 的音樂，再加上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故事。

如今實現了夢想，無論是 Raymond 的音樂或是 Jenn 

的甜品也踏上了人生另一個階段！

Performers
表 演 嘉 賓

1. Introduction by the Masters of Ceremony Miss Abby Zhao and Mr. Robert Chan

2. National Anthem “ O Canada”  lead by Mr. Robert Chan

3. Opening Remarks:  by CIEAF President, Mr. Tom Mah

   by Event Chair, Dr. Chak Au

   by Mayor Malcolm Brodie, City of Richmond

4. Open ceremony Performance  旗袍舞蹈 - “錦繡中華” 

   by Mia Dance Sport Mia運動舞蹈

- Dinner Starts -

5. SWUN Project Presentation  by Dr. Chak Au

6. Singing Performance  by Mr. Raymond Sham 沈安麟

7. Plaque Presentation

8. Singing Performance  劉小梅，揚一紅

9.   Raffle Draws

10.   Singing Performance    康定情歌” 

   by Mr. Robert Chan & Ms. Abby Zhao

11.   Closing Remar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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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U YICK TRADING COMPANY  僑益貿易公司
KIU YICK BOOK SHOP    僑益書局
KIU YICK TRAVEL SERVICE LTD.  僑益旅行社

葉樹堅 
PATRICK S. K. IP

Managing Director

272 - E. Pender Street     Tel:  (604)688-5912
Vancouver, B.C. V6A 1T7     (604)669-7114
Canada        Fax: (604)688-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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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ud to Support 
the 2018 CIEAF 7th Fundraising Dinner

Unit 150 -11700 Cambie Road, Richmond, B.C. V6X 1L5
Tel.: 778-838-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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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ud to support 
CIEAF 7th Anniversary 

Fundraising Gala Dinner

We are specialized 
in the followings:

-  Central heating and cooling systems

-  Heat recovery ventilation systems

-  Split air-conditioners & 

 heat pump systems

-  Portable air conditioner

-  Swimming pool ventilation & 

 dehumidification systems

-  Kitchen exhaust & 

 make up air systems

- Sheet metal fabrication

H.V.A.C.,  REFRIGERATION
& MECHANICAL DIVISION

9006 Oak Street,

Vancouver, B.C. V6P 4B9

Telephone: (604) 324-7717

Fax: (604) 324-7676

billco84@hotmail.com

Win Win Security Ltd.
(Licensed & insured)

William Leung
Operations Manager

Unit #3138~Admiralty Centre
8700 McKim Way, Richmond,

B.C. V6X 4A5

Cell: 778-999-2672
Office: 778-709-3288

E-mail: info@winwinsecurity.com
Website: www.winwinsecurity.com

Proud to support 

2018 CIEAF 7th Anniversary 

Fundraising Gala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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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Thanks to the following Supporters and Organizations:

Gold Sponsors 金贊助

Continental Seafood Restaurant 幸運海鮮海樓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中國南方航空

Master of Ceremony 司儀

Mr. Robert Chan

Ms. Abby Zhao

Graphic Design 海報及場刊設計

Mr. Joe Ng

Photographer 攝影 

Mr. Nelson Wong

Performers 表演嘉賓

Mr. Raymond Sham 

Mia Dance Sport

劉小梅

揚一紅

Event Volunteers 義工

Mr. James Ng

                 

運動健康，舞蹈快樂！ 
 

          為滿足社會各層需求，我們承接社團、公司、學校及個人的舞蹈編排、 

          設計及表演培訓；歡迎前來洽談。       

                   網站： 2226-306-604: 電話      www.miadancesportstudio.ca  
 

Program Book Advertisers 場刊廣告客戶

Billco Industries Ltd.

Canadian Mah Societies 全加馬氏宗親總會

Drake’s Heating Ltd.

Fitx Nutraceuticals Inc.

Global Direct Trading Inc.

Good Choice Restaurant 好彩小厨

Kiu Yick Trading Company 僑益貿易公司

MaestroBC.ca

Ms. Li Li 李麗

Multiple Electronics 多聲道影音攝影器材

Regal Photography

Win Win Security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