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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阿本斯貝格德國阿本斯貝格，，德國服務生奧利弗德國服務生奧利弗··施特林普費爾施特林普費爾(Oliver(Oliver
Struempfel)Struempfel)將將2929杯每杯壹升的啤酒用自己的方法壹口氣拿起杯每杯壹升的啤酒用自己的方法壹口氣拿起，，並穩穩並穩穩
地向前走了地向前走了4040米米，，創造了新的世界紀錄創造了新的世界紀錄。。

德國法蘭克福拆除二戰巨型炸彈德國法蘭克福拆除二戰巨型炸彈 疏散六萬人疏散六萬人

德國拆彈專家展示未引爆的二戰炸彈德國拆彈專家展示未引爆的二戰炸彈。。近日近日，，在德國法蘭克福的壹在德國法蘭克福的壹
個建築施工過程中發現壹枚二戰時期遺留下來的巨型炸彈個建築施工過程中發現壹枚二戰時期遺留下來的巨型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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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 #2113007-50 
   

2 4 小時上網訂位 

633 S. San Gabriel Blvd. #205  
S a n  G a b r i e l ,  C A  9 1 7 7 6 

www.bfftours.com 

 

626-766-1551 / 866-793-5403  

 

綺麗湖, 巨杉大道, 通車樹洞, 納帕谷, 三文魚養殖場, 沙丘越野車, 17 哩 
獨家住宿著名俄勒岡海岸線, …  (不含機票費) 

 

Rodeo Show

 

 

 

 

 

$788/人 
(2 人 1 房／包含早餐) 

(不含機票費) 
 

 

玉米宮, 布萊斯峽谷

錫安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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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舊日足跡好情趣。。  

舉世聚焦北韓 陸悄然鞏固南海影響力
（綜合報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以飛彈試

射及核試等連串噱頭吸引全球關注之際，中國
大陸正悄然強化對南海的控制。

彭博（Bloomberg）報導，一名菲律賓國
會議員上個月公布照片指出，中國大陸漁船、
海警船及海軍船艦包圍菲律賓所屬的南沙群島
島嶼，阻止菲方依計畫修復島上跑道。

越南7月也中止在租給西班牙力豹仕集團
（Repsol）的區域鑽油，有報導指越南是迫於
中方壓力。

這些事件顯示，中國大陸正利用美國總統
川普政府聚焦美中貿易緊張及北韓試射飛彈與
核試，見東南亞出現權力真空趁虛而入。

儘管美國繼續在南海進行 「航行自由」的
海軍任務，測試中國大陸專屬權的聲明。據
「華爾街日報」指稱，美軍未來數月還將執行

2到3次，但美方行動及就南海聲明的強度，
自川普上任後卻漸趨轉淡。

彭博認為，懷疑美國未來承諾，可能讓部
分東南亞國家不願公開槓上中國大陸。目前的
風險是美國專注於東北亞之際，中國大陸此時
使用無法恢復的方式，擴大在南海的勢力，並
隨著時間取得戰略優勢。

菲律賓大學海洋事務暨海洋法研究所所長
巴童巴卡（Jay L. Batongbacal）說： 「中國曉
得川普非常專注北韓，且不太擔心東南亞，他
們自然樂得盡其所能地揀便宜。」

位在河內的越南外交學院是該國訓練外交
官的所在，學院副院長陳越泰（Tran Viet Thai
，音譯）表示，越南憂心美國可能撤出這個區
域， 「我們擔憂地看著他們，我們希望看到美
國對區域穩定與國際安全做出正面貢獻。」

（綜合報導）前白宮國安會亞太事務
資深主任葛林今天表示，美國若為解決北
韓問題，在與中國交涉過程中拿台灣當交
易籌碼，無視對南韓安全同盟的承諾，將
是巨大的戰略錯誤。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
）舉行 「美韓同盟的現在與未來」研討會
，葛林（Michael Green）會後回答中央社
記者詢問時做上述表示。

葛 林 說 ， 美 國 總 統 川 普 （Donald
Trump）上任，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
伴協定（TPP），他能理解這讓區域盟邦
有不確定感，這是川普要去處理的困境。

葛林指出，然而，要說美國為了解決
北韓持續挑釁、升高緊張情勢，在與中國
談判協商過程中，把對南韓的同盟安全承
諾及把台灣當籌碼給交易出去，這個概念
會是 「巨大的戰略錯誤」。

他指出，若真如此，這是美國對外釋
出會放棄同盟的訊號，也等於告訴中方
「我們（美方）懦弱了」，這不會讓美國

得到好結果，反而是展現美國軟弱一面的
壞交易。

葛林還說，回看歷史，不管什麼樣的
談判，北韓都有可能以任何方式欺騙，導
致談判失敗，美國清楚知道也必須有所準
備。若美國短視近利，拋棄南韓及台灣這
樣的盟友，等到再度面臨北韓挑釁威脅時
，美國會自陷困境。

前五角大廈亞太事務副助理部長鄧志

強（Abraham Denmark）認為，美中為合作
解決北韓問題，會有交涉，但他不認為台
灣在其中會成為所謂的談判籌碼。

北韓挑釁升級，鄧志強指出美國及區
域面對著兩個挑戰與機會。

鄧志強說，一是可強化美日韓三方同
盟及日韓合作的機會，他認為其中有很多
架構與機制，可有更多進展；而南韓則有
強化自身軍事能力的機會。

但他提醒，兩個挑戰是美國得面對的
，一是如何展現對區域盟邦的承諾沒有退
卻，二是要如何向盟邦再保證，美國有能
力管控外來施壓與衝突。

同場參與論壇的前國防部官員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提醒，應對北韓危機
，美國應更專心致力於強化美韓同盟與安
全關係，而不是批評盟邦。

他說，貿易是國安議題的一部份，美
國和南韓都面臨中國在經濟上的挑戰，美
國和南韓才有共同利益，應小心謹慎處理
美韓的貿易問題，但不該在這樣的情況下
拋棄南韓，因為中國才是美、韓的共同競
爭者。

白邦瑞批評中國至今不願盡全力處理
北韓問題，又在部署終端高空防衛系統
（THAAD，又稱薩德）議題上搞不清楚狀
況。他說，薩德是雷達系統、防禦用，不
是飛彈系統，北韓不斷挑釁，升高緊張情
勢，美韓的做法合情合理。

（綜合報導）美國主導的聯
軍近日成功在敘利亞東部的城市
Mayadin，殲滅中東恐怖組織伊
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的武器研
究 和 無 人 機 專 家 ─ Abu Anas
al-Shami和Junaid ur Rehman。

美國中央司令部的聲明表示
，Shami和Rehman在9月4日遭
到擊斃，負責進行武器研究的
Sham，曾試圖為 IS 取得爆裂物

，他也策畫在敘利亞外部署炸藥
。敘利亞境內他在也指揮團隊，
在車輛和建築物內裝置各種土製
炸藥陷阱。Rehman 訓練無人機
駕駛師，本身也是工程師，他負
責武裝無人機、利用無人機進行
偵查等。

IS自2014年起就開始在戰場
上使用無人機，一開始用來蒐集
情報、製作宣傳影片等。今年1

月IS一天派出約1台無人機到在
伊拉克大城摩蘇爾(Mosul)附近，
促使美國主導的聯軍開始攻擊IS
的無人機製造廠和起降場。

雖然IS擁有的無人機使用的
科技遠不如美國的無人機，但簡
易無人機就可以運載 1.3 公斤的
迫擊砲彈，無人機若投擲這種武
器，可在地面上半徑9到13公尺
的範圍內造成傷害。 美若為北韓棄台葛林：巨大戰略錯誤

（綜合報導）5級颶風艾爾瑪(Irma)近日重創
加勒比海地區、造成巴布達島(Barbuda)和聖馬丁
島(St Martin)幾乎被夷為平地，目前加勒比海地區
至少10人因此死亡，艾爾瑪現正前往巴哈馬和佛
羅里達州的途中。

艾爾瑪目前風速高達290公里、正在經過多明
尼加共和國和海地、前往巴哈馬，巴哈馬已經將
颶風警報的範圍進一步擴增、嚴正以待。

許多加勒比海島國遭到艾爾瑪重創，住家和
重要設施被夷為平地、電力和通訊中斷。巴布達
島有90%的建築物被摧毀，導致50%人口無家可歸
，1 名 2 歲小孩不幸喪生。其總理 Gaston Browne
認為全球暖化是元兇，批評其他否認氣候變遷存
在的國家領導人。

法屬聖馬丁島上 95%的建築物也遭艾爾瑪摧
毀，目前已知有8人喪生，死亡人數還有可能再度
上升。該島上南邊由荷蘭統治的區域也遭到重創
，法國派出緊急救援團隊、運送物資到該島救援
，荷蘭派出100名海軍士兵和兩架軍機。

安圭拉(Anguilla)也傳出有1人因颶風死亡。美
屬波多黎各島上，現在有3分之2的人口無電可用
，17%的人沒水可用。

巴哈馬已經下令撤離首都以南、6座島嶼上的
民眾，成為巴哈馬史上最大規模的撤離行動。也
在艾爾瑪路徑上的佛羅里達州今天預計將在部分
地區啟動颶風警報，部分海岸地區已經撤離，艾
爾瑪預計將在周日抵達佛州。

艾爾瑪颶風夷平加勒比海島嶼 至少10死

（綜合報導）大陸領導人罕見在短期內和美
國總統、德國總理相繼舉行通話討論北韓議題。
川普向習近平表明，軍事行動不是美國 「首選」
。這是習川第6次通話，過去4次通話都和朝鮮半
島局勢有關。習近平在7日也和德國總理梅克爾
舉行了通話，獲得德方支援通過政治方式和平解
決朝鮮半島核問題。

白宮聲明說，川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譴責北
韓最近的挑釁和破壞穩定的行動，並指出北韓目
前行徑危害世界，且不符合北韓本身利益，川普
並表示，期待年內對陸進行國事訪問。大陸新華
社則報導指出，習近平向川普強調，解決朝鮮半
島核問題，要靠對話談判，綜合施策才能解決。

白宮公布聲明前，川普說，習近平願意在北
韓問題上 「做點事，我們看他能否做到」；並表
示， 「我們都無法忍受在北韓發生的事，我相信
習主席百分之百同意，他也不想看到那裡發生的
事」。據了解，美將和陸合作，共同促聯合國通
過決議石油禁運制裁北韓，禁止朝鮮出口紡織品
，禁止朝鮮公民在境外工作，並將朝凍結金正恩
和其家族成員在海外資產方向努力。據了解，美
國將於9月11日提交草案至聯合國安理會。大陸

外交部長王毅7日表示，鑒於半島形勢出現的新
變化，中方贊同聯合國安理會做出進一步反應，
採取必要的舉措，但制裁和對話才是解決問題的
最佳途徑。

此外，中美最高領導人還確認推進中美各領
域交往與合作。兩國外交安全團隊和經濟團隊保
持密切溝通，雙方正在籌備首輪中美社會和人文
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中方重視川普年內
到中國的國事訪問，希望雙方團隊共同努力，確
保訪問取得成功。

川普不僅要處理棘手的北韓問題，聯邦政府
舉債上限也越來越接近底線。川普戲劇性選擇和
民主黨合作以解燃眉之急。雙方達成協議，舉債
上限以三個月為期被暫時提高。眾議院也在6日
通過了78億5千萬美元的緊急救難基金援助受到
哈維颶風影響的災民。

據美國外交政策網站報導，美國駐聯合國大
使海莉很有可能接任國務卿提勒森的職位。報導
指出提勒森在美國是否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國務
院重要職務人選上和川普意見相左。在最近一連
串國際議題上，提勒森應該為美國發言表明立場
不過卻選擇沉默。

川普放軟軍事行動非首選

美聯軍殲滅2名IS無人機和武器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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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哈維颶風給大休斯
敦一帶居民帶來了百年未遇的嚴重災
難。各地華人憂心如焚，急人所急，
紛紛想向災區災民伸出援手。

美國華人聯合會（United Chi-
nese Americans，UCA）在和大休斯敦
地區華人社團聯繫和協商後，決定動
員各地華人社區，把最急需援助的款
項和幫助在第一時間送到休斯頓災區
。

UCA與休斯敦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cchouston.org) 、美南新聞報業電視

傳媒集團（李蔚華董事長, southern-
newsgroup.com/）達成了合作協議，
共同成立一個聯合救援基金，資助哈
維颶風的受災者。

聯合救援基金已經提供了$3,000
給正在積極參與救災的休斯敦華裔聯
盟 （Houston Chinese Alliance, HCA)
購買了拆除牆壁和地板的工具和通風
除濕設備，以便志願者趁長周末放假
期間，搶在受潮的牆壁發霉之前，及
時幫助災區家庭拆除浸過水的牆壁和
地板、地氈並且去除室內的濕氣。

聯合救援基金的部份先期資金也
將提供給設在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 的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
” 援助站，以協助不諳英語的災民申
請政府的補助以及其他需求。其他一
些急需援助的項目也正在協商之中。

聯合救援基金將由大休斯敦地區
聯合基金會的組織會員之一的中華文
化服務中心經管 ，並將由 UCA 在休
斯敦地區合作夥伴的代表監督。我們
會配合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及時把
501(c)(3) 抵稅的相關信息和收據一併

寄給您。為了讓更多的華人朋友關注
和參與賑災活動，美南電視將對聯合
救援基金的重大活動在網上進行同步
視頻直播。

中華民族歷來有著一方有難，八
方支援的美德。對於華人社區對哈維
災區的無私義捐和大力支援，UCA在
此表示由衷的感激。我們同心攜手，
眾志成城，定會走出災難，重建家園
！
白先慎 美國華人聯合會理事會主席
薛海培 美國華人聯合會會長

募捐方式：
如果您願意捐款給救援基金會，幫助
大休斯敦地區的災民，您可選擇以下
任何一種方式捐助：
1）郵寄支票。支票抬頭請寫“Chi-
nese Community Center" ，同時在支
票上註明“ Harvey Relief Fund (UCA)
"，並且附上電郵地址以便寄上收據，
然 後 把 支 票 郵 寄 到 ： UCA Harvey
Relief Fund, 5319 Dumfries Drive,
Houston, TX 77096
2）電子匯款（wire transfer)。

UCA哈維颶風救助基金援助災民重建家園

（綜合報導）哈維颶風於8月25日侵襲德州地
區，造成休式頓地區嚴重災情， 「休士頓全僑慶祝
中華民國106年雙十國慶籌備會」於9月4日緊急召
開救災會議，會中決定將國慶系列活動及 「九天民
俗技藝國慶訪問團」的演出結合募款賑災，活動結
餘將用於救濟德州地區災民的捐款，協助受災僑胞
度過難關。

國慶文化訪問團 - 廟會劇場 『鼓嗚旗飛慶雙十
』 宣傳影片連結：https://youtu.be/9YOfqwseMXo

僑委會為宣慰海外僑胞、發揚優質台灣文化，
特別遴派 「九天民俗技藝團」擔任國慶綜藝訪問團
，巡迴北美與中美洲共14個城市，讓海外僑胞回味
故鄉特有風土人情，期盼透過專業精緻藝陣饗宴，
讓更多人能看到台灣優美民俗文化，本年國慶文化
訪問團於事前籌備作業時即獲得僑界熱烈迴響，該
團將透過 「鼓陣、官將首、電音神偶」等民俗文化
慶賀中華民國國慶，演出精采可期，一票難求。

正逢休士頓地區遭哈維風災重創， 「九天文化
訪問團」的來訪不只帶來了台灣民眾對大休士頓地
區誠摯的關懷，也將用他們振奮人心的鼓聲為災民
們加油打氣！同時也藉由台灣的廟會文化為休士頓
祈福，預祝休士頓早日完成災區重建的工作。當天
會場將有捐款箱請僑胞朋友們熱列響應捐款，當日
捐款所得將全數捐給 有需要的受災戶。

文化訪問團將於 9/16 (週六) 下午 6:30PM 在
Stafford Centre Performing Arts Theatre - 10505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4演出. 訪問團行程緊湊只在休
士頓表演一場，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
。目前贊助票己在熱烈銷售中, 樓下$ 50 / $ 20, 樓上
$10, 請至山水眼鏡(敦煌廣場) , 僑教中心/蔡先生購票,
或連絡票務專線嚴傑(832) 660- 7063, 甘幼蘋(281)

620-5557.
由於風災的影響，造成票務工作落後，請各位朋

友在最後這十天，㩗手合作，努力加油推票，讓募款
能持續增加。休士頓國慶籌備會懇請僑胞們踴躍 前來
觀賞 「九天民俗技藝國慶訪問團」的演出，同心募款
賑災並支持我們的國家。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6年雙十國慶籌備會」 加入賑災行列
「九天民俗技藝國慶訪問團 」 愛心不落人後 休士頓募款演出

為了下周六（9 月15 日 ）即將在休
士頓演出的國慶文化訪問團-- 廟會劇
場 「鼓鳴旗飛慶雙十 」， 「美南電視」
特別在今晚七時半 至八時半，由名主持
人馬健（ 左一 ）採訪了該節目的主辦及
協辦單位代表，包括（ 左二起） 「國慶
籌備會 」
主 任 委 員
陳 美 芬 、
副 主 任 委
員 嚴 杰 、
協 辦 該 場
演 出 的 「
榮 星 創 藝
表 演 工 作
坊 」 團 長
駱 健 明 ，
及 編 導 、
製 作 人 郭
穎（ 後排
立 者 ） ，
暢談 主演
的 「九天

民俗技藝團 」 成立的歷史和宗旨，九
天成員的背景，及如何訓練他們成為一
個表演團體，並穿插播放他們2014 年演
出的精彩片斷，讓海外僑胞透過專業精
緻的藝陣饗宴，看到台灣優美的民俗文
化，不論已買票還是未買票的朋友，請
勿錯過今晚的節目。

美南電視今晚七時半至八時半播出專訪特別節目，介紹
「 九天民俗技藝國慶訪問團」 愛心不落人後，休士頓募款演出
圖文：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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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第廿九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由休士頓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光鹽社、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H-E-B、休士頓中國護士聯誼會、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
UTMB精神病學系、阿滋海默協會休斯敦分會、國防醫學院校
友會、中華青少年聯誼會、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等主辦。休

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施惠德，副會長鄧福真，財務吳
筑君，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休士頓華裔醫
師協會代表謝春醫師，柴宏醫師、權煜醫師，休士頓中國護
士聯誼會孫秀蕊前會長、饒美婷等，曾於7月30日下午2時30
分至下午3時30分在光鹽社辦公室針對即將於9月9日(星期六
）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30 分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的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第廿九屆休士頓全
僑健康日，進行討論會議。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
長心臟科醫師施惠德強調，今年的主題是 「心理健康講
座和篩檢」，心病還需心藥醫，正確與正向面對精神問
題。一般的血糖篩檢、血壓測量及膽固醇篩檢也在今年
服務範圍內。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施惠德，副
會長鄧福真，財務吳筑君，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
長趙婉兒，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代表前會長趙耿偉醫師
，宋哲醫師、權煜醫師，休士頓中國護士聯誼會孫秀蕊
前會長、黃馨誼副會長、FASCA許健彬老師等，曾於9
月3日下午2時至下午3時30分在僑教中心102室舉行
最後一次會議,對即將於9月9日上午9時至中午12時30
分舉行健康日做最後工作分配。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心臟科醫師施惠德說
明，今年全僑健康日做了很大調整，除了改變活動程序
，9月9日將先進行上午9時至上午10時30分的講座活
動後，再開放各項檢查活動。另一重大調整是講座內容
著重在心理方面的話題，主題涵蓋 「自閉症症候群」、
「如何紓解心理壓力」、 「失智的診斷及處理」、 「少

數族裔精神患者家屬的支援方案」等內容，希望能較全面顧及民
眾的需要。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施惠德會長宣布，9月9日講座題
目及主講者有， 「學習發生困難的原因及處理」由兒童精神科醫
生，柴宏醫師(Dr. Hong Chai)主講； 「自閉症及相關的症候群」
由兒童精神科醫生，權煜醫師（Dr. Lily Quan)主講； 「家有特殊
兒」由遲友鳳（Ms. Sue Li)主講； 「如何紓解心理壓力」由UT-
MB精神醫學部,宋哲醫師（Dr. Jeff Song)主講； 「失智的診斷及
處理」由UTMB精神醫學部，林美施醫師（Dr. Caroline Lam)主
講； 「失智者家屬的心聲」由Ms. Donna Greene主講； 「少數族
裔精神患者家屬的支援方案」由National Alliance Mental lllness,林
美絢（Ms. Melody Lin)主講。在講座活動結束後，上午10時30
分開始進行篩檢與諮詢，H-E-B為你免費檢查（最好空腹作以
下的檢查）：血糖的篩檢、血壓的測量、膽固醇的篩檢。現場進
行心理健康篩檢，檢測是否有學習困難的問題或心理壓力，僑界
人士只要來到現場就能立即測出自己的心理健康指數為何。欲知
第 卄 九 屆 休 士 頓 全 僑 健 康 日 進 一 步 詳 情 ， 詢 問 電 話 ：
713-988-4724。

第廿九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第廿九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將於將於99月月99日在僑教中心舉行日在僑教中心舉行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心臟科醫師施惠德說明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心臟科醫師施惠德說明，，即將於即將於99
月月99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第二十九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第二十九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主題是主題是 「「心理健康講座和篩檢心理健康講座和篩檢」」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施惠德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施惠德、、副會長鄧福真副會長鄧福真、、財務吳筑君財務吳筑君、、
休士頓中國護士聯誼會前會長孫秀蕊休士頓中國護士聯誼會前會長孫秀蕊，，副會長黃馨誼副會長黃馨誼，，中華老人服務中華老人服務
協會會長趙婉兒協會會長趙婉兒，，華裔醫師協會代表前會長趙耿偉醫師華裔醫師協會代表前會長趙耿偉醫師、、宋哲醫師宋哲醫師、、
權煜醫師於權煜醫師於99月月33日在僑教中心針對即將於日在僑教中心針對即將於99月月99日舉行第二十九屆全日舉行第二十九屆全
僑健康日進行最後一次會議僑健康日進行最後一次會議。（。（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大休斯頓地區遭遇有史料記載以
來最嚴重的洪澇災害，至今仍然有許
多房屋浸泡在洪水中。龍純一先生決
定拿出自己這些年來創作的水墨重彩
寫意畫作品40餘幅，在中國人活動中
心多功能大廳舉辦義賣，為受災家庭
重建家園募集資金。畫展全部銷售收
入將捐給大休斯敦地區哈維颶風災後
重建聯合救援委員會，全部專門用於
救助遭受災害的家庭或者個人。

“龍純一哈維颶風災後重建救援
義賣畫展” 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負責承
辦。中國人活動中心免費提供場地，
協助籌辦義賣畫展，宣傳和組織實施
，負責接收並將全部義賣款轉交聯合

救援委員會。中國人活動中心承諾不
使用一分義賣款。義賣畫展主要採取
無聲拍賣的形式。

龍純一先生自幼喜愛臨帖，畫畫
，剪皮影，其美術天賦在中小學和當
工人期間就得以充分發揮，曾以工人
畫家的身份到外省學習交流。一九七
七年考入專科大學，八十年代初留學
美國，獲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任計
算機軟件高級工程師。他興趣愛好廣
泛，在繪畫、音樂、體育等方面均有
涉獵，尤以繪畫成就顯著。十多年前
他放棄了計算機軟件工程師的工作，
重新拾起畫筆，潛心學習研究繪畫。
長期以來他努力研究探索如何把西畫

的色彩，塊面層次和空間感融入中國
畫筆墨點麵線之中，創作出一種在發
揚傳統中國畫的筆墨寫意的基礎上，
借鑒西畫對色彩和空間的表現理念，
洋為中用的新畫法。他充分發揮了傳
統中國畫的潑墨寫意的畫法，突破了
傳統中國畫的簡單套色，利用宣紙的
吸水性和擴散性，讓色融入墨，墨融
入色。通過掌控宣紙的干濕程度，使
其自然地形成了塊面的層次感和線條
的虛實對比，創作出了一幅幅色彩斑
斕，讓人心曠神怡，賞心悅目的作品
。一位音樂家評價說：“您的色彩給
我視覺上帶來很大的衝擊，有時候需
要彈肖邦的鋼琴曲才能平復心情呢！

”一位建築設計師說：“我個人覺得
您的花色彩燦爛，筆觸奔放，是帶著
激情在創作，而且畫意裡透著陽光和
空氣感。”

龍純一先生曾兩次在美國休斯敦
舉辦個人畫展。他曾為2008北京奧運
會創作了《金童玉女》的油畫，並在
美國《美南新聞》報紙上發表。 2015
年在中國北京辦個人畫展， 2015年，
中國民族畫院、中文華夏藝術投資基
金會在北京東交民巷藝術館為龍純一
舉辦了重彩寫意畫展。中央書畫頻道
並作了專門視頻報導。中國當代藝術
家研究會會長張耀輝、中國書畫協會
副主席何秋靜、國家知識產權局《創
意世界》雜誌主任肖煥中、中國郵政
書畫交流協會主席董金起、上海張大
千大風堂藝術中心主任屠際春、中國
新聞出版書法家協會副秘書長彭一超
、東交民巷藝術館執行館長吳淦欣等
出席了展覽開幕式。人民日報社《藝
術》雜誌主編李少波說，龍純一先生

是一位典型的技術型畫家，其山水畫
格調高雅，技法嫻熟，畫面中彰顯了
濃郁的文人靈氣，讓觀者頓生一種嚮
往隱逸山林的閒適與清趣。

義賣畫展時間：20017年9月9日
，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September 09, 2017, Saturday，10:
00am to 5:00pm

義賣畫展地址：中國人活動中心
大廳（Chinese Civic Center #130）

5905 Sovereign,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713-772-1133
龍純一先生的原創作品中西合璧

，色彩燦爛，格調高雅，激情奔放，
極具觀賞和收藏價值。我們真誠邀請
大家光臨義賣畫展，支持龍純一先生
的善舉，傳播畫家的愛心，在幫助受
災家庭重建家園的同時，也為自己的
家園增添美麗，為大休斯敦地區哈維
颶風災後重建救援工作做更多貢獻。

重彩寫意畫家龍純一先生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辦義賣畫展
為休斯頓哈維颶風受災家庭募集重建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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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報導) 哈維風災之後，除了不
少災民家園浸水，還有許多民眾的車子也慘遭
泡水，沒有了代步的工具，出入極為不便，需
要盡快找到合適的車款。Sterling McCall Nissan
公司目前正好有2017年款在特價出售，都是偏
向經濟、家用、代步的類型，讓民眾能以實惠
的價格，找到新的愛車。

尼桑(Nissan)公司的車子，向來以耐用、好
開、價格好著名，Nissan的引擎非常耐操，開個
十多年沒問題。現在是九月，已經接近年底了
，因2018車型即將問世，所以，2017年款都在
特價出售，有巨大的折扣優惠，歡迎民眾參觀
比較。

據 Sterling McCall Nissan 的銷售代表 Anna
鮑表示，2017年庫存量每天都在下降，民眾越
早來選車，車款越多，來晚了，有些車款或顏
色可能已經賣光了。根據電視新聞的報導，估
計休斯頓地區有五十萬輛汽車遭受洪水破壞，
目前，每天都有很多人來買車。鮑小姐說，民

眾來的時間越早，將有更多
的選擇機會。2017車款的需求量正
在不斷增加，所以，請盡快行動，
先到先得，不要在等待中喪失了價
格和款式的最佳選擇時機。民眾在
此，將會得到最好的服務！

據了解，尼桑Nissan的車子在
一項全美質量評比中(J.D. Power)，
是每100輛汽車當中返修率最低的(
如圖)，評比中，Nissan居冠，其次
是 Toyota，第三名是 Lexus，第四
名為Acura，第五名是Honda。

從車主的角度而言， Nissan的
車子內裝很舒適、設計頗為人性化
，感覺很貼心。以Sentra為例，車子非常好開，
方向盤輕。方向盤上的音響與車載電話快撥鍵
，對車主來說很實用，在開車途中，遇到紅綠
燈時，想換個音樂、或者是手機來電，只要輕
輕在方向盤上按一下，不會影響到開車，對於
安全的考量可說是很重要的一項配備。

無論是要選購轎車、或是休旅車，Nis-
san 都有許多車款可供選擇，例如 Murano、
Sentra、Altima、Armada、Maxima、Pathfinder
、Rogue等等，趁著目前大優惠，民眾應可
選到划算又耐用的車款。

歡迎民眾到Sterling McCall Nissan選購車
款，地址是 12230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 77477，華裔業務代表Anna 鮑以中文為所有
華人服務，電話: 832-606-9599。

休斯頓最超值的優惠價
Nissan車2017年款巨大折扣

尼桑尼桑NissanNissan的車子在一項全美質量評比中的車子在一項全美質量評比中
(J.D. Power)(J.D. Power)，，是每是每100100輛汽車當中返修率輛汽車當中返修率
最低的最低的

(本報休斯頓訊) 位於 Katy 的英才學習俱樂部(Brainy
Learning Club)，除了為孩子照亮學習之路，提供教育與學
習輔助之外，此次哈維颶風之後，有感於四萬多災民無家
可歸，庇護所爆滿，本著人饑已饑的精神，呼籲民眾愛心
捐獻，英才學習俱樂部收集這些捐獻後，送至庇護所給需
要的災民。

英才學習俱樂部的負責人Dr. A表示，感謝所有來訪的
民眾，捐獻災民們目前極為需要的物品，那對他們是無比
的幫助。Dr. A也呼籲，這些需求不會很快結束，還有許多
地方目前仍在水中。此外，如果有卡車的民眾，願意幫忙

運送愛心物品，也請與英才學習俱樂部聯繫。
Dr. A表示，我們的心與受災民眾同在，我們為所有人

禱告。目前正在收集捐款與愛心物品，送到眾多的避難所
。英才學習俱樂部接到許多電子郵件、和公告，知道目前
最需要的是什麼，例如: 衣服、新內衣、不易腐壞的食品、
枕頭和毯子、兒童玩具、蠟筆、尿布、 寵物食品等。

願意響應愛心捐獻的民眾，請聯繫英才學習俱樂部，
詳情可洽 832-437-4580。網站: BrainyLearningClub.com。
地址是6455 S Fry Road, Katy, TX 77494。

英才學習俱樂部收集愛心捐獻 協助災民

（ 本報訊）休斯頓百年一遇的洪災令很多居民蒙受重大
損失。各行各業伸出援手，為受災群眾提供援助。聯禾地產協
同亞裔各專業個人和機構提供災後重建服務中心，免費協助洪
災受損家庭方便快捷地接觸到各方面資源，快速低成本重建家
園，回歸正常生活。

RE/MAX United聯禾地產為回饋社區，將提供便利地理
位置（中國城敦煌廣場二樓）作為免費資訊中轉服務平台，聯

合多族裔多語言多專業義工人士和機構，為不
同族裔受災家庭提供諮詢協助，幫助社區盡快
重建，恢復繁榮。

目前，RE/MAX United 聯禾地產和地處敦
煌 廣 場 附 近 Aldelphi Retirement Management
LLC, Tran and SoRelle Law Firm 共同發起的聯
合服務中心已經有來自法律，稅務，保險，銀
行，地產，建築，和FEMA 的專業人士提供義
務服務。語種涵蓋中文，英文，越南文，韓文
，西班牙文。大力響應的機構有休斯頓地區僑
界關懷救助協會（HTCCA ），光鹽會， 等等

，味全公司提供服務全程餐點供應。歡迎更多專業機構個人義
工的加入！

受洪災影響的社群和個人，歡迎前來聯合災後重建服務中
心諮詢。

服務期間： 2017年9月8日-2017年9月25日，9: 30AM
– 5:00PM, 一周七天。

服務中心地點：9889 百利大道敦煌廣場二樓 ，聯繫電話

：(832)225-6846
服務內容（以下服務均為免費）：
- 為義工和諮詢者提供面對面諮詢服務平台，電腦，上網

，打印，複印，電話
- 協助申請註冊FEMA賬申請號
- 我們可以講不同語種，協助翻譯
- 根據需求協助轉介予後援支持機構
號召義工：
如果您是以上方面專家，並且願意抽出幾個小時時間來幫

助受災民眾進行面對面諮詢協助，或者您代表專業機構，並可
以提供後援支持，均請發郵件 unitedhelpcenter9889@gmail.
com ， 我們會統一安排您的義工時間；

洪災受害家庭和個人：歡迎您撥打諮詢電話：(832)
225-6846 ；或光臨中國城敦煌廣場二樓 UnitedHelpCenter 聯
合災後重建服務中心尋求協助。

備註：本服務中心只提供信息資源和服務，不進行物資捐
贈，不涉及錢款來往。

菩提中心靜居林三期工程完工菩提中心靜居林三期工程完工
（ 本報訊） 美洲菩提中心

為了提供給四眾弟子一個能長期
或短期一起共修居住的環境。陸
續在中心內部籌建了多棟家庭式
的居住房屋，成為村落，謂之靜
居林。日前第三期工程已經完工
，二零一七年六月初居民開始陸
續搬入。

第三期工程佔地大約七萬平
方英尺，繼一期和二期工程之後
，第三期工程於二零一三年因為
信眾的提議要求，開始初步構想
，一四年初進一步積極的籌畫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破士開工
。該期工程有六棟二種不同大小
的獨立屋和二棟各有四個單位的
淨心竂。

大的獨立屋建坪有一千三百

七十五平方英尺，有二間臥室及
眝藏室，一套半衞浴室設備，一
間佛堂，一個客廳和飯廳相連的
廳堂，書房，廚房，洗衣間，和
一個車庫。小的獨立屋是八百平
方英尺，有二間臥室及小眝藏室
，一套衞浴設備，一個客廳和飯
廳相連的廳堂，廚房，小洗衣間
和一個連屋的車棚。

淨心寮每單位有五百四十平
方英尺。每個單位有一間臥室及
小儲藏室，一套衞浴設備，廚房
，客廳，和一個小洗衣間。兩棟
八間的靜心寮，每單位都分配有
一個不遠的停車位，八個停車位
相連並有棚子加蓋。

靜居林社區管理委員會表示
: 「靜居林的居民人數在一年之

內增加一倍，給菩提中心義工團
隊帶來了一批新的生力軍。靜居
林是一個環境優美，空氣新鮮，
很安靜的學佛修行的好地方」。
該社區平時每週二下午及週三清
晨有共修念佛活動，居民也都自
動的參加中心活動的義工團隊。

菩提中心靜居林一期到三期
工程總共有 24 戶，現有登記居
民 43 人，目前大部分居民還只
是偶爾來小住。認捐者是只有使
用權沒有擁有權，往生後捐給菩
提中心，方便後人繼續認捐使用
。如果您對菩提中心或靜居林的
活動有興趣，請致電菩提中心
979-921- 6969 或 www.jade-
buddha.org

癌症後的追踪治療及照護癌症後的追踪治療及照護

洪水無情人有情洪水無情人有情，，災後重建各族裔攜手前行災後重建各族裔攜手前行
「「 United Help centerUnited Help center 聯合災後重建服務中心聯合災後重建服務中心」」 正式成立正式成立

（ 本報訊）主講人：周晏醫師
時間：9 月 9 日星期六，下午二至

四時
地點：光塩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te 255, Houston, TX 77036)
為了提供癌症倖存者所需的醫療諮

詢及心理支持服務，光鹽社將由 2017
年9月開始，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2至4
點，在光鹽社舉辦癌症關懷支持小組聚
會，協助剛被診斷出癌症、正在進行治
療，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家
屬定期聚會，彼此支持。

聚會共五次，包括由專業腫瘤科醫
師周晏講癌症後的追蹤治療及照護、中
醫師劉青川講由中醫觀點養生抗癌、護
理博士王琳主講癌症病人該如何注重飲
食及專業心理諮商師林呂寕華提供確診
罹癌後的心理建設及壓力管理，以及癌
症倖存者的個人抗癌經驗分享等各種癌
症倖存者所需的重要資訊。

癌症關懷小組第一次聚會時間為
2017/9/9 週六下午兩點至四點，地點在
光鹽社辦公室(9800 Town Park Dr ste
255, Houston, TX 77036)，由專業腫瘤
科醫師周晏博士講癌症後的追蹤治療及
照護。周晏醫師目前是執業腫瘤專科醫
生，畢業於中國孫逸仙醫學院和獲得腫
瘤藥學博士，博士的課題在安德森完成
, 曾 經 在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at Galveston 完成腫瘤專科培訓,
East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James H.
Quillen College of Medicine, Mountain
Home VA Medical Center 完成住院醫師
訓練，也曾在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從事
博士後研究。在此演講週醫師將介紹癌
症治療後的要注意那些後續醫療照護，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剛被診斷出癌症
、正在進行治療，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
癌友及癌友家屬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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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給德州人帶來的巨大災難哈維颶風， 令1百多萬人
流離失所，造成至少44人喪生，50萬輛車報廢，9萬3千多座住
宅受損，近7千座住宅被毀，造成的潛在經濟損失高達1900億美
元，超出（Sandy）和卡特里娜颶風（Katrina）損失的總和，成
美國歷史最高。

如今洪水退了，無數撤離的人們逐步返回家中，然而進入他
們眼前的是被洪水淹泡的汽車、房屋和家具及所有貴重物品。面
對滿目狼藉的情景，受災家庭首先關心的是盡快申報保
險公司，申請災後損失理賠……

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資深災難訴訟、醫療事故、侵權訴訟和
律師-Henna Ghafoor畢業於洛約拉大學新奧爾良法學院的法學博
士，居住在路易斯安娜州的她，曾親身經歷新奧爾良2008年遭
遇卡翠娜颶風和災後重建的整個過程，她在執業的第一個十年，
基本上就是圍繞著個人傷害、颶風賠償、保險索賠相關的訴訟。
她先後取得了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東區地方法院、路易斯安那最
高法院及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東區破產法院出庭的資格，親自打贏
過許多“不可能贏”的案件。

當下，面對此次哈維颶風帶給休士頓民眾家園、財產以及精
神重創，她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受理災後賠償的豐富經驗，呼籲
和提醒正在申請保險理賠的朋友們，注意以下幾點事項：

Henna 律師建議1：災情發生後，不論您的受災情形嚴重與
否，請在儘早向您的保險公司申報理賠，而不要拖延。早打電話
通知保險公司的好處是，您的理賠可以得到儘早受理。

因為洪災發生後，會在短時間內湧現大批理賠申請，被保人
等候的時間將很漫長。即使最終您很幸運，雖然申報但未受災，
只需通知保險公司撤銷申請即可。

Henna律師建議2：對一般家庭來說，都有購買Homeowner

Insurance，但美國多數屋主並未註意房
屋保險的詳細規定，也不清楚房險理賠
範圍。近半數屋主不清楚房險內容和細
節，往往在意外發生，房屋損毀時，花
錢修屋卻爭取不到賠償。因此，在向保
險公司申請索賠時，最重要的是要仔細
查閱您的保單Policy，即時您的英文沒有
困難，也需要諮詢專業人士，來確認您
的保單Policy保哪些險種; 若是當您的英
文有困難，找專業人員來審閱您的保單
，就更重要了。

Henna 律師建議 3：當您的房屋被洪
水淹過後，當務之急是撤除地毯，以便
晾乾地板。用真空吸水器、拖把或毛巾
來盡快讓物品乾燥，以預防黴菌。當需
要拆牆重新裝修等，請記住要找專業的
裝修技術人員， 他們會檢查和保證被淹
的牆壁、地板及其他相關設施沒有黴菌

滋生和污染，才可開始裝修。因為，通常保險公司要求地下兩尺
以上的灰板要換，要噴殺黴菌，消毒、吹乾（除非您加買了黴菌
保險，保險公司不賠黴菌清潔），而事後處理黴菌的清潔常需要
幾千或上萬美元，還危機您和家人的身體健康，甚至導致整個房
子推倒重建。因此，請找專業的裝修人員來維修受災房屋，或許
費用多些但非常值得。

Henna律師建議4：在錯綜複雜的理賠過程中，遇到保險公
司拒賠或申請到的理賠金額，遠遠少於實際財務損失和災後重建
的維修費，這種情況該如何處理? 第一，不要放棄；第二，不要
煩惱；您仍然有爭取更多理賠的可能。在審理卡翠娜的理賠案中
，通常遇到的是被保人提供的損失證據和材料不夠充足；被保險
單的用語通常寫得模棱兩可所困擾 ，很難區分自己的損失是否
屬於被保範圍，或者您的保險公司拖延支付您維修，損失的費用
等情況。請不要猶豫，找專業律師諮詢，這樣才能保護您的權益
，使您最大限度地得到災後財產損失的理賠。

[Henna Ghafoor小檔案] 畢業於洛約拉大學新奧爾良法學院
的法學博士，居住在路易斯安娜州的她，曾親身經歷20058年遭
遇卡翠娜颶風和災後重建的整個過程，她先後取得了在美國路易
斯安那州東區地方法院、路易斯安那最高法院及美國路易斯安那
州東區破產法院出庭的資格，親自打贏過許多“不可能贏”的案
件。

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擁有在民事和商業理賠訴訟領域中辦案
經驗豐富的專業律師為您申訴，保護您的權益。將幫助您獲得合
理的損失補償。欲知詳情，撥打元臣律所免費諮詢熱線：(832)
830-8318（講中文）。

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聘用十餘名美國執照律師，提供涉及諸

多行業的綜合全面的法律服務。元臣提供的法律服務包括 公司
、商務、勞工、移民、刑事辯護、民商訴訟、反壟斷、融資、知
識產權、不動產以及資本市場運作等。憑藉廣泛完整的法律服務
範圍，我們具備為客戶的多種需求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務的能
力。尤其對於在德克薩斯州占主導地位的能源、化工、醫療和農
業等特色行業，我們的律師具備更敏銳及前瞻性的商業洞察力，
提供客戶交易價值之外的延伸服務，增強客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和優勢。同時，我們既熟悉美國本土法律、文化、習俗，又能夠
與中國客戶無障礙溝通。 “溝通”是橋樑、是基石，讓我們能
更理解客戶需求，為客戶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

美國總部（休斯敦）
聯繫人：陳帆創辦人/主任律師
地址：11200 Westheimer Suite 120, Houston, Texas 77042
電話：(832) 767-0339
傳真：(832) 767-0669
電郵：info@nguyen-chen.com
美國加州（洛杉磯）
聯繫人：包鴻濱律師
地址：300Spectrum Center Drive, Suite 400，Irvine,CA 92618
電話:（949）754-4179
傳真：(832)767-0669
電郵：hbao@nguyen-chen.com
中國市場總監：Annie Chen 電郵：anniechen@nguyen-chen.

com
電話：13601081129
中 國 區 合 夥 人 ： 羅 厚 民 律 師 電 郵 ： kelvin.luo@nguy-

en-chen.com
中國（上海）：
聯繫人：羅厚民律師
地址: 上海市浦東新區浦東南路379號金穗大廈24D
電話:86-21- 68822538
電郵：rica.wong@nguyen-chen.com
中國（北京）：
聯繫人：Linda Xu
地址: 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5號世紀財富中心2號樓656室
電話:86-10- 85731596
電郵：linda.xu@nguyen-chen.com
中國（深圳）：
聯繫人：Rica Wang
地址：深圳市福田區益田路4068號卓越時代廣場5139室
電話：07558288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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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退了，理賠引發
訴訟-元臣律師的幾點建議

德卅佛教會玉佛寺德卅佛教會玉佛寺，，舉行祀福法會舉行祀福法會
水災關懷及救災募款活動水災關懷及救災募款活動，，並決定先撥款五萬元救災並決定先撥款五萬元救災！！

((本報訊本報訊))德卅佛教會玉佛寺德卅佛教會玉佛寺，，於昨日於昨日，，在玉佛寺舉行祀福法會在玉佛寺舉行祀福法會，，水災關懷及救災募款活動水災關懷及救災募款活動。。由宏意法師主持由宏意法師主持，，為為
德州所有大眾祈福迴向德州所有大眾祈福迴向。。恭頌藥師經祈福大家平安吉祥恭頌藥師經祈福大家平安吉祥。。宏意法師也為這次水災受難往生者祝禱迴向宏意法師也為這次水災受難往生者祝禱迴向。。宏意法師並宣宏意法師並宣
布開始在玉佛寺為救災基金募款布開始在玉佛寺為救災基金募款，，請信眾發心捐獻來協助受災民眾請信眾發心捐獻來協助受災民眾。。

總幹事總幹事，，陳榮嬌居士也率會員組及關懷義工及慈善組為受災會友刅理關懷登記的服務陳榮嬌居士也率會員組及關懷義工及慈善組為受災會友刅理關懷登記的服務。。陳居士並說陳居士並說：”：”佛教會於佛教會於
九月二日在玉佛寺舉行了水災關懷會九月二日在玉佛寺舉行了水災關懷會，，由法師及義工接待受水災影響的會友由法師及義工接待受水災影響的會友，，並瞭解受災會友的需要並瞭解受災會友的需要。”。”

宏意法師並說宏意法師並說：：由於救災有急迫的需要由於救災有急迫的需要，，所以所以，，由佛教會先由由佛教會先由 一般活動經費撥款五萬元來協助賑災一般活動經費撥款五萬元來協助賑災。。其中兩萬將其中兩萬將
捐給哈維颶風救災基金捐給哈維颶風救災基金。。餘額將按受災程度來協助受災的會友餘額將按受災程度來協助受災的會友。。
昨天的捐款活動受到會友踴躍的支持昨天的捐款活動受到會友踴躍的支持，，已募到數千元已募到數千元。。感人的是大家都非常熱心參與感人的是大家都非常熱心參與。。例如齋堂的義工林文敏居士在例如齋堂的義工林文敏居士在
齋堂的募款箱就募得齋堂的募款箱就募得$$811811元元。。這項募款活動將持續二至三週這項募款活動將持續二至三週。。募款終止時募款終止時，，將會向大眾宣布總額將會向大眾宣布總額。。

捐款活動受到會友踴躍的支持捐款活動受到會友踴躍的支持，，已募已募
到數千元到數千元。。感人的是大家都非常熱心感人的是大家都非常熱心
參與參與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 報導報導

呂氏保險負責人呂振益與德州佛教會的會友共同為哈維災後呂氏保險負責人呂振益與德州佛教會的會友共同為哈維災後
重建募款重建募款。。

宏意法師並宣布開始在玉佛寺為救災基金募款宏意法師並宣布開始在玉佛寺為救災基金募款，，請信衆發心捐請信衆發心捐
献來協助受災民眾献來協助受災民眾

總幹事總幹事，，陳榮嬌居士也率會員組及関怌義工及慈善組陳榮嬌居士也率會員組及関怌義工及慈善組
為受災會友刅理關怌登記的服務為受災會友刅理關怌登記的服務

玉佛寺為救災基金募款玉佛寺為救災基金募款，，請信衆請信衆
發心捐献來協助受災民眾發心捐献來協助受災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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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中美寺周日舉行佛光山中美寺周日舉行
為德州哈維颶風罹難者及災民消災祈福法會為德州哈維颶風罹難者及災民消災祈福法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出席信眾兩邊排班出席信眾兩邊排班
，，恭迎法師登壇恭迎法師登壇。。

覺安法師覺安法師（（ 右一右一）） 率領中美寺僧率領中美寺僧
團為災民祈福團為災民祈福。。

當天當天StaffordStafford 巿的市議員巿的市議員
Cecil WillisCecil Willis （（ 右右 ））也出也出
席法席法 會會，，他感謝中美寺他感謝中美寺
開放為救災中心及對社區開放為救災中心及對社區
的捐助的捐助，，照顧照顧。。

出席法會的信眾聆聽法師開示出席法會的信眾聆聽法師開示。。

佛光山中美寺的中外信眾佛光山中美寺的中外信眾，，周日上午在法周日上午在法
會中為颶風罹難者及災民消災祈福會中為颶風罹難者及災民消災祈福。。中美寺監院覺安法師現場開示中美寺監院覺安法師現場開示。。

中美寺如悟法師介紹這次多中美寺如悟法師介紹這次多
位發心信眾的貢獻位發心信眾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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