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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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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番薯

牛腱牛腱

黃花魚黃花魚

芫荽芫荽

新到新到
富有柿富有柿

菠菜菠菜

金奇異果金奇異果

豬臀肉塊豬臀肉塊

小甜椒小甜椒

白/黃白/黃
桃子桃子

翠玉瓜翠玉瓜

甜辣醬甜辣醬

檸檬檸檬
夾心餅夾心餅

 辣椒 辣椒

加糖濃加糖濃
縮椰奶縮椰奶

芒果芒果

葡萄葡萄

木瓜木瓜

豆沙/豆沙/
蓮蓉包蓮蓉包

豬頸骨豬頸骨

米粉米粉

蠔油蠔油

現設堂食

8733 SE Division St #101, 8733 SE Division St #101, 
Portland, OR 97266

Open Hour
7 Days a Week
9:30 am -9:00pmEXCELLENT 

Scan Code for Scan Code for 
Digital Menu

掃一掃掌上菜單

新派點心

游水海鮮503-946-8830

乾炒牛河•洋蔥豬扒•麻辣豬耳•白雲鳳爪•

椒絲腐乳 A菜•腩仔四季豆•醬香茄子•星洲炒米粉•瑤柱肉碎炒米粉•

揚州炒飯•芋頭炆鴨煲•辣子雞丁

特價菜式 ( 只限外賣 ) $9.99

$10.99

乳豬
乳鴿

鹹豬手

鹹魚雞粒炒飯•瑤柱蛋白炒飯•薑蔥炒走地雞•韭菜豬紅•

滑蛋蝦仁•虎皮尖椒牛肉•肉片白菜心•肉末茄子•紅燒豆腐•

爆炒蓮藕•手撕雞•鴨絲雪菜炆米•支竹炆鴨•涼瓜排骨

湘川、粵名莱

油條油條

酸湯底料酸湯底料

醃大蒜醃大蒜

番石番石
榴糖榴糖

野生鱸魚野生鱸魚

粉絲粉絲

椰子水椰子水



2021年9月24日B2 | 美國

所有由本報設計的廣告版權全屬波特蘭新聞擁有，不能作任何形式轉載或刊登。

（綜合報導）海地主要機場日前出現移民氣憤難平的情

景，他們從美國德州邊境一處環境惡劣的營地被遣返。

美國總統拜登面臨愈來愈大壓力，外界要求他停止驅逐

政策，連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都說這項政策可能不合法。

路透報導，近1萬名移民仍在環境惡化的臨時營地，其

中大多是海地人。此區位在一座橫跨大河（Rio Grande）的

橋下，此橋連結德州城鎮德利奧（Del Rio）和墨西哥的阿

昆紐城（Ciudad Acuna）。

美國當局近日已讓至少4000人撤離此地，送到拘留中心

待後續處理。美國國土安全部表示，4架班機已載大約523名

海地人回國。

遭遣返者在海地首都太子港的機場下機時反應氣憤，

因為他們花了數千美元歷經千辛萬苦經由南美洲到美墨邊

境，離開海地是為了到美國尋求更好的生活。但他們今天

發現自己又回到原點。路透社目擊者說，一群穿著白T恤的

男子在太子港下機後又衝回飛機所在方向，其中1名男子試

圖回到機上。

這些移民闖入機場的禁區，試圖找回護照和個人物品，

而地勤人員在這名男子還沒來得及爬上階梯回機艙前就已

關閉機門。

海地政府早已同意遣返的消息傳出後，民眾更加氣憤。

一位搭乘稍早班機抵達的45歲移民說：「我很氣政府。我

們被拘留時得知海地政府早已簽字同意將我們送回海地。

入境美國要出示接種疫苗證明 
CDC：中國兩款疫苗也被認可

艱辛抵美邊境卻遭遣返 海地移民氣憤難平艱辛抵美邊境卻遭遣返 海地移民氣憤難平
副 總 統 賀 錦 麗 回 應 驅 趕 移 民 照 片 ： 深 感 不 安副 總 統 賀 錦 麗 回 應 驅 趕 移 民 照 片 ： 深 感 不 安

他們這些當局者全部都是壞人。」

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格蘭迪表示，美國在如此動盪

的局勢下驅逐恐已違反國際法，並可能構成「推回」（re-

foulement），等同於將尋求庇護者置於險境。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也向同為民主黨的拜登疾

呼，他說將移民驅逐到海地是「違背常理」，也對邊境巡

邏人員在營地控制群眾的手段表達憤怒。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表示，局勢很複雜，且美國需要「

做更多」來支持海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她告訴媒體：「人

民希望留在家鄉，不希望離開家園，但他們的基本需求無

法滿足時，他們就會離開。」

紐約「每日新聞」報導，賀錦麗還說，美國邊境巡邏

隊人員在南境攻擊絕望的海地移民相關影像讓她「深感不

安」，並已要求調查。有媒體報導，有邊境巡邏人員揮動

著馬匹韁繩威脅移民，畫面一出引發眾怒。

一些放眼明年期中選舉的共和黨政治人物也趁機將德

州移民營地範圍愈來愈大的問題，歸咎民主黨推動結束部

分移民限制措施。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上述營地在上週末一度有多

達1萬4000人。

大河的美國這側營地範圍已延伸到附近林區，因為移

民找地方遮風避雨。一些家庭用樹枝和葉子搭建臨時帳

篷，父母舀河水給孩子洗淨。移民表示食物仍缺乏，流動

廁所也不夠。

一些移民擔心被驅逐，選擇在墨西哥這側新建營地。

墨西哥當局在阿昆紐城開始拘留海地人後，也準備好前往

墨西哥南部州的班機和巴士。

路透社人員目擊一起衝突事件，數名移民被墨國人員

送上墨西哥國家移民局的廂型車時大聲抗議。墨西哥國家

移民局未立即就此事回應置評要求。墨西哥這側的新營地

範圍變大，移民受到紅十字會和無國界醫生組織等協助，

阿昆紐城居民也帶食物給他們。

一名帶著3歲兒子的婦人說，待在墨西哥比在美國營地

好太多，「這裡的墨西哥人一直大力相助」，還說「我們

在那裡很餓，橋下沒人幫忙，沒人伸出援手」。

（綜合報導）白宮週一表示，美國計劃從11月開

始放寬對所有已接種疫苗的外國遊客的旅行限制。白

宮疫情響應協調員齊恩茨表示，新規定將要求所有抵

達美國的外國公民出示已接種疫苗的證明。他表示，

新規定將於11月初生效，這一時間表將使機構和航空

公司“有時間做好準備”。

取消對從某些國家到美國的旅行的全面限制對於

成千上萬在美國有家庭的外國人來說是個好消息，他

們幾乎在整個疫情期間與家人分開。

除要求接種疫苗外，政府還表示正在採取其他措

施來減輕病毒傳播：檢測、接觸者追蹤和隔離。

完全接種疫苗的外國人和從國外返回美國的美國

公民將被要求在起飛前三天內進行測試，並在登機前

出示陰性結果證明。他們還需要在抵達後三到五天進

行病毒檢測，例如PCR或快速檢測。

齊恩茨說，返回美國未接種疫苗的美國人將“受

到更嚴格的檢測要求”，包括出發一天內進行檢測，

並在返回時進行額外檢測。

完全接種疫苗的乘客抵達美國後將不受任何檢疫

要求的約束。

耶倫警告：美政府債務違約
或發「歷史性金融危機」

眾議院通過法案
注 資 聯 邦 政 府
避免 1 0 月關門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計劃發布接觸

者追蹤令，要求航空公司收集前往美國的旅客的資

訊，包括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地址，以提醒旅客可能

接觸到的資訊。航空公司將被要求保留接觸者追蹤資

訊30天。

齊恩茨說：“如果有人可能接觸新冠和其他病原

體，這將使CDC以及州和地方公共衛生官員能夠跟進

入境旅客及其周圍的人，”他補充說，這項新要求將

得到更廣泛的應用。

新指南適用於所有國際旅行。根據CDC的說

法，“完全接種疫苗”不僅包括在美國授權使用的疫

苗，也包括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緊急使用但尚未在美

國獲得批準的疫苗。

目前，已被列入世衛組織緊急使用清單的疫苗

有，輝瑞/生物科技疫苗、印度血清研究所疫苗、阿

斯利康疫苗、強生疫苗、莫德納疫苗，以及中國的科

興和國藥疫苗。

這意味著接種科興和國藥疫苗的中國人，也可以

按照要求自由進入美國。

（綜合報導）美國眾議院周二 (21日) 以220對211票通過政府債務

法案，讓美國政府能持續運作至少到年底，並暫停債務上限至2022年

底，以防止潛在的經濟災難發生；同時核准短期政府經費，未來10天

先給政府經費，以免政府10月1日起停擺。

眾議院通過的法案將使政府能持續營運到12月3日，並且進一步暫

停債務上限至2022年12月。此外，該法案還額外納入286億美元用於自

然災害救助，以及63億美元的阿富汗難民安置資金。

參院共和黨已經威脅將阻撓該法案，若該案無法通過，民主黨將被

迫另尋他路以避免美國政府資金斷炊，或使美國出現歷史上首次債務

違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納表示，共和黨僅支持災害、難民救助

的融資獨立法案，而不包含暫停債務上限的法案。

美國國會必須在本月30日前通過政府資金法案，避免聯邦政府關

門。財政部長耶倫曾警告國會領袖，財政部所有的應急措施將於10月

耗盡。

民主黨批評共和黨在前一次債務上限暫停期間通過鉅額的紓困方

案，共和黨則駁斥這次民主黨計劃自行通過3.5兆美元預算案，應自行

尋找解決債務問題的方法。

參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向共和黨警告，若無法提高債務上限，恐對經

濟和重要的政府福利造成嚴重破壞，他說：「債務上限這場爭論遊戲

是在玩火，並把一切風險加諸於美國人民身上。」 

但全案下一步在兩黨各擁50票的參院勢必面臨苦戰，共和黨拒絕調

升舉債上限，以抗議拜登總統3.5兆美元預算案，就算陷聯邦政府於停

擺也在所不惜。

目前難以得知若參院不通過該法案，民主黨的下一步可行舉措為

何。債務上限可與3.5兆美元預算案結合表決，然而，此舉將使原先混

亂、耗時的流程面臨更多阻礙。

（綜合報導）耶倫19日在《華爾街日報》網站刊

登的文章中說，如果國會不提高債務上限或暫停其生

效，美國財政部的現金餘額將在10月降至不足水平，

屆時聯邦政府將無力支付賬單，美國將出現債務違

約。民主、共和兩黨的經濟學家和財政部官員已就此

形成壓倒性一致看法，認為這將會造成廣泛的「經濟

災難」。

耶倫警告，美國政府債務違約很可能引發一場「

歷史性的金融危機」，加劇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損

傷；債務違約也可能引發利率飆升、股價急劇下跌和

其他金融動盪。此外，當前美國經濟復甦可能會逆轉

為衰退，失去數十億美元的經濟增長和數百萬個就業

崗位。

債務上限是美國國會為聯邦政府設定的為履行已

產生的支付義務而舉債的最高額度，觸及這條「紅

線」，意味著美國財政部借款授權用盡。根據美國國

會2019年通過的跨黨派預算法案，聯邦政府債務上限

在暫停兩年後已於今年8月1日恢復生效。

耶倫當天在寫給國會民主、共和兩黨領袖的信中

說，自聯邦政府債務上限於8月1日恢復生效後，財政

部已開始採取非常規措施為聯邦政府提供臨時性融

資，但財政部持有的現金和非常規措施很可能在10月

耗盡，屆時美國政府將無法履行其支付義務。

耶倫表示，過去的債務上限僵局已表明，國會行

動遲緩可能嚴重損害企業和消費者信心，推高短期融

資成本，並可能對美國信用評級產生負面影響，給美

國經濟和全球金融市場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她敦促

國會盡快採取行動提高債務上限或暫停其生效。

債務上限是美國國會為聯邦政府設定的為履行已

產生的支付義務而舉債的最高額度。目前美國聯邦政

府債務規模已超過28.7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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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將禁外國人買樓 加拿大將禁外國人買樓 
專 家：樓 價 平 穩 上 升專 家：樓 價 平 穩 上 升

（綜合報導）加拿大樓價近年飆升，是大選

重要議題。杜魯多領導的自由黨在選戰期間承諾

禁止外國人購買樓房兩年，以遏止海外流入的資

金炒賣樓市。但有華裔學者認為未來樓價的走向

是相對平穩，且仍有向上升趨勢。

杜魯多周一在大選點票後發表演講，表示會

為中產階級家庭可負擔的房屋。居有其所是全體

政黨競選綱領的焦點之一，杜魯多八月底公布一

系列房屋政綱，承諾推出多項辣招，包括禁止外

國人購買樓房兩年，增加建屋量和首置資助以協

助年輕人「上車」，並計畫對住宅物業徵收「反

炒賣稅」，如果業主持有物業少於十二個月，將

要承受高昂的稅項。

西門菲沙大學（SFU）城市項目主任甄瑞謙表

示，選舉結果在大家預計之內。杜魯多希望藉打

擊疫情的成果，試圖把少數政府變成多數政府，

但明顯他今次的如意算盤打不響，且決定在新冠

肺炎疫情仍然嚴重期間舉行大選，更加引起民

憤。

甄瑞謙提到國民十分擔心的樓市問題，認為

未來樓價的走向是相對平穩，但當然有向上升

全球每年 700 萬人
因空氣污染提早死亡

天然氣價暴漲致肥料廠停產
英 國 或 陷 糧 食 短 缺 危 機

的趨勢。他說，利率也是一個影響樓價的重要

因素。同時，如果稍後疫情放緩，會有更多新移

民、難民和學生來到加拿大，特別是溫哥華，也

可能會影響本地樓價以及租金的發展。

加拿大移民政策逐年寬鬆，每年接納數以十

萬的新移民，本地房屋無法滿足新移民的住房需

求。大溫資深地產代理麥文華數天前表示，以溫

哥華和多倫多為例，政府批出住宅地皮需七至八

年，但大溫每年接納約六萬五千名新移民，七年

內累計接納約四十五萬名。她說，目前市政府的

土地開發和審批速度導致房屋供不應求，各黨派

歸咎於外國買家，實際上是國家政策跟不上人口

和移民數量的發展，樓市在短期內不會降溫、跌

價。

近數年溫哥華、多倫多、蒙特利爾等大城

市樓價持續上漲。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數

據，2015年以來溫哥華樓價平均上升4.4%，多倫

多升3.8%。目前多倫多住宅平均成交價超過100

萬加元，溫哥華是120萬加元。

墨 爾 本 淺 層 地 震 
市 內 建 築 物 損 毀

（綜合報導）由於天然氣價格急升，導致英國一家美資

肥料廠停產，當地食品業在生產過程中所需的二氧化碳供應

因此中斷，估計在未來數周內，英國可能出現糧食短缺的情

況，超級市場和其他商店可能沒有足夠的肉類和其他新鮮食

品出售。

總公司在美國伊利諾州的 CF Industries 上周表示，由

於天然氣價格暴漲，該公司在英國的兩家廠房要無限期停止

運作。

英國肉類加工協會指出，該兩間廠房供應英國六成糧食

級的二氧化碳。那是肥料製造過程中的副產品。二氧化碳在

肉類及飲料生產過程中發揮極之重要及不可取替的作用。如

果二氧化碳供應短缺，英國可能會在十四天內陷入糧食短缺

的困境。

飲食業及食品加工業慣常利用二氧化碳屠宰牲畜；也用

來包裝，以確保食品及烘培產品新鮮；以及生產有氣飲料。

英國肉類加工協會行政總裁艾倫表示，自從該兩間廠房

停產後，他收到排山倒海的查詢電話。零售業經營者都感到

關注。

歐洲另一家肥料製造商——挪威的Yara也因為天然氣價

格暴漲，上周宣布氨氣（阿摩尼亞）產量減少四成。受影

響的包括英國廠房，對英國的飲食業帶來更大壓力。Yara指

出，在現時的市場環境下，生產氨氣已無利可圖。

英國零售業團體要求執政保守黨政府介入，確保食品生

產商有足夠的二氧化碳供應，避免糧食供應中斷。內閣商業

大臣關浩霆與 CF Industries 行政總裁韋爾開會，討論這

場危機。關浩霆其後在社交平台發佈訊息寫道：「我們討論

了業界所承受的壓力，探討可能的方法確保有穩定的原料供

應，包括我們的食品行業和能源業。」

政府發言人周一表示，政府正密切注視事態發展，並與

食品業團體及農業組織保持密切聯絡。

（綜合報導）世界衛生組織（WHO）今天表示，

空氣污染是現時對人類健康最大的環境威脅之一，造

成全球每年700萬人早逝，指因為空氣污染造成的疾

病與吸煙和不健康飲食習慣不相上下，必須採取緊急

行動減少暴露在空氣污染中。

糟糕的空氣對健康的危害比人們長期以來認為的

要大，而且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說法，現有

的污染限值過於寬鬆。因此，它顯著收緊了對健康仍

可接受的最大暴露量的指導值。除其他外，它與細塵

和二氧化氮 (NO2) 有關。據世界衛生組織稱，空氣

污染也在新冠大流行中發揮作用。任何因空氣不良而

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都比健康人更容易感染冠狀病毒

而患上重病。

WHO又表示，已幾乎將所有空氣品質準則的標準

值下調，指遵守這些標準可以拯救700萬條性命。空

氣品質準則目標是保護人們免於受空氣污染的不利

影響，被各國政府用來參考以訂定有法律約束力的標

準。

聯合國衛生組織上次發布空氣品質準則是2005

年，對全球空氣污染管制政策有重大影響。

南韓總統文在寅籲結束韓戰 恢復無核化談判

（綜合報導）澳洲東南部地區周三

早上發生罕見的黎克特制六級地震，

第二大城市墨爾本有建築物搖晃，一

些市民感到驚慌及走到街上躲避。市

內有建築物損毀，暫時未接到有傷亡

報告。這是澳洲罕見的強烈地震。

事發於當地時間周三早上九時，

正值上班繁忙時間，震央位於墨爾

本東北大約二百公里外的曼斯菲爾德鄉郊小鎮。初時有消息強度為五點

八級。澳洲地球科學局其後修訂為六級。美國地質勘探局也偵測到這次地

震，震源深度為十公里，屬於淺層地震。毗鄰的省份包括新南威爾斯省和

南澳洲省、以及距離墨爾本八百公里外的阿德雷德市，都有居民聲稱感受

到震動。

3AW電台在網上發布照片，見到墨爾本一條街上散布碎片。住在該市北

部的居民稱，電力供應中斷。氣象局指出，澳洲本土、離島或其他屬土沒

有受到海嘯威脅。

正在華盛頓出席聯合國大會周年會議的總理莫里森說：「我們未接到有

人受重傷或更壞的報告。那是非常好的消息，希望好消息陸續有來。這是

一件令人非常困擾的事，這種性質的地震，在澳洲是非常罕見的。」曼斯

菲爾德鎮的鎮長霍爾庫姆說，事發時，他正在辦公室內工作，突然感受到

強烈震動，馬上跑到外面。他對澳洲廣播公司（ABC）說：「我以前在海外

經歷過地震，它似乎比我經歷過的地震持續時間更長。另一件讓我吃驚的

事是它有多吵。那是一種真正的隆隆聲，就像一輛卡車駛過。」

墨爾本仍因為疫情而封城，地震發生時大部分居民都在家中。該市的新

冠肺炎疫情仍然嚴峻。近日有民眾上街示威，抗議當局防疫限制措施，期

間發生暴力衝突。

在墨爾本西南方約七十五公里的吉朗，外科醫生塔庫爾說，地震發生

時，他正在施行心臟搭橋手術，突然感到整座手術枱在移動，房間的夾具

都在震動。

（綜合報導）南韓總統文在寅周

二（9/21）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發表

演說，他再次呼籲正式結束1950年至

1953年的韓戰，並「迅速恢復」美國

與北韓之間的無核化談判。

文在寅說，「我再次敦促國際社

會為朝鮮半島的終戰宣言動員其力

量。我建議南北韓及美國三方，或南

北韓、美國和中國四方聯合宣布韓戰結束。我呼籲

迅速恢復兩韓之間以及美國與北韓之間的對話，我

希望看到朝鮮半島能證明對話與合作在促進和平方

面的力量。」

長期以來，北韓一直在尋求韓戰

的正式結束，以取代《朝鮮停戰協

定》。《朝鮮停戰協定》由朝鮮人

民軍、中國人民志願軍、聯合國軍

三方簽署，南韓從未簽署。停戰協

定簽訂後即刻停止了韓戰交戰雙方

的敵對軍事行為，使韓戰進入停戰

狀態。但在技術上而言，南北韓仍

舊處於戰爭狀態。

自上任以來便一直積極嘗試與北韓接觸的文在寅稱，終

戰宣言足以鼓勵北韓放棄發展核武，以達成朝鮮半島無核

化。華府曾多次表示，平壤必須先放棄核武。

美國與北韓之間的談判，因美國前總統川普和北韓領導

人金正恩於2019年的第二次「川金會」上，無法就解除制

裁和北韓願意放棄的核武計劃達成共識而陷入僵局。

美國現任總統拜登政府在今年4月份對北韓的政策審查

中表示，願意與平壤繼續接觸。

拜登稍早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時表示，美國尋求「認真和

持續的外交，以實現朝鮮半島的完全無核化」。他說，「

我們尋求切實可行的計劃以取得具體進展，並做出明確承

諾，以加強朝鮮半島及該地區的穩定，並改善北韓人民的

生活。」

北韓不理會美方要求恢復對話的呼籲，聯合國原子能監

督機構負責人本周表示，平壤的核計劃正「全力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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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爆 買」天 然 氣  亞 洲 各 國 掀 爭 奪 戰中 國「爆 買」天 然 氣  亞 洲 各 國 掀 爭 奪 戰
（綜合報導）在官方的減碳政策下，天然氣成為中國

積極進口的能源商品，2021年上半年，中國已經超越日

本，成為全球天然氣最大進口國。在中國帶動下，除推升

今年國際天然氣價格居高不下，也在亞洲掀起天然氣爭奪

戰。

日經新聞網報導，當前中國開始「爆買」天然氣。中

國海關統計顯示，2021年1～6月，中國液化天然氣（LNG）

進口量比2020年同期增長約三成，增至3,978萬噸。此前全

球LNG最大進口國的日本，同期為3,889萬噸，中國的進口

量已經超越日本。

報導指出，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雙碳」

（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目標後，在去碳化前提

下，中國政府大力推動進口液化天然氣。

英國調查公司Wood Mackenzie統計顯示，預計2021年

中國進口量將達到7,800萬噸，比2020年增加16%，日本則

台灣申請加入CPTPP

為基本持平的7,450萬噸。但今後中國的進口量將持續增

加，到2050年預計增至日本的逾3倍。該公司指出，「觀察

中國液化天然氣需求的重要性正在提高」。

除了中國與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同樣在增加天然氣進

口。國際液化天然氣進口國組織（GIIGNL）統計顯示，韓

國2020年的液化天然氣進口量為4,081萬噸，這比2015年增

加逾二成；泰國則為561萬噸，比起2015年增加了二倍。

另據中國方面資料顯示，2016年至2020年五年間，中

國對天然氣的消費呈現快速增長態勢。2020年中國天然氣

消費量為3,280億立方公尺，相比2015年增加1,348億立方

公尺，增幅高達70%。

在中國帶動下，各國對天然氣需求擴大導致其價格直

線上漲。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9日上旬公布的中國LNG

出廠價格指數為每噸人民幣（下同）5,922元，近4個月漲

幅（較5月6日3,292元）高達79.89%，更較今年3月3日的年

（綜合報導）據媒體報導，台灣已遞交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

伴關係協定》(CPTPP)的申請，當地將於週四(23日)交代詳情。值得留意

的是，幾天前中國大陸才剛剛申請成為該協定的成員國。

美國曾一度希望藉CPTPP來孤立中國，以鞏固其在地區內的主導地

位。

一位知情人士稱，台灣的申請遞交給了新西蘭，並定於最快週四早晨

就此發表公開聲明。新西蘭是該協定的保存國，將向其餘10個成員國轉

達這申請。

台灣與CPTPP的兩個成員國新西蘭和新加坡之間已經享有自由貿易協

議，多年來一直有意加入CPTPP，蔡英文也將此視作任期屆滿前的一個重

要目標，將取得地區內民主盟友的支持作為應對北京方面日漸增強的壓

力的重要舉措，其中包括與例如澳洲和日本等CPTPP成員國構建更緊密的

關係。日本執政黨議員上月表示支持台灣加入CPTPP。

港發現罕見普福來灰蝶

內低點3,152元大漲87.88％。

興業證券表示，雖然不比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但

天然氣作為碳排放量最少的化石能源，已逐漸成為轉型綠

色能源的首選過渡能源。市場人士指出，隨著中國、印度

和東南亞的需求擴大，液化天然氣在2025年之前可能持續

供不應求。

（綜合報導）環團綠色力量

昨日公布最新一份蝴蝶普查結

果，於去年六月至今年五月期

間，在九個蝴蝶熱點共記錄一百

六十二種蝴蝶，佔全港蝴蝶物種

總數約六成，當中包括四十四種

珍稀蝴蝶。錄得最多蝴蝶物種的

地點為北區鹿頸和屯門龍鼓灘，

均錄得一百零八種蝴蝶；其次是

沙頭角，錄得九十四種蝴蝶。

綠色力量高級教育及保育主

任盧詠鋒指，比較特別的發現

包括鹿頸記錄的「娜環蛺蝶」

（Neptis nata）及龍鼓灘記錄的

「普福來灰蝶」（Freyeria putli）。娜環蛺

蝶過去曾列為存疑物種，直至近年才經官方確

認為本地物種，目前仍「未有評級」。是次於

鹿頸發現，不但為該地新增一項蝴蝶記錄，亦

顯示該蝶近年開始於本港繁衍，並有逐漸擴展

趨勢。普福來灰蝶則屬「非常罕見」，是本地

體型最細的蝴蝶之一。該蝶主要分布於大嶼山

部分地區，雖然早年亦有於龍鼓灘出現，但次

數極為稀少，是次發現有助確認龍鼓灘是該蝶

在大嶼山以外的另一棲息地。

此外，盧詠鋒指剛過去年度的蝴蝶普查受疫

情影響，只能有限度進行，包括普查地點、普

查次數及普查員人數均較之前減少。然而，最

新錄得的整體蝴蝶物種數目未見顯著減少，反

映各蝴蝶熱點的蝴蝶多樣性豐富，情況令人滿

意。

他提醒，本港多個蝴蝶熱點均是熱門郊遊地

點，疫情下市民郊遊意欲明顯上升，人流增加

少不免為各個蝴蝶熱點構成壓力，呼籲市民享

受大自然同時，需兼顧愛惜郊野環境，包括帶

走垃圾、不要採摘植物，切勿污染水源、吸煙

或生火，保護大自然，以維持本地豐富的蝴蝶

資源。

北京冬季奧運會

主題口號發布：

“一起向未來”（綜合報導）北京環球影城的變形金剛基地是影迷朝

聖目標之一。一名男遊客昨日向「麥加登」舉中指，其

後又要求合照。「麥加登」則怒斥，「骯髒的人類，下

去，我不想跟他合照。」這段互動影片在內地社交媒體

引起熱議。

從現場影片可見，影城職員當時試圖制止該年輕男

子舉中指。影城解釋，麥加登等人物的語音，由後台工

作人員操控，並非完全靠智能語音對話，「『骯髒的人

類』是為了符合該角色設計，說出電影中的台詞，並無

實際貶低之意。」

記者聯繫北京環球影城工作人員，其表示，目前景區

沒有規定將會對該行為進行處罰，也不會拉入黑名單。

其還稱，不建議遊客有此類行為，畢竟大家都是有素質

的公民。

另有環球影城客服人員稱，威震天有自己的人設，

遊客可以和他開玩笑。對網友質疑的“遊客言行是否踰

矩”“未來影城是否該提醒遊客注意言行”等問題，環

球影城將把訴求記錄下來後向其他部門反映。

職員續指，目前影城沒有規定遊客不能對動漫人物有

不雅行為，又指不會因此將遊客拉入黑名單，但若有該

情況，現場工作人員會加以制止。

「變形金剛」被遊客舉中指「變形金剛」被遊客舉中指
大罵：骯髒的人類大罵：骯髒的人類

（綜合報導）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已全面進入“北

京時間”。9月17日，在北京首都博物館內，北京2022

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主題口號正式對外發布——“一起

向未來”（英文為:“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是中國向世界發出的誠摯邀約，傳遞出14億中國人

民的美好期待：在奧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與世界人民

攜手共進、守望相助、共創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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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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Huong Lanz

Real Estate Broker

503-936-4154

Li.Lanz@comcast.net

Friendly Hardworking Responsive

Licensed in Oregon and Washington

EQUAL HOUSING

OPPORTUNITY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REAL ESTATE

REALTY PARTNERS

12550 SE 93rd Ave, Suite 200

Clackamas, OR  97015

503-698-6600

Castle Rock - 

Commercial building, and 

restaurant business. 

2,834 sqft, seating for 62, 

30 seats in bar area. 

$299,900

NW Portland - 4 BD, 3.1 

BA  New Construction, 

one BD on main with full 

bath, large bonus room. 

Convenient location.

SE Gresham - 4 BD, 2 

BA, 1,706 sqft, one level 

home. SS appliances. 

Living room with 

fireplace. Near PCC 

$398,000

SE Portland Commercial

 SE Division corner of 

89th 3900 sqft building, 

9000 sqft lot. Zoning 

CM1. Near major retail, 

walk to PCC   

Gresham - Large 5 acre 

lot Overlooking Gresham.

Zoned LDR-5 Low 

Density Residential  

SE Portland Commercial

SE Powell corner of 55th 

9237 sqft building, 9890 

sqft lot. Long time grocery 

store. Adjacent lot 

available

NE Portland - Fantastic 

turnkey business 

opportunity. Bar & Grill, 

seating for 90, full 

kitchen, 6 poker 

machines. 

Battle Ground - 4 BD, 

2.1 BA Luxury home. 

2.75 acres with gated 

entry. 3,088 sqft one 

level plus 1,200 guest 

house. 3 car garage. 

NE Portland - 4 BD, 2.1 

BA on Rocky Butte. 

Spacious 3,531 sqft split 

level. Laminate wood 

floor on the main. Large 

family room on lower. 

Clackamas - 4 BD, 2.1 

BA + bonus room. 

Beautiful remodeled 

home. New laminate 

wood floor & carpet 

2,255 sqft, corner lot

NE Vancouver Duplex

3 BD, 2 BA  Laminate 

wood floor. Fully rented 

great investment 

opportunity, excellent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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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Beaverton - 4 BD, 2 

BA Fully remodeled, 

hardwood floor.  

$443,000

Beaverton 5 BD, 2.1 BA

 High ceilings, excellent 

neighborhood, master 

with vaulted ceiling and 

jet tub. Near Nike, Intel, 

park

Canby - 3 BD, 2 BA, 

office Better than new! 

Great room with 

fireplace, beautiful 

kitchen, master suite with 

walk-in closet, patio 

SE Portland - 4 BD, 2.1 

BA Beautiful remodel, 

laminate wood and tile 

floors throughout, granite 

counter top, SS 

appl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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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Portland - Bubble 

Tea Turnkey business 

opportunity. Low rent. 

Current owner will train. 

Open daily noon - 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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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Portland - 3 BD, 2 BA

 One-Level home on a large 

lot. Perfect starter home or 

investment. Walk to shopping

NEW LISTING

Cornelius Commercial Building and Restaurant Business for Sale

Great investment opportunity or owner use. Free standing building with 18 parking 

spaces on a 13,500 sqft high traffic corner lot. Fully equipped restaurant, super clean 

with inviting atmosphere. Well established dine-in and to-go restaurant. 2,325 sqft 

building. 18 parking spaces, high visibility corner lot with large street sign.

Business Opportunity 

Turnkey hair salon 

business, six stations, 

wax room. Includes all 

equipment and 

furnishings. Low rent

Downtown Portland

9th floor condo with city 

and river views. Next to 

Waterfront Park. Secured 

parking.

SE Portland - 5 BD, 2 

BA Laminate wood 

floors. Finished 

basement with outside 

entry. Covered deck. 

Private back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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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Portland - 3 BD, 2 

BA. Amazing upgrades in 

this Wildwood Garden 

ground level condo. 

Laminate wood floor, 

granite counters.

Happy Valley - 5 BD, 3 

BA Gorgeous home, 

master suite on the main. 

Private deck backs to 

green space. Excellent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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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Building

2,325 sqft building, 

13,500 sqft lot

18 parking spaces, high 

visibility corner lot with 

large street sign.

NEW LISTING

SE Portland - 3 BD 2 BA

 Master on main with full 

bath, vaulted ceiling, 

private backyard with 

deck. $349,000

Commercial Building 

For Sale

High traffic corner of NE 

Sandy Blvd and NE 91st. 

2,272 sq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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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elius - Restaurant 

on a busy corner. Very 

clean. Seating for 60. 

Pick-up window 18 space 

parking lot 

NEW LISTING

SE Portland Commercial - SE Powell corner of 55th

Excellent opportunity in the South Tabor neighborhood at the corner of SE Powell and 

55th Ave. 9,273 sqft building on a 9,890 sqft lot zoned CM2 (Commercial/Mixed Use) 

Residential, Retail, Office. Building and land for sale. Adjacent 5,570 sqft lot is included 

in the sale.

Portland Commercial

SE Powell corner of 55th 

9237 sqft building, 9890 

sqft lot. Long time 

grocery store. Adjacent 

lot available

SW Tigard - 3 BD, 2.1 

BA Vaulted ceiling, 

hardwood floor. 2-car 

garage, patio, private 

backyard. 1,821 sqft

SE Portland - 3 BD 2.1 

BA Master with vaulted 

ceiling, granite 

countertop, new flooring, 

paint. $3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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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Valley - 5 BD, 3 

BA Gorgeous home, one 

bed on the main. Private 

backyard backs to green 

space.

NEW LISTING

Business Opportunity 

Popular Vietnamese 

restaurant in Lake 

Oswego. Top quality 

equipment, seating for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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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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land Chiropractic Specialists

精通國語、台語

加拿大名校多倫多大學畢業

前大學助教與神經科學研究員

波特蘭脊骨神經學專家   輕鬆解決您疼痛的困擾

韓杰剛醫師：脊骨神經專科醫師

脊椎調整、筋絡筋膜放鬆、電療

超音波治療、激光雷射治療

復健、刮痧、拔罐

免費提供一對一、問診諮詢服務

503.334.7943
mypdxchiro.com

Jade District Office

8733 SE Division St, Ste 209, Portland, OR 97266
黃上皇海鮮酒家樓上

Contact Us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