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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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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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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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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神爺大派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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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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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tim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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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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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大派水果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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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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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
牛尾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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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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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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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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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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5 - Aug 11

Ryan Lee 副局長也承認，有言語障礙的市民較難使用
麒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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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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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皮 Lee
紅毛丹
後Ryan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芒果
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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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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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駐 美 大 使 秦 剛
就佩洛西訪台接受CNN專訪
（綜合報導）中國駐美大使館消息，8月2日中午，
秦剛大使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政治內
幕」（Inside Politics）欄目主持人約翰·金（John
King）採訪，就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
區表達中方嚴正立場。採訪實錄如下：
秦大使說：針對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訪中國台
灣地區，中方此前已經在各渠道、各層級反覆表明了中
方堅決和強烈反對的嚴正立場。此次竄訪是美台實質關
係升級的重大事件，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了嚴重錯
誤信號，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
領土完整。這完全是魯莽的挑釁行為。
秦大使指出：台灣問題事關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不是什麼民主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14億多中
國人民的共同心願，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全
體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佩洛西不是普通人，她是現任
美國國會眾議長，也是美國政府三號政治人物。她以任
何形式在任內任何時間赴台活動，都具有高度政治敏感
性，必將進一步加劇台海緊張局勢升級，加劇中美關係
緊張升級。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嚴厲譴責。
你提到這不是美國國會眾議長首次竄訪中國台灣地
區。我要指出的是，25年前時任眾議長金裡奇竄訪台灣
本來就是完全錯誤的，中方一開始就堅決反對。美方應

從中汲取教訓，而不是一錯再錯、錯上加錯。不能用過去
的錯誤為現在同樣的錯誤正名。
秦剛說：台灣問題同烏克蘭危機不可混為一談。台灣
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美方有一些人在烏克蘭問題上強
調尊重一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但他們為什麼又肆意損害中
國的核心利益、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呢？這就是雙
重標準，我們對此堅決反對。中方完全有權利維護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完全有理由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當前形勢
完全是美方造成的，當然要由美方承擔責任。
秦剛說：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堅定決
心和堅強意志。中國主權不可侵，中國人民不可侮，中國
統一不可擋！近來我們已經反覆表明，中國人民解放軍絕
不會坐視不管，中國軍隊的職責就是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並必將為此採取一切堅決、強有力的措施。
據報導，2日下午，秦剛大使就美國眾議長佩洛西竄訪
中國台灣地區向美白宮國安會和國務院提出嚴正交涉，表
達強烈抗議。
秦剛表示，美方不顧中方反覆嚴正交涉和堅決反對，
悍然安排眾議長佩洛西於今日竄訪台灣。這是美在台灣問
題上消極動向的重大升級，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嚴重侵
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向「台
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性質極惡，危害極大，

影響極壞。中方對此予以強烈譴責和強烈抗議。
秦剛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和
處理台灣問題最根本的遵循。美國會作為美政府組成部
分，理應嚴格遵守美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不與中國台
灣地區進行任何官方往來。美方多次重申不改變一中政
策、不支持「台獨」等承諾。現在美方卻派政府三號人
物竄訪台灣、挑釁中方。美方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
個聯合公報規定的承諾何在？美方對不支持「台獨」的
承諾何在？美方對國際義務的承諾又何在？事實證明，
背信棄義、引發危機、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不是別人，
正是美方！
秦剛強調，堅決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14
億多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民意不可違，玩火必自焚！
中國的最終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大勢，中國人民不可
欺！中華民族不可辱！任何試圖干擾阻撓中國統一的圖
謀必將遭到失敗！中方必將採取堅決應對和有力反制措
施，由此造成的一切嚴重後果必須由美方和「台獨」分
裂勢力負責。
秦剛強調，中方嚴正敦促美方停止打「台灣牌」搞「
以台制華」，立即糾正錯誤做法，管控和消除佩洛西竄
訪台灣的惡劣影響，不得進一步採取危險、挑釁舉動侵
犯中國主權和安全，以實際行動將拜登總統作出的「四
不一無意」承諾落到實處。

一 男 子 因 燒 蜘 蛛 引 發 山 火 美國知名信用機構出錯
數百萬人受影響
火勢蔓延60英畝
（綜合報導）Equifax公司今年春天為數百萬申請
房屋和汽車貸款的客戶發出了錯誤的信用評分。

（綜合報導）8月1日，一名男子因使用打火機燃燒
蜘蛛，而在猶他州斯普林維爾（Springville, Utah）附
近引起了一場山火。
報導稱，引發山火的是一名來自德雷珀（Draper）
的26歲男子—馬丁。事發後，馬丁已被猶他縣警長辦公
室逮捕。執行逮捕的副警長在證詞中稱，“當警員到達
時，消防人員說他們和一名男子在起火的山上，這名男
子告訴他們是他放的火。”
據報導，馬丁承認，當時他在山上發現了一只蜘
蛛，並試圖用打火機燒掉它。而當他試圖燒掉這只蜘蛛
時，周圍的灌木叢也被點燃了，隨後火勢開始迅速蔓
延。
執行逮捕的副警長對此表示：“馬丁魯莽縱火，（
其行為）對人的生命和他人的財產造成了危險。”
此外，週一馬丁被拘留時，警方搜查了他的個人物
品，併發現了“一罐大麻”以及一些隨身物品。最終，

作為美國三大信用報告公司之一，Equifax公司為
消費者提供財務資訊和評分，並影響著人們是否獲批
購買包括抵押貸款、信用卡和汽車貸款在內的產品，
以及他們所要支付的利率。據瞭解，大多數信用評分
在300到850之間，得分越高，消費者獲得的條件越有
利。
馬丁因涉嫌魯莽焚燒（A級輕罪），以及持有受控物質和持
有毒品（都是B級輕罪）而被收押到了猶他縣監獄。
據猶他州消防官員稱，這火災是在當地時間週一下午5
點左右開始的。起火之後，火勢蔓延了60英畝。截至週二
下午，90%的火勢已得到了控制。
據瞭解，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的數據顯示，美國近85%
的野火都是由人類引起的。其中大多數火災是由無人看管
的營火、燃燒的碎片、被丟棄的香煙，以及故意的縱火行
為而引起的。

美住房增值放緩 年成長仍達17.3%
（綜合報導）房貸利率上升和整體經濟的通貨膨脹
導致6月住房需求急劇下降，迫使美國房價降溫。
房貸軟體、數據和分析公司Black Knight表示，房
價雖仍高於一年前，但6月漲幅以史上最快速度放緩。
該公司自1970年代初開始追踪房價指標。房價年升值率
由19.3%下降2個百分點至17.3%。
由於供需失衡，房價漲幅仍然強勁。多年來，房源
一直嚴重短缺。新冠病毒疫情期間的強勁需求加劇了這
種情況。
即使在2007-09年經濟大衰退期間房價大幅下跌時，
單月最強勁的放緩也只有1.19個百分點。由於整體房市
走強，預計全美房價不會下跌，但更高的房貸利率肯定
造成影響。
根據《Mortgage News Daily》報導，6月30年期固
定房貸平均利率超過6%，之後已回落至較低的5%範圍
內，但這仍顯著高於今年年初的3%。
Black Knight數據及分析總裁格拉伯斯克表示：「
在都會級的前50大市場中，放緩處處可見，其中一些地
區的降溫更為明顯。」「事實上，25%的美國主要房市6
月的增幅放緩了3個百分點，當月更有4個房市減速了4

個百分點以上。」
雖然這是全美史上最嚴重的降溫，但市場必須再經歷6
個月的這種減速，才能讓房價增速恢復到長期平均水平。
他估算，利率的影響要完全反映在房價中大約需要5個月
的時間。
跌幅最大的市場是以前全美價格最高的市場。過去兩
個月，加州聖荷西的平均房價下跌了5.1%，是所有頂級市
場中跌幅最大的。平均房價降低了75000美元。
在西雅圖，過去2個月房價下降了3.8%，即少了30000
美元。加上舊金山、聖地牙哥和丹佛，是降價幅度最大的
5個市場。
根據Black Knight的說法，房價的降溫與待售房屋供
應的急劇增加相吻合，房源在過去2個月中增加了22%。然
而，庫存仍較2017-19年的水準低54%。
格拉伯斯克說：「由於全美庫存短缺超過70萬件，庫
存水準需要超過一年的創紀錄成長才能完全正常化。」
房價下跌不會像經濟大衰退時期那樣對普通房主造成
太大影響，因為如今的屋主擁有更多資產。緊縮的放貸標
準和幾年來的房貸強勁升值，導致房屋淨值水平創下歷史
新高。

紀念墓園
福澤延綿之地
位處優越，
飽覽Mt Hood四季景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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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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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受
到了Equifax這一錯誤的影響，一些分數上下變化多達
20分，足以讓一些潛在借款人的貸款被拒。根據這篇
報導，一小部分人從沒有信用評分變成了700分，而有
的人則正好相反。《華爾街日報》援引未具名消息人
士的話稱，錯誤的評分被發送給了Ally Financial、JPMorgan Change和富國銀行等貸款機構。
Equifax在其網站上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它已經修
復了這個錯誤，並將其稱為“編碼問題”。
Equifax還表示，基本的信用報告資訊沒有變
化，“在發生問題的三周裏，絕大多數評分都沒有變
化。對於那些確實經歷了評分變化的消費者，初步分
析表明，他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收到了受影響的信貸
決定。”
行業刊物《國家抵押貸款專業人士》（National
Mortgage Professional）曾在5月份報導過這一消
息。Equifax首席執行官馬克·貝格爾在6月的一次金
融會議上承認了這個錯誤。
此前，Equifax曾被捲入2017年的一起數據洩露
事件，該事件洩露了近1.5億美國人的敏感資訊，並
導致該公司時任首席執行官被解職。洩密事件發生
後，Equifax支付了7億美元的罰款和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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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八月刊
個人見證集

我終於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八日受洗了！從
原先的傳統信仰去廟裡拜拜到信主受洗，這是相當
大的一個轉折！
二〇一六年我得了冷凍肩，俗稱五十肩，可
能是長年累月端盤子的結果，巨痛無比。幾經推拿
和針灸，都沒有進展，我很沮喪。

【耶穌】

我的救主
小

說需要一年的時間才能完全恢復，但我大約三個月
就完全恢復並回到工作崗位，這真是奇蹟！
由於週日要上班，因此我又回到原本的舊生
活。直到二〇一九年十月中，我的老闆沒再安排我
上收入最多的週日班。當時我心裡實在忿忿不平，
很多「為什麼？為什麼？」後來我才意識到，原
來這都是神的安排，沒了週日班，我就又可以去教
會了。此時，我的內心起了變化，心想既然去教會
了，我必須二選一。於是整理了家中的佛書和佛像
等相關物品，全部打包丟棄。
耶穌是我的救主，祂原諒了我的無知，寬恕
了我的罪，神就是愛，就是包容。感謝主耶穌的救

草

恩，揀選了小小的我。人往往要在認識耶穌之後才
能認識自己。信主之後，我和先生的關係改善了，
倆人有共同的信仰，家庭和睦，互相接受、包容彼

就在這時，我在某個商店巧遇一個好久不見的
基督徒朋友，在聊天中，她建議我不妨上教會看一
看，我也沒多想，週日就去了。當禮拜結束後，那
位朋友叫我走到台前，並請師母和其他姐妹為我禱

此的不完全。在耶穌的恩典裡，活出愛的生命來。
詩篇九十一篇 1 節 說 ： 「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
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

告。剛開始我有些不情願，但大約兩三分鐘後，我
心裡就好像下起狂風暴雨，內心所有的苦毒和委屈
都一傾而瀉，頓時如釋重負，當下肩痛和緩許多，

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感謝
主！祢讓我心裡有平安和盼望，時刻充滿喜樂！

禱告真是神奇！後來我去做復健，每週三次。醫生

獻上感恩祭

喜樂烘培坊

讚美禱告的生活
安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禱文中教導我們
要以敬拜、讚美和尊榮神來開始我們的祈禱：「我
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馬太福
音六章 9 節）所以我們要以讚美感恩來開始我們每
天的禱告。
讚美是述說神的榮美。當我們在訴說一個人的
為人、個性（例如：善良、憐憫為懷）和他所做的
事時，就是在讚美他；相同的道理，當我們對別人
訴說神的作為和祂的屬性時，也就是在讚美神了。
所以，讚美是在宣告神的主權，承認祂的神性
和能力，是一種高舉神、仰望神的具體行動，是對
神的恩典和對祂正在做的一切表示積極、正面的回
應。（詩篇九篇 14 節）
讚美讓我們改變心念，使我們能以神的眼光來
看自己和我們周遭的人、事、物，改變我們批評論
斷、愛挑剔和指責的心態。因為讚美是直接從救恩
的寶座來支取恩典，所以當我們讚美，救恩就披戴
在我們身上，我們就能戰勝生命中的一切軟弱、負
面情緒、沮喪、惱怒和心靈深處的恐懼（詩篇一百
篇 4 節；廿二篇 3 節）。
如果我們開始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讚美神，而
不是求神改變那些傷害我們的人或環境，那麼神的
大能便會彰顯在我們生命中，因為讚美帶來神的同
在，彰顯神的能力，除滅魔鬼的作為（使徒行傳十
六章 25-26 節)。所以藉著讚美，我們裡面會產生
不能被震動的安息。當我們讚美的時候，我們的靈
魂（情感、思想和意志) 都會被喜樂充滿，我們的
心是舒坦的，是充滿盼望而且有超乎自己理解的抗
壓能力。
如何讚美？
一、用神的名來讚美祂
神的每一個名字都代表祂的屬性與能力。當我
們讚美尊崇祂的名，祂的屬性與能力就會透過祂榮
耀的同在澆灌我們，我們舊造中不好的習性和心靈
的綑綁就會漸漸被斷開。以下列舉幾項在聖經中提
到的神的名字：

香蕉藍莓
馬芬蛋糕

歇
二、用神的屬性來讚美祂。
慈愛、憐憫、公義、信實、全知、全能和全在。

曉

三、為神大能的作為來讚美祂。
（詩篇六十六篇 3-6 節）
a. 創造、保護和引導。
b. 救贖、醫治和釋放。例如：每天為纏累我們
的──無論是軟弱、傷害我們的事或是有無法告人
的苦情和難處，宣告神的救贖和醫治，並感謝讚美
神。生活中最給我們痛苦的，最給我們難處的人、
事、物，那些會讓我們覺得自卑受辱、被批評論斷
的痛楚，當我們開始為這些事以宣告神的公義憐憫
來讚美神，神的同在就會帶來醫治，除去撒旦在我
們身上掌控和綑綁的營壘。
四、用神的話來讚美祂。
• 讚美的詩篇。
（150 篇詩篇中有 46 篇是向神的讚美)
例如：詩篇九篇 1-2 節。
• 以色列人過紅海，摩西和米利暗的頌讚詩。
（出埃及記十五章 1-18 節)
• 以色列人進迦南，摩西作歌感謝讚美神。
（申命記三十二章 1-43 節）

蓓

材料（份量為十二個）：
中筋麵粉 ............................. 1 1/2 杯
熟透的香蕉 ............................. 2 根
二砂（Brown Sugar） ................... 1/2 杯
蛋 ..................................... 1 顆
藍莓 ................................... 1 杯
融化的奶油 ............................ 1/3 杯
泡打粉（Baking Powder） ............... 1 茶匙
蘇打粉（Baking Soda）................. 1 茶匙
鹽 .................................. 1/2 茶匙
作法：
1. 濕的食材：香蕉搗成泥，加砂糖和蛋拌勻。再
加入融化的奶油和藍莓，攪拌均勻。
2. 乾的食材：中筋麵粉、蘇打粉、泡打粉和鹽混
合均勻。
3. 乾的食材倒入濕的食材中混合均勻。
4. 馬芬烤盤先放入烘培紙杯，再將混合食材倒入
紙杯中。
5. 烤箱預熱到 375°F ，烤 20 分鐘。

• 底波拉與巴拉的讚美詩。
（士師記五章 2-31節）
• 哈拿的頌讚詩。

6. 好香好吃的香蕉藍莓馬芬蛋糕就出爐了！

（撒母耳記上二章 1-10 節）
• 大衛脫離仇敵之手，獻上感謝頌讚。
（撒母耳記下廿二章 2-51 節）

加長至 30 分鐘。

註：若是做成六個較大的馬芬蛋糕，烘培時間則要

• 以賽亞的預言詩。
（以賽亞書廿章 1-4 節）
• 馬利亞和撒迦利亞的頌讚詩。
（路加福音一章46-55 節，68-79 節）
• 啟示錄中向神的頌讚詩。
（啟示錄五章 9-10、12-13 節；十五章 3-4
節；十九章 1 節）

• 耶和華以勒：預備／神已看見我的需要。
（創世記廿二章 14 節）
• 耶和華沙龍：耶和華是我的平安。

詩篇五十一篇 15 節 說：「 主啊，求祢使我嘴
唇張開，我的口便傳揚讚美祢的話！」讓我們在生
活中成為讚美的人，不僅向神讚美，也對我們周圍

（士師記六章 24 節）
• 耶和華尼西：耶和華是我的勝利／旌旗。
（出埃及記十七章 15 節）例如：我們可以

的人述說神的屬性和作為，因為那也是在讚美神。
讓我們定意來讚美神！無論順遂或困苦，都要讚美
神的作為，祂必要在我們生命中顯明奇妙的恩典。

這樣禱告：耶和華尼西的神，我要來讚美
祢，祢是我得勝的旌旗，祢已經為我踐踏
仇敵，祢勝過一切罪惡的權勢，我感謝讚美
祢，我要來到祢的面前支取祢的得勝。
• 耶和華拉法：耶和華必醫治。
（出埃及記十五章 26 節）

同心來祈求

一起來讚美禱告
哈利路亞！天上的父神，我讚美祢！祢是美善
的，祢是信實的，祢是有恩典、有憐憫、有豐盛慈
愛的神，祢是耶和華拉法、是醫治我的神，祢是耶

• 耶和華羅以：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呵呵呵
（創世記四十八章 15 節；四十九章24節；

和華尼西、是我得勝的旌旗，是叫我戰勝生命中一
切難處的神。我的神，我讚美祢！
主耶穌，我讚美祢！祢是復活得勝的主，謝

詩篇廿三篇 1 節；八十篇 1 節)。羅以 Rohi
的字根意思是「牧羊人」，也代表「親密的
朋友」或「親近的伴侶」。

謝祢為我死在十字架上，救贖了我，把救恩賞賜給
我，把亞伯拉罕的福賜給我，把聖靈賞賜給我。我
感謝、讚美祢！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阿們！

編者的話

親愛的朋友，炎炎夏季，祝福您盡情享受神所創造的一切美好。恩典之路
歡迎您一起來分享屬於您的生命見證！願神的愛大大充滿您和您的家。

投稿

graceboli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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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衝擊 全球上半年災損720億美元
（綜合報導）瑞士再保險公司（Swiss Re）日前表
示，2022年上半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總額估計高
達720億美元。

貝爾托格指出，「這證實我們過去5年中觀察到的趨
勢：次生災害（secondary perils）正在世界各地造成
保險損失。」

法新社報導，瑞士再保災難部主任貝爾托格說：「氣
候變遷的影響正透過日益極端的天氣事件展現，例如澳
洲和南非前所未見的洪災。」

他說：「與颶風或地震不同，這些危險無處不在，且
會因特別脆弱地區的快速都市化而加劇。」，「鑑於全
球破壞的規模，次生災害需要與颶風等原生災害（primary perils）一樣嚴格的風險評估。」

瑞士再保險集團總部位於蘇黎世。該集團表示，歐洲
的冬季風暴以及美國和歐洲的雷暴也加劇了損失。

2021年上半年，自然災害共造成910億美元的損失。

加拿大公司招募「糖果長」 英法部分地區
年薪7.8萬美元！滿5歲就可應徵 7 月 史 上 最 乾
（綜合報導）根據近來一則徵才訊息引起注意，加拿
大公司Candy Funhouse在找「糖果長」（chief candy
officer），年薪10萬加元（約7.8萬美元），有糖吃又
有錢拿。

表示，由於詢問度很高，平常回覆時間會慢一點。
報導提醒，這個職位很可能會讓人食糖過量。世界
衛生組織（WHO）建議每日的糖攝取量在總熱量的10%以
下，過量會增加第2型糖尿病和心臟病的風險。

美國全國公共電台（NPR）網站報導，職場社交平台
領英（LinkedIn）上的徵才訊息問道：「你喜歡各種糖
果和巧克力嗎？你熱愛糖果零食且想探索未上市和現有
產品嗎？如果是，這會是你的理想職位。」

法國氣象局還說，這較1991年至2022年的7月平均
水準大減84%，上月也是1961年3月以來第2乾燥的月
份。

糖果長將是首席試吃員，每月試吃大約3500種產品
味道。除了平均一天試吃大約113種糖果，糖果長將主管
公司的糖果策略，主持糖果委員會會議，對於公司將生
產哪些產品有發言權。年滿5歲即可應徵，無經驗也沒關
係，但必須住在北美洲。應徵截止日期是8月31日。

與此同時，英國氣象局表示，英格蘭南部和東部的
大片地區的7月降雨量是有紀錄以來最低。

到目前為止已有近6500人在LinkedIn上應徵。公司

運穀船離港 糧荒紓解？
澤倫斯基：現在慶祝還太早
法新社報導，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在
每日視訊演說上表示：「現階段下任何結論或做任何預
測都太早。讓我們拭目以待這項協議如何執行，以及安
全保證是否真正落實。」
這艘貨船今天離開烏克蘭南部港口敖德薩（Odessa），這是俄羅斯2月入侵烏克蘭以來、首艘載運烏國出

（綜合報導）英國和法國氣象局表示，2022年7月
是法國和英格蘭部分地區有紀錄以來最乾燥的7月，這
導致水資源緊張狀況加劇，並迫使英吉利海峽兩岸實
施限水。
法新社報導，法國氣象局表示，嚴重乾旱重創當地
農民，並導致淡水使用受到廣泛限制，上月降雨量僅
9.7毫米。

這家總部設於加拿大安大略的公司說，這個職位年薪
10萬加元，可以遠距工作，或在公司設於加拿大或美國
新澤西的辦公室工作。

（綜合報導）依據俄羅斯和烏克蘭在聯合國與土耳其
斡旋下達成的穀物海運協議，一艘載運烏克蘭穀物的貨
船1日駛離烏國港口。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現在
慶祝還「太早」。

雨量大減 重創農民

口穀物的船隻離港，依據的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
議，讓俄羅斯海軍取消對黑海的封鎖。
飽受戰爭摧殘的烏克蘭是世界最大穀物出口國之一，
因此穀物出口中斷5個月，已導致糧食價格高漲，世界最
貧窮國家所受打擊尤其嚴重。
載運這批烏克蘭穀物的貨船，是在獅子山共和國
（Sierra Leone）註冊的拉佐尼號（Razoni），船上載有
2萬6000公噸玉米。根據官員說法，這艘船在布滿水雷的
黑海上沿著一條特別清出的航道航行。其他運穀船隊目前
預計也將如法炮製，循海上走廊以及協議好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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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英國氣象局，整個英格蘭地區平均降雨量為
23.1毫米，為1935年以來最低的7月降雨量，也是有紀
錄以來第7低的7月總降雨量。英國氣象局自1836年開
始測量並保存雨量相關紀錄。
英法兩國降雨量銳減，夏季還出現空前高溫，上月
英格蘭氣溫有史以來首次突破攝氏40度。
氣候科學家一致同意，人類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碳
排放正使地球升溫，提高乾旱、熱浪和其他極端天氣
事件的風險和嚴重程度。

202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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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洛西會蔡英文 解放軍圍繞台灣演習
（綜合報導）2日晚抵達台灣的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3日一早赴台「立法院」，離開台立法機構後，10
時24分左右到達台「總統府」。10時36分左右，佩洛西
和蔡英文共同出現在直播畫面內。據台灣媒體報導，蔡
英文向佩洛西頒發「特種大綬卿雲勳章」勳章。
佩洛西在台灣立法院發表致詞時表示，台灣是全世界
最自由的社會之一，在許多方面都有非常領先的成就，
包括防疫方面更是突出。據台灣媒體報導，台灣現在每
天仍有2、3萬人感染新冠。
針對佩洛西的竄訪行為，中國全國人大、全國政協、
外交部、國防部、中央台辦等部門已發表談話或聲明，
對此表示堅決反對和嚴厲譴責，外交部已向美方提出嚴
正交涉和強烈抗議。
據「東部戰區」微信公眾號消息，8月3日，中國人民
解放軍東部戰區位台島北部、西南、東南海空域，組織
了由戰區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聯勤保
障部隊等兵力參加的實戰化聯合演訓，重點演練了聯合
封控、對海突擊、對陸打擊、制空作戰等科目，檢驗了
戰區部隊聯合作戰能力。
而就在佩洛西2日抵台不久，新華社便受權發佈公告
稱，中國人民解放軍宣佈將於8月4日12時至7日12時進行
重要軍事演訓行動，並組織實彈射擊。從公佈的軍事演
訓圖看，這次為期3天的解放軍軍事演訓圍繞台灣六片海

域進行。
台媒「中時新聞網」8月2日晚報道稱，根據新華社新
聞稿發佈的6組經緯度坐標來看，解放軍在竹苗外海、台
北基隆外海2處、高雄外海、花蓮外海與屏東外海等6處
舉行軍演，形同把台灣基隆港、蘇澳港、高雄港與花蓮
港等重要港口航行路徑團團圍住，形同「准封鎖」台灣
海空域。
「中時新聞網」還稱，台海形勢相比1995年、1996
年「台海危機」更嚴重，解放軍對台灣周邊海空交通構
成「極大安全威脅」。
「ETtoday新聞雲」、「三立新聞網」、聯合新聞網
等台媒也解讀稱，解放軍這次在「6海空域」同步軍演，
「形同封鎖台灣三天」。台媒還使用「『包圍台灣』實
彈射擊！」「封鎖台海空3天」等聳動措辭用作標題，傳
遞出島內政客擔憂的氛圍。

軍事行動，在台島北部、西南、東南海空域進行聯合海
空演訓，在台灣海峽進行遠程火力實彈射擊，在台島東
部海域組織常導火力試射。此次行動，是針對美近期在
台灣問題上消極舉動重大升級採取的嚴正震懾，是對「
台獨」勢力謀「獨」行徑的嚴重警告。
從東部戰區發
佈的視頻看到，參與聯合軍事行動的包括大陸隱身戰機
殲-20.
3日，解放軍報頭版發表評論員文章《堅決捍衛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文章說，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度戒
備，將展開一系列針對性軍事行動予以反制，堅決捍衛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人民解放軍全時待戰、隨時
能戰。全軍官兵嚴陣以待、聽令而戰、不辱使命。

親綠媒體《自由時報》3日報道稱，解放軍演訓將影
響台航班以及船隻航行，台當局「交通部」2日深夜緊急
針對可能受影響的範圍進行討論。該部門擬定了初步應
對方案，3日上午台交通部門負責人王國材也再召開會
議，與「民用航空局」、「航港局」確定細節。
據微信公眾號「東部戰區」8月2日晚間消息，東部
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陸軍大校介紹，8月2日晚開始，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將在台島周邊開展一系列聯合

制裁 大陸暫停進口2066項台灣食品 特首李家超計劃
出席 APEC 峰會
（綜合報導）多家台媒報道，大陸海關總署1日晚公
佈部分台灣廠商違反相關規定，緊急停止輸入。台媒2日
統計稱，大陸已暫停進口百餘商家2066項台灣食品，比
例高達台企登記總數的64%，項目包括水產、保健品、茶
葉、餅乾飲料等。

希望台當局能協助從業企業。其指出，海關總署頁面顯
示，已有數十家台灣糕餅企業處於「暫停進口」狀態。
聯合商會理事長徐舒博指出，大陸禁止台灣的食品進
口，將對台灣食品從業者以及廣大農民、漁民產生直接
影響。

此事在島內引發強烈關注，認為大陸官方此次禁止台
灣食品輸入的行為相當嚴厲。台中一家食品大廠負責人
接到台媒記者詢問時哀歎，「政府自己要這樣，讓百姓
受苦，很糟糕」。另有台商在受訪時表示，業內群聊一
片「愁雲慘淡」。

台灣去年對大陸出口的食品金額高達113.4億人民
幣，其中調製食品為最大宗，出口值達到43.8億人民
幣。調製食品類別包括肉類、水產以及蔬果調製品、
糖、巧克力和巧克力製品、穀類、粉、澱粉或奶的調製
食品、糕餅類食品等加工食品。

8月3日，據中國@海關發佈，根據有關進出口方面的
規定，以及食品安全要求和標準，有關部門即日起對從
台灣地區輸往大陸的葡萄柚、檸檬、橙等柑橘類水果和
冰鮮白帶魚、凍竹莢魚採取暫停輸入措施。同時，決定
暫停天然砂對台出口。

去年台灣全年出口調製食品約136億人民幣，其中對
大陸及香港的出口占比達32%，近年的占比也多在三成至
四成左右。大陸是台灣三大外銷市場之一。

台灣「中央社」2日統計稱，大陸已暫停進口百餘商
家數千項台灣食品，項目包括水產、保健品、茶葉、餅
乾飲料等。其中水產品遭禁比例最高，有781件。統計數
據顯示，全部登記的3228筆台灣企業中有2066筆被「暫
停進口」，比例高達64%。
台灣糕餅業聯合商會表示，業者對於突然遭遇禁止
出貨的情形感到錯愕、無奈 ，期盼能盡快恢復正常，也

另有台商在受訪時稱，業界群聊內一片「愁雲慘淡」
。他舉例稱，如維力、味全、萬家香、泰山這些品牌，每
年都有過百個貨櫃銷陸，尤其進入8月後，糕餅業準備開
始迎接月餅旺季。但如今知名業者也被暫停進口，再加上
此前疫情對生意的影響，從業企業損失將相當慘重。
台商指稱，在接到通知前，他正在協助某家知名糕餅
業者的進口報關，有幾十個貨櫃準備銷陸，原物料都買
好了，生產也進入包裝階段，以一個貨櫃價值上百萬台
幣來算，損失估計上千萬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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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正面力量 克服制裁
（綜合報導）特首李家超接受《信報》專訪時表
示，會按原定計劃親自率領政府官員，出席11月在泰國
曼谷舉行的APEC領導人峰會，強調不擔心因受到外國制
裁而無法出行。李家超重申，當局須盡量發揮「正面力
量」，如派政府官員或社會各界人士外訪宣傳，並強調
只講述香港的實際情况，不需要與人辯論。他又建議邀
請外國代表來港，讓他們了解香港實況。
李家超與政務司長陳國基及多名問責團隊成員均被
美國制裁，被問到國際企業包括航空公司及銀行會否拒
絕提供服務。李家超稱，一些不合理的霸凌主義措施會
製造障礙，認為「愈有大的相反力量，愈要大的動力去
克服」，他又表示，政府團隊不只他一人，希望整個香
港團結凝聚力量，市民可一同宣揚正面訊息。
李家超早前宣布將成立特首政策組，他表示目前仍
在物色主管，並期望其想法要與他一致，彼此能有正面
化學作用。他又認為，特首政策組須具有政策的分析能
力，並了解國家發展和國際形勢，要知道香港現時是「
順風」還是「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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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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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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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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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神爺大派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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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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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tim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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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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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大派水果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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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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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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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land Chiropractic Specialists

有人提到撥打911後，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波特蘭脊骨神經學專家  輕鬆解決您疼痛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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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韓杰剛醫師：脊骨神經專科醫師
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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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精通國語、台語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加拿大名校多倫多大學畢業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前大學助教與神經科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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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提供一對一、問診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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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椎調整、筋絡筋膜放鬆、電療
超音波治療、激光雷射治療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復健、刮痧、拔罐
賢，散會後她被不少出席人士包圍，詢問更多的問題。事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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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de District Office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Contact Us Today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503.334.7943
8733 SE Division St, Ste 209, Portland, OR 97266
黃上皇海鮮酒家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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