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勛章獎項表彰了芝加哥市的9位個人與9個
機構，他們在2020年， 特別是在COVID-19流

感大流行期间，為芝加哥居民做出了非凡貢獻。芝
加哥市長萊德福特在新聞稿中表示，在該市的新聞
稿中，她想表彰人民與機構「不辭辛勞地為芝加哥
的市民提供所需的資源，讓遭受到新冠肺炎病毒蹂
躪的人們，在疫情之後能夠長期的生存與持續的發
展。」

位於南華埠永活街、臨近天下為公牌樓下的
「培德中心」（ Pui  Tak  Center ）自2020年3月新冠
肺炎病毒疫情爆發之後，服務項目轉向網上服務，
工作人員辛勤的並迅速回應唐人街居民面臨一切新
需求。在疫情期間，培德中心提供的服務涵蓋了 
協助700多名被解雇的社區民眾提供失業金申請援
助。預計總計領取到800萬至1000萬美元的社會福
利金；通過ESDC Pilsen、唐人街季度叫聯合會教
堂、芝加哥華商會、華埠更好團結聯盟、伊州第二
區眾議員馬靜儀辦公室、第25區區長盧漢士（ Byron 
Sigcho-Lopez）辦公室、鳳凰豆腐公司、 Molina  
Healthcare、基督教聯合會教堂、芝加哥唐人街商
會、更好的華裔社區联盟、第二區州眾議員Theresa 
Mah、第十一區議員Byron Sigcho Lopez、Phoenix 
Bean、Molina Healthcare和格蘭者基金會（ Grainger 
Foundation）等合作伙伴，在2020年舉辦過20場緊急
食物分發活動，讓唐人街一帶的居民獲得十分豐盛

的日常生活上的應用品與食品。
培德中心展開與 Prism Health Labs一起舉辦

社區新冠疫苗接種活動，迄今為止，Prism Health 
Labs已為2000多名英語水平有隔閡的耆老與唐人街
基本工作人員接種了疫苗，此外，培德中心再將於 
4月30日再次為民眾注射新冠疫苗（聯繫電話 312-
328-7947）。

行政主任吳常義聲稱，唐人街是第一個遭受到
COVID-19 打擊的社區，疫情使得社區中許多人失
去了工作，由於大部分的移民英語技能有困擾難以
獲得援助的資源，同時由於新冠肺炎病毒而蒙受無
情的指責、讓華人社區蒙上污名。吳常義表示，在
好多的時間中，亞裔美籍民眾的需求被忽視、被主
流社會視而不見的。但幸運的是我們已經看到了來
自大芝加哥地區的社區和新夥伴齊聚一起，支持與
協助我們社區的耆老、企業與其他弱勢族群。

吳常義指出，從疫情爆發開始，培德中心便迅
速將常規的服務轉向為網上服務，其中包括了成人
ESL 課程（雙語課程）、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輔導計
劃、移民服務和有殘疾家庭的支持。此外，培德中
心也啟動了預防賭博推廣項目、移民高中生大學過
渡計劃與移民歡迎中心等。

培德中心董事局主席周健怡聲稱，他要感謝培
德中心執行董事及全全體員工在過去艱難的一年所
付出的努力和勤奮。他們通過辛勤工作幫助了唐人

街社區的許多人。同時他也非常感激芝加哥市長認
識到培德中心對芝加哥的影響與價值。

培德中心是一個以基督教會為基礎的社區服務
中心，棣屬於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每一年，培德中
心透過成人教育及培訓，兒童與青少年的社區計
劃， 服務人群多達3000多人。

培德中心原為1928年安良工商會大樓，該建築
有中華基督教聯合會在1993年以140萬美元購入，
並更名為「培德中心」。同年，被芝加哥地標委員會
指定為芝加哥的歷史地標。芝加哥中華基督教聯合
會、（CCUC）從社區捐款中籌集了100萬美元，用
於翻新和更新大樓破損的內部。新命名的培德中心
現舉辦各種宗教、社區和教育項目，例如英語為第
二語言課程（ ESL），獲得十分卓越的成績。

有關芝加哥市長萊德福特頒發榮譽勳章獲獎者
的名單，請瀏覽：  

https ://www.chicago.gov/city/en/depts/
mayor/press_room/press_releases/2021/april/
MayorMedalOfHonor.html

    芝加哥市長羅麗萊德福特於日前褒揚芝加哥市9位個人與9個機構，
頒發榮譽勛章，南華埠培德服務中心獲得殊榮，並由行政主任吳常義代

表陪德中心去領獎。 

本報記者梁敏育芝加哥報道

■芝市長褒揚在新冠疫情期間對社區付出貢獻
的個人與組織。南華埠的培德中心榮獲褒揚。
二排右1為培德中心行政主任吳常義。
  （芝加哥市府提供）

為鼓勵華府地區文化教學
培訓中文教師運用所學，協助
將台灣多元藝術向僑校及主流
社區推廣，華府文教中心於4月
24日下午以線上視訊舉辦「民俗
文化種子教師在地研習」，邀請
華府中文學校資深文化教師王
怡閔透過線上與僑校及主流學
校教師分享教學經驗及進行紙
藝教學。

華府文教中心副主任王怡
如致詞除感謝老師們在疫情期
間仍持續上線學習民俗藝術，
由於透過遠端視訊學習，沒有
距離時空限制，歡迎其他地區
老師一同參加，也希望未來能
與其他地區交換民俗文化培訓
課程活動訊息，讓大家都可以
參與。王怡如並表示，為豐富
師資陣容及活動內容，鼓勵有
一技之長的老師們踴躍報名擔
任中心的民俗種子老師，衕時
希望所有上線的老師繼續支持

中心，若有任何對民俗文化教
學的想法或建議，都歡迎提供
給中心參考，俾利安排更貼近
文化老師們教學所需的課程，
並持續參加未來中心的各項文
化活動，成為在海外傳承及散
播台灣多元文化種子的推手。

本次研習教作的主題是紙
藝，邀請到華府中文學校文化
教師王怡閔為大家在線上示範
教做紙燈籠及因應今年生肖，
教導大家「牛摺紙」，王怡閔曾
支援多場華府文教中心舉辦的
文化導覽及民俗文化種子教師
在地研習，教學經驗豐富。王
怡閔教大家利用家中唾手可得
的紅包袋等素材來製作具年節
氣氛的紙燈籠及牛的摺紙，參
訓學員們個個認真學習並踴躍
線上提問，王怡閔並不厭其煩
地耐心教導說明，讓學員得以
完成精美的作品。本年仍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原為實體的
在地研習不得已改為線上研
習，卻也因此能夠不受地域限
制而吸引更多外州的老師上線
參加，讓這項摺紙藝術得以更
擴散傳揚，充分達到文化師資
培訓的成效。

華 府 僑 教 中 心 網
址：http ://www.ocac .ne t/
washingtondc。 本報華盛頓訊

4月24日，天普大學亞裔健
康中心、費城華商會、大費城華
人餐館協會聯合舉辦的居民疫苗
注射活動。

感謝多方合作，疫苗注射活
動非常成功。

費城華商會為活動提供場
所。費城東北區第二唐人街地王
廣場的10几個辦公室，全部轉變
成獨立的疫苗注射室、疫苗備藥
室。

天普大學亞裔健康中心為疫
苗站，配備了近20位醫護人員幫
助接種疫苗。地王廣場的大廳則
用來作為疫苗後的休息觀察室。

在此次活動中，各社區還
組織召集了很多義工幫忙，天普
大學亞裔健康中心的老師、教授
們，以及賓州華人僑團聯盟、大
費城華人餐館協會、費城東北衕
鄉會等的主要領導也都為疫苗站
提供服務。另外，還有專門為越
南裔美國人開設的疫苗室，越南
居民教會組織還負責疫苗後數據
的匯總和錄入工作。各華社義工
則負責注冊簽到、引導、中文翻
譯等。

當天，整個疫苗站共計注射
疫苗250針。居民反映十分滿意。

5月22日為第二針疫苗的時
間，如有變化，費城華商會將另
行通知。 本報費城訊

華府民俗文化種子
教師培訓教授紙藝

費城華社聯合舉辦
居民疫苗注射活動

國際佛光會北美各協會聯合舉辦
2021「北美雲來集講壇」系列講座，並
於4月17日禮請到佛光山寺副住持、南
華大學宗教所生死學系專任教授慧開
法師，舉辦首場英文線上講座—《生與
死的現代反思》。 本次講座在Zoom、
YouTube 平台向全球同時直播，逾
1,600人共襄盛舉，聆聽令人深省的生死
學講座。

開法師引用醫學和科學的研究，更
以50多年對生死學的研究經歷，來說明
死亡是細胞和人體的一個新陳代謝的功
能的定律，是宇宙的自然規律，誰也不
能避免。例如，在英國剛剛舉行菲利普
親王的告別式：英女王第一次獨坐在教
堂裡，而超越一甲子都陪伴其左右的菲
利普王子已經不在了。

「死亡是生命的最好的發明」。慧開
法師引用蘋果公司創始人賈伯斯（Steve 
Jobs）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

「如果生物只生不死，地球也不堪重
負。」彰顯出死亡是自然的，個體的死
亡帶給了整體生存的條件。芝加哥佛光
協會副會長李性銘感歎：生命是跨越過
去、現在、未來三世的連續函數，我們
應該坦然接受死亡，而不是用機器延續
壽命。身體的保質期到了，應回歸心
靈，才能夠生死皆自在。

慧開法師少年時代因父親長期住
院，從醫院裡所看見的無常起觀，勸父
親「捨腳保命」。體會有的美、而不是缺
的苦。法師更以壽命長短不一、更新不
斷、和諧共處的各種人體細胞為例，包
括那不願死去的癌細胞。協會秘書長郭
雲說，法師形象幽默地讓她了解到生死
的自然性，明白「不願死才是不正常，
才是禍根。面對生死要坦然接受到了臨
命終時，才有能力按自己的願力往生，
生死自在。」

慧開法師說生與死的問題不能僅依
靠現代醫學來解決，它是屬於精神的範
疇。關於生死的問題，不管你的宗教是
哪一個，都要保持自己的信仰。協會理
事孫偉銘醫師感同身受，即現代醫學將
自然的死亡當作一種疾病來對待，比如
用機器、胃管等等來延長壽命。這對病
人毫無意義，只會增加不必要的痛苦。
但逐漸的，人們也開始注意「臨終關懷」

。對臨終病人講述死後有生，生命
接著生命，會給他們提供無限的希望。

講座後，慧開法師運用超過20分鐘
的進行線上問答，為民眾答疑解惑。英
文分會會長Cindy Thomas聽了講座後認
為生與死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課題，她
希望能夠聽到更多有關這方面的內容。
英文分會委員Dean Isensee對死亡的正
確認知：死亡是我們這個色身必經的過
程，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在
生死不斷地輪轉之中，要通過禪修幫助
意識的過度。

慧開法師最後送大家一則偈子：
「真誠地擁抱生命，從容地面對衰老與
疾病，無憂無慮的歡迎死亡，不斷地經
營下一期的生命。」

北美雲來集講壇下一場中文演講
將於4月25日，舉辦綠色公益“T-earth”
永續關懷論壇。英文講座部份在6/26，
邀請到加州柏克萊大學、西來大學榮譽
教授Dr. Lewis Lancaster宣講“Wisdom: 
An Ability”，屆時歡迎大家至國際佛光
會YouTube頻道www.youtube.com/c/
bliawhq觀看。 本報芝加哥訊

北美雲來集
慧開法師暢談生死學

■學員展示所學成果。

■慧開法師暢談人生的生與死，勉勵
大家真誠的擁抱生命，從容面對疾病
與死亡。  芝加哥佛光山提供

■費城華社聯合舉辦居民疫苗注射活動。

■當天共計注射疫苗250針。

芝市長羅麗萊德福特頒發榮譽勛章
南華埠培德服務中心獲得殊榮

芝加哥分銷處
地址：2109 B S. China Place,

　　　Chicago, IL. 60616
電話：312-842-3955

312-842-3958
傳真：312-842-3957

華盛頓分銷處
電話：301-738-8161
傳真：301-963-4635

費城分銷處
地址：華埠北十街一二六號

126N. 10th ST.
Phila. PA. 19107

電話：215-928-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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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華埠廣場二樓， 辦公室分租。面積 
12呎x 21呎，木地板，光線足。適合會
計，律師，診所。租金每月$785.00
（煤電費用分擔），隨時可搬入。

有意者請
Email ：Chicago@nysingtao.com
或電話留言：312-842-3191

辦公室分租

751 Rockville Pike, Suite 13A, Rockville, MD 20852
請電話預約：

家庭專科  
急診專科

接受
MEDICARE
及各種保險

家庭專科
激光美容
美容醫學 2101 Medical Park Drive, Suite 210, Silver Spring, MD 20902

◆暗瘡、瘡疤、微絲血管擴張、色斑◆電波、超聲波磨皮換膚◆去皺紋、魚
尾紋、額紋、眉心紋、笑紋◆無手術拉皮、不需休息、照常上班◆拉緊皮膚
、治療皮膚鬆弛◆提升嘴角、永久脫毛、收細毛孔◆激光嫩膚儀刺激促進皮
下新膠原蛋白之製做，使皮膚常在青春狀態，恢復昔日之神采。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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