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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坐家中就可欣賞 文藝表演

Stay home and celebrate with us 
CHINESE CULTURAL 

PERFORMANCES

幸運抽獎 大送牛包
Lucky Draw

參加方法：在以下表格填寫你的姓名，聯絡電話

1) 拍照通過微信(pctads)、短信(503-764-5953)或

facebook (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times)傳給我們

2) 交往本社

得獎結果將於本報公佈

姓名

電話

Come join us!!
Details please visit 詳情請查閱:

www.portlandchinesetimes.com
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times
微信：pdxnow
App: PCT NOW

下載手機程式讓您隨時隨地收看
波特蘭中文電視精彩節目

Download APP "PCT NOW" 
and watch our program

送金牛博彩券 贏取發財錢
歡迎到威捷中心領取

  年初一 年初二  年初三

現金大獎 $188  $288   $388
 二獎  氣炸鍋

三獎   養生壺

幸運獎  21名 21+21名 21+21+21名

看波特蘭中文電視參加

牛年新春大抽獎
獲取現金、各大商户送出的禮品券和金牛月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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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已準備就緒，

波特蘭新聞將與多個團體及商家們，為大家顯上一整天

的精彩節目和活動，再加上禮品滿場，讓觀眾早慶金豬

年的來臨。

今年的特色當然是場內的細運會，多個團體將在場

以球會友，讓球友一顯身手，也讓觀眾一嘗打球的樂

趣。在場的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籃球等。另

外，美國國家武術代表隊成員將在場指導習武並示範；

而喜歡跳舞的人士亦好參加不需有舞伴的排舞。總之，

定有一項能讓你動起來的活動。

由太空科技顧問主理的勵進教育中心將在場舉辦IQ

挑戰賽，歡迎一年級到12年級學生參加，並同時舉辦小

學、初中及高中三場數學比賽。

本地的新新食品公司，今年特別為大會設計新春賀

句幸運抽獎。抽獎分兩部份進行，一是進場時憑票領取

幸運曲奇一個，打開就有機會贏得由本地商家們送出

的禮品，他們包括有99大華、永明堂、紅茶館、海城酒

樓、全記麵家、99大華、祥發超市、三寶參茸海味行、

小肥羊火鍋店、德昌海鮮、麗聲娛樂、香港經濟及貿易

發展局、波特蘭新聞等。第二部份的大抽獎將於下午

三時舉行，觀眾必需親身在場才可參加，獎品分別有由

《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二月二日與你以活力迎新春
愛好運動者可大顯身手贏獎品  勵進教育中心即場舉辦數學比賽及挑戰你IQ

本地商家贊助數百禮品 大獎有大電視、平板電腦現、金獎

財神爺大派紅包  畫家陸天樞教你畫吉祥豬

（上接A1版）講座開始之先由李汝堯主席指出，近人

華人社區頻傳搶劫事件，中華會館感到有必要讓社區人士

多了解事態，懂得如何防範和保護自己，於是與華裔的波

特蘭警察副局長Ryan Lee聯系，安排這講座 。

李副局長表示，他是負責管理警察部的運作，負責管

理所有本市的警員。他指出今天是波特蘭警察局與華人社

區的一個開始，他特別帶同了負責翡翠區的Hager 警長，

及兩位說中文的警員與大家會面，希望能盡量幫助大家。

主持人首先問有沒有在座市民身受其害，曾被搶劫或

偷竊？報過警沒有？數名市民即與大家分享其家居被劫經

歷，亦有人分享報案過程。據聞近日在老人公寓亦發生入

屋偷竊案，原來在座的一位伯伯正是受害人之人，他指出

公寓內的受害人，不止他一個，竊賊是逐家去劫的，真的

無法無天。

Ryan Lee 副局長不嫌其繁的多次提醒市民，遇有罪案

發生或遇可疑人士，無論你是否受害人，都要立即報警，

警局是要根據那區的罪案頻率而派出多少人手來駐守的，

沒有報案，警方就無從知道這區有罪案發生，這樣警方只

會掉派人手到一些罪案更嚴重的地區。

Health & Weathless保健整脊中心送出

的現金大獎，耀揚實業送出的50

吋大型彩電、萍果平板電腦，

達美航空送出的航空公司贈

券，溫馨家庭黃紹文及威捷

中心送出的家庭電器等。

每年盡顯中華文化的舞

台上演出，都由本地的學校

和社團們傾巢為大家獻上，觀

眾們都樂見下一代學習中華文化

的成果。李氏龍獅團將分別於中午，

下午二時及四時演出最受歡迎的醒獅。

極受觀眾歡迎的畫吉祥生肖，今年大會再邀請到畫家陸

天樞到場，教大家畫吉祥豬。

美食是中國人喜慶時必備的環節，今年除了《海城酒

樓》繼續在場為供應點心和粵菜，極受歡迎的川菜　－《

有間小館》及Da Grib Shack等，亦將在場提供川味食品和特

色食品， 飲料方面當然少不了最紅的波霸飲料。

大會鼓勵觀眾乘坐輕鐵到場，車站就在入口處。

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入場共慶新春。門票每位十元(大小

同價，三歲及以下免費入場)，觀眾可於2月1日前到威捷中

有不少民眾認為報警是沒用

的，警察也不會到場。Ryan Lee 

副局長亦指出波特蘭不像美國其

它城市，在這裡警察的人手嚴重

不足，而市民撥打的911也不是

直到警察部的，這是由本州的緊

急管理局負責的，在接到911來

電後，再通知各部門。

有 人 提 到 撥 打 9 1 1 後 ， 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呢？Hager 警長提醒市民，若用

家用電話報警，緊急系統會立即顯示報警者的所在位置，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件等。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Ryan Lee 副局長也承認，有言語障礙的市民較難使用

報案系統，他表示警察局應要作出改善。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便在大街數錢等等。

Ryan Lee 副局長希望透過講座，大家可意識到，防止

罪案確要警民合作。尤其各位公公婆婆，不要擔心語言、

程序而放棄報警，很多方法和很多人員可予幫忙的。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賢，散會後她被不少出席人士包圍，詢問更多的問題。事

後Ryan Lee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華人社區出現歷史性的親善接觸，他認為這種關系早應建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

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

times，微信頁pdxnow 今日波特蘭，下載三元優惠券到會

議中心現場購票。

2019年的《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贊助商包括：金贊

助：Health & Wellness 保健整脊中心；其他贊助：達美航

空公司(Delta Airline)、鴻發食品公司、波特蘭州立大學

孔子學院、99大華超市、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局、美國

銀行、西雅圖文教中心。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現場大派水果

財神爺大派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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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果子 

2021年二月刊

實
鼠
不
易

牛
年
旺
返

玉
牛
迎
春

牛
轉
新
機

感恩見證集

美味ＤＩＹ 聖經小知識

同心來禱告

那是一個炎夏的午後，我買完菜返家的途中，

經過一家知名的連鎖速食餐廳，偌大的廣告看板上

正如火如荼地宣傳每年夏季才推出的瓦拉瓦拉洋蔥

圈（Walla Walla Onion Rings）。華盛頓的瓦拉瓦

拉市盛產巨大肥甜的洋蔥，裹上麵糊煎炸之後，再

搭配一點沾醬，就成為令人食指大動的美味小吃。

當時想得垂涎三尺了，便興高采烈地駛入得來速車

道準備購買洋蔥圈。

訂購完後，我駛停在收費的窗口，準備付款

之際，收銀員竟然跟我說我這一份餐點是免費的，

一開始我感到迷惑不解，後來她跟我說前面一位開

著白色卡車的先生幫我付的款，我探頭往車窗外張

望，想看看是否是我認識的人？看起來不像。我陷

入沈思，從小到大，我買張彩票，連最小的獎都沒

有中過，難不成今天天上要掉餡餅了？又有一個念

頭閃過，因為先前美國流行一種善行運動，就是為

後面的顧客付款，加上最近新冠肺炎的疫情爆發，

想必很多人的生計大受影響，或許前面的那位先生

只是想讓我吃得豐盛點，並祝福我有個美好的一天

吧！我欣喜雀躍地駛向領餐窗口，拿到餐點就準備

駛離得來速車道。

這時，前面的白色大卡車在我前面停了下來，

下車的是一位年約四、五十歲的白人大叔，雙臂遍

滿了刺青。他摘下了口罩說：「我不知道為何我會

這麼做！但是神要透過我告訴你，祂很愛很愛你！

」他一說完，不知從何而來的感動，我的眼淚傾瀉

而出，久久不能自己，我特地也下車向他鞠躬致

意，也跟他說：「神也非常愛你！」回家途中，我

材料：
自選核果 ..............................200 克
蛋白 ....................................1 個
砂糖 ..............0~8 茶匙(依照個人喜好調整)

鹽 ................................ 0 ~ ½ 茶匙

各種想嘗試的調味粉（肉桂粉、七味粉、辣椒粉、

芥末粉、義式香料粉等等）

作法：
1.  核果以攝氏 150ºC 用烤箱烤 5 至 15 分鐘（熟核

果 5 分鐘，生核果 15 分鐘），放涼備用。

2.  將蛋白置於乾淨無油無水的容器中，以打蛋器

（筷子或叉子也行）順同一方向攪打至出現大

泡沫。

3.  加入糖和鹽，繼續攪打從大泡沫變成小泡沫（

寧可打不足，不要打過頭到變成慕斯，影響成

品酥脆），即可拌入核果。

4. 將沾滿蛋白液的核果放上烤盤，灑上喜歡的調

味粉後，以 150ºC 用烤箱烤 15 至 20 分鐘。

5.  放涼後，趁當日最酥脆的時候，儘快享用。

6.  當日未食用完的核果，置於密封容器中，建議

三天內食用完畢。

7.  搭配優格或沙拉食用，也無敵美味喔！

一直感謝讚美主，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已經失業半

年而無法回到原來的公司上班，雖然一直有失業救

濟金，但是在找工作上面，幸運之神遲遲未眷顧，

讓我的意志消沈。但是這次美好的經歷就好像荒漠

中的甘泉，再次洗滌了我乾枯已久的心靈，在我的

生命中是極大的鼓舞！

或許很多人會說，我的經歷只是個巧合罷了，

說不定那位大叔只是隨口說說，不是認真的。但

是，我們是祂的兒女，祂看我們為寶貴，會用不同

大    白 

阿 希 師 JEAN

gracebolip@gmail.com
編者
的話

中國新年即將到來，願神祝福我們以及我們在遠方的家人，都能領受從神而來的
上好福分。「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
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數記6:24-26）

洋葱

投稿
熱線

酥烤核果

為未信主的家人禱告

阿希秘方：
• 自己手作最棒的地方，就是可以自行調配比

例，把關健康。本食譜中，糖和鹽的添加完全

不影響成品的成敗和口感，故可自行決定甜

度，甚至可採取無糖配方。客人來訪時，也可

一次製作好各種甜度鹹度的果酥參雜，依個人

喜好取用，那就太貼心了！

• 今天使用的是本人最愛的核桃，其他核果如

腰果、胡桃、榛果、開心果、松子等等皆可嘗

試，效果一樣好。然而像杏仁這樣堅硬的核

果，則建議切碎或使用其片狀製品，否則口感

太堅硬就很難酥脆起來。

• 若遇到天氣悶熱潮濕的季節，建議將堅果放在

冰箱冷藏或冷凍，並以夾鏈袋或容器密封好，

減少與空氣接觸造成的油脂氧化與酸敗。

什麼是聖靈的果子呢？在新約聖經的加
拉太書五章 22 - 23 節說:「聖靈所結的果
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
法禁止。」勉勵基督徒要有屬靈的九種好品

格。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到底是哪九種？它們

的定義分別是什麼呢？

一、仁愛是愛人愛己、不自私

二、喜樂是內在恆定的快樂；

三、和平是內在外在皆平衡；

四、忍耐是犧牲自己、不發怒；

五、恩慈是同理同情、體諒他人；

六、良善是正面積極、仍然溫和；

七、信實是忠心、值得信賴；

八、溫柔是態度溫和柔軟；

九、節制是待人對己有界限。

依照實踐對象，這九種聖靈的果子又可

概分為三類：

一、有神我們才會有真實的仁愛、喜
樂、和平；

二、對待人要忍耐、恩慈、良善；

三、對自己要求要信實、溫柔、節制。

由此可見，在各個方面都是環環相扣、

密不可分。讓我們一起努力，培養屬靈的好

品格！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
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
翰福音八章 12 節）

親愛的主耶穌，祢是世界的光，能照亮世上一

切的人。我將自己未信主的家人交在祢的手中，求

祢掌權在我的家族中，向家人們打開福音的門，求

祢的真光照進他們的心裡，開啟他們靈裡的眼睛，

使他們真認識祢。柔軟他們的心，使他們被祢觸

摸，被祢的愛所深深吸引，被從祢而來的平安喜樂

所充滿。求主使他們脫離黑暗權勢，能夠得著生命

的光，進入祢光明的國度。謝謝主！禱告奉主耶穌

基督得勝的名，阿們！

的方式來表達對我們的關愛。有時是用祂的話語

來賜下智慧和啟示的靈，再次使我們靈魂甦醒、重

新得力；祂也透過周圍的環境、人、事、物來給我

們印證，提升並堅固我們的信心。試想，洋蔥圈的

原型不就是嗆到讓人流淚的洋蔥？好比我們在人生

的苦難，十常八九。神的愛就像那裹在洋蔥外的麵

糊，經過烹調，變成了美味，就好像神靠近傷心的

人，救我們脫離一切的患難，祂又好似在人間，擦

去了一切的眼淚，因著信靠祂化成最美的祝福。

這次的經歷，除了讓我知道，神是如此愛我

之外，再次地提醒我不要做小信的人。我可能像一

些基督徒一樣，雖然表面上，固定參加主日、禱告

會和小組聚會，參與各樣服事，還有固定的靈修

時間。但是好像都是日復一日地照表操課，看似靈

命生活美好，實際上靈裡乾枯，沒有活出基督的生

命，甚至心中會有苦毒。我未來生命的光景大概

也就這樣了吧！還會有什麼神蹟奇事在我身上發生

呢？

這樣的反思讓我想到了聖經馬太福音的一段

故事，耶穌在海上行走，祂的門徒們以為是鬼怪而

驚慌失措，同時因為海象驟變，船身的劇烈搖晃使

得門徒們呼天喊地地求救，耶穌因為門徒們的小

信斥責了他們，但是祂的能力高過諸天，能使驚濤

駭浪頓時轉為風平浪靜，帶來出人意外的平安。無

論今天你是否信主，我誠摯地邀請你來認識、渴慕

耶穌，進而與祂有更親密的關係，因為祂是我們的

阿爸天父，唯有祂能夠給予無條件的愛。願神祝福

你！

為未信主的家人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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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延綿之地

位處優越，位處優越，
飽覽飽覽Mt Hood四季景緻

8421 SW Macadam Ave., Portland, OR 97219  
Tel: (503) 246-6488

紀念墓園

我們專業誠懇的團隊，會細心地講解
所需服務，設有中西式傳統土葬，全
套殯儀服務，並有多種花園，陵墓及
骨灰位可供選擇。

岑麗香三年抱兩宣布懷胎喜訊
家庭照溫馨第二胎暱稱「小腰果」

劉 佩 玥 工 作 壓 力 大 導 致 生 蛇
形容被針拮被火燒被電擊痛不欲生

(綜合報導) 劉佩玥（Moon）近來可謂頭頭踫著黑，自去年十二月她拍

攝劇集《把關者們》期間，因倒車時一不小心，險些連人帶車跌落河，

幸得丁子朗及時喝停她才逃過一劫。今年一月底，她又不慎弄傷了腳和

腰，打一個噴嚏都痛得要命，真是可憐。傷患困擾令她急忙跑去做物理

治療、刮痧和針灸等，她更曾分享玉背刮痧後的「痕跡」，見者猶憐！     

   當大家以為阿Moon已經黑到盡頭，沒想到她在IG再出新帖。她分享了

一張黑白照，寫著：「2021第一擊，生蛇。真的，很痛，無論你動或不

動也好像被針拮、被火燒、被電擊。總之，很痛。感恩每位同事朋友們

寵愛有加，十分遷就，萬分體諒，感謝你們。」

對於身體連番出問題，阿Ｍoon明白健康是財富：「2021我知道了。

我不只要努力工作，更要好好照顧身體，身體好，才有力氣走更遠！放

心，我會快快好起來，吃有益的，天天運動，好好休息，不會令你們擔

心。」其實早於6日前，阿Moon曾發文表示工作令她疲倦，體力透支，網

民都認為她的健康狀況響起了警號。她在IG表示：「忙得沒時間出帖，

每天也覺得很累，但很充實，很開心。」相信阿Moon劇接劇欠缺休息，

令到身體不勝負荷，最終打敗仗「生蛇」。網民亦留言叫她加油、保重

身體。

皮」，看見也感覺溫馨！

香香並沒透露腹中胎兒的性別，亦沒透露懷孕多少個

月，但從她孕肚的大小估計，應已有7個多月了吧！

相信牛BB不過多久就會跟大家見面了！外表看來， 

香香懷此胎還較懷Jacob時更漂亮動人，記憶中她懷

J a c o b 時 早 期 已

經有些面腫，然

而兩次懷孕也都

是肥胎不肥人，

得天獨厚！而她

懷著Jacob的時候

孕肚相當圓，這

胎就相對較尖，

不知是否如老人

家所說「圓肚生

子，尖肚生女」

呢？

對 於 老 友 懷

第 二 胎 ， 王 君

馨回應稱：「我也替香香非常開心，希望BB肥肥

白白，像極香香那般甜美，祝福他們一家人身體健

康！(你也心急懷孕？)自己不急，暫時也以事業為

重！」問及會否為老友守秘密感辛苦，她僅以笑臉公仔

表情符號回應，似乎不欲多言。

(綜合報導) 靚媽岑麗香 (香香) 於2016年12月與老公強

強結婚，並於2019年3月誕下囝囝Jacob，生活幸福愉快。

香香當了媽媽之後

主力照顧兒子，減

少幕前演出，不過

去年香香拍攝劇集

《寶寶大過天》(前

名《BB大晒》) 令

不少人也以為她會

「封肚」全面「復

出」！但香香日前

突然在IG再次宣布

喜訊！

香 香 日 前 在 I G

說已懷第二胎，繼

囝囝之後相隔兩年

再 度 有 喜 ， 三 年

抱兩！香香留言：

「Hi Baby Cashew #

小腰果多多指教」

，除咗帖出她個人

的漂亮孕照外，也

有她「一家四口」

的溫馨家庭照，Jacob在相中很開心地攬著媽媽的「肚
( 綜 合 報 導 ) 

今 年 的 2 月 2 日

是 日 本 傳 統 節

日 「 節 分 」 ，

亦 是 立 春 前 一

天 ， 意 思 是 「

分 隔 季 節 」 。

按 照 傳 統 ， 日

本 人 都 會 吃 「

惠 方 卷 」 慶 祝

這個日子。

日 前 木 村

拓 哉 太 太 工 藤

静 香 與 兩 名 女

兒 木 村 光 希

（Koki）及木村心美（Cocomi）一同製作惠方卷應節。

Koki，Cocomi及媽媽工藤静香分別在IG分享製作惠

方卷的照片，可見Koki加入了香菇和煎蛋條，而Cocomi

則加入了牛油果，非常健康。媽媽則準備了多款美味食

材，又製作了湯和米餅，當晚木村家相當有食神。

惠方卷就是用紫菜包起醋飯、蔬菜和雞蛋等多種食

材製作的壽司卷。與一般壽司的分別是惠方卷不會切成

一件件，因為日本人認為在「節分」時，為了不要讓緣

分或福氣斷掉，所以會1人享用1整條壽司卷，而惠方卷

這個名字是源自掌管福德的神明「惠方」。

工藤靜香木村光希及心美
慶祝日本傳統節日製作「惠方卷」

(綜合報導)香

港藝人譚耀文近

年主力於內地發

展，最近因與林

峯合作拍攝內地

劇《星辰大海》

，因而要於內地

逗留近4個半月，

最近終於拍畢煞

科戲可以返回香

港，不過仍需要

隔離14天才可返

回家中。他貼出

近照，看來整個

人清減了不少，又Fit又型。

原來譚耀文聽從郭富城建議，從健身單車入手，即

使留在家中仍可保持運動。然而，可能長期留在內地工

作，近來他的用語和衣著打扮都變得跟內地人一樣，他

在微博留言表示：「疫情下更不要放棄！繼續努力保侍

145斤！」以香港計式換算，145斤大約相等於160磅。

譚 耀 文 主 力 內 地 拍 劇
維持體重160磅體形健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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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已準備就緒，

波特蘭新聞將與多個團體及商家們，為大家顯上一整天

的精彩節目和活動，再加上禮品滿場，讓觀眾早慶金豬

年的來臨。

今年的特色當然是場內的細運會，多個團體將在場

以球會友，讓球友一顯身手，也讓觀眾一嘗打球的樂

趣。在場的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籃球等。另

外，美國國家武術代表隊成員將在場指導習武並示範；

而喜歡跳舞的人士亦好參加不需有舞伴的排舞。總之，

定有一項能讓你動起來的活動。

由太空科技顧問主理的勵進教育中心將在場舉辦IQ

挑戰賽，歡迎一年級到12年級學生參加，並同時舉辦小

學、初中及高中三場數學比賽。

本地的新新食品公司，今年特別為大會設計新春賀

句幸運抽獎。抽獎分兩部份進行，一是進場時憑票領取

幸運曲奇一個，打開就有機會贏得由本地商家們送出

的禮品，他們包括有99大華、永明堂、紅茶館、海城酒

樓、全記麵家、99大華、祥發超市、三寶參茸海味行、

小肥羊火鍋店、德昌海鮮、麗聲娛樂、香港經濟及貿易

發展局、波特蘭新聞等。第二部份的大抽獎將於下午

三時舉行，觀眾必需親身在場才可參加，獎品分別有由

《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二月二日與你以活力迎新春
愛好運動者可大顯身手贏獎品  勵進教育中心即場舉辦數學比賽及挑戰你IQ

本地商家贊助數百禮品 大獎有大電視、平板電腦現、金獎

財神爺大派紅包  畫家陸天樞教你畫吉祥豬

（上接A1版）講座開始之先由李汝堯主席指出，近人

華人社區頻傳搶劫事件，中華會館感到有必要讓社區人士

多了解事態，懂得如何防範和保護自己，於是與華裔的波

特蘭警察副局長Ryan Lee聯系，安排這講座 。

李副局長表示，他是負責管理警察部的運作，負責管

理所有本市的警員。他指出今天是波特蘭警察局與華人社

區的一個開始，他特別帶同了負責翡翠區的Hager 警長，

及兩位說中文的警員與大家會面，希望能盡量幫助大家。

主持人首先問有沒有在座市民身受其害，曾被搶劫或

偷竊？報過警沒有？數名市民即與大家分享其家居被劫經

歷，亦有人分享報案過程。據聞近日在老人公寓亦發生入

屋偷竊案，原來在座的一位伯伯正是受害人之人，他指出

公寓內的受害人，不止他一個，竊賊是逐家去劫的，真的

無法無天。

Ryan Lee 副局長不嫌其繁的多次提醒市民，遇有罪案

發生或遇可疑人士，無論你是否受害人，都要立即報警，

警局是要根據那區的罪案頻率而派出多少人手來駐守的，

沒有報案，警方就無從知道這區有罪案發生，這樣警方只

會掉派人手到一些罪案更嚴重的地區。

Health & Weathless保健整脊中心送出

的現金大獎，耀揚實業送出的50

吋大型彩電、萍果平板電腦，

達美航空送出的航空公司贈

券，溫馨家庭黃紹文及威捷

中心送出的家庭電器等。

每年盡顯中華文化的舞

台上演出，都由本地的學校

和社團們傾巢為大家獻上，觀

眾們都樂見下一代學習中華文化

的成果。李氏龍獅團將分別於中午，

下午二時及四時演出最受歡迎的醒獅。

極受觀眾歡迎的畫吉祥生肖，今年大會再邀請到畫家陸

天樞到場，教大家畫吉祥豬。

美食是中國人喜慶時必備的環節，今年除了《海城酒

樓》繼續在場為供應點心和粵菜，極受歡迎的川菜　－《

有間小館》及Da Grib Shack等，亦將在場提供川味食品和特

色食品， 飲料方面當然少不了最紅的波霸飲料。

大會鼓勵觀眾乘坐輕鐵到場，車站就在入口處。

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入場共慶新春。門票每位十元(大小

同價，三歲及以下免費入場)，觀眾可於2月1日前到威捷中

有不少民眾認為報警是沒用

的，警察也不會到場。Ryan Lee 

副局長亦指出波特蘭不像美國其

它城市，在這裡警察的人手嚴重

不足，而市民撥打的911也不是

直到警察部的，這是由本州的緊

急管理局負責的，在接到911來

電後，再通知各部門。

有 人 提 到 撥 打 9 1 1 後 ， 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呢？Hager 警長提醒市民，若用

家用電話報警，緊急系統會立即顯示報警者的所在位置，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件等。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Ryan Lee 副局長也承認，有言語障礙的市民較難使用

報案系統，他表示警察局應要作出改善。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便在大街數錢等等。

Ryan Lee 副局長希望透過講座，大家可意識到，防止

罪案確要警民合作。尤其各位公公婆婆，不要擔心語言、

程序而放棄報警，很多方法和很多人員可予幫忙的。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賢，散會後她被不少出席人士包圍，詢問更多的問題。事

後Ryan Lee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華人社區出現歷史性的親善接觸，他認為這種關系早應建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

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

times，微信頁pdxnow 今日波特蘭，下載三元優惠券到會

議中心現場購票。

2019年的《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贊助商包括：金贊

助：Health & Wellness 保健整脊中心；其他贊助：達美航

空公司(Delta Airline)、鴻發食品公司、波特蘭州立大學

孔子學院、99大華超市、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局、美國

銀行、西雅圖文教中心。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現場大派水果

財神爺大派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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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pct@portlandchinesetimes.com

Beaverton 北方餐館
招聘炒鍋 油鍋 打雜

薪優  
一周工作六天
82街有車接送

有意請電
971-226-6048

餐館請人

維修　安裝　保養
各類住宅商用餐館

冷暖設備
電話：360-254-1236
傳真：360-882-3848
手提：360-901-8811
周可勇　James Chow
7516 NE 157th Ave.

Vancouver WA 98682

豐達冷暖氣工程

日式餐館設計裝修
門窗更換  地板維修安裝

內外油漆 上下水維修安裝
小電維修 抽油煙機安裝
電話 武生 503-998-5779  
                   503-473-2881

另有單房出租

恆泰裝修公司
CCB#225953

餐館裝修 室內外裝修 舊屋 廚浴翻新
瓷磚 地板 門窗 廚櫃 雲石

內外油漆 圍欄露臺 鋪設水泥
經驗豐富 免費估價

精工、專業、負責任
503-856-5034 趙生

時代裝修
全屋翻新 水電工程
廚浴翻新 瓷磚 地板

內外油漆
免費設計估價

有意請電
503-334-8324

朱先生

宏基裝修工程公司
CCB#186302

華州註冊#CHENGXC884CA

餐館裝修 舊居翻新
地氈瓷磚 內外油漆
廚櫃地板 新建加建

大小工程 免費設計估價
電話503-970-4708 尾叔

503-970-4692 甄生
yanjinsu001@yahoo.com

誠信裝修工程公司

正藝裝修工程公司
CCB#214843

商業樓宇、餐館住宅、翻新加建
廚櫃雲石、地板瓷磚、水電油漆

露臺圍欄、門窗屋頂
室內外大小裝修工程，免費設計估價

品質保證
電話 : 503-333-9743 容生
junwurong95@gmail.com

明揚建築公司
CCB#202013 Licensed． Bonded． Insured

華州註冊 #CCMINGYYC833J7
新建加建、商業餐館、 舊屋、 廚浴翻新

理石、瓷磚、地板、 水泥
屋頂門窗、內外油漆、外牆翻新

水電、煤氣管、安裝熱水爐、暖氣
二十年經驗，免費設計，估價，品質保證

503-871-1289甄生 Zhen_David@hotmail.com

華粵建築公司
CCB#183726

商業樓宇、餐館及房屋裝修、裝璜
舊居翻新 房屋新建、擴建工程

室內外油漆、地板、地毯、瓷磚、大理石
廚櫃、門窗、水電安裝、免費設計、估價

三十年經驗 質量保證
電話:503-762-6668  手提:503-516-7360 

位於波特蘭展會中心附近新倉誠聘
住Longview、Woodland及Woodburn

周邊司機月入＄3900起   
附14尺貨車上下班 加獎金福利    

晉升空間大 另聘兼職文員
電：408-337-6436

【誠聘司機】 

CCB#202126
華州註冊#CCSANHECC86ZNE

商業樓宇 餐館裝修
屋頂門窗 舊屋擴建

磁磚 理石 地板 地氈
廚櫃水電 油漆 圍欄
經驗豐富 品質保證
中文503-954-5604
英文503-901 -3675
ndhe7723@gmail.com

三和建築公司

褓
姆
看
護
十二尺貨車專業運輸

服務範圍
貨物運送 建築垃圾傾倒

承接大小運輸業務 
價格優惠！
聯絡電話

503-867-9508  趙生

專業運輸

Coos Bay 生意出賣
目前每月營業額十萬
加酒吧和四台老虎機

生意賣35萬，
電話 

503-734-7774

生意出售

Gresham區Division 夾232街
請炒鍋

有意請電
 971-263-1833

餐 館 請 人

| 廣告

廚浴改建 磚木地板

內外油漆 木工水電

門窗屋頂 舊屋翻新

多年經驗 免費估價

503-686-3732 江

發達專業裝修

往返南北加州 
Portland或其他

半工短途
年薪6萬至8萬
詳情請致電

408-337-6436

誠聘A牌司機

波特蘭美容學校 
誠聘按摩課程導師

必需要執照 有2年以上經驗
有意請電 Loc
503-575-0419

誠 聘 按 摩 導 師

2021年2月5日

請炒鍋 油鍋兼打雜 送外賣
每週工作五天

餐館提供完善防疫設施
電話或短信

503-501-9159
503-484-8775

餐館請人

海邊城市高薪聘請
炒鍋 油鍋 雜工各一名

夫妻檔也可以
包食住

有意者聯繫
503-734-7774

海邊餐館請人

聘請有經驗廚師
略懂英文 
薪金面議
有意請電

503-819-7647

餐館請人
位於Fremont 

離波特蘭市中心5分鐘車程
售賣各式飲品和珍珠奶茶

有意請電
503-407-4638

王小姐

咖啡店生意轉讓

聘請有經驗炒鍋
包食住 

起薪4000元以上
有意請電

360-981-0154
李先生

埠仔餐館請人

波特蘭新聞
分類廣告
效力大

503-771-9560

Portland/Beaverton 註冊會計師樓
現誠聘會計稅務實習生 會計師助理

要求會計或者金融相關專業在讀學士或者碩士畢業生
粵語 國語 英文流利者優先 可合法在美國工作 

態度積極 認真負責 無需經驗可以培訓
 有意者請把簡歷發到 Info@United-CPAs.com

 福利薪資面談

誠   聘 

近82街中餐館
請點心部 燒臘部員工 
拉腸粉 油爐 蒸點心 

有經驗優先 
無經驗可培訓

電話 503-820-9631

中餐館請人  
離波特蘭2.5小時車程
請有經驗炒鍋  打雜 

各一名  
包食宿

503-888-1763 (陳生)
非誠勿擾

離波特蘭1小時10分鐘車程
請壽司師傅

底薪+小費  電洽薪水
包吃住
電話  

503-383-2314
503-560-0084

壽司店請人

中餐館請有經驗廚師 
月薪$4200（稅後）
打雜兼油鍋月薪$3200

（稅後） 包食宿 
離波特蘭50分鐘

971-203-8877

餐館請人

Vancouver WA
聘請住家阿姨 有經驗  

年齡最好50歲以下 
標準國語 課外看管7歲男孩 

輕便家務 會煮家常菜  
長期聘用 待優 

 微信：amberhqiu

聘請住家阿姨高薪聘請A牌司機
高薪聘請波特蘭地區

CDL商業A照司機
每周保證回家 貨源穩定
年薪10萬 有意者請聯繫

6262385057李(火煉)
微信號碼:lishijie1988

機場附近快遞公司
請收貨 揀貨 上架

倉庫工作人員
請短信  (Sean) 
503-961-9286

快遞公司請人

美籍男士 50 歲 有車有房 
有穩定工作 人品敦厚 肯吃苦
現覓中國女性 先友後婚 需人
品敦厚 心地善良 無子女 勤儉

有耐心 為人隨和 易相處
懂英文 如有意請將英文自我

介紹和幾張近照發信息到
360-984-9563

征 婚

位於超市內壽司店，聘請全職或兼職來從事清  晨壽司製作或準備
工作以及交貨位置！我們的業務量很大，正在尋找可靠，積極的

人加入我們的團隊！該職位要求：
-從凌晨5點開始至中午/每週5天（+/- 35小時），週末需要工作 

-願意學習，以客戶為導向，有團隊合作精神
-希望有廚房經驗，但這不是必需的（我們將培訓）

-能夠舉起大約50磅的重量，每天站立8小時 
-有效的駕駛執照和法律文件

-俄勒岡州有效的食品處理者。
-有上進心和緊迫感。

請聯繫：Aaron (424)223-3506

壽司公司請人

請油鍋 打雜 
爐尾 洗碗

各一名
有意請電

503-317-9514

海邊餐館請人

高薪聘請炒鍋師傅
電話

503-516-0165

餐館請人

可住家/通勤 女性 
有經驗 講國語

簡單家務 
溫哥華近波特蘭機場

電話
360-597-8096

誠征褓姆

海邊餐館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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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已準備就緒，

波特蘭新聞將與多個團體及商家們，為大家顯上一整天

的精彩節目和活動，再加上禮品滿場，讓觀眾早慶金豬

年的來臨。

今年的特色當然是場內的細運會，多個團體將在場

以球會友，讓球友一顯身手，也讓觀眾一嘗打球的樂

趣。在場的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籃球等。另

外，美國國家武術代表隊成員將在場指導習武並示範；

而喜歡跳舞的人士亦好參加不需有舞伴的排舞。總之，

定有一項能讓你動起來的活動。

由太空科技顧問主理的勵進教育中心將在場舉辦IQ

挑戰賽，歡迎一年級到12年級學生參加，並同時舉辦小

學、初中及高中三場數學比賽。

本地的新新食品公司，今年特別為大會設計新春賀

句幸運抽獎。抽獎分兩部份進行，一是進場時憑票領取

幸運曲奇一個，打開就有機會贏得由本地商家們送出

的禮品，他們包括有99大華、永明堂、紅茶館、海城酒

樓、全記麵家、99大華、祥發超市、三寶參茸海味行、

小肥羊火鍋店、德昌海鮮、麗聲娛樂、香港經濟及貿易

發展局、波特蘭新聞等。第二部份的大抽獎將於下午

三時舉行，觀眾必需親身在場才可參加，獎品分別有由

《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二月二日與你以活力迎新春
愛好運動者可大顯身手贏獎品  勵進教育中心即場舉辦數學比賽及挑戰你IQ

本地商家贊助數百禮品 大獎有大電視、平板電腦現、金獎

財神爺大派紅包  畫家陸天樞教你畫吉祥豬

（上接A1版）講座開始之先由李汝堯主席指出，近人

華人社區頻傳搶劫事件，中華會館感到有必要讓社區人士

多了解事態，懂得如何防範和保護自己，於是與華裔的波

特蘭警察副局長Ryan Lee聯系，安排這講座 。

李副局長表示，他是負責管理警察部的運作，負責管

理所有本市的警員。他指出今天是波特蘭警察局與華人社

區的一個開始，他特別帶同了負責翡翠區的Hager 警長，

及兩位說中文的警員與大家會面，希望能盡量幫助大家。

主持人首先問有沒有在座市民身受其害，曾被搶劫或

偷竊？報過警沒有？數名市民即與大家分享其家居被劫經

歷，亦有人分享報案過程。據聞近日在老人公寓亦發生入

屋偷竊案，原來在座的一位伯伯正是受害人之人，他指出

公寓內的受害人，不止他一個，竊賊是逐家去劫的，真的

無法無天。

Ryan Lee 副局長不嫌其繁的多次提醒市民，遇有罪案

發生或遇可疑人士，無論你是否受害人，都要立即報警，

警局是要根據那區的罪案頻率而派出多少人手來駐守的，

沒有報案，警方就無從知道這區有罪案發生，這樣警方只

會掉派人手到一些罪案更嚴重的地區。

Health & Weathless保健整脊中心送出

的現金大獎，耀揚實業送出的50

吋大型彩電、萍果平板電腦，

達美航空送出的航空公司贈

券，溫馨家庭黃紹文及威捷

中心送出的家庭電器等。

每年盡顯中華文化的舞

台上演出，都由本地的學校

和社團們傾巢為大家獻上，觀

眾們都樂見下一代學習中華文化

的成果。李氏龍獅團將分別於中午，

下午二時及四時演出最受歡迎的醒獅。

極受觀眾歡迎的畫吉祥生肖，今年大會再邀請到畫家陸

天樞到場，教大家畫吉祥豬。

美食是中國人喜慶時必備的環節，今年除了《海城酒

樓》繼續在場為供應點心和粵菜，極受歡迎的川菜　－《

有間小館》及Da Grib Shack等，亦將在場提供川味食品和特

色食品， 飲料方面當然少不了最紅的波霸飲料。

大會鼓勵觀眾乘坐輕鐵到場，車站就在入口處。

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入場共慶新春。門票每位十元(大小

同價，三歲及以下免費入場)，觀眾可於2月1日前到威捷中

有不少民眾認為報警是沒用

的，警察也不會到場。Ryan Lee 

副局長亦指出波特蘭不像美國其

它城市，在這裡警察的人手嚴重

不足，而市民撥打的911也不是

直到警察部的，這是由本州的緊

急管理局負責的，在接到911來

電後，再通知各部門。

有 人 提 到 撥 打 9 1 1 後 ， 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呢？Hager 警長提醒市民，若用

家用電話報警，緊急系統會立即顯示報警者的所在位置，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件等。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Ryan Lee 副局長也承認，有言語障礙的市民較難使用

報案系統，他表示警察局應要作出改善。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便在大街數錢等等。

Ryan Lee 副局長希望透過講座，大家可意識到，防止

罪案確要警民合作。尤其各位公公婆婆，不要擔心語言、

程序而放棄報警，很多方法和很多人員可予幫忙的。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賢，散會後她被不少出席人士包圍，詢問更多的問題。事

後Ryan Lee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華人社區出現歷史性的親善接觸，他認為這種關系早應建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

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

times，微信頁pdxnow 今日波特蘭，下載三元優惠券到會

議中心現場購票。

2019年的《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贊助商包括：金贊

助：Health & Wellness 保健整脊中心；其他贊助：達美航

空公司(Delta Airline)、鴻發食品公司、波特蘭州立大學

孔子學院、99大華超市、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局、美國

銀行、西雅圖文教中心。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現場大派水果

財神爺大派紅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