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多倫多台灣文化節  - 線上節目時間表

影片上映
日期

節目形式 節目名 藝術家名

8/28 我們藝樣
離開太陽回到地球的台灣勇
士 - 面對恐懼的專家 陳星合 藝術家

8/28 我們藝樣 透視指揮家的腦與心 謝建得 指揮家

8/28 線上藝廊 頭頂同一片天計畫 台灣文化節

8/28 線上藝廊 共同面對的我們 台灣文化節

8/28 線上藝廊 口罩之說 - 保羅的蘋果 Lady Hao Hao 藝術家

8/28 線上藝廊 口罩之說 - 一罩之隔 Lady Hao Hao 藝術家

8/28 線上藝廊 口罩之說 - 傲慢與偏見 Lady Hao Hao 藝術家

8/28 線上藝廊 「趣」中國化 周童 藝術家

8/28 線上藝廊 鏡子 盧妍均 藝術家

8/28 友誼廚房 台式牛肉麵 Ken Yau / k.Dinners 主廚

8/29 音樂交饗樂
「島嶼的夢  楓葉的真」交響音
樂會

謝建得大師與台灣文化節
交響樂團  ＆ 親愛愛樂

8/29 我們藝樣
帶著台灣玩世界  - 真真假假的
世界

洪新富 藝術家

8/29 我們藝樣
加拿大為什麼需要台灣文化
節

Diana Webley 策展人

8/30 希望講堂
從心理學來看世界應付
COVID-19的文化 賴孟泉 教授

8/30 我們藝樣
從加拿大獨立音樂的位置看
台灣音樂

Michael Hollett 策展人

8/30 我們藝樣
跟自然做朋友  - 台灣的一種哲
學

吳國賓 醬油達人

8/30 友誼廚房
蔥油餅義式麵疙瘩佐蕃茄味
增醬

Felicia's Fab Foodz 美食部落客

9/2 我們藝樣 在加拿大玩傳統音樂 禾登樂集 國樂樂團

9/5 友誼廚房 三杯豆腐  Poutine Felicia's Fab Foodz 美食部落客

9/6 我們藝樣
他讓台灣文化成為奧運藝術
節的亮點

Robert Kerr 策展人

9/6 台灣書店 香港要的在台灣 銅鑼灣書店 獨立書店

9/7 我們藝樣
我看到的原住民  - 我的加拿大
之旅

蘇瓦那  ‧ 恩木伊  ‧ 奇拉雅善 藝術家

9/7 電影櫥窗 我們與自然的關係 Greg Miller
9/11 我們藝樣 台灣最美的秘密  - 音樂與土地 農村武裝青年 藝術家

9/12 希望講堂 四百年前的台灣  - 豐盛之城 魏德聖 電影導演

9/13 台灣書店 台灣人的堅持 讀字書店 獨立書店

9/14 我們藝樣
鼓聲背後的掌聲  - 台灣孩子長
大了

十鼓擊樂團 藝術家

9/16 我們藝樣
在加拿大找到自己的文化認
同 - 來自中國移民的故事 周童 藝術家

9/18 我們藝樣
人聲後面的人生  - 在台灣看到
的世界

神秘失控 阿卡貝拉人聲樂團

9/19 希望講堂
後疫情時代下的台灣：
全球化、在地化、族群衝突的
歷史脈絡與未來分歧

王澤毅 科學家

9/20 我們藝樣
越南音樂在台灣  - 加拿大、法
國、美國及越南團體訪問台灣

Kim Uyen 藝術家

9/23 我們藝樣 看世界的動亂  - 想想台灣 李岳軒 總編輯

9/25 我們藝樣 我眼中的台灣  - 心中的世界 林灝維 藝術家

9/26 台灣書店 台灣人的剛與柔 唐山書店 獨立書店

9/27 希望講堂 美國人的台灣認同 ? 羅雪柔 文化嚮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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