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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 專業 利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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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 述）本地一報 ，波特蘭市長惠勒正與官員們 商 止（本報 述）本地一報 ，波特蘭市長惠勒正與官員們 商 止

無家者在市中 的 ，並建議將無家者 中安置在一個大 外無家者在市中 的 ，並建議將無家者 中安置在一個大 外

區 。消息一出，引起了支持 者人士和政界人士的注意。區 。消息一出，引起了支持 者人士和政界人士的注意。

在市政府 責監 者問題的市議員瑞安，在本月7日給市長發了一在市政府 責監 者問題的市議員瑞安，在本月7日給市長發了一

電 ：

我相信設立這些安置中 將 重損害到 者的利益， 這 人是我們我相信設立這些安置中 將 重損害到 者的利益， 這 人是我們

社區中最 的一 ，要求他們 城市到一些幾 沒有社會 務的大 安置社區中最 的一 ，要求他們 城市到一些幾 沒有社會 務的大 安置

中 ，將造成更大的 害。

根據目前市政府的用地規例，任何 外的 場 不能 超過60人，根據目前市政府的用地規例，任何 外的 場 不能 超過60人，

瑞安 在6月的一次市議會中提過，任何大 的 者 政府視 害瑞安 在6月的一次市議會中提過，任何大 的 者 政府視 害

的。瑞安同時指出本市沒有可向這樣大 外 場提供 務的機的。瑞安同時指出本市沒有可向這樣大 外 場提供 務的機

。他表示，真 的希望大家合作來解 本市最緊 的 機，但 不能支持這。他表示，真 的希望大家合作來解 本市最緊 的 機，但 不能支持這

方法。

惠勒市長今次支持大 安置中 的 與他一向的立場有不同。他一惠勒市長今次支持大 安置中 的 與他一向的立場有不同。他一

直支持建造 久性 來解 問題，但近期他 支持瑞安議員在市 設6個直支持建造 久性 來解 問題，但近期他 支持瑞安議員在市 設6個

外 場的建議。

市長回應表示， 我們需要有更多的 來應付這個無家者的挑戰。市長回應表示， 我們需要有更多的 來應付這個無家者的挑戰。

原來波特蘭市對無家者的問題一向都 動。(下接A3 )

市長考慮禁止無家者在市中心露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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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0 SE Division Street, Portland OR 97236

金牌歐式櫥櫃

免費廚房設計和估價

本店主營實木櫥櫃，大理石，人造石枱面，瓷片，
地板以及家電，設施配套齊全

方太抽油煙機俄勒岡總代理

增值不加價
預購包基本安裝
Free basic Installation

地

加州港口大堵船 大利波特蘭貨運服務

少年團伙再出動騙走汽車
專針對女司機 小心！

情
一縣

是長期的 作，但自8月至今， 有8 有

200到300個53 長貨 的 在本市 貨，

這情 將延續到2022年。

對本地的 工人，貨 司機和 員來

說，這實在是一個好消息。在增加就業的同

時，本地消費者 能 日 到貨品上 或

到家中。

家指出，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疫

情期間世界各地的工 關 停產，部份港口 停止

作。在美國越來越多消費者 到網上購 ，加上全國

性人手短缺，延長了貨 時間。

目前 星期五僅有4 ，除 的情 重

外，貨品下 需要時間、 流 到 家或消費者家

中，又要相 的作業時間，供貨 不上，立 反應在

上。

總 拜登上 宣布 港和長 港，提供全天候

，以 解貨 積如山的狀 ，但 司機仍 短

缺。 發言人 琪 二表示，供應 問題有進展，

聯合 平 路公司正開 24小時 作。還要求

業加緊 ，協助政府在年底購 前解 供應

問題。

（本報 述） 加州 港和長 港口出現前

所未有的大 有好一 日子，在10月19日更出現

的157 貨 在 上外等待入港口。情

影響到即將開 的購 。11月底的 、12月

底的 ，美國 售業 各個 深 ，因為要

的商品還 在 上、 無法 貨。

供應 緊張不僅是因為港口，還與陸地

有關，如港口往 陸的 路 能力不足，貨

不足、因疫情貨 司機人力 等，至 到今年年底

全球 流市場都將持續緊張。

前商家們 民眾今年最好提 買好

品，否則可能會買不到 ，就 買得到， 錢

都會大 。

在 的同時，有商家和 公司 盡辦法能 日

貨，讓貨品 日上 。在這時，波特蘭市 了

好一 日子的的 起來。有貨 公司

到波特蘭的港口 貨。

有 業人士指出 加的港口問題，為本州的

帶來了 機。

波特蘭港務局日前表示， 在8月中，有三家

公司 在波特蘭港口的 貨。 不

琪還解釋：「全美各地的人們 購的貨 越來越多，人

們有更多的錢消費，他們的 資上 了，正在工作的人們比一

年前多。港口之間的情 有所不同，但從 數據來看，其中

一些港口 量因此增加20%到30%。」

年底 、沒東西可 、美國 售業者除了提

貨、爭取時間，還自 貨 貨、加速 流； 是 本

就不便 ，加上近來因需求 增、 用費不斷 ， 有

財力 的業者才花得起。

小 家沒財力 進貨、 貨 ， 能把貨繼續 在中

國、等待 費下 說，有業者 這 情 可能2年 都

不會改 。 

 （本報 述）位於

俄勒岡州 部的 克

（Jackson） ， 三

宣 進入緊 狀 ，原

因是 的非法大

場越來越多， 害

到 民的健康和安全，

希望州政府能協助

非法大 農場。

克 政府表示， 地的 法人員、 和州

監 機 以及法規 行者的工作量都 不 重 。

大 在俄勒岡州 合法化，但仍有很多

非法 大 的 作，並 影響到民生。最 重

的是，美西地區正經 大 ，農民和 民 無法

獲得日益 的水源，但非法 大 者 一直

在 水用。

克 政府 三去信布朗州長、參議院議

長 特 和眾議院議長 特克( otek)， 求他們

協助解 這緊 的情 。

他們指出州水務部目前 有4名 員在 克

和 近的約 （Josephine）處理所有投

和日常的工作。要應付目前有眾多非法用水的投

，人手就變得 重不足。

近的約 也同樣有非法 大 農場

的問題，這些非法 了 近的小 ，並

了地下水。約 長 爾 ，僅在他

所在的 就有數百個非法 農場。他們 在一

次 中，發現一個非法 有72,000 大

的農場，這農場就是從 近的 利 取水用

的。 發現這農場的原因，是一名在該農場工作

的工人 ， 人「 」在 近的小村。

在2014年，俄勒岡州通

過生產、加工、銷售和使用

大 合法化。大 業

在州政府 ， 州

所 下的法規。但不

者和加工者 ，從事

非法大 ， 後 到外

州作 市銷售， 取巨額利

，同時 州稅和法規。

克 政府指，有一 報 是合法 的大

農場都在非法 。在 行動中，約有25% 的

合法大 農場 員 進。同時在 非法大

的行動中，往往都會在現場 獲 支和現

金。

克 政府在緊 聲明中表示， 至今年 9 

月，該 的 法部 了近 700 涉及非法

大 的案件，這是 2016 年全年數量的兩

多。並要求州政府資助增 人手，和要求 除向

合法大 業 收地方稅的 州長辦公室的發

言人 爾在回應該 的信件時表示，州長非常重

視這事。

爾指出，州立法機關今年通過了一 法

案，改 了州政府規 大 業的方 ，並以

非法生產大 為目的。為此，布朗州長特別成立

了一個 部 的 來 行這法例。她還授 增

加一 的撥款來 非法大 農場，並指示州

投入更多資源。 爾重申： 信息很明

俄勒岡州不是非法 大 的地方，這些

伙在我們這州正處於 狀 時 盡我們的水

源，又以極不人 的手法對待 工， 重損害了

本州的合法大 市場。

（本報 述）又到交地稅的時候了，在衣 行成本都不斷上

的2021年，地稅也一樣的有增。地稅 主要是 的 加，加上

全民投 通過的 和稅收，以及新的建 目等。

政府的消息，今年 的地稅比去年平 了8.38%。

政府 陸續 出地稅 給全 近30萬個 業，民眾應在11月1日前

收到稅 。 的 稅主任表示， 有64個 稅區，每個區有其預

，他們的辦公室 該區預 ， 合 的 定出 稅率。

政府每收到一元的地稅 會 留23 ， 數 分 到不同的 稅

區。

政府今年所收到的地稅有22.18億元，比2020年的20.47

億元增長了8.38%。

至於華 ，該 政府 今年收到的地稅將有13.09億元，

去年 收了12.58億元，增 是4%。

加 士 今年會收到9.986億元，比去年所收的9.622億

元增加了3.7%。

在俄勒岡州，地稅增加 有幾個原因，首 是 在90年代州民投

通過的法案，財產和 業 每年 3%。如 主對 業進行重大改

進工程以提 業 ，地稅也會加。第三是 民 的 或 稅

目，也可 地稅增 ，但 到期，業主就會看到地稅 。

今年 會 地稅增加的 目 ， 民在2020年11月投

通過 稅為市 的公 ，以及學校 提供資金。

華 的增稅是支持該 的公共安全和 書館 務等。

至於 加 士 民 通過增稅來資助在Canby和West Linn-Wil-

sonville學區的學校 。

在 的 民將陸續收到稅 ， 交地稅的 止日期是11月15

日。 政府了解到， 於受到新 疫情的影響，不 民眾出現經濟

，但 政府沒有 力為這等民眾延長付款 期，或免除因 交

要支付的利息，因為這都是 州政府立法規定的。

但業主可 一次過付款或分期付款。

- 一次過在11月15日前付 ，可獲3%的優惠；

- 在11月15日前付三分二，有2%優惠；

- 分三次於11月15日前，2022年2月15日及5日16日前，每次付總數

的三分之一，這就不能領取優惠。

在疫情期間， 政府鼓勵民眾 取免接 安全付款方 ，除了

或投 到指定的收 ， 政府今年增設網上交費：Prop-

tax.multco.us（https://multco.us/assessment-taxation/prop-

erty-tax-payment），因為人手不足，不鼓勵民眾 自前往交費。

波特蘭 方提醒市民，上星期在東 區有最 4 的案件

出現。

事主 指出， 有2 4名 性 年， 出現， 著 大 ，又

事主的 ， 像是出了問題，或是 有東西 著等。目的是 司

機下 看，就在這時，他們就 上 ，開 去。

方指，涉事的司機全是女性，年 29歲到75歲，都是 自一人

的。4 案件 無人受 。

方 民眾，遇到這樣的情 ，不要下 ，並盡快在安全的情 下開

去。

本報去年也報導過有華人在 區 遇過同樣的情 ， 果也是一樣，

開 了。在目前 安不 好的 下，大家出入都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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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麥縣將匯集「意外收入」助無家者

偷車談何容易 怎辦？
15秒就能偷走一部本田思域

今個寒冬不好過
電費 天然氣開支將大增

(本報 述) 於能源供應有 和需求不斷增加，能源 正在

，預 在未來幾個月 ，數百萬人將要面 更高的天 氣和電

費。一位波特蘭的 民 說： 我發現一個月前的電費大約

是30美元， 這個月 變成了80美元。我很 並預期電費

會更高。

據氣 局預 ，今年的 天會更 ， 不會像去年的極 情

，但 會 低於正常。 外，根據能源信息 的數據，今年的

供 成本可能會增加50%或更多。2020年的成本異常低，部分原因是

疫情大流行 低了能源 ，但預 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之間的

天 氣成本將是200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對於低收入家庭來說，今個 要加重，將不好過。

俄勒岡能源基金的 行 事 爾布 表示，在很多情 下，能

源是與生 攸關的。

爾布 說： 人的生 好多時要 能源來 持的。

今年6月的熱 ，有96人因缺 氣 ；在 天，有人不

要面對 的問題，他們更需要能源來 持 氣機 作，又或用

來低 存 。

俄勒岡能源基金是一個非 利 ，致力於 助無力支付能源費

用的人們。 爾布 續說， 在俄勒岡州，每年大約有四分之一

的家庭無法支付能源 ，這相 於近50萬俄勒岡人。如果任何人

或家庭在支付 時遇到 ，或 經 付款，請盡快致電公用

事業公司，他們可向 提供分期付款的 。

州政府還有一個 能源援助資源的網 https://www.ore-

gonenergyfund.org/energy-assistance/，有需要協助的人士可到

網 資 。

（本報 述）波特蘭市長 惠勒 一表示，他將

推 向市議會提出 大的 支出 ，直到下個月。

市長表示，上 瑞與他和市 員瑞安

， 中將 資源用作解 本市持續的 者

機，之後他就 定將如何花 那筆「意外收入」的所有

開支 推 。

惠勒市長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們毫不 地回答

了 是 ，我們的 需求 切，我們知 我們共同

努力時，我們可以做得更多。

市長沒有具 說明提案或市 可能會花費多 。

波特蘭市政府和 政府聯手設立了一個

者 務的聯合辦公室，但兩個政府的官員在優 處

理那些 目上經常出現分 。

波特蘭市政府經常要求花更多的經費 助 者

開流 生 進入 所； 政府則把 點 在長

期的解 方案，例如提供 久的支援性 。

市預 辦公室本月公 的數據 示，波特蘭的普通

基金有6200萬元的盈 ，這筆 為「意外之財」的盈

主要來大 業的 業 稅。

市長此前 表示，他希望將大部分的「意外之財」

用於 支 力、 進無家可 的解 方案、 潔

和支持小 業。

惠勒作為市長 著該市的預 過程，他 在

三之前發布最 的 提案，並安 在下 進行投 。

但惠勒市長在 一的聲明中表示，市議會將在11月

初才 改後 的 預 。

麥魯瑪縣商戶注意
新一輪疫情援助贈款開始接受申請

（本報 ）又一 來自聯邦政府的商 援助金開 接受申請。

今次 責，為了 顧 的 數 商 ， 政府特別挑 幾個社區機 責

和發 ，APA  是其中一家。

申請的公司或個人必須符合以下資格：

- 商 或辦公室地點在 ； - 公司在2019年12月31日前 成立；

- 公司是在州政府 ， 目前 仍 有 ； - 自2020年2月起，因疫情關 ，生意下跌

- 這公司是東主的主要收入 - 公司 過100 名員工，年收入低過500萬元

區委員之一的波特蘭新 Rosaline將協助 數 商 申請，合資 的可直接短

至503-888-6298獲得申請協助，又或直接點 以下網 申請：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

1FA p LSee 5we kb-w b z3d A Sb- vx Sv14z3sl1 byxl BRE0 A/viewform。

申請 止日期是10月29日（星期五）。 款金額 2,500元到5,000元不等。 

(本報 述）波特蘭市

情 重，平 每日有30 

。 方表示，

在波特蘭東 部和

東 部最常出沒，即使把

子停 在人流多

線充足的地方， 無法

止 案。

有一家售買 防

的 主 爾表示， 顧他的顧客主要因為

或是 的 。他還指出：一 有原

報 的 ，事實上也是很 易 的。

爾提到，有人可以在大約15 一

1996年的本 。 取一 新的 ，也 需

要幾分 。 現時 的本 的防

非常 進，但 的 也同樣進 了！任何人

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爾又說， 四年前，波特

蘭有最多 的一月，數 是670 ；上個月是903

，本 款仍 是 人最 興 的。幾 所有本

的 ，都一直 視為目 ，其次就是福特

的 。

根據波特蘭 局的數據，在過去3個月

中，平 每小時就有超過一 。

爾說，總有一些有 的方法能 的 免

的，首 要 慮的是一個 報 ，

一開就會 發 報， 後是一個停止啟動 。

大多數 通常可以在大約2小時 成安 ，

設 和人工的起 約為250美元。還有其他 ，

具有GPS 能的設 等。還有一 為

火開關 的設 ，起 約為65美元。 要這

設 藏得好， 人並不會知 藏在 裡。

方表示，今年到目前為止，大約88%的

回，但就意味著有數百 仍 下 不明。

地方 官辦公室表示，他們有一個

11人的部 處理這些 案，目前正在處理中的案件

約有30到50個。

市長考慮禁止無家者在市中心露宿
(上接A1 )波特蘭市到處都 到無家者 的情

，這可從2018年說起， 時本地法院的一 ，在

沒有其 提供 的地方可 的情 下，市政府不能

止人們在公眾地方 。這 發了市政府對在

全市 擴展室外和室 所的 法。 時有支持

者的人士就 ，這意味著 者將 政府

強 入 所，否則會面 。 果，到

今天政府仍未有這樣的政策。

到2005年，市中 的 者到處都是，市政府

推出「 」政策，不 人們在公眾行人 上

和 ，後發現這政策讓很多無家者因此 變成

，最後 地區法院 為 。

到2010年，在波特蘭商會的大力 下，

時的 市長 出 ，並 為一個 人

行 理 ， 人們 或 在公共行人 上

的 行人使用區 ，這就使 在人行 的路邊 變成

非法。該政策於 2010 年在市議會中獲通過。

最後一次用行人路變 的是在2017年底，同樣是受到

波特蘭商會的 力， 時惠勒市長 ，全面 止有人

在市中 的8條行人 上。因為總部位於市中 著名

的 比 動 公司，其 威脅要將總部 出市

中 ，理 是 和員工經常受到 者的 。

今天，協助惠勒市長 領 者政策的前市長

，正積極與市政府官員商 對策，今次同樣 是針

對波特蘭的市中 。 在今年5月開 ，

開 會 市中 多家 事務所的代表，這

些公司表示，如 者無處不在的情 持續，他

們不 除會將公司 市中 。

近期，蘭蘇 投 ， 城/華 區的 者

問題 重影響到花 的 ，也 害到 客和

員工的安全。之後同區的華 館、日本

館等非 利機 ，聯聲 市政府，要求與議員

會面，也希望市政府能盡快 取行動，救救 城/

華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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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岡中國理事會召開在線座談會
與王東華大使對話中美關係最新發展

(本報記者俄廣才報導)俄勒岡中國理事會「中美關

係最新發展」座談會，於10月13日下午在線舉行，中國

駐舊金山總領館總領事王東華大使應邀出席並發表主旨

講話。

俄勒岡州眾議院農業委員會主席Brian Clem，眾議

員David Smith，參議院教育委員會主席Michael Dem-

brow，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副主席Lew Frederick等參眾兩

院重量級議員參加了座談會。

駐舊金山總領館副總領事潘慶江、領事金緯；俄勒

岡州經濟廳廳長Sophorn Cheang，農業廳國際部主任

Jess Paulson，俄勒岡旅游局全球銷售總監Greg Eck-

hart，俄州前資深參議員Arnie Roblan，耐克首席社

會責任官Jorge Casimiro，波特蘭港務局國際部主任

Doug Smith，波特蘭州立大學李斧教授，波特蘭蘇州

友城協會會長Bruce Wu；俄勒岡中國理事會副主席應書

琪、副主席Charlotte Christensen及理事會理事等逾

三十人參加，俄勒岡中國理事會主席藍進主持會議。

藍進主席在致開幕詞時指出，美國貿易代表戴琪10

月4日公布了拜登政府對華貿易政策願景，其中提到「美

方將啟動針對性的關稅豁免程序。」戴琪還提到兩個新

的名詞「長久共存」與「重新掛鉤」。10月6日，中央外

事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同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

瑞士蘇黎世舉行會晤，並達成共識兩國元首在年底舉行

視頻會議。

藍進表示，上述中美關係的新動向意味著什麼，未

來的發展趨勢如何？這將是我們大家所共同關注的。

王東華大使在發表主旨講話時強調：「中美雙邊關

係一直以來都是非常重要的。」俄勒岡中國理事會舉辦

的這次座談會是了解中美關係現狀及何去何從的很好的

機會。

五十年前的乒乓外交開啟了中美外交。在過去的四

十二年裡，即便是偶爾關係緊張，中美兩國都各自受益

於雙方的合作並各自取得一定進展。

王大使指出，目前大約七萬多間美國公司在中國投

資，其中95%的公司在盈利，每年盈利將近500億

美元。

在疫情和貿易戰的影響下的2020年，中美貿

易額仍高達5,800億美元，比同期增長了8個百分

點，2021年年初同比增長了34%。疫情之前每年

有約五百萬中國游客赴美旅游，給美國經濟帶來

了約360億美金的收入。這充分說明中美經貿關

係的密切和經濟發展的相互需要。

王大使表示，自特朗普政府以來，對華政策

的改變給中美關係和之間的合作造成了很多問

題。因為其錯誤的對華政策使兩國人民成了直接

受害者，中美關係也因重重障礙跌至低點。美國

政界一些人對中國的發展有誤解，一些人認為中

國的經濟發展是對美國的威脅，會取代美國在世界的地

位；一些人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把中美關

係重新定義為競爭關係。

王大使強調，中國從來都不會威脅或挑戰其他國

家，中國一貫倡導與其他國家和諧共處。毋庸置疑，中

國的經濟增長迅速，但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為了滿足中國

廣大民眾對提高生活品質的基本要求。中國的經濟增長

不但不會威脅其他國家，相反其經濟增長帶來的是更多

的機遇。

王大使說：「拜登政府延續了錯誤的對華政策，錯

誤的認知導致了錯誤的對華政策，錯誤的政策致使雙方

利益受到損害，我個人認為美國的損失更大。」看看目

前的通貨膨脹率及供應短缺。更糟糕的是這屆政府起草

了多個草案干涉中國，例如新疆、香港、西藏、台灣。

如果那些議案通過，這將損害到中美雙邊關係影響中美

兩國人民，從很多層面上來說都應該停止貿易戰。

不久前中美兩國最高領導人進行了電話交談，習近

平主席說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最大的發達

國家。是否可以正常交往不但會影響中美也會影響世

界。拜登指出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美國政府會繼續與中

國溝通並將中美關係正常化。近期的中美高層對話是具

有建設性的，通過對話中美兩國也相互加深了理解。我

們希望雙方繼續擴大和加深對話，求同存異。習主席在

談話中引用了中國詩詞「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我相信合作共贏會取得好成績。

在談到中國與俄勒岡之間的關係時王東華大使表

示，中國和俄勒岡的合作一直以來都受到了俄勒岡州政

府、城市、商界和民眾的支持。我們很高興看到福建與

俄勒岡、天津與俄勒岡、波特蘭與蘇州建立的姊妹省市

關係，以及開設孔子學院教授中文等等。

中國是俄勒岡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去年俄勒岡中

國貿易額高達115億美元，同比增長了24.15%，其中95

億美元是俄勒岡的出口額。例如耐克公司，27%的鞋子和

26%的衣帽是在中國生產的。

俄勒岡和中國的經貿關係潛力巨大。中國的購買力

在繼續增長，僅今年年初就增長了23%。如果你看看中國

的人口基數，她無疑是一個巨大

的市場。要不了幾年，中國的消

費能力將超越美國。

王大使指，如果沒有貿易

戰，中國和俄勒岡的貿易額應該

更高。我希望你們可以讓聯邦政

府聽到你們的聲音，用你們的聲

音鼓勵聯邦政府支持中美雙方的

合作。

本次「中美關係最新發展」

座談會上，王東華大使就防疫、

教育、農業、貿易和氣候變化

等議題做了深入生動的發言與

解答，對話期間雙方互動積極熱

烈。

州眾議員BrianClem說：「我是推動俄州立法規定在

州公立學校學習漢語的發起人之一，特朗普政府對孔子

學院的待遇是不公平的。我對俄州通過公立學校學習漢

語的議案毫不後悔！」。

參議員Dembrow主動提問：「俄勒岡州應該做些什

麼，才能消除中國留學生返美學習的顧慮？」

共和黨眾議員Smith則表示，「希望俄州成為中美友

好關係的燈塔，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大力合作！」 

王東華大使對所有提問一一回復，增信釋疑，努力

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像。

本次座談會氣氛熱烈積極，全方面展示了俄州主流

社會希望與中國發展友好關係的願望。

藍進主席表示，「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此次座談

會說明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在於動員主流社會尚未挖

掘的正能量。我們要積極主動發聲，將真實信息、真實

故事源源不斷地注入主流社會的中美利益攸關者。

總領事王東華大使做主旨發言

俄勒岡中國理事會主席藍進致開幕詞 

還沒收到子女稅預付款？
現在申請還來得及

國財政部和國稅局日前宣布，10月份全美3600個家庭將陸續收到第四筆子女稅預付款，總額約為

150億美元，大多數家庭都會通過銀行直接存款收到這筆錢。

根據美國救援法案，符合條件的家庭都有收到了前3次的付款（分別是7月15日、8月13日和9月15

日）每個6 歲以下兒童每月最多300美元，每個6至17歲兒童每月最高 250美元。10月份以後還有兩次

付款， 分別是11 月15日和12月15日。

國稅局華語發言人蔡萍提醒華人社區，通常不需要報稅的低收入家庭，如果家裡有17歲以下的小

孩，但是還沒有收到子女稅預付款，請盡快使用國稅局官網的線上助手申請子女稅收抵免非申報人登

記工具（中文）：

https://www.irs.gov/zh-hans/credits-deductions/child-tax-credit-non-filer-sign-up-tool

現在申請子女稅優惠預付款還為時不晚。大多數低收入家庭都可以獲得這些月付款。

什麼樣的家庭可以申請到這筆補助？請訪問國稅局的中文網站，獲得更多信息

https://www.irs.gov/zh-hans/credits-deductions/advance-child-tax-credit-payments-

i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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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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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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已準備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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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神爺大派紅包  畫家陸天樞教你畫吉祥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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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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