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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 ）由波特蘭新聞及波特蘭

中心舉辦的一年一度新 年 會即將

舉行，這個極 意 的華人 祝活動已 進 23

個年 ，由於疫情 ，上年我們 新 ，空前成

地舉辦了 上年 會，獲得社區和街 們的一致

好評及 力支持，所以 年再 一城在 上跟大

家 年及一起歡渡這個喜 的 日

年的年 會 目 ，為了讓大家

能在大年 一前為家人及 預備過年

食品，我們 來 驗 得一手好

的Elaine分 如何 製 小 -落湯

、 及 ，另一位 食達人

Fiona就教大家製作過年小 -

和 。

約定
你!!

齊參與2022新春年宵會，
迎虎年虎虎生威!!

新年當然少不了 表 ，我們 來技

超 的 表 ，想 大家目不

。 術是中國的國 當然也是 年 目的不 之選，

術學院的 術表 將 你 為

大家 的波特蘭 手 會為大家 金

，不能不提這 的地點是在充滿中國情 的蘭 ，可 覺

視覺 重 受 還有 enny s Family會 「學 」， 強

為我們帶來 「新的一年」和大波特蘭 群顯 等等。

大社團亦會 此機會向 位 眾 年，祝 一 接一

特 感 以 助對2022 上 年新 活動的支持

金贊助：
大華超級市場、中國食品公司、Health ellness保健整 中

心、ilani 渡 、Apano亞 聯 ( 接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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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州華州是交通法規屬全國最嚴的前9位

變種「隱形 Omicron」速增
世衛警告

（本報綜述）美國高速公路和 車安全倡導組織周

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美國車 人數正 著不

容 的方向發 。根據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局發表的數字，在2021年上 年，有20,160

人 於 車事 ，比2020年，這數字增長了18.4%。

在周 的新聞發 會上，高速公路和 車安全倡導

者主 斯表示，一些州的報告 2021年的總車

人數比2020年高，有些州的數字更是10多年來最高。

說，這一情 分 ，因為考慮到疫情的隔 ，路上

行車數 相對少，但交通事 成的 比例 更高。

超速和不 安全帶被認為是導致更多意外出現、更

多受 和更多 的主要原因。支持高速公路和 車安

全的人士認為，美國 州交通法規的改進將有助於減少

交通 。

這一年度報告中 出了16 所有州都應該 行

的最 法 法規，以 車 和其他交通事 。該報告

還根據已實施的這些法 數 ，對 州進行了評估。

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都在交通安全法排名前9位。兩

個州目前都在 行高速公路和 車安全倡導者正在推動

的16 法 中的11 。

該組織希望 到俄勒岡州增加以 法 ：設定獲得駕

許 的最低年 為16 ，並要求在監管 駕 50小

時後才能獲得正式駕 ，對 少年司機實施夜間駕

，在沒有成年人監 的情 ， 未成年司機所載

的 人數，不得超過一名21 以 的非家庭成員，並

要求司機至少年滿18 才能獲得不受 的駕 。

至於華盛頓，報告表示，該州對監 駕 的時間有足

夠的要求，但仍建議該州將駕 許 的最低年 規定

為16 ，實施夜間駕 ，並 少年司機 載的人

數。它還要求華盛頓州將獲取不受 正式駕 的最低年

提高到18 。高速公路和 車安全的提倡者還說，華盛

頓應該規定 些身高和體重超過安全 要求的 使用

加高 ，直到他們達到57 高，8 或更大。

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亦認為，更

嚴格的法 將有利於民眾的安全駕 。

俄勒岡州 局表示最近收到了12 美元的交通資

金，準備用於 在 更多生 和減少嚴重 事 的

項目。其中包括的計劃有：解決和 司機 相 的

和在路邊被 的事 ；教育公眾在交通 過程中的

法程 ，並 法人員在 法過程中提高與公眾 動

的安全性。另外， 局還計劃 資在 的 加

工程，讓 設施更能 變化的 。

俄勒岡州2022年度的目標是：將交通意外 事

數目減至468 至更少。俄勒岡州 部表示，2020年

的交通 數據還沒有得到確認，更不用說2021年了。

然而，他們確實知道的是，自疫情開始以來，本州的交

通 人數有所上升。

加企業稅資助每名州民750元?
（本報綜述）日前有組織倡議，提高大 的

， 收的 款，可為每名本州州民提供 外

的750元收入。

 一個名為 Oregon People s Re ate（俄勒

岡人民 )的組織，近期提出這倡議，他們希望

能收 到112,500個 名，讓其出現在 年11月的

選 上，讓州民進行公 決定。該組織表示，向

俄勒岡州年收入超過 2500 美元的公司 收 3% 

的 ，而不是他們目前 僅接近 1% 的 。

「俄勒岡人民 」的政治主任約 解 ，

他們所指的 包括康 斯特（Comcast）、

、 果等公司，目前俄勒岡州是全國公司

最低的州份之一，這項倡議將使本州的公司

推高至全國的中等 平。

根據約 的說法，增 將為本州帶來約30

美元的收入， 本州約有400 人 來算，這相當

於每人可獲約750美元。約 說： 750美元對

很多人來說是一筆不 的收入，可幫助

交 等，而以一個 之家來

說，這就是3,000美元的 外

收入。 事都有正反兩方

的意見，至於這項倡議

也不例外，但約

說： 反對者會說

將 開這個州，連

帶 本州的就 位

減少，又或他們將不得

不提高 格，但實際這

都 是宣傳，因為他們不想 。約 解 ，

這些 的服務或 品 格，是全國一 的，所以

你從內華達州的 或 果公司 的 西不會因

為當地的公司 比俄勒岡州高而被 高。

約 再一強調，這是一項真正 每個俄勒岡

州人都受 的建議。

但 學家 不同意。ECONorth est高級

學家惠蘭認為， 然大公司的某些 品 格不會改

變，但其他 品的 格將會上 。他說： 全國

地的 格並不一致，在我們去年進行的一項調查

中， 加 在波特蘭是2.76美元。在俄 俄州

哥 布市是1.66美元。在西雅圖是2.26美元。惠

蘭直指，不會加 和不會把成本轉 消費者這想

法， 是 想，不 實際。

惠蘭舉例說： 你作為俄勒岡州一個大型超

市，你的年 已 超過2500 美元，所以現在

你 外支付3% 。你是在 的 上再交 ，

當消費者得到這福利時，你當然會向他們收取更高

的 格。 當被問及他是 認為工作 位會隨之而

開時，惠蘭說： 會的，特 是對於可以

搬到其它地方營 的 來說。 儘管

有惠蘭的 點，但約 並不這麼

。他說這些論點一直都 在。他

認為這都是不想 的公司的宣傳話

題。並指出，這等公司想 CEO更多的

，他們想為公司 更多的 。

這項 外福利是 成事就要 民

眾會 同，並由全民 來決定。 

(綜合報導)在新冠新增確診數上週達到另一

個 高點 ， 衛生組織( HO)25日表示，與

Omicron變異 相關的 險程度仍非常高。 HO警

告，Omicron變種病毒有新的亞變種、被 為「

形Omicron」的 A.2，已在至少40國現 ， 羅

來 和華盛頓州也已出現病例。

衛組織在每週 行病學的更新中指出：「有

超過2,100 新增確診病例被通報，是自從疫情爆

發以來，一週確診數的最高 。」

衛組織表示，在 至23日的一週，新增確診

數增加5%。相較之 ，前一週的新增確診數增加

度為20%。

這份報告表示，Omicron超越其它變異 ，持

續增加主導全球疫情。 A.2又名「 形Omicron」

，因其PCR檢測 現 性，但科學家當 難以

斷是 為Omicron，這可能 後續治 ； A.2已

在丹麥和 國 速傳播， 報告顯示， A.2致

不及Omicron。美國本 也有 A.2病例，

大學傳 病學家 表示， 州已出現

A.2病例；華盛頓州 至24日也測到至少兩例。

衛組織說：「當前新型冠 病毒( S A R S -

C o - 2 ) 的 全 球 行 病 學 特 是 ， O m i -

c r o n變異 在全球 主導地位， e l -

t a 變異 的盛行 持續 ，以及非常低

度 行的Al p h a、 e t a與 a m m a變異 。」

衛組織表示：「在2021年11月及12月 Omi-

cron確診數快速增加的國家，已 或開始 到確

診數的減少。」然而， 衛組織認為：「 於目

前可取得的 據，與Omicron變異 相關的整體

險仍非常高。」 衛組織說，過去30天收 到

的、已 定 並上傳至全球 感數據倡議組

織的檢體，Omicron所佔比 為89.1%。前一個

在全球主要 行的變異 elt a，佔有的比 為

10.7%。

（本報綜述） 為確保市民 有安全 用 ，波特蘭 務局會定時

在 樣家庭中收 樣本監測 ，而 鉛 是監測其中重要一 。

去年11月最近一期監測結果顯示， 用 中的鉛 超過監管 平，

並 起俄勒岡州衛生局的關注去信 務局 採取適當行動。

據報導指，從100多個 管 料帶有鉛 的家庭用 所採 的

樣本中， 分之 的樣本鉛 高於21pp (parts per illion)，比

標準的15pp 高，而其中兩個樣本更比標準超出5倍，是20年來最高的

檢測結果。過去30年當局都 分正視鉛 超標問題， 其特 關注

所有自1970年至1985年期間建 的 屋，由於該 屋建 時於

管上使用 鉛 料， 被 為高 險 鉛家庭。有見及此，當局於

2016年著手增設一個 設施，並計劃在本年4月 入 作。該

設施將調 布爾 （ ull Run） 中的 度和 pH ，以中和其

性，減低對 管鉛 料的 作用。

但以應對11月最新的鉛 超標報告，局方仍要製定一連 短期

計劃，當中包括將 時提高 中的 pH 以中和 的 性、擴大宣

傳和教育計劃以提高受 家庭對鉛 險的認 、並努力加快

設施 入 作。

如何減低從飲用水中接觸鉛風險

接 鉛的最大 險者是 、 和 人士，會 大腦和

， 的生成，導致 低 。而以成年人而 ，

有問題及 有高 壓者也是高危族。

專家建議， 食 管有多個小時沒用，應先開 放 30 到

2分 ，或直至 溫變 再作 用或 。 及 調 配方

時，應使用新 的 。要 記鉛更容易 解於 中， 直接

使用 中的 自來 。 考慮增設過 器，要查 該過 器是

能夠 低鉛 。當局亦為一些指定區 的住 提供免費 鉛 檢

測， 情可至電 務局-鉛 問題專 （ ead ine）503-998-4000或

上政府 查詢https // .portland.gov/ ater/ ater- uality/

test-your- ater-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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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上年 會 目表如

1/29年 七 (星期 ) 

1/30年  (星期日) 

2/1大年 一 (星期 ) 上 8時

大家記得到時收  我們提供全方位平台供大家 目  

油管 u-tube - PCTTVonline

波特蘭新聞網頁 - www.portlandchinesetimes.com

臉書Facebook – Portland Chinese Times

微信 WeChat – pdxnow

手機 App – PCT NOW

一機在手就能 此 近 無 新 ， 年年  

波特蘭新聞及波特蘭 中心僅在此 祝大家 年行大 生 如 身體健康 事如意

齊參與2022新春年宵會，
迎虎年虎虎生威!!

州
議
會
考
慮
讓
州
民
自
助
加
油

（本報綜述）俄勒岡州議會在2月1日開始的新一

議會中將再度提出 駕車人士自助加 選擇的法

。如法例獲通過，民眾可選擇由服務員為你加 ，

或是自助加 。

本州是全美 一不允許自助加 的兩個州之一，

的法 亦曾多次提出 論，在2015年州政府允許一

些位於 區的加 ，在夜間時可提供自助加 ；並

在疫情開始的數個月及去年的高溫天 亦有放 規

例。

這提 獲得不少加 主的支持，他們表示由於

疫情的 ， 成人手短 ，加 常出現人 ，

為了確保服務員的安全，有加 更要考慮 時關

。

支持提 的人 ，這提 將為 障人士或其他有

需要或希望得到服務員幫助的人提供幫助。 法 還要

求，無論是選擇自助加 或是由服務員加 ， 格都

將保持不變。 

州政府恢復向面臨驅逐的
租客提供援助

（本報綜述）麥魯瑪縣衛生局周 舉行新聞會， 述麥縣對新

冠疫情持續所作出的反應。

麥魯瑪縣公 衛生總監根西 表示，要從整個疫情 過來，

真的是要 上一代人的力 。

對Omicron變種的傳播速度如此快，根西 指出，該縣不想在

疫指 上，反來 去， 學會與病毒 ， 要 繼續

和接種疫苗，生病時 在家裡等 施就足夠，這些 施將大大減低

因感 病毒而 生的 。

麥魯瑪縣衛生官員維 斯博士說，目前麥縣平 每天有 1,200 

確診病例，如說麥縣已達到感 高 還是為時過早。 還預測，

麥縣近一 的人 將在 12 月中 至 2 月期間感 到 omicron變

種病毒。

州衛生局則預測，本州的確診病例將於1月28日到 ，接著在

2月 ，住院人數亦會到 。最近的數據顯示，感 高度傳 性的

omicron變種病毒的病例一度 上升的 ，現在 已 於平

。官員估計，本地將能安然過渡這個疫情，維 斯博士說，希望

隨著時間過去，以及有足夠的民眾接種了疫苗，新冠疫情對民眾生

活的 將 低。

 州衛生局在過去的 日，新增有19,400 確診病例，分 是

21日 4922 ，22日10,862 ，23日 3616 ；而在 天公 周一

的單日新增病例則有6904  ，41人 。這些單日新增確診數字

還未包括在家使用檢測 驗得 性的病例。      

（本報綜述）俄勒岡州住 和社區服務部

（OHCS）宣 ，再次接受 金援助計劃的

，幫助因未支付 金而面 被 的 。

OHCS表示，由於資金有 ， 次重開預計可持續 

3到5周，大約能為6,700 9,300個 外的 提供

援助。

在過去的 周里，OHCS 停接收 ，因為他們

正在處理嚴重積壓的 ，以 查 近4 美元的聯

邦援助和特 會議的撥款等用完沒有，是 還有資

金可供發放。

OHCS 將 先處理在 12月1日 停之前收到的

。最需要的家庭將優先獲得這些資 ，而不是先

到先得。然後，1月26日收到的 將在此之後處

理，也是優先 最有需要的家庭。

在1月26日或之後 的 將獲得安全保 ，

在 得到處理之前，免被 。所有安全保

期將於2022年9月30日 滿。但 成 與

還是要 OHCS可用的 資金，所以不能保

者一定獲得援助金。另外， 援助的 應知道

處理需時，並且援助金的支付也會延 ，但一

他們就立即獲得安全 保 。

OHCS ，面 被 險的 應立即

金援助，以獲得安全保 ，並應聯 法 組織。

俄勒岡法 中心的 項目：888-585-

9638或evictiondefense oregonla center.org

俄勒岡州 會：503-684-3763或legal-

help oregonstate ar.org

最新的數字顯示，OHCS和本地項目管理員( PA) 

已向33,770 家庭支付了2.354 美元的聯邦

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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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謝啟示

胞兄 ： 許遜恩

兄嫂 ： Cynthia Soohoo
         孝侄男 ：Nathaniel Soohoo-Hui
  孝侄媳 ： Hannah Soohoo-Hui
    孝侄孫男：Theodore Soohoo-Hui
    孝侄孫女：Sophia Soohoo-Hui

       孝侄男 ： Alexander Soohoo-Hui
  孝侄女 ： Anastasia Matthews
        孝侄婿 ： Bo Matthews
        孝侄女 ： Elisabeth Soohoo-Hui
        孝侄女 ： Lilyana Soohoo-Hui

胞兄 ： 許謙恩

兄嫂 ： 莊婉芳

        孝侄男 ： 許思恒

        孝侄女 ： 許思語

胞弟 ： 許德信

弟婦 ： 楊暉

        孝侄男 ： 許乃然

  孝侄女 ： 許以心

妻 ： 張淑儀

孝男 ： 許沛樂

孝女 ： 許沛琪

             攜

波特蘭新聞   波特蘭印刷

波特蘭中文電視團隊：

  張堅華  

  彭振生 

  馮玉娟  

  馬明敏 

  張雅棋 

  陳俊宏

  黃采夷 

  俄廣才

夫君 許慈恩 因病於 2022 年 1 月 15 日主懷安息，並於 1 月 22 日安

葬於林肯墓園。叨蒙遠近親友，主內弟兄姊妹，僑團領袖，社會賢達

等親臨或網上悼念，或刊登報章函電慰唁，惠賜花圈賻儀，及捐贈至

『許慈恩紀念獎學基金』等，高誼隆情，存歿均感，在此謹向各位致以

衷心謝忱！

同叩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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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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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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家居車族問題日催嚴重
籲當局積極處理

大型檢測和接種場啟用 無需預約 每天9－7開放
(本報綜述)為了應付越來越多民眾要求進行接受新冠病毒的檢測，州衛生局將原來由俄勒岡醫

科大學(OHSU)管理，在博覽館(Expo Center)的大型檢測和疫苗接種場收回，由自己管理，並向州

民提供一星期七天，每天由早上9時至晚上7時開放，市民不用預約，隨時就可駕車到場接受病毒檢

測或是接種疫苗或加強劑。

州衛生局官員表示，設立這個大型檢測和接種場，主要是希望減低欲進行病毒檢測或接種疫苗

人士的障礙。官員又指出，衛生局接手OHSU管理這場地的做法，可讓OHSU的員工返回該院在市中心

河邊的院方停車場內所設的自駕到場快速檢測中心。這個中心需要預約。

州衛生局在博覽館的中心在周一開放當天，就已為超過300人進行病毒檢測，和為超過50人接種

疫苗。

到這個中心打疫苗或檢測都是免費的，但如民眾有健保的話，都需要提供有關資料，好讓政府

向保險公司收取費用。在博覽館內進行的病毒檢測是PCR(核酸擴增)檢測，比快速檢測較可靠，三

天有結果。

Omicron變種傳播力強，是導致本市出現新一波疫情的原因。近幾星期，民眾要進行檢測並不容

易，到處的預約常滿。有到場的市民表示，他仍在等診所的檢測預約，這個中心實在減少了他的擔

憂。州衛生局表示，他們計劃這中心最少會開放到2月底，如到時的需求仍是高，他們回考慮延長

開放時間。

大學理事會：

SAT考試全面數位化
考試時間減為2小時

（綜合報導）美國大學理事會25日發表聲明宣布，從2023年起，將

在美國以外的其它國家和地區推行SAT考試數位化新規；美國將從2024

年開始過渡到SAT數位化形式。新規定將會把考試時間縮短1個小時，

從原本的3小時縮減為2小時，考生得知分數的時間也將大大縮減。

大學理事會於2021年11月在美國和國際上試行了SAT考試數位化。

大學理事會說，80%的學生說他們認為這種方式壓力較小，100%的教育

工作者報告說有積極的體驗。

大學理事會還說，通常的筆試現在將通過電腦進行。這將會使考試

更加安全，並使學生更加難以作弊，因為每個學生都將收到一份獨特

的考試。

隨著向數位化考試過渡，大學理事會正在努力解決技術使用方面的

不平等問題。學生將能夠使用他們自己的設備（筆記本電腦或平板電

腦）或學校發放的設備。如果學生沒有設備可用，理事會將提供一台

設備在考試當天使用。如果學生失去了連接或設備沒電了，數位化SAT

的設計將能夠確保他們在重新連接時不會丟失工作或時間。

SAT考試數位化的規定從2023年開始將適用於國際其它國家和地

區，而在美國是2024年開始推行。

作為變化的一部分，考生不再需要使用削尖的2號鉛筆，整個數學

部分將允許使用計算機。

此外，數位化的SAT還將縮短考試時間，從目前的3小時減到2小

時，而且還會使考生在每個問題上有更多的思考時間。考試的閱讀段

落和現在相比也將縮短，且每個段落配備一個問題。段落將反映更廣

泛的主題，代表學生在大學裡閱讀的作品。學生和教育工作者將在幾

天內得到分數，而不是幾週。

大學理事會「大學準備度評估」副總裁羅德里格斯說：「數位化

SAT（考試）將更容易參加、更容易提供和更相關。」

「我們不是簡單地把目前的SAT放在一個數位平台上——我們正在

充分利用以數位方式提供評估的可能性。根據教育工作者和學生的意

見，我們正在進行調整，以確保我們繼續滿足他們不斷變化的需求。」

儘管有這些變化，但SAT考試仍將以1600分為滿分，在學校或考試

中心進行。

參加去年11月SAT考試數位化全球試點的學生表示，與目前的筆考

相比，數位化考試體驗的壓力較小。

「感覺壓力小了很多，而且比我想像得要快得多。」來自維吉尼亞

州的11年級學生科西奧說，「較短的段落幫助我更專注於後面的問題

想要我回答什麼。另外，你也不用想著要帶計算器或鉛筆。」

另一名參加數位SAT試點的美國學生丹妮爾說：「我喜歡整體設置

的簡易性，考試當天的快速指導，以及壓力小得多的考試形式。」

哈佛大學等知名學府，在新冠疫情發生後，宣布招收大學新生

時，SAT或ACT標準化考試成績改為自願選擇提交(Test-Optional)。加

州大學則表示，SAT與ACT成績不採為入學的標準。

 PSAT／國家優異獎學金考試（PSAT/NMSQT）和PSAT 8/9考試將在

2023年實施數位化；PSAT10將在2024年數位化。更多信息可在SAT.

org/digital上查詢。

（本報綜述）據西雅圖大學法學院「無家

者權利倡導項目」（Homeless Rights Advoca-

cy Project）的總監Sara Rankin估計，現時波

特蘭居車族可能佔西岸城市無家露宿者三分之一

以上，而居住在車輛中的人正成為全美增長最快

的無家者族群。Rankin更憂慮無家居車現象是一

個顯而易見的危機，但竟然沒有在官方數據中顯

示，其後果不僅違反人道原則，更將會為城市帶

來巨大的財政負擔。

每隔兩年，波特蘭市和麥魯瑪縣都會以「時間

點統計法」（point-in-time count）統計社區中

某特定晚上無家露宿者和家庭的數目，並提供所

得數據以獲得州和聯邦政府的資助。同時數據亦

幫助波特蘭市和麥魯瑪縣及其非營利合作夥伴預

先計劃針對無家露宿者所需的資金和服務。但由

於疫情爆發，2021年的統計被取消，所以最近一

次統計是在2019年1月，而當中統計數據並沒有包

括問題中的居車族。未能在數字中反映，居車族

問題將一直被忽視，即使真實數字不斷上升，官

員也未能作出計劃及反應。

要從數字中了解嚴重程度，以舉報街上居住在

車中人數的系統One Point of Contact system

於2020年3月報告人數是389人，比疫情爆發前增

加了兩倍，而一個月之後，數字已達到633人，最

新於去年12月的數字更達到了1,093人。而另一個

通過志願者計劃為住在車裡的人提供食物和服務

的團體Free Hot Soup更直接估計都會區內約有

5,000名車輛居民。

衞生、垃圾、火警、毒品、治安等等，不但成

為居車族的自身問題，亦會成為附近居民及道路使

用者的問題。好多地區例如比弗頓、溫哥華、華盛

頓都會為居車族推行「安全停車計劃」，讓他們可

以停於有安全及衛生支援的指定停車場地，在這方

面波特蘭還是欠奉。

其實無家者以車為家的問題當局並不完全漠

視，在2018年，無家者服務聯合辦公室於2018-

19財政年度曾向俄勒岡州的天主教慈善機構撥款 

100,000美元，以安排車輛可以在當地信仰組織

Catholic Charities of Oregon的停車場過夜，但

據報導計劃未見實行。這跟更早年曾建議於廢棄的

博覽中心設置同樣停車空間計劃一樣泡湯。

波特蘭市長惠勒於近期的訪問中透露，住屋危

機仍然是當務最注重的問題，而當中將會包括這班

住在車裡的波特蘭人。他表示會全力支持有心團體

製定「安全停車計劃」的工作，讓這班居車族有個

安全的停車點，並獲得衛生、心理健康和生活上的

支援。

當然一個安全安心的停車點對居車族是一大幫

助，但長遠來說能幫助他們從車輛搬回傳統住屋才

是對他們的一個祝福。但無論是幫助或祝福，當局

的積極參與才是最所期待處理問題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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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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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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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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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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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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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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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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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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