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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年 精彩節目盡在

年初一、二、三

‧ 舞龍、舞獅：白蓮舞獅隊

‧ 凱特.布朗州長致辭

‧ 嘉賓致辭 

‧ 賀年歌：波特蘭婦女聯誼會

‧ 海晏公所恭賀

‧ 中國大鼓演奏

‧ 古箏 演奏 ：白若蘭

‧ 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恭賀

‧ 演唱：胡依靈

‧ 砵崙溯源堂恭賀

‧ 舞獅：白蓮舞獅隊

‧ 俄勒岡州中華會館恭賀

‧ 賀年歌：胡依靈

‧ 砵崙萃勝工商會恭賀

‧ 古箏 演奏 ：白若蘭

‧ 砵崙合勝堂恭賀

‧ 唱歌：侯婷婷  加拿大歌手余風 

‧ 變臉表演：Nelson Tang

‧ 獅鼓：白蓮舞獅隊

‧ 演唱： Ken & Fiona

‧ 俄勒岡州香港會恭賀

‧ 中國舞蹈： 波特蘭婦女聯誼會

‧ 砵崙李氏公所恭賀/砵崙龍岡親義公所恭賀

‧ 武術：頂峰武術學院

由於天氣影嚮，現場大抽獎
可能會押後下星期進行。

敬希留意我們的最新消息！

可在我們的油管頻道PCTTVonline
或下載手機程式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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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蘭的警隊能夠
維持本市的安全嗎 ?
東區警局指揮官為您解畫

（綜合報 ）早前發生在 區 區一 的連環商

， 起了社會人士和政府的關注。區內的商家們將

行的 放到社交 體上 傳， 方 地將

。網民與商家對 來 多 的 和 行為感到擔心，

大家都表示 已 不了 。那 波特蘭的 正可以保

民的安全

就這 事，本報 區 部的指揮 Erica urley回

，她 述了目前 方的情 ，希望 民能明 ，並多向政府

表達 對 民的重要性。

Erica表示，她看到 行為 來 多，但未有聽到特別

要 對亞裔和有色人種商家的消息，但會 意。並提到本

的 增 過200%， 的數 是20年來最多

的。再加上自 年7月，因為 和 ， 方 了 多名

員，至今仍未能重 人手。

對 家擔心自己 意 表示 ，特別是在

目前經營 的情 下，她要求 家 報 ， 方會 作

出回應。並指出， 員不會看那些 ，但會根據提供的

來找尋 。她 說到，因為疫情，法 已 作有多個月

了，而法 不會提 這些輕 ，所以就 了 ，

法 都會放人，或是 後到疫情 後才提訊。Erica

說：這對社區 全 有 ，但這是事實！

她 提到，目前 方已將交通和其 部門的 員調派到加

強 ，希望這安排能減 方回應 民的時間。現時開始街

上多了 查，但由於需 接聽911電話，所以不會再

理 交通法 的 ，和參與社區聯系，或 品調查等，因

為這等部門已全部 取消。

Erica特別指出社區要明 這些 變所 來的後果。她

說，雖然現實的情 都是消極的，但強調 不會 他

們的工作，會 為 區 民服務。

Erica最後表示，好希望社區能提 政府， 對 民

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並 極需要撥 來 持服務的。

在疫情 下， 政府 房收入大減， 年12月 長要求

各部門提供一個 減5%的預 ，在上周 交的預 中， 部

的5% 說的是 減 過1,000 元。

局長 表示要 人手不再 人，這 就可 下

500 元；然後再 時工作，再 下400 元。局長提到自

年4月， 部已 了110人，對一個這 大的部門而 有

足夠的人手，局長擔心人手問題會 來 重。

日本地 體也開始關心今次的 事 ，但他們的報

主要 視亞裔社區的 來看事 。區內商家們都

道，今次不是 一次，而是經常發生的。區內的 安已變得

來 ，再加上 不夠人手，無 理會這些他們認為不 重

的 。

有商家直指，報 也不會出現，雖然 家都安

系統和 頭，但 是 不 ，有 家說每 都 不

好，擔心 會否再 。

俄州在疫情期間是最安全的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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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綜述）今早州長為全州10個縣 來了好

消息，包括在大波特蘭地區的麥魯瑪縣、華 縣、

加瑪士縣；由12日（星期五）起，這10個縣 將由

極高 別 到 高 別 ，這表示 縣

內的 館 ，本星期五可重開 食。

州長在 年11月再一次 出 ，有不少行業

均要關門，至今已 3個月了，在這 期間內，商家

們都 連天。不少華人 館老 得這消息後均表

示 於鬆一 ，雖然只可作有限 的重開，但

只能做外 好。並 是在中國年的 一日開始，示意

一 入牛年就有 。

對華人 館來說，這是一份 年大 ！

州長在周 的新聞發佈中提到： 因為俄勒岡州

州民努力做出了明 的選 ，合力 了新 的

傳播，並 了不少州民的性 。本周將有10個縣

極高 別 ，其包括波特蘭 縣地區。這

是一個可喜的消息，因為 們將開始看到更多的 業

重開，而州民 可開始出外 。

以下是在 高 別 內各行業的 ：

餐飲業：
- 許 食，但 仍以外 為主；

- 食 數 上限是容 的25%或最多50人，取其少

數者；

- 外用 區 上限為75人；

- 無 內或 外，每 最多 6人，並只限來自最

多兩家人；

- 上11時要關門。

室內康樂中心和健身房
- 只能有 容 的25%或最多50人，取其少數者。

室內娛樂中心（電影院、博物館、水族館等）
- 只能有 容 的25%或最多50人，取其少數者；

- 上11時關門

戶外文娛及健身中心
- 最多75人

零售業（包括擺街會，超市，藥房等）和戶外和
室內商場：
- 可容 容 的50%

- 用 取

宗教團體及殯儀館：
- 最多可容 容 的25%或多150人，取其少數者

- 外則最多可容200人

私人的聚會：
- 內：最多6人，最多是來自兩個家 的；

- 外：最多8人

同時，在 高 別 內，長期 理中心將 許

親人 訪。

衛生 員提 民眾， 縣 的 別雖然 了

，但在 高 別 下，表示 仍然在 傳

播； 管已有疫苗，但供應仍然有限。所以州民仍

努力。

下一次 佈 別情 會是兩星期後， 時 不

希望因為大家的鬆 而要回到更高的 別中，所

以 大家在出外活動之時，仍需 疫 則：

、 手、保持社交 和生 要 家 息等。

（本報綜述） 入2021年， 至2月5日，本 已

有108 開 事 ，和28人 。在這只有36天時間內

的數 ， 大部份 民是 對不能接 的。波特蘭

長惠勒，周五 於出來 佈，會設 一個7人小 ，全天

應對本 的 ，務求事發後 即 行調查和

證。

波特蘭 的開 ，自 解 了 力小

後，可以說是 ， 增加了200%。 了 事

人士的 外， 多次 及無 的 民，有 體更用

戰場 來 容目前的波特蘭 。

早在 年12月，波特蘭 局長 已向 長提出

建 一個應對小 來應 本 日 的 事 ，但

長卻未有落實任何行動。

今次 長 佈成 的7人小 ，由4名 員、2名 員

和一名 所 成，準備24小時出動到 現場 行調

查的工作。 長 許局長 與格利 和麥魯瑪縣

的 表，以及州和聯邦 一起 行每周的

查。同時， 長表示他 持向這小 派出一名 分

員，以及一名公 安全 專家，專門 收 視頻

或其他 現場證據。

這安排， 今個 政年 在6月 前， 政

府要花約153,348元；而在下一個 政年則要用306,695

元，這會 波特蘭 部的 政預 來 。至於下一

年 ，則有待 政府通過撥 。

惠勒 長表示， 議員均認同對 事 需作出

的反應。在 年，本 有55 ，為26年來

最高，其中有41 是與 力有關。 局長

在 年 給 長時表示：作為公務員， 們必 意

到，這些數 不 是前所未有的，而 是不可接 的

。 局長 說：波特蘭 的 民不應擔心自己的房子會

中，或是 自己的孩子在街頭 到 。

在 中，局長要求 長重 與其他 局的周會，這些

每周一次的會議自2020年開始已 了，而這些會議，

能使大家了解和確認那些為高 的 人或是作

人。 有這些會議，就大大減 了 的效率。

波特蘭 局長 表示，看到目前本 的

， 上 取行動已是 不容 的，並希望這小

能 即 入工作。

但 長表示，在 動這小 之前，他希望對局長的減

少 力計 了解更多。

根據局長的計 ，會增派 服 ，但他 認

社區對 方過 不平等對待有色人種年 人的 感到

擔 。他建議由社區來 的工作，並定時公

開發放有關 查、搜查、使用 力和 民 等報

。

長表示增派 在街上 是 個計 中最

人擔心的一部份。

成 到 的 力小 解 的非裔 議員

，表示她不會 持增加 的撥 ，直至與社

區達成如何 變 務的 議。

無 如何，所有波特蘭 議員均同意， 目前社會

的安全是政府首要的工作。

（本報綜述）由 allet ub發佈的一 新調查顯

示，俄勒岡州 點名為，在新 疫情期間全美最安全

的州之一。

報 對各州的 分是根據該州如何 疫情及有

多少人接種疫苗。在這個疫情期間最安全的州份排行

中，俄勒岡州排行 6。前5

次是 加、 達 他州、 、

多州和 特州；而 俄勒岡州之後的是華

州，排名 。

allet ub使用五個指 作為今次的調查作為

分的準則，對全美50個州和 亞特區 行排名，

分別是新 的傳播率、 性 測、住 和 人

數，以及合格接種疫苗的人 。調查所取的數據

是 2021年2月3日。

而在分 的調查 目： 性 測率方面，是全美

的 個最 的州份；同 ，俄勒岡州的住 率 是

最 ，全美 四位， 率則是全美 五位。

據 allet ub的數據， 至2月3日，美國 有2%的

人 已經接種了新 疫苗。

到今天（4日）俄勒岡州已 打了 過50 劑疫

苗。下周一開始，本州將開始為80歲及以上的長者接

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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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發聲明　不戴口罩旅客首罰250元
最高可罰1,500元

去年本州首現死亡人數超過出生

（本報綜述） 安全管理局（Transportation Se-

curity dministration，TS ）今天（5日）發佈了一份

明， 述在公 交通工 上 反 定者的旅

的 情 。

TS 建議，首 者 250元， 反次數越多

越高，最高上限為1,500美元。這 用於 機、 、

地 和公 上的 ，同時 用在機場、 站

和地 站等 區 內。這 定有效期至今年5月11

日。

在 之前，美國航

空公司已 不

定的 登

機。達美航空公司在2

月1日的一份公司備 中表示，該公司已 了 950

名 反 定的 登機。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ederal viation dminis-

tration 表示， 任何 航 或因 要求

而 機 人員的 。

美國 中心早已 2月1日起，強 旅 在

機等公 交通工 時要 ，否則就是 聯邦

法。

報 指， 統 登正在 慮直接向所有美國人發

放 ，以 新 疫情。

長 表示，向民眾發放 ，目的

是 每個國民都參與，希望社會能早日 正常。

政府會 一 努力讓民眾更容易 得 ，和讓他們

上 。

登在上任首日即發 行政 ，要求美國民

，並發起 100天 挑戰 ，以應對 加 重的疫

情 。　　

（本報綜述）俄勒岡州的人 增長幾年來一直在放

，但到2020年卻到達了一個非 的 程 ：首次出現

人數 過出生人數。

俄勒岡經 分 公 的 （ osh Lehner）表

示，出生率下 和人 老 化使俄勒岡到達了一個點，

顯示 人數 過出生人數， 預測這個點是2025

年，但疫情卻 變事實，加 了到達這一點的 。

根據州的 數據，在2020年，俄勒岡州的 人

數 出生的人數多出200多人。如 接 的程 讓

，這可能會最 轉這局面。

如果新 疫情能在2021年消 （一月份 於新

的人數 下 ），至少在一 時間內，出生人數將再

次 過 人數。但是俄勒岡州的 出生率已持 了30

年， 於全美最 平。

根據俄勒岡州衛生局的 方統計， 年3月至12

月，有1,649名俄勒岡人 於與新 直接 關的原

因。這 2020年俄勒岡州 40,000 數的4.1%

。2020年俄勒岡州的 人數增長 是2019年的兩

0
美國 政 局2日於 加

舉行牛年生 線上首

發 式，這 有 迎春花

、牛頭中 星星的

，即日起可透過 網及各地

局 。

政 局是 1993年開始

出首 農曆新年生 ，

至今已經發行到 ，今年

牛年 首發選在 加 舉

行，不過， 到疫情 ，首

發 線上舉行， 了

政 局 務與 資

Lu e rossmann 現

外，並邀請華裔主播 平、

華商會會長麥 Patric  cShane 參與介紹。

說， 牛年 是2020年 局 出全新系 慶祝

中國新年 中的 個 式，這 牛頭 則是 局藝

ntonio lcal 根據Camille Chew的原作

設計， 個 設計 合了多種圖 ， 現多元亞 品

合的 格。

中 色為 的牛頭 四個 色 ，並 上了紅

色 ， 新春喜 ，根據 政 局解說，其中的 色花

表春天到來， 迎接新春，而牛頭的中 的星星，

表 生 的天體主題。

平表示，她小時 跟 民到 加 ，最先落

華 ，因 對於農曆新年 ，而 生 中的牛，

和 、 、 實地，她最後並用 準中文，祝 大家

牛年 樂、 喜發 。

牛年 每 0.55元，將以20 一 11元的永

方式發行，有意 者，可直接到 局 網：https //

reurl.cc/nn1p58選 ，或 電 800 782-6724 。

（本報綜述）在一 給家長的電 中，波特蘭學

區透 春 學期開始，學區將會部份開放讓學生回

上 。

根據這計 ， -5年 學生， 4月起可選 合式

教學，學生一星期回 上 4天，每天2小時。

波特蘭學區已向家長發出調查

問 ，要求家長提出在接下來的4

月至6月，他們喜歡的學生學

式，如果不願意回 上 的，則仍

可選 全程使用 程教學。問

會查問學生的需要，以 學區能準

備所需的教 員人數和 等安

排。

該學區指出， 合學 這選 ，目前仍有待與波

特蘭教 會達成 議，並取 於本地區的新

數目要 於當前的公 衛生指 和要求。在未來數周

所出現的 變，均有可能 提議中的 合學 時間

表。

波特蘭學區表示，由於空間有限

和 的上 時間表，目前 有

準備發 對中學生重 的計

。

日，分別有家長們 議，有人

要求提早回 上 的時間表， 有

家長表示反對學生回學上 。

，並 是至少21年以來最大的增長。

與 住在其他州份的人們一 ，俄勒岡州 是為了

民 入， 交通 、 上 和空間變少等而

。然而， 和其他本州的經 學家早就指出，

出生率的下 ，本州大部分的經 增長都 年

輕 民。如果人 老 化，而出生率仍然 ，

那 在疫情過後，可能本州有一 長時間，將越來越

需 民。

在周 發佈的分 中 道： 管增長是 來

痛 的，但 的 題更 。 人 下 經

的生 能力， 而 收入增長。這意味 本地 業

將要 出更多的努力，而為公 服務提供資 來 的

收也將 之而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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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蘭中文電視邀來本地網紅教煮食
周四播出首個新春口味節目

80歲以上長者
可預約打疫苗

（本報綜述）由本周

一（8日）起，州政府已

開始為80歲及以上的長

者接種疫苗，但長者必

先要到getvaccinated.

oregon.gov　網站預先

登記。

這安排就像在挑戰長

者的能力，是否懂得電

腦是一個問題，另一問題是交通安排。

一家非營利的交通接送公司Ride Connection 表示，會

免費接送合資格的長者們到接種疫苗場地，但只限在波特蘭

地區。欲使用這服務的可電503-226-0700查詢。

透過網站預約，對不少不懂電腦上網的長者來說，都

不容易做到，雖然可以撥打211，但言語仍是華人長者的障

礙。據了解，專門服務亞裔社區的華人服務中心，一直在這

等服務上與政府保持溝通，並提出了不少惠及民眾的建議。

大家可在衛生局和麥縣的網頁中看到中文的資訊，和為確診

者提供的所有服務，就是該機構努力爭取的成果之一。

說到今次長者接種疫苗，當然華人服務中心是本州衛生

局的一個重要的社區對接點，據華人服務中心主任梁永富

表示，與州政府合作的詳請連日來都在商討中，當細節落實

後，定會向社區公佈，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落實政府能夠

提供多少劑疫苗給予亞裔社區接種診所。

根據州衛生局的時間表，8日開始會分4期為本州65歲

以上長者接種疫苗。首批是80歲及以上的長者；下星期一

（15日）起會是75歲及以上人士；再下星期一（22日）起

會是70歲及以上人士；65歲及以上人士將由3月1日開始接

種。衛生局人員呼籲只有是合資格的人士才登記，希望未到

時間的長者忍耐一下。

同時，衛生局指出，預約者未必即時能指派一個接種日

期，有些人可能要等幾個星期，主要因為聯邦政府供應給本

州的疫苗數目不足，目前仍未能為所有合資格的州民接種。

至於接種場地方面，在波特蘭地區的主要接種場是俄勒

岡會議中心和國際機場，在西林區則是Oregon State Fair-

grounds。早前有消息指，多家藥房將會提供接種疫苗服

務，州衛生局表示，估計本周五，將有13,000劑疫苗分派

到全州133家藥房，但詳情仍有待公佈。

有些長者認為疫苗對他們非常重要，應安排在眾多人群

之前；但也有長者因顧慮其安全性而不願接種疫苗。有眾多

華人入住，位於Powell 街的老人公寓，衛生局上周派人為

公寓的長者們接種疫苗，但卻有華人長者擔心不安全，放棄

了這個接種的機會。

實驗證明，目前的所選用的疫苗，有效率高達94%。至

於接種後出現的反應是正常的，這包括注射的部位出現腫

痛、發燒、發冷、疲倦和頭痛等。臨床測試顯示，大部份接

種疫苗後出現的反應都是溫和的，只有極少數出現強烈的反

應。

麥魯瑪縣圖書館 新年活動
誠邀家長帶同小孩網上見

（本報訊）每天的春節期間，多家麥魯瑪縣圖書館均會安排有新春慶祝活動，讓參加活動

的民眾更了解中國人的過新春文化。因疫情關系，今年的慶祝活動將轉到線上舉行。

麥魯瑪縣圖書館今年的新春慶祝將分2天與大家見面，並誠邀請大家一起參與。

兩天節目內容分別如下：

2/13（星期六）：不同文化背景的表演、傳統小吃和富有教育性的兒童活動。

2/26（星期五）元宵節：

透過剪紙，親子動手做牛軋糖，趣味的有獎活動，一起來歡喜慶祝新的一年，

祈求牛年平安健康，順利如意。

參加剪紙的，需準備材料：剪刀，各式色紙

參加甜點的，材料：杏仁/花生，棉花糖，奶粉，蔓越莓，無鹽奶油

另外，麥魯瑪縣圖書館每星期日特別為華裔小朋友而設的故事和遊戲時間，在這

期 間也加入新年的元素：

2/14（星期日）：一起在中文故事時間慶祝農曆新年！

圖書館特別邀來了一位非常有才華的小提琴家Ruby Chen參加節目，與參

加 者一起唱歌，聽故事和體驗農曆新年文化！故事時間後，Ruby也會分享她的音樂

旅 程，並回答問題。

2/21（星期日）：一起在中文遊戲時間慶祝農曆新年！

這天的節目主要是透過手工藝、遊戲，分享中文書籍。歡迎4歲以上兒童以粵語

及普通話和其他孩子，在家長的陪同下參與，一起手腦並用，發揮創意。

有關如何收看和節目詳情，請電503-988-7312查詢，或到網頁multcolib.org/zh-hans/

events查看。

（本報訊）食是中國人在節慶中是

非常重要的一環，波特蘭中文電視

在找尋本地能人之時，發現原來

就在波特蘭，就有一名華裔網紅

Sophia，在她的Sophia Loves 

Food油管頻道教煮中式美食

的。

在這新春期間，波特

蘭中文電視特別請來So-

phia 特別教大家做一味

蘿蔔糕，及用蘿蔔糕變

化出來的美食。該節目

會在周四播出。

Sophia（蘇菲亞）

來自台灣。大學畢

業後，就在航空公

司工作，擔任空服

員。在那幾年中，她

說：她造訪過許多

國家，也品嚐了許

多當地的美食。之

後來到了美國這個

民族大熔爐，更是對

這裡的各國料理感到驚

艷，使她對美食的熱愛有增無

減。

Sophia表示，她希望自己能把她在廚房裡的美好經

驗分享給世界各地的美食同好。於是就開始了自己的

YouTube頻道，期望通過簡單易懂的烹調手法將各國佳

餚介紹給觀眾們，讓大家都能在家輕鬆做大廚。

喜歡煮食的觀眾，歡迎你到波特蘭中文電視跟So-

phia一起煮美食，收看中文電視可到YouTube頻道搜索

PCTTVONLINE，或到波特蘭新聞的手機程式 。

（本報訊）食是中國人在節慶中是

非常重要的一環，波特蘭中文電視

在找尋本地能人之時，發現原來

就在波特蘭，就有一名華裔網紅

Sophia，在她的Sophia Loves 

Food油管頻道教煮中式美食

的。

在這新春期間，波特

蘭中文電視特別請來So-

phia 特別教大家做一味

蘿蔔糕，及用蘿蔔糕變

化出來的美食。該節目

會在周四播出。

Sophia（蘇菲亞）

來自台灣。大學畢

業後，就在航空公

司工作，擔任空服

周四播出首個新春口味節目 可預約打疫苗
一（8日）起，州政府已

開始為80歲及以上的長

者接種疫苗，但長者必

先要到getvaccinated.

oregon.gov　網站預先

登記。

員。在那幾年中，她

說：她造訪過許多

後來到了美國這個

民族大熔爐，更是對

這裡的各國料理感到驚

艷，使她對美食的熱愛有增無

周四播出首個新春口味節目
員。在那幾年中，她

民族大熔爐，更是對

這裡的各國料理感到驚

（本報訊）每天的春節期間，多家麥魯瑪縣圖書館均會安排有新春慶祝活動，讓參加活動

的民眾更了解中國人的過新春文化。因疫情關系，今年的慶祝活動將轉到線上舉行。

麥魯瑪縣圖書館今年的新春慶祝將分2天與大家見面，並誠邀請大家一起參與。

兩天節目內容分別如下：

2/13（星期六）：

2/26（星期五）元宵節：

透過剪紙，親子動手做牛軋糖，趣味的有獎活動，一起來歡喜慶祝新的一年，

祈求牛年平安健康，順利如意。

參加剪紙的，需準備材料：剪刀，各式色紙

參加甜點的，材料：杏仁/花生，棉花糖，奶粉，蔓越莓，無鹽奶油

另外，麥魯瑪縣圖書館每星期日特別為華裔小朋友而設的故事和遊戲時間，在這

期 間也加入新年的元素：

2/14（星期日）：

加 者一起唱歌，聽故事和體驗農曆新年文化！故事時間後，Ruby也會分享她的音樂

旅 程，並回答問題。

2/21（星期日）：

這天的節目主要是透過手工藝、遊戲，分享中文書籍。歡迎4歲以上兒童以粵語

華裔網紅 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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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擊新冠病毒專欄波特蘭中國聯誼會
Chinese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f Portland

俄勒岡州COVID-19疫苗接種最新數據
(截至2021年2月8日上午12：01)

疫苗接種總劑數  572,398 

已經接種人數  283,202 

正在接種人數  141,874 

總接種人數  425,076 

16-19歲岁  4,814 

20-29歲  51,612 

30-39歲  76,091 

40-49歲  77,034 

50-59歲  72,034 

60-69歲  64,385 

70-79歲  43,657 

80歲以上  35,449 

總數  425,076 

白種人  309,684 

黑種人  6,589 

亞裔  17,899 

美洲印第安人  8,912 

太平洋島嶼  3,444 

其他  128,241 

種族不詳  58,944 

疫苗接種按年齡分佈

疫苗接種按種族分佈
(兩個以上種族的分別計算在每個種族內)

信息來自俄勒岡州衛生廳網站

近来，COVID-19疫苗在以色列的快速推广提供了
全球首个在临床试验之外的大型对照研究，结果令人
振奋。一项研究表明，163,000名以色列人在接种两
剂辉瑞疫苗获得全面保护后的前十天，只有31名被诊
断出新冠肺炎。这意味着接种疫苗已开始发挥作用，
扭转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潮流可能正开始在以色列发
生。以色列计算生物学家Eran Segal推文说：“我们
谨慎地说，魔法已经开始”。的确，这对于一年前还
不甚了解新冠病毒的人类实为神奇。

越来越多有关疫苗的报导指出了一个关键事实：
来自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诺华和强生的五种疫
苗都能消除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和大大减少住院人
数。一项研究发现，接种了以上五种其中任何一种疫
苗的大约75,000人中，没有一个人死于新冠肺炎，只
有少数人住院。而疫苗注射28天后，已没有人住院。

尽管这些有关新冠疫苗的大数据所显示的结果
如此鼓舞人心，在现实中推行疫苗接种却面临着新的
挑战：错误信息的误导和公众对疫苗接种的质疑与犹
豫。这种现象的核心原因是对疫苗安全有效性的不确
定。此期专栏我们来谈谈疫苗的安全有效性。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批准使用的
COVID-19疫苗是安全且有效的。美国已有数百万人接
种了COVID-19疫苗。美国悠久强大的疫苗安全体系确
保疫苗尽可能地安全，每种疫苗都必须经过科研开发
及临床前测试、临床试验和安全性监视的过程，以确
保其安全有效性。FDA仅在疫苗通过以下严格程序合
格后才批准疫苗的使用。

科研开发和临床前测试：研究人员进行实验室研究和
动物测试，以在临床试验之前验证疫苗的安全有效
性。  

疫苗申请：疫苗生产商向FDA提交新药研究申请，该
申请描述了疫苗及其生产方法，还包括了疫苗在实验
室中的安全性和产生免疫应答能力的信息，以及拟议
的用于人体研究的临床方案。

临床试验：
安全性试验/FDA 1期临床试验(20-100名志愿者)：研
究人员提出基本的安全性问题，确定疫苗是否产生免
疫反应，并注意是否有严重的副作用。如果发现副作
用，他们将检查剂量是否会改变观察到的副作用。
扩展试验/FDA 2期临床试验(数百名志愿者)：研究人
员继续询问该疫苗是否安全且可产生免疫反应，是否
有严重的副作用，并通过查看抗体水平来确定免疫反
应是否足够强以产生免疫力。因为人群规模较大，研
究人员可以开始比较疫苗在不同性别、种族、民族以
及年龄段的人群中的效果。
功效试验/FDA 3期临床试验 (成百上千的志愿者)：
许多COVID-19疫苗试验都比典型的3期临床试验大得
多，有些研究招募了30,000至60,000名志愿者。研究
人员为志愿者注射了疫苗后，观察有多少人被感染，
并与接受安慰剂的对照组相比较，由此确定疫苗是否
可以防止大多数人感染冠状病毒。另外，此阶段试验
的规模足以揭示早期研究中可能遗漏的、相对罕见的
副作用。

监督：每个临床试验阶段都有一个数据安全监控委员
会(DSMB)。该小组由非政府和非产业医疗保健提供
者、疫苗专家、免疫学家和统计学家组成。如果他们

担心安全性或疫苗的效果，可以暂停，修改或停止
研究。FDA提供监管监督。

批准程序：如果临床试验成功，疫苗制造商向FDA提
交许可申请，并提供功效和安全性信息。FDA进行
风险/利益评估，决定是否批准疫苗。疫苗获得许可
后，FDA会定期检查疫苗生产设施，以确保它们遵守
严格的法规。疫苗分批生产，疫苗制造商必须测试
所有批次的疫苗，以确保其安全，纯净和有效，直
到FDA通过疫苗批次。

在FDA对许可申请进行审查之后，疫苗生产商
和FDA可将其发现结果提交给疫苗和相关生物产品
咨询委员会(VRBPAC)。该委员会由非政府和非产业
行业科学家、医生、统计学家和消费者代表组成，
该团体就所提议的疫苗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向
FDA提供建议。

疫苗的批准要求为该产品贴上标签，以便医疗
保健提供者能够了解疫苗的正确用法(包括其潜在的
利益和风险)，并安全地将疫苗提供给公众。疫苗在
获得批准之前可以申请获得紧急使用授权(EUA)。
疫苗获得使用许可后，研究人员将会继续监视疫苗
接种者以确保疫苗安全有效。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建议：FDA批准疫苗后，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与预防中心将就公共健康是否
以及如何使用产品提供指导。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指导由机构外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提
供。ACIP独立审查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
以及流行病学数据，这些数据描述哪些人群最有风
险、并可从疫苗接种中受益。

疫苗安全性监控:在疫苗获得使用授权或批准后，
多个疫苗安全性监控系统会对接种后的不良反应进
行观察(包括可能的副作用)。这种持续监控可以发
现临床试验中可能未出现的不良反应。如果发现意
外的不良反应，专家们会迅速展开进一步研究，以
评估该反应是否确实属于安全性问题，然后再决定
是否需要对之前的疫苗提议进行修改。这种监控手
段对于确保接种疫苗者的受益始终大于风险至关重
要。

FDA于2020年6月发布的指导方针还包括在美国
推出疫苗之后持续进行安全性评估的重要提议。CDC
正在努力建立新的系统和信息源，并扩大现有安全
监控系统。

扩大的安全性监控系统：为安全性监控提供了另一
道保障，使CDC和FDA能够实时地评估和确保新冠疫
苗的安全：
1. CDC：V-safe-可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的免疫接

种后健康检查工具，适用于COVID-19疫苗接种
者。V-safe使用CDC提供的短信和网络调查，在
COVID-19免疫接种后对接种者进行检查。V-safe
还在需要时提供第二针疫苗注射提醒，并对报告
严重不良反应的人进行电话随访。

2. CDC：国家医疗安全网络(NHSN)-急性和长期
护理设施监控系统，向疫苗不良反应报告系统
(VAERS)报告，可用于确定新冠疫苗不良反应报
告率。

3. FDA：其他大型保险人/投保人数据库 - 是用于
监测和研究的管理/理赔数据系统。

新冠肺炎病毒传播通俗的数学模型，用一传十，十传百

的一句俗话就能表达，它的数学表式为N^r。

N是新冠病毒传播力的平均基数，r是病毒在人际间传播

的代数，即一人感染，通过病人的呼吸讲话和咳嗽活动传给

其他十人，这为第一代，再通过被感染的十人，一传十，达

百人，这是第二代，以此类推！第一人感染后到呼吸咳嗽喷

出病毒，在人肺器官中潜伏期的长短不一，短则两三天，长

达十余天，平均天数若以7天计算，即7天为一代，70天即能

传播十代！

现以4人组成的家庭传播方式为例，一人感染传

给其他三人，合计为四人，若传十代约为70天，

即4^10=1048576人。

在人群中，若个人对这种病毒毫无防护意

识和行为，人类社会组织和团体，也毫无防控

措施，阻断病毒的传播，任其病毒肆意扩散传

染！大概经过90天13代就能达到4^13=67108864

人被感染！

新冠肺炎病毒是RNA核糖核酸大分子，它既没

有翅膀不会飞，也没腿不能跑，它只能通过人的呼吸

现有安全性监控系统：
一般民众接种疫苗后，CDC、FDA和其

他联邦合作伙会使用以下现有的强大系统
和数据源持续进行安全性监控：
1. CDC和FDA：疫苗不良反应报告系统

(VAERS)- 向健康护理专业人员、疫苗
制造商和公众收集接种疫苗后发生不良
反应报告的国家系统；对意料之外、比
预期发生频繁或出现异常模式的不良事
件报告进行后续专门研究。

2. CDC：疫苗安全数据链(VSD) - 由遍布美国的9个综
合医疗组织组成的网络，积极地进行监控和研究；
该系统还用于帮助确定使用VAERS发现的副作用是
否与免疫接种有关。

3. CDC：临床免疫接种安全性评估(CISA)项目 - CDC与
7家医学研究中心开展的合作项目，旨在就具体病例
提供专家咨询并开展疫苗安全性临床研究。

4. FDA以及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服务中心：联
邦医疗保险数据-用于主动监测和研究的理赔系统。

5. FDA：生物制剂有效性和安全性系统(BEST)-用于主
动监测和研究的电子健康档案、管理和理赔数据系
统。

6. FDA：警戒行动- 用于主动监控和研究的电子健康档
案、管理和理赔数据系统。
综上所述,虽然COVID-19疫苗的开发使用快速，但

仍经过了FDA所有的审批程序和更为严格的安全监测, 
对疫苗的安全有效性没有任何妥协。事实上，这些疫
苗经过了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安全监测。

目前推出的获F D A紧急使用授权( E U A )的辉
瑞-BioNTech和莫德纳COVID-19疫苗，还得到了西
方国家科学安全审查工作组(The Western States 
Scientific Safety Review Workgroup)的证实，是安
全有效的。两种疫苗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临床测试，测试
人数远超典型的疫苗试验，包括来自各个背景的成年
人：辉瑞疫苗的测试人数为43,000，莫德纳疫苗的测试
人数为30,000。测试结果显示这两种疫苗的有效性均超
过94％，未报告任何严重的安全性问题。接种疫苗后，
许多人可能会出现轻微副作用，例如在注射部位出现疼
痛或肿胀、头疼、寒战或发烧。这些反应属于正常情
况，表明疫苗正在发挥作用。极少数人可能出现严重的
过敏反应，但极其罕见。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疫苗接种
提供者会立即使用药物进行有效地治疗。疫苗接种者接
种疫苗后需在现场停留15-30分钟，以便在出现罕见的
情况下得到治疗。

至于COVID-19疫苗是否对新出现的、更具传染性
的新冠病毒变种(SARS-CoV-2 variant)也有效，最近
一项研究发现，接种了两剂辉瑞疫苗的人的血液中含
有高水平的抗体，这些抗体可以识别并中和新冠病毒
变种。此外，其他证据也表明，已推出的新冠疫苗对
新冠病毒变种有效。更多的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

(邓薇博士执笔， 范光教授审阅)

信息来源：
CDC，OHA，
FDA和以色列
《泰晤士报》
官方网站

道，进入人体肺细胞内，进行自我复制增殖，肺细胞死亡裂解

后，借助病人的呼吸讲话咳嗽，进入到空气中，再通过健康人

的吸入，进入下一轮的肺细胞中复制增殖。

如何阻断这种传播途径，除了依靠科学家研发新冠肺炎

病毒的防控病苗和临床医学专家护理人员的医治以外，唯一能

发挥作用的，就是人人都必须提高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防控行

为，外出活动必须戴好医用防护口罩，并且还必须遵守公共防

控规章。隐性病毒携带者戴好口罩，就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将病

毒传给他人的风险，健康人员戴好口罩就有可能避免被感染的

风险！在易传染的季节和高风险地区，力争避免参与人

群聚集性的社会活动！相关的社会组织机构，必须

做好联防联控的组织和机构，力争将病毒的传播

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中！

黄晓勰，今年83岁。早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

学生物糸，八十年代曾在密西根大学生命科学院

作访问学者，退休前糸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黄先生钻研生物学的同时，酷爱数学，获多项

学术研究奖。黄老数次来波村探望女儿一

家。

新冠肺炎病毒傳播的數學模型及其防控措施 黄晓勰

现以4人组成的家庭传播方式为例，一人感染传

给其他三人，合计为四人，若传十代约为70天，

新冠肺炎病毒是RNA核糖核酸大分子，它既没

有翅膀不会飞，也没腿不能跑，它只能通过人的呼吸

毒传给他人的风险，健康人员戴好口罩就有可能避免被感染的

风险！在易传染的季节和高风险地区，力争避免参与人

群聚集性的社会活动！相关的社会组织机构，必须

做好联防联控的组织和机构，力争将病毒的传播

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中！

黄晓勰，今年83岁。早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

学生物糸，八十年代曾在密西根大学生命科学院

作访问学者，退休前糸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黄先生钻研生物学的同时，酷爱数学，获多项

学术研究奖。黄老数次来波村探望女儿一

家。

新冠疫苗知識系列之三 疫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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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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齡前幼兒腦部發展的重要性 讓我們幫助幼兒提升學習能力! 

透過色彩豐富及多樣性的習
作紙，學習正規的執筆與建
構技巧。

三歲起

公文數 公文語 波特蘭中心- 東南區

Fubonn Shopping Center - 2850 SE 82nd Ave, #28-29 
Portland, OR 97266
Kumon.com/portland-southeast-or l 503-820-0220
Mon, Tues,Thur, Fri  11am - 6pm I Saturday 11am - 2pm
 

提升注意力，專注力及跟隨
指引的能力，能使幼兒在幼
兒園內脫穎而出。

公文的英語閱讀課程能引領
兒童學習字母及拼音從而能
夠閱讀句子。

公文的數學課程能引領兒童
認識及書寫數目字，學習數
字次序，點算及運算。

你的子女正缺乏面授課堂?
學習遇上困難?公文現正為
幼兒至高中級別提供

‧課堂授課  

‧一對一網上教學 

協助他們重回正常學習軌道

BIOMAT代理人
Lily Massage負責人

PFA agent

Lily Mours
lillymours@gmail.com

頂尖科技成果

BIOMAT
BIOMAT是現代科技的結晶，天然紫
水晶釋放遠紅外線及電氣石釋放負離
子，其使用效果已得到證實，
是突破的醫療科技成就。

體溫下降就是免疫力的下降

體溫每上升1˚C時人體免疫力提高５倍

在睡眠中，BIOMAT激活您體內3000多種疍白酶， 

排除體內有害物質，有助於改善以下症狀：

•甲狀腺機能低下 •手腳麻木 

•婦女子宮肌瘤 •皮膚過敏 

•體寒症 •高膽固醇 

•痔瘡 •頸腰肌肉酸痛 

•憂鬱症 •血壓、心臟 

•肝炎

•五十肩 

•糖尿

•失眠

•慢性頭痛

•帕金森中風

•交通事故後遺症

•促進青少年成長賀爾蒙活性化     

•交通事故時可以用責任保險和傷害保險負擔

癌細胞對體溫特別敏感 

在39.6˚C以上的溫度環境中癌細胞無法生存

•交通事故時可以用責任保險和傷害保險負擔•交通事故時可以用責任保險和傷害保險負擔•交通事故時可以用責任保險和傷害保險負擔

6805 SE 82nd Ave Portland, OR 97266

971-998-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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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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8 | 廣告 2021年2月12日www.portlandchinesetimes.comA3 | 新聞 201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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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