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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時間表:
感恩節 11/27 (四) - 11/30 (日) Closed
聖誕節 12/24 (三) - 12/27 (六) Closed
新年
01/01/2015 (四) Closed

健行俱樂部
日期： 11/01/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Elfin Forest Recreation Reserve
集合： Trail head parking lot
日期： 11/15/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Rancho Carrillo Trail (Carlsbad)
集合： Carrillo Elementary School parking lot
drive
日期： 12/06/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Iron Mountain
集合： Parking lot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oway
Road and highway 67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李元溢 860904-3844 (Cell)；黄宜修 858-208-5223 (Cell)

愛心車毯子
日期：2014年11月01日 (星期六) 1:00 PM
為癌症病童縫紉溫暖的毯子，各位有愛心的同鄉
都不遺餘力的一路支持「車毯子送愛心」活動，
歡迎各位鄉親有時間可以多多來參與，感謝各位
熱心幫忙！

投資座談會
日期：2014年11月02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Can Longs Cover Shorts?
講員：呂錦文 (Winston Lue)
如果你有什麼建議或問題，請寫個e-mail 給呂
錦文：luejw@cox.net。

電腦俱樂部
日期：2014年11月08日 (星期六) 12:00 PM
主題：Facebook 及各種電腦疑難雜症
講員：石正平
再次介紹及討論Facebook。以及回答一些電腦方
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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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座談會
日期：2014年11月08日(星期六) 2:00 PM
主題：財務
主持：陳麗莉會計師
講員：
Grace Yu, CPA、Philip Chang, CPA -『談房
事 - 1031 Exchange & Property Tax』
Charles Wu 律師 - 『信託規劃』
感謝： 林瑞波、陳靖惠夫婦贊助
曾俊隆、蕭奕義、唐望、劉武鴻準備點心

文化歷史講座(LIX)
日期：2014年11月09日 (星期日) 2:30 PM
主題：從日、韓、土耳其的文字革命談到
台語文字的活脈
講員：趙弘雅 博士
趙弘雅博士是台灣雲林人。曾任職於Moore Corp
與Webcraft Technologies，1999年底退休。曾任
紐約洲水牛城台灣同鄉會會長及全美台灣同鄉會
秘書長。1988年開始認識台語，投入台語運動。
擔任很多夏令會、同鄉會台語講員。
趙博士興趣廣泛，對台語文，台灣民間信仰，天
文皆極有研究。著有現代文書法的介紹錄音教
材、怪力亂神的民間信仰、揭開漢人天界之謎、
西方天界大搜密、也與馮昭卿，吳建勳合著台灣
話ABC兩冊。
日本人使用漢字後，幾百年間攏只有少數人識
字。8、9世紀發展出平假名，片假名，起先被視
為女人的文字，到公元1000年卻開始普及，迄今
致蔭日本。15世紀前，韓國人使用漢字，識字的
也是極少數。1440年(年紀小小，於22歲登基的)
世宗大王感到創造出一套適合韓國人使用的簡單
易學的文字的重要性，->->諺文。土耳其於一次
大戰後幾近被列強瓜分，Mustafa Kemal Atatürk
領導建國革命，成功後為了國家的現代化，視文
字改革為文化革命之重心，棄阿拉伯文字，採用
拉丁文字。海外上成功的台語教學華府台語學校
於1983年成立，1989年起採用台語羅馬字(拉丁)
教學，成功教學25年。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San Diego 分會(NATWAGSD) 主辦；TAFSD 文化歷史講座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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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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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科學

日期：2014年11月15日 (星期六) 3:00 PM
講題：處理緊急事件的法律知識- Continue
講員：馮耀翔 醫師/律師

日期：2014年12月06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F1D室內模型飛機
講員：李元康 博士

在美國遭遇法律問題，首先：
(1) 不與別人討論
(2) 記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3) 做一個和氣，合理的人
(4) 趕緊求助於法律專家
馮醫師也會和大家討論醫學和法律之間的主
要區別，並比較美國和台灣法律體系的不同。
馮耀翔（Fred Fung, M.D., M.S., J.D. Esq.）
擁有藥理學及毒物學雙碩士、醫學博士及法學博
士學位。馮醫師領有毒物醫學、預防醫學、職業
醫學及家庭醫學執照。馮醫師/律師也有在加州
及聯邦法院執業的執照。馮醫師曾擔任加州有關
下毒案件的專家證人。目前，馮醫師是爾灣加
州大學臨床醫學教授，也是 American Board of
Medical Specialties 的總編輯。

F1D是國際航空聯盟 (FAI,Fédération
Aéronautique Internationale)認證，舉行國際性飛
行比賽的唯一一種室內自由飛的模型飛機。FAI
每兩年主辦一次F1D世界錦標賽(雙數年舉行,
在單數年則舉辦歐洲洲際錦標賽)。F1D 模機重
1.2g，翼展不超過55cm、機翼寬度小於20cm、
尾展小於45cm; 用做飛行動力的橡皮筋重0.6g。
橡皮筋繞緊2000轉以帶動一個大而轉動緩慢的螺
旋槳。F1D可在一個有大室內空間的建築物裡飛
行四十多分鐘。模機慢慢飛著的模樣神奇地像它
們刻意要浮游在空氣中似的。F1D比賽的勝負取
決於在空中逗留時間的長短。
F1D模機另一個讓人著迷的地方，在於它能自由
地飛在空中，不受任何的遙控，所以它們屬於"
自由飛"的機種。F1D由選手們調度，讓它不必
向上飛太高、卻能在空中逗留最久。它們需要繞
著室內飛，但不要撞上牆壁，有效地運用橡皮筋
的動能。
F1D 比賽場所值得一提的：2014 F1D 世界錦標
賽是在羅馬尼亞Slanic 鎮鹽礦場的地下大廳舉
行。在美國，F1D常在Lakehurst, New Jersey海軍
機場的特大停機庫內舉行。
本座談會將介紹 F1D 的特點和飛行技巧，特別
要討論怎樣讓它能飛很久。不需要有技藝的背景
就會聽懂和喜歡這次的談話， 我還要作F1D的
示範飛行。
李元康是2014 F1D 世界錦標賽成年組的冠軍。*
四年前因為大女兒參加奧林比亞科學競賽，元康
做為技術指導第一次接觸到室內模型機設計和飛
行比賽，他立刻就感覺到極大的熱情和興趣。(*
取自大紀元記者楊婕小姐電話訪問元康後發表的
報導)。元康曾得到幾次美國 "EZB" 室內模機
比賽的冠軍並是記錄保持者。他在2012開始投入
F1D的領域，2014 F1D 世界錦標賽是他第一次
參加的國際性比賽。
元康在台北市出生，十歲來美國。曾在Ohio, New
York, Texa, California等地住過。他大學畢業於
Cornell University，在Rice University 得到電機
工程的碩士和博士。他在Texas Instruments，SNR
Labs，and Seven Networks工作過，有二十多年
digital communications的經驗。

讀書會
日期：2014年11月23日 (星期日) 2:00 PM
書名：Longitude
作者：Dava Sobel
講員：唐望
這本書敘述在三百年前，一位寂寞的天才約翰
哈里遜如何解決當時航海上的一大難題：那就是
如何在汪洋大海中，測量出當時位置的經度？西
元1707年，四船隻返回英國的船艦，在英國的西
南外海，由於經度測量的錯誤，集體觸礁，近兩
仟名水手慘遭滅頂。這個悲劇，促成七年後，英
國國會通過了”經度法案”，允諾提出兩萬英鎊
的賞金，給解決經度之謎的人。
要解決經度的問題，必須要有精確的時間標準。
這位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約翰哈里遜，採用了虎
克發現的彈簧原理，製作了五具彈簧鐘，其中的
最佳的一口鐘，証實在海上航行九週後的誤差，
只有五秒！有了精確的時間測量，經度過問題迎
刄而解，他本人亦獲得兩萬英鎊的大獎！
本書作者戴瓦梭貝爾在本書中，不但精彩重塑了
這件值得認識的史實，更傳神刻劃了人性複雜的
一面和他人對哈里遜的嫉妒與欺凌，讀起來扣人
心弦，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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