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華府訊】消費者行動是一個成立於1971

年的非牟利組織，一向以提供全國消費者社

區教育及權益代言為服務宗旨。在長達40年

的服務里程碑中，不僅為消費者權益爭取了

無數輝煌的戰果，並且成為全國消費者最為

信賴及最具社區影響力的一個機構。目前消

費者行動已將服務範圍拓展至全國，而辦公

總部則設立於加州三

藩 市 （San Francisco,

CA), 另外於南加州洛

杉磯 (Los Angeles, CA)

及首都華府 (Washing-

ton D. C.) 也成立了辦

事處。

數十年來，消費者

行動不僅持續在國會

列席作證推動各項消

費者權益法案，並在全

國各地舉辦社區教育

培訓會議，力求加強社

區基層居民對精明理

財、無線通訊、網絡安

全等等各項消費者需

知的正確理念。同時消

費者行動也向全國成千上萬的社區組織免費

提供以五種語文印製發行的各類不同主題之

社區教育手冊。由於數十種的手冊主題均能

掌握潮流, 內容又豐富有益, 所以廣受社區各

非牟利組織之歡迎, 每年發行量均在百萬份

以上。

消費者行動網址: www.consumer-action.

org 有中文資訊可以瀏覽，並提供24小時開放

的語音信箱：1-415-777-9635, 方便全國消費

者隨時撥打諮詢或投訴, 有使用中、英及西班

牙文的諮詢專員覆電解答。消費者亦可使用

電郵諮詢: hotline@consumer-action.org

消費者行動自成立以來歷經許多艱辛困

難，但服務社區和爭取消費者權益的理念從

未中止過，今年欣逢成立40週年誌慶，為了彰

顯多年來組織工作成員在國會持續不斷努力

推動消費者權益的成果，於上周十月十八日

在首都華府舉辦了慶祝盛會，並廣邀多年來

一向對消費者行動全力支持與贊助之個人或

團體機構出席分享及見證40年來的社區服務

成果, 眾志可以成城, 相信消費者行動將會更

上層樓，很快進入另一個服務里程碑，為全國

消費者開展出更加寬廣的康莊大道！

消費者行動消費者行動（（Consumer Action)Consumer Action)

成 立 四 十 週 年 誌 慶
【本報華府訊】華府榮光聯誼會，為紀念先總統

蔣公誕辰125週年，暨慶祝第33屆榮民節，同時

也借建國百年之際，向保衛國家、建設國家、勞

苦功高的榮民老兵們致敬，感謝他們一生為中

華民國生存而奉獻的愛國精神。同時，大會也將

頒發襟綬榮譽獎章，表揚榮光會本年度傑出義

工幹部，歡迎會員們攜眷踴躍參加。該會仍依往

例，每人半價收費十元(另10元由大會津貼)。

今年適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也是先總統

蔣公華誕125週年之慶。如同全民所知，建國百

年歷史與蔣公生平事業，是不可分隔的，也是蔣

公一生的寫照。他自革命建軍、北伐、抗戰、內戰

，直到保衛台灣、建設寶島，都是主要關鍵人物。

尤其對臺灣眾多退伍軍人的妥善照顧與安排，

使這些大半生為國奉獻的榮民們，放下槍桿，拿

起工具，投入了建設台灣、發展經濟的復興大業

。從開山闢路、十大建設，到台北的101大樓，都

離不開這些吃苦耐勞、流血流汗的生力大軍。在

建國百年的歡慶中，老兵們緬懷蔣公恩德，更感

歎建國百年艱辛的歷史。蔣公像風暴中的舵手，

引導中華民國跨向了另一個民主、自由及繁榮

的新世紀。為了紀念這位建國的偉人，特別於33

年前，以蔣公誕辰日訂定為榮民節。國人在歡樂

的慶典中，必須飲水思源；強調本土化，則不可

忘本。

本屆榮民節，榮光會擴大舉行，除了豐盛佳

餚，並有大量珍貴禮品提供抽獎。因場地席位有

限，敬請會員於11月1日前，及早登記，以便安

排席次;並希望會當日，提早到場，及時領取餐

券。

時間：11月4日（星期五）晚七時
地點:馬州蓋城新財神大酒樓
登記報名請洽: 李昌緒: 301-424-4692，蔡德
樑：dstsai1@gmail.com

11/4榮光會擴大慶祝榮民節 歡迎參加
欣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

【本報華府訊】攝影

藝術家龔錦先生應

半杯清茶社之邀，十

月二十二日在馬州

蒙郡大衛斯圖書館

以"怎樣創作一幅好

的照片"為題目發表

演講，同近四十位攝

影愛好者和文友們

分享他多年來從事攝影創作所積累的經驗、心

得、和藝術感悟。龔錦從分析、點評攝影作品實

例入手，就攝影取景的主題和瞬間把握，光線、

角度、色調的控制與利用以及成

像構圖等關鍵創作要素，輔以自

己在野外攝影和創作過程中的內

心感受，深入淺出、形象生動地說

明和展示了攝影創作之基本要領

和美學意境，深獲與會攝影愛好

者的讚譽和好評。

演講中，龔錦先生還展出了他在

世界各地長途跋涉所拍攝的自然風光和人物攝

影佳作，作品所展現的獨特的藝術魅力，深深地

打動了與會人士。

龔錦先生任職于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業餘從

事攝影創作二十餘年，作品曾獲美國主流雜誌

包括

<<國家地理雜誌>>刊發，不少作品也曾獲

得國際攝影獎項，顯示出他深厚的藝術創作功

力和獨到的審美眼光。龔錦是此間著名僑領，目

前任大華府同鄉會協會名譽會長，多年來始終

熱心服務僑社，謙遜誠懇，古道熱腸，廣受華府

僑社人士稱道。(圖: 雲天 文: 丘霖)

龔錦分享攝影心得和創作經驗深獲好評
半杯清茶社十月座談活動

演講會現場

龔錦演講時的神情

【本報華府訊】維華中文學校從 10 月 27

日開始開設兒童中文會話、成人中文及

英文會話、高中數學，以及電腦研習班等

多種課程，歡迎各界人士報名。

維華在新校長謝立萍的帶領之下,

開設了幾門新的課程; 兒童會話班是為

不會說華語的家庭的子女開創。成人會

話班是專門為了給對中文有興趣的外國

人士所設立的一門課程。另外，為了方便

在星期曰學習中文的學生們，學習其它

有關的課程，也開設了許多學生的課程，

例如中小學的數學, 兒童英文寫作,舞蹈,

畫圖課等,每班都非常受歡迎。本週曰開

始又陸續推出新課程,請參考以下的最

新時間表:

1.數學五(9-10 Grade)Math V
上課時間：10/30/11起至 12/18/11止,每

週日04:00PM ~05:00PM

課程內容：教受幾何以及代數二解題技

巧。

任教老師：史東傑，喬治亞理工學院電機

博士，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工程領域方

面具有11年的教學經驗。

2.電腦研習營(Computer Camp) 本課程
由家長會主辦

Week 1 (Nov 6)：主題：網路資源運

用 (Topic: Utilitze Free Internet resource)

Facebook 以及 Google Doc 的介紹及運

用，課程將介紹網路上免費的 Facebook

以及 Google Doc 的基本應用。

(Introduce Facebook and Google Doc,

Outline facebook on how to create form,

vote and other feature and how to use

Google Docs to create documents)

Week 2 (Nov 13)：主題：影音製作

( Media post-production )

介紹如何在網路上自製影片，教材

放上Youtube。如何利用Youtube網站提

供的工具來製作一些後期的字幕，剪裁

以及配樂。

(Outline some online free tool to create

movie, upload to youtube, and use some

youtube free tools to add caption and

soundtrack)

3.成人英文會話( Adult English Con-
versation)

上課時間：11/06/11 起至 12/18/11

止每週日03:00PM ~ 03:55PM.

課程內容：基本生活會話用語，如上

餐館、逛超市時接觸的習慣用語。

任教老師：哈佛大學政治學士，在數學、

英文、SAT準備等具有8年的家教經驗。

4.課前及課後作業輔導班
每個月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個

星期天下午1:00~2:00PM. 以及04:00~05:

00PM由王裕惠老師,協助孩子做功課,或

解決課業疑問。維華學生可免費參加。

以上課程如欲報名參加或是有任何

疑 問 ， 請 聯 繫 教 務 呂 秋 萍

703-644-0935, teresaleu@verizon.net

維華中文學校開設新課程
【本報華府訊】時間: 2011年11月5日，星期六中午，地點: 海珍

樓，講題: 《介紹南宋著名詩人楊萬裡的自然詩》。

講者簡介: 許翼雲教授是馬利蘭大學化工及核工系榮退教授,

並曾在台灣任原子能委員會主委及台大與清華大學客座教授

, 平日對詩詞甚有興趣, 退休後回華府, 1997年起，加入華府詩

友社，並曾任社長，同時繼續學習。近來對楊萬裡詩頗有興趣，

此演講為其讀書報告。

楊萬裡，南宋詩人，與陸游、范成大、並稱為南宋三大詩人

。其詩以自然為師，尤以能捕捉自然風景著稱，可說是速寫詩

人。其詩平易自然，毫無雕鑿，也可說是白話詩的先驅。楊萬裡

詩作甚豐，有三萬餘首，傳世者有三千首。楊詩表面平易，其中

有些實含意頗深。此次演講，可說是一個讀書報告，將介紹其

代表作，並加討論。

有興趣參加者，請在十一月三日前與季肇瑾 zhao-

jin@gmail.com/240-481-1089，或林秀蘭 lin_wu@yahoo.com/

301-662-0876 聯係訂位。聚會在上午十一時三十分開始報到

，十二時用餐，下午一時開始演講。餐費每人為14元。海珍樓地

址 在 1776 E. Jefferson Street, Rockville, MD 20852 (Tel:

301-770-5020)。

華府詩友社邀請許翼雲教授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