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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減醣好選擇！
蒜味鮮蝦櫛瓜麵，補充滿滿蛋白質、纖維，營養滿分

(綜合報導)零失敗減醣食譜又來了！這些菜除了給孩

子們做便當，也是我家餐桌的日常菜色。沒有功夫菜，

每一道都是食材易取得、使用家中現有調味料、步驟簡

單不繁複、口味也得到先生兒子們認同的簡單食譜。網

友們說看了這些圖就有種很想立刻動手做做看的衝動，

希望它們也能讓您願意動手做做看，讓自己和家人吃得

開心又健康。

★蒜味鮮蝦櫛瓜麵
    食材

中型蝦仁8-12隻、杏鮑菇2株、蒜頭2瓣、櫛瓜1∼2根

    醃料

米酒1小匙、胡椒鹽適量、香蒜黑胡椒適量

    調味料

橄欖油1.5大匙、蒜味胡椒鹽適量

    作法

1. 蝦仁洗淨擦乾，用醃料抓醃備用

2. 準備食材，中型杏鮑菇2株，切0.5公分厚片、蒜頭

2瓣，切片或切碎

3. 櫛瓜切絲

3.1 用刨刀將櫛瓜刨成細絲

3.2 削到軟芯即換邊

3.3 刨不動的軟芯可丟棄，或用刀切絲

4. 用乾淨的布或用手，將櫛瓜絲的水分稍微擰乾

5. 乾鍋將杏鮑菇水分炒乾且兩面金黃後推至鍋邊

6. 加入橄欖油及蒜片炒出香味

7. 加入蝦仁煎熟

8. 加入櫛瓜絲，再用蒜味胡椒鹽調味（或用家中現有

調味鹽）拌炒40秒即可享用:)

    貼士:

①喜歡吃辣可以在炒蒜片時加點乾辣椒碎片一同炒

香。

②若沒有香蒜黑胡椒調味粉，醃蝦仁時直接用研磨黑

胡椒也行。

③杏鮑菇厚片先用乾鍋把水分炒乾，香氣會更好。

④櫛瓜水分較多，用刨絲刀削下來的櫛瓜絲比較容易

出水，為了不影響口感，下鍋之前我會先用手把水分稍

微擰掉。

家庭主婦疫下在家密密抹 5招防勞損肩頸腰背痛
(綜合報導)疫情下市民更關注家居清潔，有物理治療

師表示，近月因過度清潔致勞損的求診個案增加，當中

60%為家庭主婦，主要因上肢長期進行重複性動作，如洗

碗、拖地、抹塵、扭毛巾等，引發上肩膀勞損，出現肩

頸痛、腰背痛等問題。治療師提醒清潔時要挺身，及適

時休息，並多用丫叉、凳等工具輔助。

據註冊物理治療師稱，疫情下因家居清潔而受傷的個

案趨增，60%為家庭主婦，主要涉及肩膀勞損，包括重複

性洗衣服、洗碗、拖地、抹塵等，因經常舉高雙手、彎

腰及扭動雙手致勞損。

她說曾有個案因加緊清潔，並喜歡用較重的鑊煮食，

使用時需由高處提取，調味料又擺放在左則，長久累積

勞損致肩膀出現痛感。

她稱指有研究顯示，因上肢疾病而求診的女性人數為

男性的3倍，其中近半為51至60歲，全職家庭主婦佔20%

。

用錯姿勢 易肩頸腰背痛
清潔時用錯姿勢可引發重複性勞損，常見是上肢肌肉

勞損，包括頸肩痛、腰背痛、旋轉肌撕裂傷，誘發「肱

骨內或外上髁炎」（俗稱網球手或高爾夫球手）、「狄

奎凡氏症」（俗稱媽媽手）及「腕管綜合症」（俗稱彈

弓指）。

提取重物時如重複性出現彎腰、扭轉身體等不良姿

勢，長期擠壓腰脊椎間盤，可增受傷及勞損機會。

患者初時肩前及肩頸會有痛感，舉手、穿着內衣等有

限制，睡覺時若不慎壓住肩膀便會痛醒。若持續數月未

有緩和，或會演變為肩周炎，活動嚴重受限，「洗頭都

有困難」。

善用工具 免頻彎腰舉手
物理治療師又稱，香港居住環境狹窄，不少家居設

備「向上發展」，將重物擺放在高處，但每次提取重物

都要舉高雙手，或增受傷機會，故建議將重物放置在下

方，或以椅子作輔助工具提取，並多用丫叉、折疊梯等

協助，避免長期重複性彎腰、扭動身體、舉手等；清潔

時下肢亦應以「工字步」紮馬，多用大腿肌肉協助，並

要適時休息，每完成一項清潔應休息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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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彤公開三大抗衰老方法 
每天睡足10小時兼做運動

波特蘭總辦事處:
9035 SE Foster Rd.,
Portland, OR  97266
電話: (503) 872-8822
傳真: (503) 872-8825

比弗頓辦事處:
3800 SW Cedar Hills Blvd. #196,

Beaverton, OR  97008
電話: (503) 641-4113
傳真: (503) 872-8825

www.ahscpdx.orgwww.ahscpdx.org

為幫助被新冠肺炎疫情所影響的俄勒岡州居民所設

立的免費輔導計劃。安全保密，提供暫時性幫助，無論

有無醫療保險，我們可以幫助您。

。

www.ahscpdx.org

為幫助被新冠肺炎疫情所影響的俄勒岡州居民所設為幫助被新冠肺炎疫情所影響的俄勒岡州

新冠肺炎免費社區資訊及輔導計劃

普通話

粵語

 了解疫情對個人的心理和生理影響 包括壓力

增加，焦慮和情緒波動，睡眠障礙等。

 在疫情期間為您提供有效應對策略，幫助找

尋所需資源。

請致電以下熱線

(綜合報導)林嘉欣曾留學法國而且對當地文化相當熱衷，她為法國五月藝

術節擔任大使（Le French May）已踏入第八年。最近法國政府為了表揚她多

年來宣揚法國藝術，更授勳她為「Chevalier de 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藝術與文學勳章）」。

林嘉欣每年都會遠赴法國，與當地不同的藝術家文化交流。嘉欣笑指上年

4月收到授勳通知，以為有人作弄自己：「因為信件是由加拿大政府發出，指

我獲法國政府授勳，我反覆看了多次，後來才知道原來我在加拿大出生，法

國要認證我的國籍，故信件由加拿大寄出。」後來確認授勳一事屬實，她坦

言有種超現實的感覺。於授勳當日，她除了用法文致辭外，更安排兩位女兒

協助法國領事進行授勳儀式。儀式結束後，嘉欣以法文及廣東話致辭：「因

為疫情太久沒去法國，法文大退步，所以我找了一位好好的法國朋友替我翻

譯致辭內容，衷心多謝French May團隊，令我過去八年認識很多世界頂尖藝

術家，亦多謝家人，包容我每年去法國交流，以及多謝林建岳博士一直支持

我。可惜他身在北京開會不能來見證，但說會再跟我慶祝。今次能夠得有此

榮耀，會如常學習，如常生活，亦都會教導女兒，要努力尋找夢想，我一直

身體力行做一個榜樣。」

(綜合報導)林嘉欣曾留學法國而且對當地文化相當熱衷，她為法國五月藝

林嘉欣獲法國政府授勳表揚 兩位女兒陪同出席

陳 凱 琳 半 島 慶 祝 3 0 歲 生 日
鄭 嘉 穎 深 情 唱 生 日 歌 贈 愛 妻

(綜合報導)陳凱琳（Grace）日前（23日）30歲生日，

月初出席活動時曾透露會去酒店慶祝，因玩罷不用費時

清 理 。 廿 四 孝 老 公 鄭 嘉 穎 當

然要實現老婆願望，帶一家人

一 起 到 五 星 級 的 半 島 酒 店 玩

幾天。從IG發現他們周日（20

日）父親節已經入住酒店，直

至Grace的正日生日，為老婆精

心設計好所有事情！

Grace今日（23日）早上在

IG開心分享今次Staycation的短

片，見她全程幸福甜笑，羡煞

旁人。片中可見不僅老公鄭嘉

穎在她身邊，兩位寶貝兒子，

長子Rafael和幼子Yannick亦不

時閃現，可愛又精靈，媽咪自

然也樂意被他們搶去焦點。

鄭 嘉 穎 沉 醉 於 親 子 樂 之

中，Rafael跟爸爸玩拋椅墊，又

拿起筆玩填色，但看到他似乎

塗污了酒店的茶几；而快將一

歲的Yannick相對乖巧，只見他

用大眼睛深情地望著鏡頭。一

家人更到泳池玩樂，Grace穿上兩件裝泳衣，身型纖瘦，

看來產後瘦身得不錯。她開心地教長子游泳，Rafael興奮

得張開大口；鄭嘉穎就抱著幼子浸在水中，兩父子相互

對望，似乎有很多話題想交流。

最浪漫的環節必定是倆夫妻共

晉燭光晚餐，Grace親自餵老公，

對方就情深款款唱生日歌。Grace

誠心許願吃蛋糕，指今年過了一

個難忘又幸福的生日，在片段中

更開心得跳起來。

Grace開心用英語留言：「Of-

ficially Turning 30! Thank you for all 

the early celebrations and well wish-

es! Happy Birthday to me & my twin 

twin @derek_hcc. THANK YOU for 

always loving me. My life wouldn't 

be the same without all of you. Each 

year feels more blessed than the last 

and I can't wait to see what life brings 

next. And most importantly, thank 

you Lord for always taking care of me 

and watching over me. May I contin-

ue to grow in wisdom, in faith and in 

strength. Amen #623」大致意思是

Grace要多謝身邊人的祝福，因為

有大家的愛，令她的生活變得不一樣，每一年都比上一

年更幸福；亦不忘祝其雙胞胎弟弟Derek生日。

7 名外傭先後被解僱及集體辭職
《東張西望》家訪蔡一鳳赤柱7000呎豪宅

很多意圖「被

解僱」行為，

曾試過用西瓜

刨刮花她幾十

萬的銀器，在

忍無可忍下解

僱對方；同時

在 檢 查 對 方

行李時，發現

其 紙 袋 內 藏

有她的五卡鑽戒。而這宗涉外傭偷竊案，最後因證據不

足而結案。5月時，有5位同屬某間中介公司的外傭就向

她集體辭職，蔡一鳳不明所以，「有3個做了超過一年，

他們用不同理由辭職，有些說不適應跟這麼多人一起工

作，有位司機就撞了4次車，不知是否怕要負責，所以

辭職……」但她懷疑是中介公司的問題，利誘她們換僱

主。

對於沒有工人姐姐的日子，蔡一鳳表示已慢慢適應，

親自帶B，自己和子女多了相處時間，「變得更開心。」

加上親自下廚亦安心得多。她現在回想，甚至不明白為

何自己要請一大班傭人，找自己麻煩。她亦透露已聘請

鐘點及兩位本地保母幫忙，若然多請一位廚師，「足夠

應付三餐了！」「受氣少了，陪兒女時間長了，整個人

好實在。等廚師上班就可以復出做運動了。我要加油！

子女一直都很黏媽咪。」

(綜合報導)前亞視高層盛品儒的太太蔡一鳳，因

為家中多達7名外傭先後被解僱及發生集體辭職事

件，成為熱話；《東張西望》主持利穎怡走訪其赤

柱7000呎獨立屋，了解7名外傭辭職真相！

蔡一鳳婚後誕下一對龍鳳胎，現在已經2歲，為

照顧一對子女及打理大宅，高峰期共有8名外傭；網

民猜測是女主人難以相處，苛刻對待家傭所致。蔡

一鳳在節目中親自平反，帶主持參觀她安排給外傭

的 起 居 環 境 ，

其 中 一 間 家 傭

房 間 ， 設 有 上

下格床共6個床

位 ， 組 合 櫃 可

放 私 人 物 件 ，

蔡 一 鳳 說 ： 「

冷 氣 都 容 許 他

們 開 。 」 鏡 頭

一 轉 落 在 超 大

廚 房 內 的 兩 個

大 型 冷 凍 庫 ，

「裡面擺放食材、生果，工人姐姐是可以隨便吃！」既

然生活環境不差，為何工人姐姐先後辭職？蔡一鳳重提

4月時，其中一名家傭的失誤，將未剪碎的牛肉給她兒子

吃，令他嘔了8次，「連黃疸水也嘔出來了！」對方不認

錯，「所以即時解僱他！」之後新一位外傭履新，做出

( 綜 合 報 導 )

有 「 最 美 小 龍

女」之稱的李若

彤已年屆54歲，

但她的外貌和身

材都保持得非常

好，又熱愛做運

動。最近她就在

社交網站分享了

自己的抗衰老方

法，全程以素顏

出鏡，引起大批

網民的關注。

首 先 李 若 彤

表示自己很重視

睡眠，每天都會

睡10小時以上，

但睡覺前為了提

高睡眠質素更會

梳頭來助眠，甚至會噴上自己喜歡的香水來入睡。另外

她一向熱愛做運動，不但可以提高新陳代謝，更可以幫

助身體抗衰老。最後她認為一個好的抗衰老護膚品也很

重要，為肌膚補充足夠的膠原蛋白。

( 綜 合 報 導 )

黎耀祥4月到橫

店 為 電 影 《 大

夢 西 遊 之 五 行

山 》 開 工 ， 戲

中 他 一 人 分 飾

兩 角 ， 「 豬 八

戒 」 及 「 天 蓬

元 帥 」 。 期 間

除 拍 戲 之 外 ，

亦 把 握 機 會 到

不 同 地 方 出 席

活 動 賺 大 錢 ，

包 括 杭 州 、 上

海 、 天 津 、 蘭

州 、 江 蘇 、 廣

東 等 ， 時 間 表

已排到七月底。而全程有太太Julia陪伴在側照顧一切，

祥仔笑言兩夫妻反而多了相處時間，更利用工餘遊覽了

杭州不少名勝古迹如西湖、靈隱寺、龍井村等，樂不思

蜀，暫時都未有返港時間。

黎耀祥內地開工賺大錢
拍大夢西遊再演豬八戒

黃子華被完整劇本打動
夥Stephy拍賀歲片《飯戲攻心》

(綜合報導)賀歲片

《飯戲攻心》昨日舉行

記者會，演員包括黃子

華、鄧麗欣（Stephy）

、王菀之、林明禎及張

繼聰等。子華表示被劇

本打動而決定接拍，坦

言久未試過在開拍前收

到完整劇本，令他難以

置信！戲中許多頓飯也

有陰謀很攻心，他笑言

以前拍過不少吃飯戲太

空泛，氣得他把劇本丟

到 後 巷 ， 今 次 卻 完 全

不同，戲中數頓飯都有

追看性，角色大挑戰，

堪稱高難度。他同時透

露戲中和鄧麗欣（Ste-

phy）、張繼聰有矛盾

三 角 關 係 ， 每 天 看 見

二人打情罵俏有多辛苦，但笑言最慘被阿聰稱呼「子華

哥」，嘲阿聰自行降級。Stephy坦言面對子華神令她起初

感到有壓力，但在圍讀的溝通過程發現對方很親切，搞

笑輕鬆，壓力漸少。而自己少拍喜劇，今次跟對方有少

少親熱戲但不會很激，也不會忍不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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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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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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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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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長期通勤/住家保姆
每週工作 5/6天

照顧3個月大寶寶
及簡單家務 

要有經驗 有愛心講國語
距波特蘭機場15分鐘車程
意者電話 360-597-8096

誠徵保姆

招聘中國廚師
有健康保險 好福利
帶薪假期和 401 K
欲了解更多信息

請電 503-349-6264 
留言或短信

Safeway/Albertsons 

往返南北加州
Portland或其他

半工短途
年薪8萬起
詳情請致電

408-337-6436

誠聘A牌司機

82街全記 
清洗碗女工一名
有意請來電話

（206）383-6868
或下午三時至五時
（503）771-6868

餐館請人

請炒鍋及幫廚
全職或兼職
有意請電

971-344-2629
餐館位於 

8225 SW Apple Way, Portland
場地可用作舉辦婚宴

Queenz  Asian Cuisine

機場附近 ezbuy
 新加坡轉運公司

招聘收貨和倉庫打
包工作人員

提供醫保401k 
和帶薪年假等福利
503-961-9286 Sean

快遞公司招聘 

McMinnville Momiji Sushi Bar
請壽司師傅有無經驗均可 

但需具備上進心
包食宿（居住環境好）

有醫療保險
有意請聯繫  Mindy 

 541-921-0506

壽司店招聘

 SE連屋出租
近82街及Division街

交通方便  近購物店

兩房個半浴室

有後院   價錢面議
503-887-6888

俄州東部中餐館地產連生意出售
離波特蘭約5個多小時車程 

小鎮中心  有停車位
1850平方呎   70座位

生財工具齊全
生意十分好

東主經營24年
隨意準備退休

生意連地產  賣19萬9千9百

SE柏文出租
Powell街 近82街

9號巴士線 交通方便
近購物中心
兩房一浴室
價錢面議

503-887-6888

俄勒岡小鎮中餐館生意出售
位於小鎮入口  大街獨立建築

 特大停車場 餐館56座位
2年前新裝修 廚房設備齊全 

外賣生意特別好
接手即可賺錢

發展良機
生意賣
8萬8千

俄州大市鎮地產連生意出售
市鎮中心 地產面積超過

1畝地  獨立建築
特大停車場 餐堂7169平方呎

共320座位 大酒吧
5台賭博機 幾年前新裝修

接手即可做生意
發展良機

地產連生意
賣128萬

俄州中南部中餐館生意出售
市鎮中心旺區  獨立建築 
大停車場  餐館70座位

廚房設備齊全
生意穩定良好 

最適合家庭式經營 
生意賣
7萬8千

誠征住家或通勤保姆
照顧3歲孩子
要求打過疫苗

會開車，做飯，家務
薪資面談

電話 607-319-9887

誠徵保姆
 徵兼職長期家庭助理

須有搬家整理經驗
有車下午有空
偶爾需外出

$16-$18/ 小時
請短信626--491-9111

誠徵家庭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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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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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ensed． Bonded． Insured

CCB#2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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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551-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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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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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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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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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廚師1名
工作輕鬆

離波特蘭東南區
華人超市富康商場
不到20分鐘車程

有意請聯繫
503-384-8920

溫哥華中餐館

紅茶館點心部
請點心幫手

有沒有經驗均可
電話：503-820-9631

餐館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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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近82街餐館 
請炒鍋
電話

971-506-1638

餐館請人
請壽司師傅 企台
波特蘭北邊近UP

電話
503-841-0577
503-953-0649

餐館請人

請幫工
一星期工作3-4天

需懂粵語及基本英語
有意 

請於下午3時前電
503-222-0547

甜品工場  

以上廣告請聯繫

陳雷嘉麗 地產經紀
503-887-6888

了解詳情

Gresham區Division 夾232街
請炒鍋

有意請電
 971-263-1833

餐 館 請 人

離波特蘭3小時車程
獨立建築 有老虎機
有小酒吧 100個座位 

獨立停車場
有意請電

541-662-0502  陳生

埠仔餐館出讓

招聘商品處理員
訂單核對包裝 文件製作

 商品上架 維持環境整潔等
工作環境簡單  30分鐘帶薪午休 

團隊合作  細心負責 電腦操作 中英打字
週一至五 11AM - 17PM (下班時間根據當日貨量)  

請簡歷 letaopdx@gmail.com

位於SE 東南區
聘請男工人兩名

503-928-9388

長盛海鮮

已租

Beaverton區新teriyaki餐館
聘請有經驗廚師

全職或兼職
需略懂英文

電話 503-985-9896
（請於9am-6pm來電）

餐館請人

波特蘭餐館
請麵點 抓碼 打雜

各一名
有意請電

626-823-3456

請廚師一名
全職或兼職

位於82街夾Powell
近公交車站

電話 503-888-3681

餐車請人  

16519 SE McGillorray
Vancouver WA

請壽司師傅 中餐廚師 
服務員
電話

503-380-8790

小溫哥華日餐

請打雜 企台各一名
離波特蘭1.5小時車程

包食住
電話 

503-789-6376

餐館請人

請有經驗炒鍋，
油鍋，打雜各一名

餐館電話：
503-620-8899

手機：503-866-7531
請留言

中餐館請人  

北方餐館誠請
炒鍋 抓碼師父各一名
餐館位置在Aloha區

付時薪 
現在餐廳只營業晚餐

有意者請電
503 998-5796 Johnny

餐館請人
北方餐館

請炒鍋一名
有意請電

971-226-6330

餐館請人

什碎餐館
請洗碗一名
有意請電

503-914-8431

餐館請人

北方餐館
洗碗打雜位子

包食宿、薪優、
有小費

有意請電
971-570-1419

餐館請人 

82街富康商場火鍋店
廚房請人

男女 經驗不拘
工作環境舒適
請電 莊先生
971-349-3349

餐館請人

Wilsonville 
請洗碗工一名

電話
 503-682-8633

餐館請人

北方餐館
請炒鍋一名
有意請電

971-226-6330

餐館請人

I am a 72 year old man of European descent, 
born in Portland.  I am single and wish to create a 
comfortable and happy relationship with an Asian 
woman.  I speak Japanese, Spanish and English.  I 
have friends in Japan and enjoy visiting them.  I 

enjoy the outdoors including camping, boating and 
riding my motor scooter.  Theatre, symphony and 
social dancing are my favorite indoor activities.  

Please call if you would like to visit.  Thank you.  
Kenny.  360-798-6007

已租

離波特蘭1.5小時車程
位於商業中心 地點好
80個座位 生意穩定

外賣生意特別好
生意賣21萬

電話 503-929-1768

生意出讓

餐館請人

位於Lake Oswego
請炒鍋
電話

503-888-3229

餐館請人
離波特蘭15-20分鐘

車程
請洗碗工一名

可包接送
電話 

503-810-4126

餐館請人
Tigard新張餐館

請有經驗
油鍋  企台

可全職可兼職
有意請電 

503-460-7434

餐館請人
快樂小羊Beaverton餐廳招聘

 廚房幫廚 抓碼 洗碗
 前廳Busser Server Hoster

小時工資+小費+補貼 
保險+Vision 帶薪病假
無需經驗 可培訓上崗
請聯繫 206-653-5795

餐館請人
位於82街

請企檯 看檯 
壽司師傅

服務員 帶位
聯繫電話

503-342-8888

Buffet店請人

ERA Freeman & 
Associates Realtors

誠聘半職或全職客服
須懂中文 英語

及電腦操作
有接聽電話經驗優先

詳細請電
 Fannie (503)262-7833

誠  聘

員工、司機一名 
工作時間  9am-5pm

電話
503-284-6818

誠  聘

SalesP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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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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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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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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