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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運程星座運程
白羊座 3/21-4/193/21-4/19 金牛座 4/20-5/204/20-5/20 雙子座 5/21-6/215/21-6/21 處女座 8/23-9/228/23-9/22獅子座 7/23-8/227/23-8/22

天秤座 9/23-10/229/23-10/22 天蠍座 10/23-11/2110/23-11/21 人馬座11/22-12/2111/22-12/21 水瓶座座 1/20-2/191/20-2/19 雙魚座 2/20-3/202/20-3/20山羊座 12/22-1/1912/22-1/19

巨蟹座 6/22-7/226/22-7/22

雖然不是
假日，遊樂
運卻很不錯
的一天，晚
上下班下課
後行程一樣
熱鬧，與朋

友們參考雜誌上介紹的好去處
去，開發新遊樂地也是一種新
鮮刺激。現在正流行的話題店
、新開幕的店面廣場等都是今
天的幸運地，可以多去逛逛，
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是個適合
與情人間縮
短距離的日
子，爭吵中
的情侶可要
把握修復關
係的機會，

當然首先還是要由你將心理障
礙去除之後，一切就好進行了
。而今天對別人突然提出的請
求或邀請不需斷然拒絕，適當
的回應對自己也有好處，現在
的幫忙對未來更有利！

初次前往
的場所將是
今天的幸運
地，在此結
識新朋友的
預感，另外
在人際關係

上運氣也好轉，有助於與有誤
解或心結的人關係修復，如果
能獲得第三者的居中協調能更
圓融解決。今天工作上的活力
來自於家庭的支援，與家人相
處融洽，做什麼都心情愉悅。

心中有什
麼煩惱的事
，自然而然
就顯現在臉
上，到公園
一個人散散
步等方式，

有助內心安詳平靜，戀愛運也
感覺不太安定，內心有些封閉
，對親密的人態度稍嫌冷淡些
，還有着讓對方感到孤寂的感
覺，如果真的想要一個人靜一
靜，那就該向對方清楚說明。

工作上、
讀書上，無
聊小地方的
疏失讓成果
打了個折扣
，越是自認
為得意的事

情、拿手的科目才更不能輕忽
。還會有自己會錯意的情況發
生，像是跟別人約定的時間、
地點還沒講清楚前別急着說已
經知道了，可能會有自己搞錯
狀況。

率直一點
的態度來對
待戀愛與人
際關係，會
使這兩者都
能更順暢，
不會讓人感

覺表裏不一的你給人更有安心
感與信賴感，像是坦率一點的
愛情表現，試着說些平日有些
難以說出口的貼心話，一旦說
出來卻是意外地令對方喜悅異
常，效果異想不到的不錯。

小動物為
你的身心帶
來撫慰，有
養小寵物的
人今天好好
寵愛牠們一
下，與朋友

之間的話題也以此開場的話也
會聊得很高興。而今天也是個
與其大聲吆喝不如輕聲細語更
有用的日子，以柔克剛、以規
勸代替說教，反而能夠得到好
的結果。

讓你拉近
人與人間的
距離，人際
關係上你的
親近風格得
以圓滑運作
的可能，在

商業氣息中夾帶着遊樂的感覺
會讓今天的工作、業務進行更
有利，像是球敘、商業性質的
餐會等都是好方式。之前一直
想着要開始做的事，今天也是
很好的時間點。

工作、讀
書、社團活
動等排得太
過密集的話
，中途銜接
時很容易出
狀況，還會

感到努力做得半死但結果卻不
怎麼樣，今天需要將時間分配
的寬鬆一點，讓自己能夠喘口
氣過得輕鬆，約會也不是頂合
適的一天，與其見面還不如聊
聊電話。

不論是不
是真有工作
在手邊，至
少都要裝裝
樣子，一副
很忙碌的樣
子，免得讓

人將眼光盯在你身上，看起來
好像閒閒沒事幹的話，小心一
堆雜事就要推給了你。另外，
有向別人借的東西一定要記得
歸還，有收到的什麼好處，即
使只是小東西也要回禮。

今天如果
有需要參加
議事進行等
場合，要按
耐發言的慾
望，最好等
到輪到你再

說，避免中途插嘴打斷議程，
否則特地提出的意見很可能就
成了泡影。而今天也不是以個
人喜好為評斷標準的一天，即
使對方是你看不順眼的人也不
宜將個人觀點表現出來。

一切以誠
實為先的日
子，即使只
是小小的謊
言，但一說
出口之後，
後續為了要

掩蓋它，不得不編更大謊言。
到最後掩蓋不住被揭穿了，反
而讓信用大打折扣，真的有說
謊衝動的感覺時，最好提醒自
己別那麼快就脫口而出掩飾之
詞。

D1廣告：飲食、工商

▲日本文化大賞（Sakura Days Japan Fair）有許
多有趣的體驗活動，讓參與民眾享受自己動手
做的樂趣。

▲溫哥華市區的Burrand天車站是熱門的賞櫻地點。

▲日本文化大賞（Sakura Days Japan Fair）往年
的開幕儀式，精采活動讓日、加兩國文化交流
更緊密。

櫻花樹下皆故人
溫哥華櫻花節只有一個簡單明瞭的宗旨──

「花間皆故人」（There is no stranger under the
cherry tree）！

溫哥華櫻花節舉辦至今已經邁入了第八個年
頭，今年以 3 月 30 日的 「櫻花夜」（Sakura
Night）為櫻花節拉開序幕，集結七位大溫地區
著名餐廳大廚，以櫻花為主題，呈獻一道道精
彩料理，消息一出，門票立即賣光；一方面籌
募了櫻花節經費，另一方面也讓民眾有機會一
嘗名廚以櫻花為主題的創作料理。

「溫哥華有至少四萬顆櫻樹來自於日本的贈
與，這個數字逐年增長；目前在大溫地區可以
觀賞到約23種不同的櫻花。」Linda表示， 「這
不單單只是文化上的交流，隨着櫻樹在這片土
地上成長，已經融入大溫生活的一部分；久而
久之大家對於櫻樹的存在可能習以為常，但藉
着這個節日的推動，以及櫻花的力量，聚合社
區，喚起大家體驗自然之美，重燃對櫻花的熱
情。

別以為櫻花節只是賞花罷了，精彩活動有動
有靜。不論是 4 月 5、6 日的日本文化大賞
（Sakura Days Japan Fair）、4月3日至20日一系
列櫻花樹下談心散步（Tree Talks & Walks），4
月 12 日由溫哥華舞蹈團 SHIAMAK 帶來以印度
寶來塢（Bollywood）風格作為延伸的快閃櫻花
傘舞（Blossom Bollywood），或在樹下彩繪櫻
樹倩影（Plein-Air Blossom Painting Classes），
以及有趣的俳句大賽（Haiku Invitational）等等

，提供不一樣的 「櫻花」體驗！
問Linda所有的活動裏最喜歡哪一個，她顯得

有些為難，之後大笑的表示，自己喜歡騎單車
，溫哥華的櫻花作為行道樹種植，最適合騎着
單車在微風吹拂下，享受道路兩排盛開的櫻花
帶來的櫻花雨，讓朵朵細緻的花瓣拂過臉頰。

「當然，如傳統日本文化般在櫻花樹下野餐
是再好不過了，」Linda說， 「像是4月13日在
Larry Berg Flight Path Park 舉辦的戶外野餐活動
，帶上自己準備的食物，或是到大型華人超市
拎上一個美味的餐盒，在櫻花樹下和大家一起
同樂！」

贊助眾多大溫更好
談到了活動，她更進一步表示對溫哥華國際

機場（Vancou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YVR）的
支持表示感謝，YVR 慷慨解囊，在 Larry Berg
Flight Path Park種植了150棵櫻樹，是目前大溫
地區櫻樹最密集的地點。目前雖只有短短九年
的樹齡，但當成遍的櫻樹成熟，粉紅色的樹海
非常值得一看。

「帶着便當在櫻花樹下野餐，」Linda指出，
「這不單單只是 『聚』在一起的概念，像今年

贊助商之一的中僑（S.U.C.C.E.S.S.）就表示希
望藉着這樣的社區活動，一方面讓新移民體驗
溫暖的櫻花文化和社區的熱情，另一方面幫助
他們快速融入當地生活，意義非凡。」

溫哥華櫻花節的官網上亦有大溫地區賞櫻地
圖，詳細記載着賞櫻地點，想賞花的民眾可以
選擇自己方便的地點前往觀賞。至於什麼時候

是最佳觀賞時機呢？根據Linda表示，由於櫻花
品種不同，成熟時間也不同，基本上氣溫愈回
暖，成熟愈快。櫻花花季短，她建議賞花民眾
見機行事，最好把握時間趁早計劃，現在只要
天晴就可以開始觀賞。若想多了解櫻花所有的
品種、生長期、特性和花型，櫻花節官網也備
有豐富資料可供查詢。

卑詩春天是粉紅色的，當春風吹起，天空下起了嫩幼的櫻花雨
，是多麼愜意的一幅畫！
最初，溫哥華櫻花節（Vancouver Cherry Blossom Festival）的行

政總監Linda Poole就是對這番美景念念不忘，才決定發起這個活
動。 文︰葉曉蓉

圖︰Vancouver Cherry Blossom Festival

溫哥華櫻花節
日期：4月3日至28日
查詢：http://www.vcbf.ca/

日本文化大賞（Sakura Days Japan Fair）
時間：4月5日、6日
地點：溫哥華范度森公園(VanDusen Garden)

快閃櫻花傘舞（Blossom Bollywood）
時間：4月12日下午1時至2時半
地點：溫哥華美術館前
彩繪櫻樹（Plein-Air Blossom Painting Classes）
時間：4月5、12、19、26日上午11時至2時
地點：溫哥華范度森公園(VanDusen Garden)訪
客中心
門票：$50/位（含課程）

俳句大賽（Haiku Invitational）
時間：3月1日至6月2日
地點：櫻花節官方網頁

更多節目細節請瀏覽櫻花節官方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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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地區共有超四萬多棵來自日本的櫻樹，
種類高達 23種，花瓣顏色由白到桃紅深淺不一
，多作為行道樹使用。以下三圖為大溫街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