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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官員呼籲減少勞工假聚會
讓學生安全回校上課

（綜合報導）下星期一（9月6日）是勞工假期，為了保護學生有一個安全的

上課環境， 特在周二 行新聞會，在會上多名出席的官員均要求家長

們、學校教職員和衛生部門合作，保護學校的 子們。

衛生官員維 士指出， 最擔心的是學生 與學校範圍外的 會，

然後將病毒 回學校。 說：“無論是家庭或是個人，現時都要限制大家的社交然後將病毒 回學校。 說：“無論是家庭或是個人，現時都要限制大家的社交

動。”

維 士表示，如要 會，要在戶外並保持社交距離， 信，現有的預

防 ，例如戴口罩、保持距離和強制要求教育工作者接種疫苗，將有助於減輕

課 內的傳播。(下接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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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州兒童確診個案越來越多
0-5歲小孩　一周內有499人

州政府稅收可觀
納稅人再獲退稅

（本報綜述）本州的經濟預測出現被議員們 為

人 的增長，導致政府 收 有超 的增幅。在這

情況下，按 法例，州政府將要向納 人退 ，而今年估

計的退 金額高 19 ，這是俄勒岡州 續 年的退

，也是本州有 以來最高的退 金額。

本州有法例規定，在一個兩年的財政年度中，當個人所

得 收入 預期的高出2%，政府就要退 給納 人。

在5月，經濟專家已預測本州今年的經濟有 人的增

長，並說會有14 的退 。但由於政府將今年的報 截止

期 到5月，當時納 人才 成報 和交 。之後， 到

收比預測的還要高，部份原因是高收入人士加 幅度大，

以及選擇 報個人所得 而不是 業 的 老 收入亦

大增，再加上聯邦政府的疫情緩助金和失業 助等。

在周三（25日）的州議會中，經濟專家再次 報，並作

出退 額的更新。

預計，今年的中等收入人士（年收入35,000至40,000

），退 為420 ；至於年 收入有67,500 的納

人 ，估計能獲850 退 ；而最高收入層（年收入超過

442,700 ）的納 人可獲退 16,880 ，退 額要 納

人所 的 已定。

個人所得 外，經濟專家更預計，州政府的公 所得

收入亦將 預期高出8 47 ，而這個公 退 將會流

向本州 -12年級的學校經費。

有 指個人退 將金 不公平地退給 有的州 ，而

不是將退 用在社會上有需要人士的身上。同時退 也減

少了本州下一個財政預算中可 費的金額。然而經濟學家

表示，即使州政府在過去 年向納 人退還大量 ，但

過去 年激增的 收使本州的普通基金 了一 。

經濟專家 克 指出，退 對政府來說並不是沒風險

的。如果經濟衰退來 ，州政府因 常支付大額的開支

和 赤字，有可能因此而陷入財困。

克 說，目前 ，預計前景 定，這情況不 可能

出現。但如疫情 趨嚴 ，政府要向 戶 加限制的 ，

就有可能出現問題。但布 州長 前已宣佈沒有這等限

制。

州 主 議員普 對這報告感到 意，並表示喜與 種

分 這成果。

州 議院議長 克稱這一預測為“好消 ”，可以幫

助立法者繼續專注於解決更多危 。但 克 告， 定

的前景受到新冠病例激增的威 ；表示如所有州 都 力

保護自己免受病毒感 ，我們就能維持目前經濟復 的狀

況。

至於共和 導人則指，儘管收入激增，但本州仍處於

混 狀 。

議院少數 德 (C ri tine Dra an)說：“儘

管預算在10 年內 了一 ，但今天本州在教育、 和社

區安全方面的情況卻每況 下”。

上課
（綜合報導）本州的學校在 續開課之 ，卻遇上疫

情 來 嚴重的情況，死亡和住院人數激增，令到擔心

子女安全至 失 的家長們不知所 ，而報 上課

程的學生人數突然急升，並已遠超過原定的收生名額。

據了解，不少 們當然希望子女能重 學校，與

同學們一起學習，一起有社交時間，但考慮到子女的健

康安全問題，他們都希望能在學期開始時選擇遠程學

習，一 確診病例減少或全家都已接種疫苗後，就回校

上課。但今年學區的 上課程並不讓家長們隨時作出改

動。

波特蘭學區從 仍選擇遠程學習的15,000個家庭

中，選出 1,000個家庭進行了 查後，之後就創 了一

個在線學習學院（Online earnin  Academy)，並將收

生名額上限設定在500人。但卻未預料到本州在控制疫情

方面 然會失 。

擔心子女安全的 ，特別是12歲以下未能 的，

向學區查問有關在線課程的資料，截至上周三，波

特蘭學區的在線學習學院已超額收生513人，有96名學生

在 名單上。

有家長指出， 入 在線課程也不 ，特別是

課程的。他們指學區所提供的信 混 。家長們擔心

如報 在線學院，子女會失去 課程中 以求的學

。不少家長在開學前還在考慮是否應 子女 在家學

習還是到校上課。

波特蘭學區的教學 監 德表示，報 在線學習課

程的學生， 承諾最少 成1 4課程，原因是在線學習

和學校均分別有自己的課程和進度，如學生在中 轉到

另一 式上課，可能需要一 力才能 上課程。

對於 課程的學生，特別是 高班的學生， 德表

示，如他們報 在線課程的 ，不 可能會失去他們原

來的學 。

至於比 學區， 在疫情大流行之前已接到不少家

庭的要求提供在線上課的選擇。去年，學區 動了F

在線學校，有 1,000個家庭 。學校發 人 利 指

出，疫情前學區已有這在線學校的計劃，疫情的出現加

快了 實的 。預計今學年有1,100個家庭選擇在線學

校的課程。

而 ill boro 學區自 2012 年起已設有在線學校，在

首 年， 學生人數  100人；去年報 這課程的學

生急升到1,145人，今年已 的學生已有440人。學區

人員了解到家長們極度關注Delta 病毒的情況，特別將

在線學校的日期 至 9 月 17 日。

波特蘭公立學校在線學習學院的 已在上周 截止

了。這消 令家長們感到 ，因為不少家長只在截止

前一日才收到這個最新公告。

有許多家長為子女 選 在線課程的主要原因，只

是在確診仍高的情況下給 子一個臨時的安全選擇，或

有家長只在等 子接種疫苗期間的選擇。

目前的情況顯示，可接種疫苗的6至12年級學生，

人數比 少，而小學生則 多，這就足以證明家長們

的 法。

德說，目前在線課程最大的障礙是 足家庭的 種

需求。一些家長希望用西班 來維持 子的教育，而

另一些則希望用普通 。 德說：“我們可以支持 心

教育 能，但我們無法支持所有可能的需求。

（本報綜述）本州的疫情仍

處於嚴 ，一 有關確診的

資 都只提到成年人，但要

意，本州的兒童 少年

（0-18歲）的年齡層亦失

守了。

按 衛生局公佈的數

字，在7月11日起的一星期

內有355名兒童確診，到了

8月8日的一星期這數字已升

到1,820人，到15日起的一星

期更升到1,871名。

其中，在8月15日起的一星期

內，就有499名0-5歲小 的新冠檢測

呈陽性。這是一個令家長們 的數字。

據兒童醫院的醫生表示，隨著托兒 務重開，這數字有

上升的趨 實不足為 。但還好的是，這些確診的小

中，只有極少數需要入院治療。兒童患者普 來說，只

有少於1%需住院，有一半人有新冠病徵。

本地一 在周 查 了本地區兩家醫院有關兒童

確診住院的情況。在 e acy醫院，

有4名小 檢測呈陽性，有一人要

入住小兒監護病 。在俄勒岡醫

大學醫院，有1名12歲以下的

小童及3名12-19歲的 少年在

院。

在全州的兒童和 少年確診

率，最高的是 平 人；

而人數最多則是 人，由去年

疫情開始至今，有14,800人，而

兒童 少年確診則共有33,661

人。

有醫生指出，最年 的小兒患者對

成年人會 成潛在的感 風險。因為小兒需

要多方面的 ，並經常與 他們的成年人有

的接觸。

醫生們提 家長，確診兒童有輕 的類似感 的症

狀。所以如子女出現感 症狀，在決定前 檢測時，

前致 醫生，醫生會幫助家長們決定應否對 子進

行檢測及下一 該做 麼。 

兩縣求冷藏車放屍體
（綜合報導）近期，本州新冠死亡人數激增，有小

已無力應付這情況。 於本州西 邊區的 illamoo

和西 部的 o e ine 均提出要 新冠病

人的 體。 

illamoo 緊急管理官員指出，該 唯一的

內 的 體數目已超過法定上限的9 。該名官員更指

出，由於有工作人員感 新冠病，所以沒人 將 體

到 近的 ，再加上近期該 自 的人亦增多了。

根據當地報 報導，該 由8月18日到8月23日之間，

共有6例死亡病例，比疫情以來的 死亡人數5人還要

多。而在過去一星期，該 的死亡人數激增至11人。當

地的議員 求 接種疫苗，並承諾會繼續推動當地

接種疫苗。

illamoo 成年人的 全接種率有55%，部份接種率

也有70%。州緊急管理局從 lamat 來的 已

於上周 到 。

至於 o e ine ，當地無論是醫院或是 間全部

都 全 ，而 醫院的幾 全是未有 疫苗的病

人，該 的疫苗接種率只有53%。

o e ine 從不向公 宣傳接種疫苗的事，有 者

表示，在月初與當地官員的一場會面中，該 一名前少

數 共和 爾 就說過：“我不會 任何人

起來，給他們接種疫苗。”同時當地官員更質 疫苗

的 效， 示確診激增是由 西 引起的，而他

們對公 稱疫苗是未經證實的藥 。

該 緊急事務經理要求一 可 20到48 體的

， 指出 內的醫院每天 體的數目均超出

了 量，而 內的5家 和3個 場的也幾近

不下了。

州緊急管理局將從 am ill 來一 到

o e ine ，解決該  的 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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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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推出mAb療法
減低醫院負擔

（綜合報導）在確診和住院人數大增的情況下，本州正式向新冠

病毒檢查呈陽性的病人提供單克隆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mAb)

療法，希望藉此減輕本州醫療系統的負擔。這療法適用於病情還不

至於嚴重到需要住院的患者。

mAb療法可以降低體內病毒的數量，減少症狀，從而避免去醫

院。mAb療法在出現新冠症狀後不久展開最為有效，因此立即接受檢

測尤為重要。

mAb是一種在實驗室中製造的抗體，其作用類似於免疫系統生成

的抗體。mAb療法在人體免疫系統自行產生抗體的初期，能幫助身體

對抗新冠病毒。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已授權緊急使用幾種 mAb療法。

在臨床研究中，這幾種療法被證明是安全的。FDA還將繼續監測這些

療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mAb療法適合以下人士： 

- 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

- 在過去10天出現中度症狀的患者。

- 年齡在12歲及以上，體重至少有88磅

- 屬入院高危群，即住院有增加病情的風險

納入高危群原因有很多，包括年齡、潛在的健康狀況和其他事情，

常見的原因：

- 年齡≥65歲 - 肥胖或超重

- 懷孕 - 慢性腎病

- 糖尿病 - 免疫抑制疾病或免疫抑制治療

- 心臟或循環系統疾病，如心力衰竭、冠狀動脈疾病、心肌病和可

能的高血壓（高血壓）

慢性肺病，包括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中度至重度）

、間質性肺病、囊性纖維化和肺動脈高壓。

- 鐮狀細胞性貧血症

- 神經發育障礙，如腦癱

- 依賴醫療器械(例如，氣管造口術、胃造口術或正壓通氣[與 

COVID-19 無關])

　　本州目前提供的mAb療法有兩種：皮下注射和靜脈注射。

比 去 年 預 測 提 前 一 年
社安金預計 於2033年耗盡

（綜合報導）美國政府周二公布的一份年度報

告顯示，大多數美國人退休後所依賴的社會保障

信托基金將在12年後耗盡資金，比此前預期的提

前一年。新冠疫情加劇了這前景，還可能導致退

休金減少，並增加老年人的醫療成本。

財政部負責監管兩個社會保障基金：老年和

遺屬保險和殘疾保險信託基金。官員們表示，老

年和遺屬信託基金現在能夠支付預定福利至2033

年，比去年估算的時間提前了一年。據估計，殘

疾保險基金將能夠提供資金到2057年，這比2020

年發布的預測提前了8年。

儘管這兩個基金在法律上是獨立的，但財政部

表示，這兩個基金合併後能夠在2034年之前按時

支付預定的福利。

政府高級官員在週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2020

年退休年齡美國人的死亡人數因新冠疫情激增，

這使社保項目的成本低於預期。然而，由於疫情

使很多人選擇提前退休，並導致美國勞動力規模

縮減，美國最重要的兩項安全保障計劃——社會

保障(Social Security)和醫療保險(Medicare)

的財務前景在過去一年中惡化。

與去年預測的一樣，聯邦醫療保險的醫院保險

基金將會在2026年枯竭。屆時，醫生、醫院和療

養院將無法從醫療保險中獲得全部福利，而患者

可能要承受保險範圍的削減。

財政部在週二公佈的材料中表示，“這兩個項

目的資金都受到了疫情和2020年經濟衰退的嚴重

影響。”就業、利率、收入和GDP大幅下降，以

及未來幾年死亡率上升等的綜合效應，“都將對

這些計劃的前景產生重大影響”。

根據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項目受託人週二發布

的一份報告，聯邦政府預計，美國2021年的死亡

率將比大流行前的正常水準上升15%，直到2023年

才恢復。

在過去兩年裏，退休金項目開始動用儲備的基

金，以便向退休人員支付承諾的所有福利。現在，

每月支付給退休人員的社保費用已經超過了該項目

從美國員工那裏獲得的收入。預計很快就會持續出

現赤字，該項目的儲備基金將在2033年左右耗盡。

如國會到那時還不採取行動，社會保障法將全

面削減退休人員20%的福利。對於那些已經開始使

用退休金項目，並且通常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人來

說，20%的削減可能是災難性的，並有可能使許多美

國人陷入貧困。

社會保障長期以來一直面臨著一個簡單的數學

問題：由於每天都有數千名嬰兒潮一代退休，進入

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數量不足以抵消這個差額。更

糟糕的是，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在增加，出生率卻在

下降。根據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到2035年，65歲及

以上的美國人將從目前的5400萬增加到7900萬以

上。與此同時，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今年5月

表示，去年美國的出生人數比2019年下降了4%，是

2014年以來平均每年下降2%的兩倍。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說，美國的出生率現在

非常低，“低於更替水準”，這意味著每天死亡的

人比出生的人多。

因執行口罩令 校長被解僱

衛生官員呼籲減少勞工假聚會
讓學生安全回校上課

(上接A1版)在會上有官員提到，開學前，出外旅遊的

人士大增，加上變種病毒傳播力強，很難確保擴闊社交

範圍後的安全。多名官員均表示，家長們應該知道如何

能保護子女的健康和回校上課的安全。減少與家庭成員

以外的人士接觸，會是一個有效的法方。特別是在下周

的勞工假期間。

當提到學生在學校的安全時，公共衛生主任根西指

出，許多學區都會盡量發揮創意，為學生創造安全的環

境。午餐時段是學校面對的最大問題之一，波特蘭學區

在開學首6個星期將午餐改在戶外進行；另有學校會用

（本報綜述）一名在本州東部的阿德里安（Adrian）

學區內任職14年的學督珀內爾，在開學一星期後，因要

求所有學生和教職員遵守州長的口罩令，被校董局即時

解僱。

據報導，該學區校董會突然召開緊急會議，開會不到

半小時，在沒有任何討論的情況下，就以 4 比 1 的票

數通過終止珀內爾的職務。董事會主席金凱德在會後表

示，該決定是因為珀內爾未能遵守董事會指令。

宣佈被罷免職務的珀內爾，當時向情緒激動的人群

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講。他說有時他無法做好溝通的工

作，而董事局成員亦無法用文明的方式進行溝通。他已

感到累了，厭倦了，讓自己、家人、朋友、同事失望。

珀內爾從事教育工作已有37年，受到不少家長們的愛

戴。

自州長頒下學校的口罩令後，全州有多個學校的董事

會感到憤怒。

俄勒岡州教育部主任柯爾特吉爾說：“我們有一個共

同的優先處理事項－－要讓學生安全可靠地回校上課。

事實證明，口罩可以減緩病毒的傳播。我知道口罩不是

爭拗的論據，個人自由才是論據的焦點。但是，伴隨個

人自由而來的是責任，不僅是對自己負責，也要對我們

身邊的人負責。”

柯爾特吉爾指出，不應將遵守安全法政治化，目的

是要維持學生能夠回校上課，而今次因學督以學生回校

上課為優先考慮而被解僱，實在是沒道理的。

但學區一名董事指，他喜歡規避規則，但珀內爾卻

喜歡規則。作為管理層，他和校董會應團結起來為社區

戰鬥。

一名前董事局成員指珀內爾所做的只是保護學生和

教職員，而校董會卻認為學督不合作。這班人相信不需

要有口罩，口罩對兒童有害；甚至考慮將子女轉到一些

沒有限制的學區，那怕是跨州到附近的學區。

去年9月，阿德里安（Adrian）校董會曾起訴州教育

部和衛生局，聲稱州政府對那家學校能恢復面授教學的

麥縣衛生官員維恩斯博士

盡用校內的空間，確保學生在用膳時能保持有足夠的距

離。

另外，遇有職員或學生出現新冠病徵時，衛生官員已

定出協助學校處理的方法。並在初高中學校設有快速測

試，唯卻未有設下由面授教學轉到混合教學，或遠程教

學的門檻。

為保護學生和教師，州長已設有口罩令，和強制教

職員接種疫苗。至於會否考慮強制12歲以上學生接種疫

苗，州長辦公室表示暫未有積極考慮，但專家認為，這

是州政府，甚至是一些學區的未來方向。

標準既武斷又反復無常，應該允許學生回校上課。去年

年底，他們曾經在學校集會示威，並讓百多名學生回校

上課一整天，以示抗議，當時州長只准學生回校上課最

多兩小時。到今次學生能回校上課，卻因口罩再引發事

件。

一個口罩令已令社區分化，甚麼也變得政治化，不單

是阿德里安學區，全州有多個學區均有反對州長命令的

聲音。有家長認為，明明是對大家好的，偏偏卻成了壞

事。在擔心子女安全的情況下，家長都感到極度沮喪。

上星期，已有學區因確診病例仍在不斷上升，宣佈推

遲開學日期，亦有學區宣佈全校改在線學習，直至疫情

轉趨緩和為止。

截止周三（9月1日）全州累計有279,086宗確診病

例，3,221人死於新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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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已久的醫療保險終於拿到了！女兒要帶我

去見家庭醫生做身體檢查，我心裏既高興又擔心，

因爲很久沒有檢查身體了。經過一番檢查，醫生說

我右腋下有一個腫塊，需要做進一步的檢查。做完

檢查後，醫生請我們回家，等待通知。

等待的日子著實讓我的心一直背負著重擔，

這時候我想起禱告、尋求主的幫助才是最有效的方

法！其實，在我們沒有祈求主之前，主就知道我們

的需要了。衪要我們常常禱告，倚靠衪，將一切

憂慮卸給衪，因為主應許過：「你們祈求，就給你
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馬
太福音七章 7 節）

禱告的時候，往往覺得自己嘴巴笨，常常詞

窮，缺乏美麗的詞彙。但是，主看重的是我們的

心，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向天父傾訴，衪傾聽並

重視我們每一個用心發出的禱告。當禱告還沒有被

主應允的時候，不要放棄！因爲主耶穌要我們「常

常禱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十八章 1 節）

幾天後，醫生打電話給我女兒說：「告訴你們

一個好消息，你父親腋下的腫塊叫『淋巴結節』，

不用治療，過一段時間就會自己慢慢消失的。」

感恩神對我的看顧保守！衪應允了我的禱告，

並鍛練了我的耐心，讓我學習靠著信心去等待。主

不但知道怎樣做對我才是最好的，也在衪認為最合

適的時候，按照衪的心意來成就我的禱告。

我們無論處在任何困難的景況，第一個要想

到的是我們的主，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不單為自己求，還要為任何有需要的人去求，為我

們的敎會、社區、城市、國家祈求平安，為早日結

束新冠病毒疫情、為世界和平去禱告守望。藉著禱

告，可以更多地經歷神的同在與恩典，更好地明白

神的心意，承擔神給我們的使命。

願一切的榮耀、頌讚和感謝都歸於我們三位一

體的真神！阿們！

個人見證集

聖經人物誌 歷史時光機

波村放大鏡

專心跟從神的迦勒 以色列十二支派
澔   恩 澔   恩

SoSo

梁弟兄

gracebolip@gmail.com
編者
的話

投稿
熱線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祂。祂出現確如晨光，祂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
雨。」（何西阿書六章 3 節）親愛的朋友，你是否正走到一個關口、不知如何跨越？誠摯邀請你憑信
心來倚靠耶和華神，祂必用笑臉來幫助你！願你平安！願你的家平安！願你所有的一切都平安！

百老匯橋（Broadway Bridge）乃是波特蘭市橫

跨威拉米特河（Willamette River）由北向南的第四

座橋，取名來自橋在河東岸所銜接的道路名稱。

百老匯橋的設計很有特色，由名建築師 Ralph 
Modjeski 所設計，是一座全球罕有、採用西奧多•

拉爾（Theodore  Rall）所發明的拉爾式雙葉縱向

活動擧橋（Rall-type  double-leaf  bascule  bridge），

「bascule」即法語的蹺蹺板。建於一九一三年，耗

資一百六十萬美元。在同類型的縱向活動舉橋中，

它的跨度（span）是全球數一數二的。

每逢有大船請求經過此橋時，橋上的操作員就

會啓動嗶嗶的警告聲並閃起紅燈，以阻止任何車輛

和行人進入，然後橋面會舉起打開讓大船通過。平

均每個月大約要舉起廿五次。由於這種設計非常複

雜，來往的車輛若剛好遇到此橋必須打開，至少要

等廿分鐘左右才能恢復通行。

百老匯橋原本的顔色是黑色，一九六一

年，一位波特蘭的建築師 Lew is  Crutcher 提
議，應該讓波特蘭的每座橋都有自己獨特的

顔色，於是在一九六三年被重新漆成金門紅

（Golden  Gate  red）。於二〇一二年被列入美國

國家古蹟（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
之一。也由於這座橋很有特色，曾經有電影

在 此 取 景 拍 攝 ， 例 如 ， 一 九 九 六 年 由 安 吉

麗娜•朱莉（ A ngél ina  Jol ie）主演的劇情片

《狐火》（Foxf ire）以及二〇〇八年由黛安蓮

（Diane  Lane）主演的犯罪驚悚劇情片《無法追

踪》（Untraceable）都有百老匯橋的場景。

這座橋共有四個車道，東西向各兩道。除

了車以外，從二〇一二年起，波特蘭有軌電車

（Portland Steetcar）也由此橋通行，因此橋上交通

流量十分地頻繁。在兩向車道的最外側都有 3.4 公
尺寬的人行道，道旁設有路燈，可供自行車和行人

穿越，十分安全。

筆者非常推薦讀者到百老匯橋上走走。可以

把車停在内藤公園大道（Naito  Parkway）與百老

匯橋相交處附近，爬上跟橋一樣顔色、有八十階的

階梯，走到橋中央，遠眺威拉米特河景和附近的

波特蘭市景，往北可以看見弗里蒙特橋（Fremont 
Br idge），往南則可以清楚看見鋼橋（ Stee l 
Bridge），景色十分美麗又壯觀！難怪好多人騎自

行車從這橋過河。

聖經記載有關迦勒的事蹟雖不多，卻六次說

到他專心跟從耶和華神（民數記十四章 24 節，卅

二章 11-12 節；申命記一章 36 節；約書亞記十四章

8、9 和 14 節）。究竟迦勒是何等人物呢？

迦勒是以色列猶大支派耶孚尼的兒子，與以法

蓮支派嫩的兒子約書亞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在摩西

的帶領之下，與以色列百姓離開埃及爲奴之地，行

經曠野，向神所應許的迦南地而去。四十歲那年，

身爲猶大支派族長的迦勒，和以法蓮支派的族長約

書亞，以及以色列其他十個支派的族長，一同被摩

西打發前去窺探迦南地。

四十天之後，十二個探子完成任務，回到摩

西、亞倫和以色列全會衆面前報告。有探子說，迦

南是吞吃居民之地，迦南人個個身材高大，相較之

下，以色列人就好像「蚱蜢」一樣。以致當下全會

衆大聲喧嚷，百姓都喪膽哭泣，打算要另立一個首

領，帶他們回埃及去。

那時，只有迦勒和約書亞兩人獨排眾議，對神

充滿信心，安撫以色列全會眾說，迦南地確實是流

奶與蜜之地，力勸大家切不可背叛神回埃及去；迦

南人是他們的「食物」，只要有神與他們同在，就

毋需懼怕。

以色列人與迦南人爭戰得勝之後，約書亞捻

鬮為以色列各支派分配在迦南地所得的產業。當時

迦勒已經八十五歲了，依然雄心萬丈，毫無所懼地

向約書亞請纓，要去出征位於山地、住有高大强壯

的亞衲族人的希伯崙，說：「我還是强壯，像摩西
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的
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約書亞記十四
章 11 節）他深信，靠著神一定可以把亞衲族人趕

出去。因此，後來他和約書亞成了十二個探子中唯

二進到迦南美地得地為業的人。

我們跟從神的心志是否常忽冷忽熱？或是不

冷不熱？或是覺得年紀大了，就沒法再繼續跟從神

了？迦勒一生盡心盡力盡意地愛神、專心跟從神，

對神充滿信心，爲神火熱，積極樂觀，勇敢不畏

懼，數十年如一日，絲毫不減。他真是我們學習跟

從神的好榜樣！

信心的等待

亞伯拉罕原名亞伯蘭，是挪亞的兒子閃

的後裔。耶和華神呼召亞伯蘭，與他立約，

應許他的後裔將會如天上衆星一樣繁多，並

將迦南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爲業，耶和華也

必作他們的神。後來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

生雅各。一夜，雅各與神摔跤之後，按神的

吩咐改名爲「以色列」，意思是他與神與人

較力都得了勝。

以色列生了十二個兒子，按出生順序

有：流便、西緬、利未、猶大、但、拿弗他

利、迦得、亞設、以薩迦、西布倫、約瑟、

以及便雅憫。後因饑荒，以色列舉家搬到埃

及，投靠早年被哥哥們賣到埃及、多年後卻

成爲埃及宰相的約瑟。

後來以色列的子孫生養衆多，極其强

盛，因而引起埃及法老的戒心而愁煩，於是

決定迫害以色列人，並命令接生婆殺他們的

男嬰。以色列人因此就向神哀求；神聽見就

紀念祂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

呼召摩西起來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但因為

以色列人多次硬著頸項、不順服並背離神，

因此在曠野中漂流了四十年才終於抵達迦南

地。最後靠著神的幫助與迦南人爭戰得勝，

得地爲業。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的第二年，在西

乃的曠野，神曉瑜摩西按家室、宗族、人名

數點所有二十歲以上能打仗的男丁，共計有

十二個支派，每個支派各有一個族長。由於

把約瑟的子孫分爲兩個支派：以法蓮和瑪拿

西，而利未的子孫已被神揀選，專在會幕前

供職，辦理會幕的事，不數算在内，因此後

來進迦南地分產業的以色列十二支派指的

是：流便、西緬、猶大、但、拿弗他利、迦

得、亞設、以薩迦、西布倫、以法蓮、瑪拿

西、以及便雅憫。

百老匯橋 |  Broadway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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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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离开学校这么久后，铃声、走廊、社团和测试已离你有些遥远，已经不再是你生活中习惯
成自然的事情了。这就是为什么俄勒冈州各学校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恢复面对面学习所带
来的护理、联系和社区。浏览 Oregon.gov/readyschools 获取更多信息。

今年，若你感到些许紧张，
这再正常不过了

Oregon Department of Educa�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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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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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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橫幅招牌

印刷服務 為客戶提供為客戶提供為客戶提供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的設計及印刷服務。包括：的設計及印刷服務。包括：的設計及印刷服務。包括：的設計及印刷服務。包括：的設計及印刷服務。包括：的設計及印刷服務。包括：的設計及印刷服務。包括：的設計及印刷服務。包括：
餐牌 禮券、傳單、書冊、名片、海報等等。等等。

pandainncentralia.com

tojmassage.com

燈箱招牌燈箱招牌燈箱招牌燈箱招牌燈箱招牌門窗貼畫門窗貼畫門窗貼畫門窗貼畫門窗貼畫

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印刷服務
餐牌餐牌、禮券禮券禮券、傳單傳單傳單 書冊書冊書冊 名片

餐牌

名片名片名片名片
量身訂做專屬風格的網站，創造高水準的企業形象網站。包括：量身訂做專屬風格的網站，創造高水準的企業形象網站。包括：
•建前規劃•圖像設計•申請網址

名片名片

傳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