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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工會提議縮減學生上學時間
波特蘭學區直指是一個錯的解決方法
（本報綜 ）為了幫助 和 生 應 全日 程的 力，代表 特蘭 區 的工會建議，

在 下的今個 年內， 生回 的時間，讓老 有更多時間計 程。這個建議立即遭到 區和家

長們的反對。

區官員對大 對 是 明 的 表示懷疑。他們特別關 有 人 、 或 語作為

第二語言的 生，因為他們在過 一年多的遠程 中，在 需求方 未有得到好好的照 。

老 們表示，他們正要 對 重過 以及 時間和資源來 成他們的工作。他們提出的 方 ：

不 要的會議、 估 最重要的是， 子們回 上 的時間和天數。

特蘭 會建議， -8 生每 期有一天 兩個小時 或提 兩個小時回家 高中 生每

期 一天上 時間改為在家自 。(下接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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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交通意外死亡人數破30年來最高
（本報綜述）今年，在波特蘭地區發生的交通

死亡個案是30年來的最高。

波特蘭警察局在周二早上的新聞會中指出，由

今年1月至11月30日早上，已有62人喪命於波特蘭

路道上的嚴重交通意外，僅次於在1990年全年的63

宗。

出席新聞會的警隊代表恩斯特羅姆是交通部唯

一一名全職警員，他說，交通意外死亡人數增多並

不是巧合，不能否認與在路面上巡邏的警察減少有

關。他指出在 2021 年初，波特蘭警隊人數偏低，

他們不得不拆散整個交通部門，以至警隊失去了一

個能夠正常運作的交通巡邏部門。“我們過去有35

名摩托車警官，還有汽車，”恩斯特羅姆說。

根據他調查重大事故的經驗，恩斯特羅姆說，

通常涉事有一方或是雙方都有過錯。 許多司機超

速行車，路人穿深色衣服，並選擇在光線不足的地

方，而不在光線充足的人行橫道上過馬路。恩斯特羅姆

呼籲，整個社區都必須採取行動阻止這些死亡事件。

波特蘭市政府在2016年曾立例採取一個名為「零景

願」Vision Zero的交通安全策略，目標是到2025年大

幅減少交通傷亡事件。有社會人士抨擊今次公布的數字

尤如打了政府一巴掌。

來至非營利組織步行俄勒岡（Oregon Walk）的發言

人辛普森指這問題背後的原因不單是超速或是意外，這

是本市房屋危機的結果。他對本市交通意外死亡人數大

增的問題帶來了新的角度。

辛普森指出，現時無家者的營地遍佈全城，有在繁忙

的街道上，也有在高速公路或公路旁。

他說，早前就發生過有無家者人士在橫

過Marine Drive或在84公路被撞死，原

因是他們的「家」就在那裡。

在本年初，Oregon Walk 就交通意

外頻生發聲，當時他們指出，愈來愈多

人在寬闊的馬路上超速行駛，加上路面

光線不足，過馬路的安全設施亦不足，

而最重要的是，政府未有積極採取措

施，令到駕車人士減速。

截至今年年底，「零景願」這項目

已花了近1.85億元，但交通意外死亡人

數仍不斷上升。負責本市交通部門的哈

迪斯蒂議員稱這是一個毀滅性的發展，

表示當東南82街的監管權交到波特蘭

市手上，她就會致力改善路面的安全情

況。哈迪斯蒂表示，在過去一年波特蘭市政府曾在82街

進行了多項安全工程，否則情況會更差。

根據警方的數字，今年有超過三分一的交通意外死

亡是發生在東區的，辛普森這是不正常的，並指這區同

樣是有最多人死於兇殺案的，單在今年已有79人。 

Omicron新變種病毒傳染力是Delta五倍
美恐發生第五波疫情　拜登承諾不“封鎖”

（綜合報導） 南非出現新變種病毒Omicron，世

界衛生組織WHO在短短14天內就將它列為高關注變異

株，並認為它將取代Delta成為主流病毒，引發全球

恐慌。全球多國已採鎖國封城的嚴格措施，在美雖

然未有發現相關確診案例，專家估計病毒已到了門

口。總統拜登已經和專家小組進行商討，估計會採

取更嚴格的防疫管制；全球多國已採鎖國封城的嚴

格措施。

有科學家把Omicron變種形容為「迄今已知最為凶

猛」，比Delta變種傳染力強五倍。

從意大利科學家上周首度發放Omicron和Delta的突

變模型圖片，並以紅色顯示突變熱點、橙色代表變異性

高、黃色是中等變異性、綠色代表變異性低、淺藍色是

極低、灰色是沒有變化的區域，可見Omicron的突變顯

著比Delta明顯的多，特別是直接與人類細胞有相互作

用的區域。  

世衞指Omicron有大量突變，其中一些令人擔憂，初

步研究表明與其他需要關注的變種毒株相比，Omicron

導致人體再次感染病毒的風險增加。

  美國首席醫學顧問福奇警告，最新變種Omicron的

威脅迫在眉睫，美國可能進入第五波疫情，第五波疫情

究竟會是如何，取決於我們在接下來幾周或幾個月的所

採取的行動。

究竟Omicron會不會更容易導致重症，新冠疫苗對它

還有用嗎？

有專家指出Omicron在南非11月12日才第一次偵測

到，兩周以來病例數快速攀升，且初期以年輕人感染最

多，也有些人是二次感染，重症風險是否更高，還要再

累積更多臨床數據，分析在老人家或有重症風險因素，

還有沒有打疫苗者是否會有更高的重症風險。之前不管

是Alpha或是Delta，都是大概兩個月以後才有比較確認

的研究。

至於新冠疫苗能對抗Omicron嗎？專家表示，疫苗是

針對病毒的棘蛋白產生抗

體，而Omicron的棘蛋白

上有32個突變，很擔心

產生的中和抗體是否會更

低。但疫苗對重症和死亡

還是可提供高防護力，就

算疫苗失效，以mRNA的技

術也能快速研發新疫苗。

總統拜登週一表示，

新變種令人擔憂，但不會

引起恐慌，美國人接種疫

苗和加強劑是抵禦疫情的

最佳方法。拜登說，官員

們將在週四發布更多關

於他們計劃如何在今年冬

天對抗疫情傳播的指導，

但承諾不會進行“封鎖”

。“如果人們接種了疫苗

並戴上了口罩，就不需要封鎖。”

福奇博士再次敦促美國民眾應該盡快接種新冠疫

苗，也應該選擇接受加強針。他指出，全美有6200萬

名民眾雖然符合資格接種新冠疫苗卻未有打疫苗；另外

數以百萬計的民眾則是在半年多前接種新冠疫苗，如今

疫苗保護力已降低，應該接種加強針。他還說，已打了

新冠疫苗的民眾，疫苗保護力可能已降低到某個程度以

下，不符合具有完整抵抗力的定義，「這就是為什麼整

體人口都應該打疫苗，而且還要打補強針的原因」。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彙編的疫情數據，到目前為

止，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59以上接種了「新冠病毒」疫

苗。福奇博士此前曾表示，美國需要達到百分之90左右

民眾接種疫苗，才能實現「群體免疫」。 

（本報綜述）俄勒岡州衛生局正在測試一款「疫苗電子證明」，這是方便民眾在有需要時，透過手機

採用二維碼來顯示出自己的疫苗狀況，目前在加州和華盛頓州均有這項電子證明模式。

州衛生局強調，民眾可隨意選擇採用與否。目前正在那些最受新冠疫情影響的社群中進行測試。

預計到2022年春季，本州的民眾就可開始使用。俄勒岡州未有要求企業向客人索取新冠疫苗的接種證

明，但波特蘭市有許多餐館和酒吧都各自定出要求。例如在舉行全國籃球賽的玫瑰體育館，觀眾入場均

需出示接種疫苗的證明，而這款「疫苗電子證明」會是一個方便的選擇。 

俄勒岡州即將推出疫苗電子證明



（本報訊）新 疫情 下，引發 一 列稅 和 規的變化，有不 個人、家庭和 業的財務狀況因而大起大落。

對這些情況，我們要如何 對？為此， 美華人會計 會和美國國稅局將於本月12月4號及5號，一連兩天 以「 轉

錢 ，回 與展望」為主題的2021年 財稅與 的線上大 。這次活動獲得 通貸款( )的大力 ，以 名級別

助，活動 方 約中美會計 會、加 大加中 業會計 會（多 多分部）、加 大加中 業會計 會（

華分部）。

據 美華人會計 會會長 會計 介 ，這次 網 了 美各地會計 稅 家， 了國稅局局長 harles P. 

Rettig應 在活動中 主題 外，還 和 財保險業界的 。他們將指引納稅人如何看好自己的 ，同時 大

家如何開源節流，增強投資 財的 和意識。這將是一 會 ，不可多得的機會，千 不能 過

線上講座時間分為兩天進行：
第一 於12月4日（週 ） 平 時間從 上10時至下 4時30分。

第二 於12月5日（週日） 平 時間從 上10時至下 4時30分。

參加的人 需報名參加：可 電: 626-446-1448 或 626-581-2266，電郵報名郵 : sacpaa gmail.com，也可點擊以下

接報名：

https://us02we .zoom.us/we inar/register/ N fwsZi23d 9f s - 。

具體的演講主題及時間如下：

 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和美國國稅局 聯合舉辦

「牛轉錢坤，回顧與展望」
2021年末財稅與法律線上大講座

12 月 4 日 2021 年（週六） 上午 10點-下午 4點半(美西時間) 

 
時間表(美西時間) 內容/演講者 

10:00AM-10:45AM 主題演講 : Charles P. Rettig Commissioner of IRS 美國國稅局局長  
10:45AM-11:00AM Narina Bchtikian - Senior Stakeholder Liaison, C&L Field Operations  

主題：Tax Security – A Tax Pro’s Security Checklist 
11:00AM-11:30AM Harry Lin CPA 林清吉會計師 - 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創會會長 

主題：在疫情重創下  國稅局又來查稅  你該如何面對呢？ 
11:30AM-12:00AM Valerie Grombchevsky J.D., LLM, CFP,  Vice President  

Advanced Sales of AIG Financial Distributors 
主題：Estate Planning  

12:00AM-12:30PM Courtney Zhang CPA 張穎會計師-張青會計師聯合事務所合夥人 
(舊金山) 
主題：私人家族基金會 

 12:30PM-1:30PM 工商時間及商業資訊熱門平台 
1:30PM-2:00PM Judy Lin CPA, CGA 林霞會計師-加拿大加中專業會計師協會 

(多倫多分部)聯合創始人 
主題：簡述加拿大投資環境和相關稅務考量 

2:00PM-2:30PM James Jin - 萬通貸款 GMCC 創始人  
主題：在高通脹時代，如何幫您找到超值的大額貸款計劃 

2:30PM-3:00PM Jane Yue CPA, CGA 岳昭會計師-加拿大加中專業會計師協會 
(溫哥華分部)創會會長 
主題：溫哥華房地產的稅務概況 

3:00PM-3:30PM Kenny Chang 張國興 - 華興保險總裁，洛杉磯縣保險委員會委員 
主題：商機  危機  轉機 

3:30PM-4:00PM Joy Yang CPA 楊搓儀會計師 - 內華達州注冊會計師  
主題：雙重國籍如何應用信託規劃家族傳承 

4:00PM-4:30PM Q & A 問答 

12月4日(週六）上午10點-下午4點半(美西時間）
12 月 5 日 2021 年（週日）上午 10 點-下午 4 點半 (美西時間) 

 

時間表(美西時間) 內容/演講者 

10:00AM-10:30AM Paul Cheng Attorney 鄭博仁律師-鄭博仁聯合律師事務所 
主題：房地產交易中可能出現的法律問題 

10:30AM-11:00AM Lam S. Mui CPA 梅林山會計師-紐約州註冊會計師  
紐約中美會計師協會 
主題：房地產投資稅務問題 

11:00AM-11:30AM Catherine Ken Attorney 耿懿芝律師-美國耿懿芝律師事務所  
主題：遺產稅及贈與稅的變化對於信託及遺產規劃的影響 

11:30AM-12:00PM John Shen 沈眾-明石信託公司 創建人和董事會主席 
主題：機構受託服務-確保信託最終成功的關鍵 

12:00PM-12:30PM Q & A 問答 
 12:30PM-1:30PM 工商時間及商業資訊熱門平台 

1:30PM-2:00PM Tony Yu  Attorney, CPA, CFP 尤信硯律師, 會計師, 理財規劃師 - 
DSG 永代家族公司總裁 
主題：富不過三代  傳承的迷思：稅收 離婚 糾紛 

2:00PM-2:30PM Tina Yuan 袁婷 - Top Producer GMCC Irvine Branch Manager 
主題：高通脹時代, 如何幫您套現投資抗通脹 

2:30PM-3:00PM Daniel Deng Attorney 鄧洪律師 - 鄧洪聯合律師事務所 
主題：加州頒佈的新法令，在 2022 年對於加州居民生活的影響 

3:00PM-3:30PM Lucy Gao CPA 高英會計師-華盛頓州會計師 中國注冊會計師  
主題：新移民申報海外資產和接受外國人贈與需要注意的稅務事項 

3:30PM-4:00PM Johnny Shih CPA 施啓祥會計師-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副監事長 
主題：拜登稅改對於個人及家庭年底規劃的影響 

4:00PM-4:30PM Q & A 問答 

12月5日(週日）上午10點-下午4點半(美西時間）

2021年12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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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稅局局長 Charles P. Retting

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會長張青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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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 )有家長和 區領 表示， 特蘭 會

的建議並不 合全 的最低 時要求，但老 卻 為他

們有信心這能達到 的要求。

高中的社會科 工會 小 主 蘭 斯

特告 區 代表， 最大 區的 工作者

正處於 的 。 生和 都被工作量 得 不過

來。蘭 斯特告 區官員，接受工會 查的 工

作者中有 25% 表示，自開 以來，他們每 平均工作 60 

小時或更多。約一半人說他們正在考 離開這個行業。

他說：“這是不可 續的。”

外在家長會所發的聲明中提到， 區 前的

人手 重 ，有數 個重要的 位仍然 。 員

們很多時要填補 的工作，這已超出了他們所能應付

的範圍。 內的 導人員、社工、助 等 經 被要

求代 ，而不是向 生提供 前最 需要的 導和

援 務。

工會 告 特蘭 區，如果 不改變的話，將

會有更多 離 。

特蘭 區官員 正 對 力，但 工會的

要求。官員指出，工會的提議 高中生的在 時間

近 20 天，中小 生近 10 天。

特蘭 區的 和 社區 總 說：“我們

同有 性 所 對的問題，但大 生的

對 並不 合 生、家長和社區的最 利 。”

所指的是 對 時間，將加 遠程

以來 生成績、出 率和 記錄出現的下 ，有 人

生的情況更差。

工會 人員要求 區 生的 時間，讓老

們有更多時間 計 程。主要是 們看到，經過近

一年的遠程 後， 生在知識和技能方 有 巨大的

差 ，有 生能跟得上 ，但有 生卻是幾乎 麼也

沒 到。

教師工會提議縮減學生上學時間
波特蘭學區直指是一個錯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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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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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深秋的時候，我們教會就會開始為附近的

鄰居物色愛心睦鄰的聖誕禮物，雖然他們多半不是

我們的會友。每次我們挨家挨戶登門送上禮物和卡

片時，總是得到很多感謝，甚至還會收到寄來表達

謝忱的謝卡。其實我們最盼望的是，有一天他們都

能打開心門，領受一個從神而來的愛的禮物，就是

耶穌基督的救恩！

送禮物要送的適切又有意義是一門很大的學

問。據我觀察，有些弟兄姐妹真的是送禮達人，他

們會花心思去了解別人的喜好和需要，因此收到禮

物的人會打心裡感謝而好好地珍藏。我收到最特別

的禮物，是一對夫妻送給我的一個精緻的彩色玻璃

鮭魚藝術品，它呈現了一隻力爭上游的鮭魚凌空躍

起的境界。這份禮物乃是要鼓勵我和師母在牧養教

會遇見困難和挑戰時，不要輕易灰心，而要堅毅地

依靠主，勇敢向前。直到今天，這隻鮭魚還擺在我

書房最顯眼的位置，以便常常提醒我在主裡要有百

折不撓的精神。

聖經裏有一個送禮物的故事頗令人深思。馬太

福音第二章記載，耶穌降生以後，有三位博士從東

方長途跋涉到伯利恆朝見嬰孩耶穌。他們進門看見

嬰孩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嬰孩，並揭開寶

盒，拿出黃金、乳香、沒藥獻給他。而這三樣禮物

其實是有很深的涵義在裡面的。

在當時，「黃金」是獻給君王的禮物，象徵尊

貴榮耀；「乳香」則是獻給祭司的禮物，象徵聖潔

生活的馨香；「沒藥」是獻給垂死者的禮物，用於

一般來說，華人的家庭都比較重視孩子的教

育，我和先生當然也不例外。我們有三個兒子，從

小就對他們耳提面命，提醒他們要好好讀書，以後

上個好大學，才能找個好工作。可是等到他們要申

請大學的時候，還是有了種種的考量和擔憂。

老大從小成績很好，也很聽話，被加州的一所

名校錄取了。這所學校離我娘家很近，坐電車就能

到。所以得到消息的時候，我非常高興！如果他選

這所學校，就可以住在我娘家，非常方便。而且如

果我要去看兒子，又可以順便回娘家，真是一舉兩

得！何況我媽媽幾年前還曾夢到我家老大唸了這所

學校，而且就是住在她家！現在這樣豈不是美夢成

真嗎？！

但根據當時美國公立大學的規條，凡是來自

外州的學生，學費每年需要多付一筆外州生學費

（out-of-state  tuition），比本州生每年要多付兩萬

多美元。這對我們來說不是個小數目。如果是加州

居民，四年下來就可以省十萬多。雖然我們曾經是

加州居民，但好幾年前就已離開，目前定居在俄勒

岡州。

為了老大的前途，也想要節省這一筆開銷，畢

塗抹屍體或麻醉，象徵受死的苦難。這三樣禮物說

明了耶穌基督在世的三個特點：一、有君王的榮耀 

（黃金）；二、有完全聖潔的生活（乳香）；三、 

要為世人的罪孽而犧牲受死（沒藥）。

我猜，當時馬利亞看到東方博士送給小耶穌的

禮物中竟然有「沒藥」，心裡可能非常地錯愕、不

解和傷心，或許要過了很多年之後才接受耶穌是為

了受死來到世間的事實。

神為了救贖世人脫離罪預備了救恩的禮物，而

祂的獨生愛子要為世人的救恩受難、受死，付出極

大的代價。以賽亞書五十三章 5 節說：「哪知祂為
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
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感謝主！我們藉著信靠神以及主耶穌為我們流的寶

血，都可以領受全人的醫治和平安。

那麽我們能回送給神什麽禮物呢？對主的奉獻

是根據對主的認識；認識主的恩典越深，奉獻也就

越大，因爲若明白主的寶貴，必然也樂意把最貴重

的禮物獻給祂。但願我們在紀念耶穌降生的時候，

能向神敞開心，把自己完全交託在主的手中，一生

信靠主，為主而活，成為神所悅納的禮物。

正如加拉太書二章 20 節所說：「我已經與基
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
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親愛的朋友，主耶穌就是神為我們精心預備的

禮物，您準備好接受這份祝福了嗎？願神祝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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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的尾聲！回顧過去，讓我們反省檢討，也充滿感恩。展望未來，雖然充滿了不
確定，但我們有一位愛我們的主，總是不離不棄地看顧我們。讓我們學習更多相信祂、
倚靠祂、感謝祂；好讓我們的人生旅程成為祝福滿滿的恩典之路。

精心預備
的 禮 物

轉念之間

竟還有兩個很快也要上大學的兒子，於是我就開始

想辦法。譬如，是否能再度申明自己是加州居民？

或是，我是否搬去我媽家住幾年，一家分兩邊住？

但先生不同意。又或者，我們全家搬去加州住，先

生可以轉到加州的醫院上班……。我想了很多方

法，但都覺得不切實際，而且也要考慮他兩個弟弟

現在的高中學業和生活。想盡了各種合法的途徑，

都沒什麼可行的；於是，腦海裏就開始浮現出一些

不合法的方法。

有一天，我又絞盡腦汁想「鬼」主意的時候，

忽然有一句話閃過我的腦海：「不能把孩子的前途

建立在一個謊言上。」我知道這是神的聲音，祂在

提醒我，如果要孩子去這所大學，該付的外州生學

費就要付。後來，經過多方的考慮和多次的討論之

後，我們夫妻倆有了共識，而老大也瞭解了我們的

想法，並願意體貼我們的考慮，選擇去唸俄勒岡州

的大學。

現在，我們三個孩子都上同一所大學，雖然

開銷不少，但神一直供應我們的需要。不僅不需要

多付外州生學費，他們還個別都有領獎學金。三個

兄弟同校，彼此可以互相照應；學校離家又近，週

末、假期來回交通也都方便，讓我們很放心。兄弟

三人也一起參加校園團契，靈命上都有長進，我們

更為此感謝神！

耶穌曾在馬太福音十六章 26 節說：「人若賺
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
能拿什麼換生命呢？」箴言三章 5-7 節也說：「你
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
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不要
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從這

件事上我學到了：真理的原則要守住，不要在尋找

夢想中，讓夢想變成了心中的偶像。做人、行事都

要走在光明中，有神的陪伴和帶領，討神的喜悅，

這比所有的一切更加可貴！

親愛的主耶穌，感謝祢這一年來的帶領和保

守！這一年即將過去，新的一年就在眼前。求祢

繼續帶領我們前面的道路，幫助我們活出合祢心

意的生命，成為身邊的人的祝福。感謝禱告是奉

我主耶穌基督寶貴的名求，阿們！

歲末年終的祈禱
同心來祈求

桃膠是由桃樹分泌的樹脂凝固而成的橘

黃色結晶固體。據説內含豐富的氨基酸，能

促進膠原蛋白的吸收，可以幫助美容養顏，

跟燕窩類似，因此俗稱「平價燕窩」。以下

介紹一道簡單又好喝的桃膠甜湯。

材料：

一、桃膠；二、枸杞；三、黑糖；
四、花豆；五、紫米；六、桂圓。

簡易版只需前三項食材；豪華版則是使用全

部六項食材。

簡易版作法：

1. 桃膠泡水至少八個小時。然後將其中雜

質挑除，過水洗淨。

2. 枸杞洗淨。

3. 將桃膠、枸杞

和適量的水一

起放入電鍋裡

蒸，外鍋放兩

杯水。

4. 蒸好後，依個

人口味適量加

入黑糖，拌勻即可。

豪華版作法：步驟 1~2 同上

桃膠甜湯
甜蜜好滋味

將花豆和紫米洗淨，泡水過夜。然後加花

豆和紫米總量 1.5 倍的水，放入電鍋中蒸

軟，外鍋放兩杯水。

桂圓洗淨，泡水。

將桃膠、枸杞和桂圓倒入蒸軟的花豆和紫

米中，加入適量的水，放在爐子上煮。

最後依個人口味加適量黑糖，攪拌均勻，

煮滾即可。

3.

4.

5.

6.



（綜合報導）Zillow大裁員兩週後，前員工 Jeff 仍

有不真實感。

畢竟幾週前，他跟一起被裁的近2千位同事一樣，都

對公司業務蒸蒸日上和股價節節攀升充滿期待，疫情期

間Zillow股價增長近30倍，今年初市值一度近500億美

元。對近幾季業績低迷，高層也只說是暫時性影響，公

司還是蓄勢待發。

但誰也沒想到地雷突然爆炸。10月底Zillow發表第

三季財報，主要財務指標均遠低於預期，房地產業務巨

額虧損成為禍根，幾天後公司宣布關閉iBuying（電子購

房）業務，並裁掉該業務全部約2千名員工，佔公司員工

總數四分之一。

事件影響仍在發酵，如今Zillow股價連跌兩週近乎

腰斬，300億美元市值瞬間蒸發。為了盡快收回現金、彌

補虧損，Zillow最近將全美購置約7千套房屋全部甩賣。

涉足房地產3年，Zillow不僅沒有華麗轉身，反而總

計虧損超過50億美元。Zillow失敗背後究竟是「天災」

還是「人禍」？

房地產業的科技滲入速度一直很慢，Zillow的房地

產訊息入口改革，曾讓業界為之一振。2006年前，美國

房地產交易訊息高度分散，一般人與房地產業有巨大資

訊落差，買賣雙方高度依賴中介機構、房價不透明、區

域資訊壁壘高聳等都是長期問題，Zillow出現徹底改變

了房地產業資訊流傳方式。

Zillow模式其實很簡單，就是建立平台集中所有房

屋買賣資訊，並供使用者免費查詢。Zillow還獨家上線

Zestimate功能，基於大數據提供賣價和租價預估及範

圍、歷史價格等。歷史價格甚至可溯至15年前，並可預

測12個月內房價。

超強的房地產資訊整合力，讓Zillow以極快速度

爆發式增長。成立僅5年，Zillow就宣布那斯達克上

市，IPO當日股價大漲79%，為當時最受資本市場追捧的

科技公司。

雖然在房地產界聲名大噪，但Zillow本質並不是房

地產公司，用創始人的話說，Zillow是房地產媒體，並

不提供直接交易，只匯整各類訊息，賺錢模式也類似媒

體。2018年涉足房地產業務前，Zillow營收為兩大塊：

一是線上廣告收入，高流量帶來的廣告投放。二是特定

市場收入，含高級房產經紀人（Premier Agent）和貸

款業務。

所謂高級房產經紀人，是指各地房地產經紀人可透

過按月或按年付費訂閱，於Zillow長期刊登公司或個人

資訊以轉化客源。貸款業務允許提供抵押貸款機構刊登

資訊並按點擊量收費。

美網路房地產巨頭炒作房價自食惡果

與您分析Zillow敗走的原因
從Zillow歷年財報可看到，高級房產經紀人是Zillow

最核心收入來源和增長曲線，Zillow 2018年宣布進入房地

產業務前，高級房產經紀人收入約佔整體70%，線上廣告

和貸款業務都反應平平甚至不斷走低。2017年5月，Zil-

low首次在拉斯維加斯和奧蘭多試點iBuying，試水賣屋。

嘗到小甜頭後，Zillow2018年4月正式宣布開啟Zillow Of-

fers業務，從房地產訊息走向真正房地產公司。

2019年，Zillow Offers業務猛進，房屋買賣收入超

過其他業務，比前一年增加250倍，佔年度總收入一半

以上。公司甚至公開表示，iBuying業務可在3~5年內為

Zillow帶來200億美元年收入，之後每月更要購入5千套

房屋。2020年第一季Zillow房屋部分收入首次盈利，業

務擴展到全美24城。之後Zillow進入瘋狂買買買模式，

房屋業務規模越來越大。

一開始受疫情居家隔離影響，Zillow用戶數量、租房

和買賣房需求高漲，讓Zillow各項業務都爆發增長，加

上貸款利率降到歷史新低推動房價攀升，Zillow之前買

下的大量房屋派上用場，賺到巨額差價。連續幾季亮眼

財報直接推動Zillow股價坐上火箭，暴漲20倍。

 此時Zillow對iBuying業務信心滿滿，不僅不斷購

房，還宣布要將「殺手鐧」Zestimate與Offers業務掛

鉤。從今年第一季開始，Zillow宣布直接照Zestimate估

價全現金買房，進一步簡化銷售流程，提升交房速度。

Zestimate一直都是Zillow的當家花旦，2006年開

始，基於大數據的房屋估價是吸引使用者使用Zillow的

一大原因，也是Zestimate，Zillow才陸續拓展到租房、

貸款業務。但Zestimate估價只是給使用者參考，從未實

際用於房地產交易。

網路罪犯不請自來，如何知道你的身份已經被盜竊了？
（美國國稅局IRS供稿）現代社會人們的生活離不開

網路，如果不加強自我防護，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網路犯

罪份子的盤中餐，因為網路犯罪無處不在，犯罪份子離

你並不遙遠，他們時時刻刻都在製造陷阱、釣魚，期望

能夠捕獲那些不會保護自己的小白。

美國國稅局提醒大家，在報稅季節即將來臨之際， 

要格外小心，保護好自己的個人資訊，不要給犯罪份子

可乘之機。

美國國稅局發言人蔡萍說，國稅局和安全峰會合作夥

伴已採取重要措施保護納稅人免遭身份盜用，犯罪份子現

在試圖從納稅人那裏獲取敏感資訊，以準備虛假的納稅申

報表和領取退稅的金額，今年特別要提醒年輕人和老年人

加強防護意識，還有那些低收入家庭，他們即使不提交納

稅申報表，但是他們的身份也會被犯罪份子盜竊並用來冒

名頂替獲得退稅的福利，比如子女稅付預付款。

那麼如何知道您的身份已經被盜竊了呢？如果發生

以下的跡象，那麼很可能您的身份已經被盜竊了。 

1. 您收到國稅局的信函，詢問您從沒提交的報稅表。

2. 您不能以電子方式提交您的報稅表，顯示原因是社會

安全號碼重複了

3. 你收到一份電子郵件發來的您從未請求的稅收記錄

4. 您收到國稅局的通知，有人以您的名義設立線上帳號

5. 您收到國稅局的通知，您的線上帳號在您有任何行動

時已被人使用

6. 您 收 到 國 稅 局 的 通 知 ， 您 拖 欠 附 加 稅 收 或

已 經 抵 消 的 退 稅 ， 或 者 鑒 於 您 已 有 一 年 未

提交報稅表，已對您採取收稅行動。

7. 國稅局記錄表明您有從一個您從未工作過的雇主那裏

領取工資或其他收入

8. 您從沒申請EIN（雇主識別號碼）但是卻收到了國稅

局給你頒發的EIN

如果您懷疑自己的社會保險號被盜用，國稅局建議您

採取以下行動：

• 立即回應國稅局的通知，使用國稅局信函中提供的電

話號碼。

• 填寫國稅局14039表“身份失竊宣誓書”，列印該表

格，然後連同您的報稅表附上，根據國稅局信函中的

指示郵寄您的報稅表。

－訪問IdentityTheft.gov，立即採取相應的措施保

護自己的財務狀況。　

－遇到身份盜竊，不要恐慌，我們在這裏幫助

您，而且是用您能聽懂的語言－中文來幫助您。 

　　請訪問國稅局官方中文網站獲得更多資訊和幫助－身份

失竊受害者援助中心(https://www.irs.gov/zh-hans/in-

dividuals/how-irs-id-theft-victim-assistanc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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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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澤延綿之地

位處優越，位處優越，
飽覽飽覽Mt Hood四季景緻

8421 SW Macadam Ave., Portland, OR 97219  
Tel: (503) 246-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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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