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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文化承傳督導組(LSG)第 32 次會議 

會議記錄摘要 
 
日期:   2022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5 時 30 分 - 7 時 30 分   

地點:   寶貝餐廳（奇化街 163 號） 

 

出席成員: Alain Chow, Anita Chan, 馬清石 Fred Mah, 陳開心 Glynnis Chan, Inge 

Roecker, 周慕慈 June Chow, 謝麗如 Leslie Shieh, 譚聖祐 Michael Tan, 

Ross Lam, 黃仕儒 Sonny Wong, 廖綺媚 Stephanie Leo, Susan Ma, Todd 

Huang, 馬威廉 William Ma  

嘉賓: 周慕怡 Doris Chow, Jada-Gabrielle Pape, Kitty Lo 

市府職員:  張芷彤 Belle Cheung, Branislav Henselmann, 馬凱盈 Helen 

Ma, Neil Hrushowy, Theresa O’Donnell, Tyler Mark, Sandra 

Singh  

 

缺席成員: Aynsley Wong, 關立民 Danny Quon, 郭瑋霖 Bill Kwok, Charlotte Li, 郭英

華 Fred Kwok, Henry Tom, Janssen Ong, 伍沛雄 Jordan Eng, 李菊根

Jugen Li, 黃儀軒 Kevin Huang, 李玉榮 Li Yu Rong, 劉黛明 Lorraine Lowe, 

Minna Van, Robert Sung, 王曌 Rosie Wang, Russell Chiong, Terry 

Hunter 
 
議程 

時間 項目 主持人 

5:35 p.m. 歡迎及聲明承認所在地方為原住民土地 
譚聖祐 & 廖綺媚  

督導組共同主席 

5:40 p.m. 市府最新資訊  溫哥華市府職員 

5:55 p.m. 分組討論 

6:40 p.m. 匯報 & 總結  Jada-Gabrielle P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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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p.m. 結束致辭 
唐人街經濟文化發展專案

小組  

7:30 p.m. 會議正式結束 

7:30 p.m. 年終慶祝社交活動** 

 

*請注意會議由 Jada 主持，她将出席並支持討論。市府職員為分組討論提供文書紀錄。   

**會議在晚上 7:30 正式結束，隨後的年終慶祝社交活動至 8:30 結束。 

 
 
歡迎及聲明承認所在地方為原住民土地 —— 開始時間下午 5 點 48分 

 

市府最新資訊 —— Sandra Singh & Branislav Henselmann (藝術、文化、社區服務局

ACCS) 和 Theresa O’Donnell & Neil Hrushowy (規劃、城市設計和永續發展局 PDS) 

- 如您所知,「唐人街文化遺產及資產管理計劃」（CHAMP）經修訂後已獲得市議會

批准。在我們過渡到新市長和新市議會的過程中有一些延誤。希望在 2023 年 1 月

可以進行關於預算、實施、和後續步驟的討論。 

- 6 月在討論「唐人街文化遺產及資產管理計劃」（CHAMP）的市議會上，職員被

指引與中華文化中心、溫哥華華埠商業促進會、溫哥華華埠商會、中華會館、中山

公園、華埠基金進行交流，收集有關「唐人街文化遺產及資產管理計劃」

（CHAMP）的反饋。 

o 多數反饋是關於需要更多時間、參與方式、和檢查「唐人街文化遺產及資產

管理計劃」（CHAMP）。 

- 我們也宣佈張芷彤已調任城市經理辦公室。接下來我們轉向以「全市方式」來支持

唐人街的需求，張芷彤的新職務包括唐人街相關的中央協調和領導工作。 

- 唐人街經濟文化發展專案小組的工作將在不同的結構下繼續進行，兩個部門將繼續

有職員致力於實施「唐人街文化遺產及資產管理計劃」（CHAMP）。在規劃局方

面，馬凱盈和 Tom Wanklin 將帶領新的團隊，專注於公平與和解；而文化服務局

將聘請新的規劃師來支持唐人街的和解工作。 

 

問答 **藍色為市府職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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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可否告訴我們更多關於市長和市議會談論的「唐人街辦公室」？這個辦公室能

否處理「唐人街文化遺產及資產管理計劃」（CHAMP）的實施工作？希望能看到

專案小組和城市經理辦公室的代表在那裡工作，從而和督導組保持聯絡。  

o 答：我們目前仍在等待市長和市議會有關唐人街辦公室的信息。我們還不知

道是否有包括市府職員在此辦公的意圖，但似乎是為了提供更多與社區接觸

的機會。 

- 問: 與 6 個組織關於「唐人街文化遺產及資產管理計劃」（CHAMP）的談話中都說

了什麼？ 

o  答：有人提到缺乏意見諮詢，以及沒有被給予充足時間來消化「唐人街文

化遺產及資產管理計劃」（CHAMP）的框架。與市府職員分享的書面反饋

也將與督導組分享。 

- 有擔心指出市府職員被指引與特定機構進行接觸，但並不額外接觸督導組，這令人

擔憂。 

o 答：我們從過去到未來都將持續與更廣泛的社區進行接觸。督導組的任務是

指引創建「唐人街文化遺產及資產管理計劃」（CHAMP）框架，就此做了

出色的工作，使我們推動到現階段並共同創建了「唐人街文化遺產及資產管

理計劃」（CHAMP）。此外，工作完成後，委員會結束的情況並不少見。 我

們仍鼓勵您與當選官員聯繫，表達您的關切。 

- 在未來，我們希望看到市政府將社區作為整體，而不是各自為政的工作方法。有關

我們需制定計劃並在 2023 年提交市議會的內容並不明確。我們對實施情況提出反

饋時的假設是後續繼續開展工作。 

o 答：我們有機會讓督導組檢查此報告並提供反饋。我們建議在新年的時候，

在報告提交市議會前先作為小組收集反饋，同時確保督導組有時間為報告提

出意見。  
 

分組討論：向市政府提問   

分組列出一系列在匯報時向市府職員提問的問題。 分組討論期間市府職員未在場。 反饋

寫在便簽紙上提交，並記錄如下。 

 

大組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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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的共識是想繼續督導組的工作，雖然進入實施階段，但工作尚未完成。當然，

我們可以在沒有市政府參與的情況下繼續工作，但我們很高興與專案小組合作，協

助我們完成工作。專案小組還會存在嗎？後續更迭會是什麼樣子？ 

o 專案小組的作用是創造「唐人街文化遺產及資產管理計劃」（CHAMP），而

現在框架已經完成。專案小組的員工仍在市政府工作，但現在嘗試以不同身

份和更有意義的方式一起工作。張芷彤已調任城市經理辦公室（CMO）但

並沒有直屬團隊。Tyler 和馬凱盈以後會在文化和解和公平小組（名稱待

定）繼續工作。藝術、文化、社區服務局（ ACCS）將招聘人員填補空缺， 

為唐人街以及更大範圍的和解開展工作。  

o 部門總經理將參加由城市經理辦公室擔任主席的「唐人街執行指導委員

會」，以負責「唐人街文化遺產及資產管理計劃」（CHAMP）和「福溪東北

地域規劃」（NEFC）等項目。部門包括規劃、城市設計和永續發展局

（PDS）、藝術、文化、社區服務局（ACCS）、公園、工程、地產和設施管

理等部門。 

- 市政府需要在工作方式上更加公正透明。  

o 已獲悉。市府職員會繼續努力以透明的方式共享信息，就像我們現在處理

「唐人街文化遺產及資產管理計劃」（CHAMP）的反饋一樣。在未來，如

有反對，將由市府部門經理而非職員來傳達，以認識到工作內容中的不公平

和文化上不安全的性質。我們認識到進行社區工作的同時亦作為社區成員會

使人精疲力竭。 
 

問題和反饋——這些意見來自參與者提交的手寫筆記 

- 督導組感謝市政府提供這個機會，和一個敬業的職員團隊為項目和倡議提供資金。 

o 督導組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將做不同項目的人們連結起來，並讓市府職員參

與其中 

- 市政府是否能促進文化信托的建立？ 

- 希望在「唐人街文化遺產及資產管理計劃」（CHAMP）的實施階段安排諮詢小

組。諮詢小組可以與督導組當下的形式不同。 

- 對督導組後續更迭的建議： 

o 我們建議將督導組分成 2 種類型： 

 短期——例如：交通和塗鴉 

 長期——例如：能力建設和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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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也許更迭後的督導組可以與市政府以不同的頻率舉行會議：每月、每兩月、

或每季度一次。 

o 督導組後續更迭的價值觀： 

 社區內多元的、有代表性的典型 

 成員定期會議，並能夠有集體認知（不一定意見一致） 

 直接與市府職員建立聯繫，使其在能力建設、資源和工作透明度方面

提供支持 

o 督導組能否繼續與「專案小組」的職員進行定期對話和接觸？我們希望能有

職員參與進來 

o 更新職權范圍和管理系統——例如：投票和工作小組？ 

- 我們是否有資金開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或文化信托的可行性研究？我們是否仍會得

到資助？ 

- 市政府能否提供過去資助唐人街項目的報告？ 

- 我們希望聽到來自市政府明確的承諾，承諾繼續與社區合作，並有職員參與工作小

組重要議題的討論，例如住房。 

- 我們被要求提出想法，但這對唐人街的工作並非是可持續的。 

 

會議休會——官方結束時間晚 7 點 30 分，之後進行年終社交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