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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周末本州將成大焗爐

氣溫將破百
（本報綜述）經過周一華氏97度的破紀錄炎熱氣溫
後，波特蘭市將在今個周末日迎來第二波熱浪。
報導指，由於罕見的六月熱浪和“熱氣泡”襲擊太
平洋西北部，本週該地區的大部分地區將出現創紀
錄的高溫。而這高溫通常只會在7月底或8月底才會
出現的。對上一次出現在6月份的100度氣溫是在
1942年。
在今周的天氣預測中，到周六日，本市
的氣溫將罕有地再度突破100度，而且在下
周持續高溫。最熱的天氣將出現在周六
和周日，不同的天氣應用程式中的預
測有102度，有些更顯示111度。報導
指，通常電腦的預測會高估極端天
氣的溫度，但預測的溫度會隨著
日子愈近而作出調整。(下接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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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州未能如期達到群體免疫 波特蘭警察將不再
截停輕度違規車輛
（本報綜述）根州衛生局早前估計一樣，本州
在21日未能達到全州有70%的18歲以上州民接種疫
苗的目標，有傳媒估計，甚至到6月28日疫情緊急
命令屆滿，也未必能達標。主要原因是本州新接種
疫苗的人數急劇下降。
根據州衛生局的數據，截至本月21日，全州共
有68.8%成年人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距離70%接種
率還差41,094 人。
據媒體報導，在過去一星期，每天平均只有
5,150名成年人是首次接種疫苗的。按照這走勢，
本州仍可能會在6月28日達到目標，但如果疫苗接
種量繼續下滑，達標日期將會再被推遲。俄勒岡州
衛生局現在表示，希望能在7月1日之前達標。
布朗州長早前宣佈的「打疫苗抽大獎」已定於
6月28日抽獎，未知道越近抽獎日期，人們感到那
100萬元就在身邊時，能否可以激勵更多州民走出
來接種疫苗，而加速本州到達群體免疫的步伐。
除了這個百萬現金大獎、每縣的1萬元獎金和全
州5個10萬獎學金外，州政府還購買了1,500張 100
元的禮品卡，從6月12日開始分發給大規模疫苗接
種點和特定診所的接種者。州長辦公室發言人博伊
爾表示，在多管齊下大灑金錢的策略下，肯定會提
高疫苗接種率的。
4月中旬是本州接種疫苗的高峰期，當時平均每
天有約32,000人接種疫苗。但上周五的數字顯示，
當天只有4,081人是首次接種疫苗的。而主要將本
州推向70%接種率的，是波特蘭周邊人口最多的縣
城；至於本州大片的農村社區，接種率仍然非常
低，令到這些地區容易出現病毒爆發和變種病毒減
染等。所以博伊爾強調，新冠病毒對俄勒岡州的一
些社區，仍然是一個威脅，特別是對未有接種疫苗
的州民而言。
在州長的計劃中，當整個州的接種率超過70%，
她都會宣佈取消全州的疫情限制措施，不論縣城是
在低風險或是高風險級別。這些限制措施包括口罩
和社交距離。

各地政府經常提到70%，就像是一個神奇的數
字，但實際上這是一個並未有得到商定的所謂達到
群體免疫的門檻。其實這數字會因疾病的傳染性和
病例確診率而會有不同，也會因應變種的出現而有
變化。但70%這數值已被多個州用作界定是否重新開
放的水平。
州衛生局發言人歐文斯解釋說，“當至少有70%
的成年人接種了疫苗，再加上之前感染過病毒已有
抗體的5%到8%的人，到時會感染病毒的人數將減
少，傳播速度也會減少，這在病情受控的情況下，
全州就能夠完全重新開放。”他又指出，即使沒有
社區免疫力，疫苗也可以預防因新冠病毒引起的嚴
重疾病、住院和死亡。並且將使我們能夠恢復正常
的生活。俄勒岡州立大學全球健康中心主任池春惠
說，俄勒岡州的疫苗差距反映了全國各地的情況。
他說，在一些疫苗接種率低的縣，只要發病率低，
取消限制可能是安全的，但對於低疫苗接種率和高
發病率的縣，應該保留一些限制。池春惠表示，在
未來幾個月內，如果高度傳染性的delta變體成為新
冠病的主要病毒株，那麼70%的這數值就可能不足以
防止疾病傳播。另一方面，“如果在不久的將來有
一種高效的治療方法可用，我們將不那麼關心這個
門檻。”
州衛生局的歐文斯提到，從感染率和住院率的數
字可清楚地顯示出，病情嚴重的新冠確診者都是未
有接種疫苗的，並表示非常鼓勵疫苗接種率較低地
區的居民，要盡快接種疫苗。同時他表示，州衛生
局仍需繼續保持警惕新變種病毒的出現，努力控制
病毒的傳播。

氯短缺
呼籲市民節約用水
(本報綜述)整個西海岸的氯(Chlorine)供
應鏈被中斷，這有可能會影響本地區的飲用水
和廢水處理，波特蘭環境服務和水務局在周四
發聲明，雖然氯供應短缺，但已準備好繼續供水這重要的服務。
至今次影響到本州氯供應的原因是位於Longview的生產商Westlake因
電力問題要暫停生產，該工廠已努力搶修，希望盡早能恢復供應。
氯短缺的情況已影響到食水和廢水的處理。
波特蘭市的食水和廢水處理部門均表示，他們的氯庫存足夠未來數星期
使用，並且在這段期間，氯供應商應能恢復供應。
官員強調：“波特蘭的飲用水仍然安全。威拉米特河和哥倫比亞河仍然
是安全，讓市民游泳和進行水上活動。”
州緊急管理局在周三亦發聲明稱，本州的食用水是絕對安全的，州民可
放心使用，唯需盡量減免戶外用水。並指出希望州民能智慧地用水，包括：
- 食用水只作飲、煮和洗澡用；
- 限制戶外用水，例如泳池、洗車和澆灌草坪；
- 購買額外的供水設備時，請考慮俄勒岡州同胞們。
州長辦公室，州緊急管理局和美國國土安全部正在帶頭採購新的氯供
應。各有關部門均需向俄勒岡州緊急管理局報告該部門的庫存量。
如果氯供應真的受到影響，本市會如何應對呢？
水務局表示，他們有許多選擇，包括改變運作和啟動地下水，以避免供
水被迫中斷。水務局目前已將氯目標降低至 1.8 mg/L，並表示這水平仍是
在安全的範圍內。同時水務局正在選擇一些可以暫停的運作，以優先向市
民提供安全的食用水。至於地下水則有自己的氯供應。
波特蘭水務局表示，該部門在改善供水系統的投資非常謹慎，並已為應
對緊急情況做好了準備。經過精心的規劃，波特蘭水務局擁有兩個優質的飲
用水源可在緊急情況下隨時供使用；一是地下水源，另一是哥倫比亞南岸井
場。有了這兩個水源，水務局確保能夠滿足波特蘭市民在飲用水的需求。
氯短缺由去年夏天起已在全美發生。據報道，去年夏天，由於疫情人們
呆在家裏游泳和泡澡，使得氯消毒片的使用量激增，導致美國出現史上最
嚴重氯短缺。另一個原因是，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的資料顯示，水經過
適當的氯化處理也可以殺死新冠病毒，儘管目前尚未進一步研究，但都促
使了民眾搶購氯片。
再加上美國最大的氯氣生產商之一的生物實驗室公司(BioLab)在去年8
月份勞拉颶風的襲擊中遭遇大火，該公司要到2022年春季才能恢復生產，
這亦進一步加劇了供應短缺。一些供應商已經開始限制客戶的購買量。
有數據顯示，美國有520萬個住宅地下游泳池和255,000個商業游泳池，
而這一數據還未包含地上游泳池。其中，有60至70% 是使用氯片消毒的。

（本報綜述）波特蘭市市長泰德．惠勒和警察局長洛弗爾週二
宣布，警察將不會因司機有輕度的交通違規而截停車輛調查，目的
是要減少過往對有色人種不公平的現狀。但表示，警員將專注對公
共安全有威脅的交通違規行為。
同時，如需要截停車輛時，警察必需向司機說明他們有權拒絕
警員搜查車輛的請求。根據洛弗爾局長所說，警員還須要記錄雙方
的對話，並向司機遞上說明他們權利的紙張。
洛弗爾局長在公佈這新政策之前，先向警隊發信，信中提到，
作為執法人員，大家都知道警務必需要隨著時勢改變而有所更新。
並指出由於警隊的資源有限，有必要作出這樣的改變。局長說，由
今年年初至今，本市已有28人的死於交通意外，較去年同期高出
147%。因此必需加多關注在高撞車率的公路上的違返交通安全的違
規行為，這包括超速行車、不當的駕駛行為、分心駕車、酒駕、藥
駕等。
由一班非裔議員提出的第2002號提案，內容是要全州警員作出
類似的改變，但這提案卻無任何進展。惠勒市長說：“我們不能等
另一次立法會議才能有我們期待的變化。”
市長引用了波特蘭警察局於去年發布有關 2019 年的數據。該數
據顯示，本市的人口中，白人佔 75% 左右，被警察截停車輛調查的
有65%；黑人只佔本市人口的 6%，但被截停車輛的比率卻有 18% 之
高。
惠勒市長說：“鑑於這趨勢，警員的工作即將按照新的方向，
改為重點處理對公共安全構成直接威脅的違規行為。”
波特蘭市的黑人女議員哈迪斯蒂立即發聲明支持這一變化，稱
這將“推進警務中的種族公義。”
哈迪斯蒂在警察的議題上，一直與市長和警察局存在分歧，她
特別在聲明中提到，當市長和警察局做出正確的決定時，她會全力
支持，這就是其中之一例。
在聲明中她說：從歷史上看，在全國範圍內以及在波特蘭，警察截
停車輛後導致出現了不合理的警察暴力，並造成致命傷害，這些
暴力行為往往是針對黑人、土著和有色人種。就算沒有暴力遭遇
也存在被種族定性的感覺。
哈迪斯蒂說：這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又一積極的一步。

餐館振興基金受法律挑戰
暫停發放撥款
（本報綜述）一個新冠疫情，令各行業陷
入困境，聯邦政府早前推出的餐館振興基金，
讓不少餐館感到像是及時雨，在經濟準備重開
之時，就靠這筆基金讓他們再次起飛。但上月
在法院的一個裁決，聯邦政府決定暫停撥款。
餐館振興基金在開始接受申請時，將首21
日優先開放給予女性經營者、少數族裔者等申
請，國會此決定是要確保歷史以來，得不到充
分服務的群體能優先得到服務。但有來自德州
和田納西州的白人商家卻對這21天優先期表示
不滿，並採取法律行動，上月27日上訴庭以二
比一裁定這個優先期是不合憲法的。
另外，在5月28日的另一場裁判中，美國地
方法官里德·奧康納 (Reed O'Connor) 命令小
企業管理局（SBA）在批准申請時，對種族和性
別應採取中立的處理方式。該案件得到美國第
一法律（America First Legal）的資助，該組
織由前總統特朗普的顧問斯蒂芬米勒和其他幾
位前特朗普政府官員所組成的。
在判決後，米勒在聲明中表示：我們很高
興拜登政府在回應我們的訴訟時放棄了這一個
違憲和種族歧視的計劃。
其實，在俄勒岡州也出現類似的情況，一
個專針對黑人社區的援助計劃也曾遭到法律挑
戰而要暫停發錢，直至州政府的關愛基金與提
告的木材公司達成協議，在上月才恢復發放援
助。因為這宗訴訟，結果州政府要自掏腰包向
1,252名非黑裔人士發放援助金。
在本市西北區的一個書店連咖啡店，在疫
情影響下，去年虧損近8萬元，東主早前獲餐館
振興基金批出10萬5千元「救命錢」，並已開始
積極準備重開。但上周六卻聽到消息，稱全國
有近3,000名商家所獲批的撥款要暫停發放。這
名商家表示，對她來說就像是空歡喜一場，並
且感到非常絕望。
因為這場訴訟，小企業管理局在5月底已停

止向在優先期獲批的商戶發放援助金，該局表
示，他們正在處理那些早前已遞交的非優先申請
表格，如還有錢剩，才會向手上的2,965個優先
申請發放援助金。至於那數十萬在優先期遞交了
申請，但未獲批核的，相信會是石沉大海，除非
國會增加撥款。
根據小企業管理局，截至周一．已向近10
萬申請人發放了275億元，其中有72,000個申
請是屬於優先處理的。小企業管理局一共收到
362,000個申請，如要滿足所有申請，估計應該
要有750億元的撥款才足夠應付。餐館振興基金
目前的撥款只有286億元。
俄勒岡州餐館酒店協會主席布蘭特表示，這
實在令人沮喪，商戶花了很多時間填寫繁複的申
請表，然後在等待錢到手，但突然知道可能得不
到這筆救命錢。
餐館振興基金的發起人，本州的國會眾議員
布魯梅瑙爾(Earl Blumenauer)，已在上周在國
會提出增撥600億元給這基金，好讓小企業管理
局能處理手頭上所有正在輪候的撥款申請。
梅瑙爾議員表示，已得到近 100 名來自兩
黨的立法者的支持，但他承認這是一個龐大的
數目。他表示，設立優先期的目的就是要確保受
到最大困難的人得到照顧，而令人失望的是，特
朗普的人卻因此牽頭提出訴訟。他說：“這很不
幸，但我認為最終如果我們能正確地把工作做
好，我們一定能照顧好所有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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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親臨翡翠區免費疫苗日 三縣城均發出禁燒令
（本報訊）布朗州長在周一，親臨在翡翠區Harrison Park 學校舉行的社區疫苗診所，並感謝多個社
區組織合力促成今次的疫苗接種，讓更多少數民族更
方便和更容易接種疫苗。

（本報綜述）由於本地區
出現不尋常的高溫天氣，並且
預測本周氣溫可升近華氏110
度，加上天氣非常乾燥，這兩
因素為火警的發生蒂造了完美
的環境。本州多個縣，包括三
縣城：華盛頓縣、麥魯瑪縣和
卡加瑪士縣均相繼宣佈實施「禁燒令」，6月23日早8時起生效。

當日在診所開門前，已有不少民眾在學校外排隊
進場，當天接種第一針的民眾均可獲得100元的禮品
卡，如果您是拓荒者（Trial Blazers）籃球隊的球
迷，更可獲贈T-恤、海報，甚至球賽入場券。

在「禁燒令」下，民眾嚴禁在後院或露天進行焚燒，無論
是燒樹枝或是花園內的垃圾。 焚燒農業廢棄物和農作物亦被嚴
禁。該禁令也不允許任何有控制的燃燒或土地清理，包括樹樁、
廢物、垃圾。

布朗州長到場後，向合作的機構代表感謝，也慰
問現場的工作人員和到來打針的民眾，並與他們拍照
留念。據了解，在開放的4個小時內，一共為195人接
種了首劑疫苗。

在華盛頓縣，康樂的用火還是可以的，但必須保持小火，並
且遠離任何植捺。根據禁令，允許有便攜式或永久性的爐火、營
火等，但最大燃料面積不能超過：直徑三英尺、高兩英尺。使用
後必須完全熄滅。

感謝合作機構促成這疫苗診所

州長在活動後發聲明說：「為要幫助全州保持健
康和全面重開，最佳的方法就是接種疫苗。我們只需
要有45,000多人接種疫苗就能達到全州70%成人接種
率的群體免疫的目標。要走到這終點的方法就是要透
過如今天我所到訪的社區診所，接觸到社區中的居

布朗州長 ( 左四 ) 與一眾贊助機構成員合照

民。我要感謝所有在全州不知疲倦地幫助州民接種疫
苗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
這個東南區翡翠區的免費疫苗診所，是由以下機
構聯合贊助：波特蘭校區、亞太裔聯盟（APANO）、
華人服務中心、翡翠區委員會、俄勒岡醫科學院醫院
（OHSU）。

Tualatin Valley消防局表示，在俄勒岡州林業部保護區內
和 1/8 英里範圍內可能會有更嚴格的消防安全規定。限制可能
包括禁止營火、吸煙、射擊、發電設備、機動車輛以及其他公
共/私人土地所有者和工業防火限制。
在麥魯瑪縣，康樂用火是不允許的。禁令還包括：營火、農
業焚燒和先前頒發的露天焚燒許可證亦被擱置。
根據禁令，仍然允許使用燒烤爐、用乾柴、煤、木、石油
氣、天然氣或類似燃料的燒烤具和煮食具。消防員提醒大家在使
用這些電器時，要特別小心。又提醒吸煙人士，務必確保要完全
弄熄香煙和放在適當的容器內。
在卡加瑪士縣，允許小型戶外烹飪、取暖或娛樂用火，這包
括便攜式或永久性的爐火和營火，直徑最大為 3 英尺，高度最
大為 2 英尺，只能燃燒乾燥的切割木柴。也可使用燒烤爐、用
乾柴、煤、木、石油氣、天然氣或類似燃料的燒烤具和煮食具

布朗州長慰問到來打針的民眾

布朗州長慰問現場工作人員

在所有縣違反「禁燒令」者，一經發現會被罰款，並可能要
承擔一切因此而造成的損失。

華盛頓縣連同多縣
衣食住行樣樣漲
加碼催谷縣民打疫苗 美國通貨膨脹達13年最高水準

（本報綜述）未有打疫
苗的華盛頓縣縣民注意，您
的縣政府再給您一個理由盡
早去接種疫苗。
華盛頓縣在上周六宣
佈，該縣推出打疫苗幸運
大抽獎，向打了最少一劑
疫苗的縣民送出10個1萬元
現金獎，5個2萬元的大學
獎學金給予年齡12至17歲的學生。抽獎日期跟州政府的一樣在6月
28日。
華盛頓縣是本州其中一個疫苗接種率高的縣城，已有近72%的16
歲及以上縣民接種了最少一劑，這等同於全縣人口有53%已是完全接
種的。如根據專家所說，要有70%到85%完成兩劑接種，才能達到群
體免疫，這就是說，還有一大段距離才真正到達群體免疫的水平。報
導指，有近372,000名12歲及以上的縣民，只要是打了一針，也不論
在那裡接種，均有資格參加抽獎。除了那些在外州或在聯邦診所接
種的，則需要在takeyourshot.oregon.gov登記該縣和州政府的大抽
獎。
華盛頓縣政府額外加碼，利誘更多縣民接種疫苗，總成本要20萬
元，這數目是從該縣從聯邦政府獲得的320萬元新冠疫情紓困金中撥
出。至於收到430萬元的麥魯瑪縣和收到220萬元的卡加瑪士縣會否也
考慮採取同樣的手法來提高接種率，仍是未知數。
華盛頓縣的疫苗接種點遍佈全縣，由藥房、醫療診所至大型接種
場，如在比弗頓的Tektronix 公司內設的接種場，由上周五起一直開
放至7月2日，每天可為500人接種疫苗。
如果您是華盛頓縣的居民，應好好把握這最後的機會接種疫苗，
除了可以保護自己和保護別人外，還有這樣多的贏大獎機會！
跟隨華縣，有其它9個縣亦加入疫苗獎勵行動，包括：
Coos：10個1萬元現金獎；
Curry：2個1萬元現金獎；
Giliam：10個1萬元現金獎，1個1萬元獎學金；
Jefferson：8個1萬元現金獎，3個1萬元獎學金；
Malheur：10個2,500元現金獎；
Morrow：2個2萬元現金獎，3個1萬元現金獎；
Polk：2個2萬元現金獎；
Sherman：20個2,700元現金獎；
Wallowa：1個1萬元現金獎，2個5,000元獎學金。
要有機會參加抽獎，必須最遲在27日接種疫苗，28日抽獎。

（綜合報導）隨著經濟復甦以及美國人重新開
始消費，從傢俱到二手車，從牛肉到油價，衣食住
行的方方面面都在漲價。商品需求的飆升致使供不
應求，這也導致了物價飛漲。總體而言，5月份消
費者價格指數較去年同期上漲了5%，這是2008年夏
季以來的最大漲幅，超過了預期的4.7%。

傢俱
想買個新沙發嗎? 或者買個新床墊？你可能需
要準備好支付比平時更多的錢。
據統計，包括傢俱、床上用品在內的家居用品
較上月上漲了1.3%。看著好像沒漲多少，其實這是
自1976年1月以來最大的月度增長。
傢俱價格上漲的原因是木材廠因預期樓市低迷
而關閉，但這種衰退從未出現。現在，由於木材供
應無法滿足需求，木材價格飛漲，從未導致所有木
質傢俱都漲價了。

車市

飆升，5月上漲了7%，租車費用上漲了12.1%，其他城
際交通的費用也上漲了2%。一旦你到了目的地，事情
就沒那麼糟糕了，城市交通價格上個月下降了0.4%。

食物
如果你打算在今年7月4日的派對上購買牛肉或牛
排，你可能需要重新考慮一下。上個月這兩種產品
價格分別上漲了6.4%和4.3%。作為替代，你可以試
試法蘭克福香腸，比4月份便宜1.9%，或者火腿，便
宜2.7%。整體而言，上月肉、禽、魚和蛋價格上漲
1.3%。
不過，幸運的是，泡菜價格下跌了2.1%，非酒精
飲料價格下跌了0.5%，水果和蔬菜的整體價格沒有變
化，所以你至少可以為慶祝節日儲備一些酒水和飲
料。
眾所周知，食品價格波動劇烈，總體上仍在繼續
上漲。5月份食品價格上漲了0.4%，與4月份的增幅相
同。

據悉，二手車和卡車價格已經連續第二個月飆
升。4月二手車和卡車價格上漲了10%，這是自1953
年首次追蹤二手車數據以來的最大月度漲幅。

健康

除了二手車，新車也更貴了，5月份上漲了
1.6%。這是自2009年10月以來最大的單月增長。

包括藥品、醫療設備和保健服務等專案的醫療保
健指數在過去12個月上升了0.9%。雖然這個數字高於
去年同期，但這是自1941年3月以來的最小增幅。

在家工作的人變多，加上去年失業率高企，導
致汽車銷量暴跌，許多經銷商關閉。雖然對汽車的
需求已經回升，但供應還沒
有回升。由於最近電腦晶片
短缺，世界各地的汽車廠都
被迫關閉或限制生產，強勁
的需求和有限的供應繼續推
動價格飆升。

旅行
美國人已經被困在家裏
一年多了。隨著新冠限制放
寬和疫苗接種率的增加，旅
遊業回暖，同時也意味著交
通價格上漲。機票價格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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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物價在上漲，但也有一些好消息，特別是如
果你需要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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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飆高温要小心 提高警覺慎防中暑！
連日高溫炎熱，到本周末日更會出現
極端高溫。天氣預測高溫由周五開始，並
延續到下周一，在極乾旱和高溫的情況，
民眾應慎防中暑。本文將幫助讀者認識中
暑的先兆及症狀等，並採取適當的預防措
施。

中暑的的成因及徵狀
中暑分4階段：最初是熱暈厥(Heat Syncopy)，然後是熱痙孿(Heat
Cramp)及熱衰竭(Heat Exhaustion)，最後是中暑高熱(Heat Stroke)，
這也是嚴重情況。下圖展示各種中暑的原因和症狀。

引致中暑的主要危害因素：
中暑是人體未能適應高溫的環境所產
生的一些健康問題，引致中暑的主要原因
包括以下幾點：

別小看這些熱傷
害！民眾應該隨時提
防，避免在日光直射
處或高溫密閉空間內
久待，進行運動時，
要注意補充足夠水
分及電解質，穿著寬
鬆通風且淺色的衣物。萬一發生熱傷害，最重要的是
了解傷害的嚴重程度，並牢記熱傷害急救5步驟：蔭
涼、脫衣、散熱、喝水、送醫。
若遇到體溫升高、皮膚乾熱變紅、心跳加速，嚴
重時出現無法流汗、頭痛、頭暈、噁心、嘔吐，甚至
神智混亂、抽筋、昏迷等症狀，須設法快速降溫，如
用水擦拭身體或是飲用電解質飲料等，切記不應使用
酒精為患者抹身降溫，及在患者未回復完全清醒時，
切勿讓患者飲食。平日需要適時補充水分，做好防曬
措施，避免在陽光下長時間曝曬。

- 高氣溫
- 空氣不流通
- 陽光直射導致熱能過多
- 激烈運動
- 穿著妨礙空氣流通及汗水揮發的衣服

介紹您多個嬉水游泳的地方 今 個 周 末 本 州 將 成 大 焗 爐
對喜愛戶外活動的波特蘭人，90度的高溫都未必能阻擋他們去玩，在波特蘭市
內，有很多可以供市民，特別是小孩嬉水的地方：

噴泉：
• Bill Naito Legacy Fountain at Waterfront Park（SW Ankeny近 Burnside
橋）
• Teachers Fountain at Director Park（815 SW Park Avenue）
• Grant Park（NE 33rd 街夾 US Grant Place）
• Holladay Park（NE 11th 街夾Holladay 街）
• Jamison Square（810 NW 11 街）
• McCoy Park（N Trenton 街夾 Newman 街）
• Salmon Springs Fountain at Waterfront Park（Naito Parkway at SW Salmon
街）

嬉水樂園（開放時間早上11時至晚7時）
•Colonel Summer Park - （SE 17th 街夾Taylor 街）
•Columbia Park and Annex -（ N Lombard 街夾 Woolsey 街）
•Dawson Park - （N Stanton 街夾 Williams街）
•Earl Boyles Park - （SE 107th 街夾 Francis 街）
•Elizabeth Caruthers Park （3508 SW Moody 街）
•Essex Park （SE 79th 街夾 Center 街）
•Farragut Park （N Kerby 街夾 Farragut 街）
•Irving Park （ NE 7th 街夾 Fremont街）
•Kenton Park （8417 N Brandon街）
•Khunamokwst Park（5200 NE Alberta 街）
•Luuwit View Park（ NE 127街夾 Fremont 街）
•Northgate Park （ N Geneva 街夾 Fessenden 街）
•Peninsula Park （ 700 N Rosa Parks Way
•Pier Park（ N Lombard 街夾 Bruce 街）
•Raymond Park （SE 118 街夾 Raymond 街）
•Spring Garden Park （3332 SW Spring Garden街）
•Woodlawn Park （NE 13街夾 Dekum 街）
至於泳池，波特蘭市有10個室外和室內泳池，由於疫情關系，到泳池游水前必需
先登記，詳情請查閱https://www.portland.gov/parks/recreation/pools網頁，或
直接撥電泳池留位。

室外游泳池：
•Creston Pool（4454 SE Powell 街）503-823-3672
•Grant Pool（2300 NE街） 503-823-3674
•Montavilla Pool（8219 NE Glisan Street）503-823-3675
•Peninsula Pool（700 N Rosa Parks Way）503-823-3677
•Pier Pool（9341 N St. Johns Avenue）503-823-3678
•Sellwood Pool（7951 SE 7街） 503-823-3679
•Wilson Pool（1151 SW Vermont 街）503-823-3680

室內泳池：
•East Portland Pool（740 SE 106t街）503-823-3450
•Matt Dishman Pool （77 NE Knott 街）503-823-3673
•Mt. Scott Pool（5530 SE 72街）503-823-3183
•Southwest Pool（6820 SW 45街）503-823-2840

氣溫將破百
(上接A1版)俄勒
岡州錄得最高的氣
溫是在79年前的華
氏107度，氣象專家
表示，今次有可能
會打破這紀錄。
氣象局稱，本地
區氣溫能否下降是
靠來自太平洋海岸的涼空氣，似乎今個周末日就欠缺這股涼風來吹走熱氣。
在這高溫下，國家氣象局的氣象學家提醒民眾，一定要限制外出曬太陽的時間，
多喝水，尤其是兒童和老年人，最重要的是，千萬不要把寵物、孩子或任何易燃物品
放在車內，確保大家自身的安全。
同時要留意，目前本州已出現乾旱的情況，加上這高溫，很容易會造成火災。多
個地方政府已發出警告，禁止民眾在戶外生火，去年本州的大山火，相信對大家來說
仍是記憶猶新。
上周五發生在溫泉區的一場山火，令到附近區民要緊急疏散，至今消防人員仍在
撲火中，本州中部的消防人員已作好了應對山火的準備。
麥魯瑪縣已宣佈由周五25日起到周一28日，從下午1時至晚上9時將開放以下地點
讓民眾避熱：
- 俄勒岡會議中心(777 NE Martin Luther King, Jr. Blvd.)
Sunrise Center – 18901 E Burnside St.
Arbor Lodge – 1952 N. Lombard St.
需要接送的民眾可電211。

西北區 i臺灣 線上開講 臺灣創業開講
（本報訊）為鼓勵海外僑界青年訪
台投資就業創業，提供政府跨部會資訊
諮詢服務，建構互利的合作機制。
▲ 報名對象:歡迎對臺灣就業創業有
興趣的熱血青年加入我們!!
▲ 講師:陳建坤/黃喬邦/林薇
▲ 上課日期：07月09日(五)
▲ 上課時間： 7:30PM-9:00PM
▲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ZGXpla
▲ 上線使用軟體: Webex
(平台操作說明及教室號碼將會在上
課前一日寄送)

報名及上線參加者將會領到一份限量特製"i Taiwan專屬環保購物袋"~~獨一無二喔!!千萬別錯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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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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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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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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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神爺大派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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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landchi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tim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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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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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大派水果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華裔警察副局長帶同說中文的華裔警員參加 解答民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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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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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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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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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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