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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王星報道）俄勒岡州僑界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73週年升旗慶典儀式，9月25日下午在萃勝

工商會會所隆重舉行。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副總領事

鄒永紅、領事王昆親臨到會同慶。鄒副總領事在儀式上

發表了重要致辭。

俄勒岡州僑界各社團首座、代表和嘉賓130餘人參

加了慶典儀式。俄勒岡州國慶籌委會執行主席靖東升主

持了本次活動。

當日，萃勝會場上陽光明媚，彩旗招展，六位身著

紅色旗袍的禮儀女仕環立在主席台兩旁，會場上洋溢著

喜慶而隆重的氣氛。

午時，升旗典禮儀式開始。在國歌聲中，中美兩國

國旗冉冉升起，全體嘉賓神情莊重，心潮澎湃，共同祈

願中美兩國世代友好，和睦共處。

鄒永紅副總領事在儀式上發表的講話中表示，很

高興來到美麗的波特蘭與大家重聚，共同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73週年。她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成立，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後100多年中國積貧積弱、

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中華民族從此走上了實現偉

大復興的壯闊道路。73年來，全國各族人民自力

更生、發憤圖強，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創造了世

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

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為

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

同，同各國人民一道，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鄒副總領事指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如何相處關乎兩國和世

界人民的福祉。我們希望美方同中方一道努力，落實

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推動中美關係早日重回

正軌，共同造福兩國和世界人民。(下接A3版) 鄒永紅副總領事在儀式上發表的講話

俄勒岡州僑界舉行升旗儀式
隆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週年



2022年9月30日A2 |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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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勒岡州是美國工人
就業條件最佳的州

法官下令州立醫院釋放精神健康有問題的罪犯

在9月1日，這名聯邦法官為等待審判期間在州立醫

院接受治療的人制定出新的時間表。任何被控輕罪的人

在 90 天內出院；被控犯有非暴力重罪的人必須在六個月

內出院；任何被控犯有暴力重罪的人都必須在一年內出

院。庫珀說，這些新規定應該讓患者有足夠的時間得到

他們所需的治療。

庫珀說：“我認為絕大多數被送往州立醫院接受治療

的人都會在這些時間段內恢復”。“而且醫院是有一份所

謂的‘準備安置’名單，醫院認為名單內的人已不需要留

在州立醫院接受治療了，相信這份名單現有近 60 人。

庫珀強調：目前的問題是，很多人認為當你去州立

醫院時，你會在那裡接受全面的心理健康治療，直到你

完全好轉過來，但這不是現實。我們所說可以出院的病

人，只是恢復了能力，他們知道他們的律師是誰，法官

是誰，也知道對他們提出什麼指控。但他們可能仍有未

（本報綜述）一名聯邦法官下令本州的精神病院－俄

勒岡州立醫院，必需由10月21日開始釋放100多名未完全

康復，且犯了嚴重罪行的病人，因為有很多需要治療的

人要在監獄裡待上數周才能入院接受治療。

這名法官的裁決是根據一宗20年前的案例。當年，非

營利組織俄勒岡州殘疾人權利組織起訴州政府，聲稱面

臨刑事指控的精神病患者等候入院治療的需時太長。結

果獲勝訴，法庭定出，患有精神病的罪犯在監獄中等候

入院治療的時間最多不超過7天。

這問題，在新冠疫情期間再次出現，於是俄勒岡州殘

疾人權利中心聯同都會局公眾辯護人辦公室向聯邦法官

要求，為在獄中等候入院治療的犯人確定一個治療的時

間表，結果法官出此下令，將病人趕出醫院。據了解，

目前的等待時間接近40天。

即將「被出院」的病人是一班被分類為需要“援助和

協助”者，意思是他們因犯罪被捕，但由於精神健康問

題被認為不適合接受審訊，因此法官將他們送往俄勒岡

州立醫院。

俄勒岡州殘疾人權利中心的庫珀解釋了為什麼她認為

需要重新解決這個問題。

她說：“監獄是為了懲罰而不是為了治療而設計的。

所以對這班人，監獄會如何處理呢？他們能做的就是拿走

他們的衣服和隨身物品，把他們放在隔離室裡——這做法

對任何人都會影響到其心理健康，更不用說對那些已經病

得很重的人”。而最重要的是，有人在等待到州立醫院治

療的期間死在監獄裡。庫珀指出去年春天的一個案例，一

名心理健康有問題的22歲男子被關在華盛頓縣監獄內，他

在等候往醫院治療的期間絕食，最後死亡。

解決的心理健康問題。

10月12日將有首批23名患者獲釋。其中17人被控輕

罪，6人被控非暴力重罪。未來15個月內將有100多名患

者出院，為其他患者騰出空間。

許多行為健康專業人士擔心，一旦患者出院，他們最

終會流落街頭。

庫珀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擔憂，因為現在

等待進入醫院的許多人都是與無家可歸有關的罪行而被

捕。”“他們可能已經沒有了家，並被指控流浪或非法

侵入。但法律總不能以無家可歸為原因而把他們關進監

獄或精神病院。”

華盛頓縣地方檢察官巴頓不同意庫珀的邏輯。他和另

外兩名地區檢察官曾提出起訴阻止法官在新時間表上的

命令，但敗訴。

巴頓說：“第一個問題是，‘他們去哪裡？’有些人

可能會說他們應該回到監獄，因為那是他們去醫院之前

的地方”，“有些人可能會說他們不應該去監獄，因為

他們有心理健康問題，而且監獄對於有心理健康問題的

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好地方。所以如果他們去監獄，那就

有問題了。如果他們返回社區，問題更大，而這就視乎

該人所犯罪行的性質。

巴頓舉例：“查看了州立醫院的名單，看到華盛頓縣

在有三個面臨謀殺指控的人在其中。這表示我們完全有

可能讓面臨謀殺指控、性侵犯指控、家庭暴力、虐待兒

童的人……被釋放回社區。”

巴頓說，真正的解決方案是將俄勒岡州立醫院擴建，

容納更多病人。他又指責醫院管理人員缺乏領導力，一

直對一個眾所周知的問題視而不見。

（本報綜述）俄勒岡州教育部剛發布了疫

情以來的第一份學生成績表，結果顯示學生

在閱讀、寫作和數學方面有明顯下降。英語

科達水平的只有40%學生，而2019年則有53%

。數學方面達到水平的只有30%，而2019年為

39%。

州教育部長吉爾說，今次的成績顯示，學

生極需要幫助走出疫情的影響。他指出隨著學

生重返現場學習，學生的成績已有顯注改善。

並呼籲政府需立法和投資更多在教育方面，幫

助學生獲取更好的成績。

吉爾在一份聲明中提到：“正如預期的一

樣，大流行對俄勒岡州和全國的學習產生了影

響。由於立法者通過了《學生成功法》，以及

教育部實施的中小學緊急救援基金，額外的心

理健康和福利支援、暑期學習班和其他指導

和促進心理健康的重要計劃已經實施，我們相

信這些都能夠幫助俄勒岡州的學生取得成功。 

俄勒岡州的有色人種學生、部落公民、殘疾學

生、貧困學生和農村學生受到了不成比例的影

響，有必要重新審視學生的需要並投放更多協

助這些社區。我們與我們的學區站在一起，因

為他們根據當地社區的意見制定計劃，以解決

他們在學校看到的需求。”

該個評核試在春季時舉行，英語語言藝術

和數學評估在3-8年級和11年級進行；科學評

估在5、8和11年級進行。以全州五年級學生的

結果：平均而言，只有46.8%的學生被認為英

語語言藝術科合格。這個數字在數學中下降到

30%，在科學中為30.3%。

至於全州最大的波特蘭學區，成績都在全

州的平均成績以上，以5年級學生為例，英文

的合格率有58.4%，數學則有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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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樂施會在一份新的報告中分別評

出了2022年美國10個對工人就業條件最佳和最差的

州，該會已經連續第二年將俄勒岡評為美國最適宜

工作的州。本州因其改善了的工作條件和確保工人

有權組建工會的政策而獲得高分。

具體來說，俄勒岡州在工人保護和工人組織權

利方面排名第一，在工資政策方面排名第六。另

外，有很好的失業福利，最低工資提高到13.50美

110提案被評為錯誤的立法

在本市，公開吸毒已不是新鮮事，加上新的冰

毒和大量芬太尼湧入，已令到本市的毒品和露宿者

問題變得更糟。

今年5月，波特蘭市惠勒市長曾呼籲州政府對

這場危機採取行動。上週，波特蘭警察協會主席

亞倫在一次關於公共安全的對話中再次提到110提

案。他提到：”好明顯，本市的露宿者問題非常嚴

重，已令到很多市民變得極為脆弱，我們需要找尋

方法，將這班人送到庇護所，讓他們不再生活在

街頭，並將他們送到治療中心。而110提案完全是

一個錯誤，它導致吸毒和藥物依賴的大量增加。我

們看到，很多人過量服用毒品，甚至在校園內也如

是。因此，雖然我們的想法不同，但為了要解決這

些問題，大家需要合作。”

所有獲得提案110 資助的組織都可以在OHA網站

上找到，該網站還提供有關如何與每個組織聯繫的

信息。

（本報綜述）通過已有兩年，

被指為將毒品合法化的110提案，

一直受到評擊，由於身上帶有少量

毒品已不再是罪，有人認為這是導

至目前波特蘭市毒品氾灠的情況，

波特蘭市長更直指這提案是一個錯

誤的立法。

這提案的重點是注重為犯毒的

人提供治療而不是懲罰，所以身懷

少量毒品的人都不會被定罪，而是

要轉介到治療機構進行戒毒。而政

府早已批出10億美元的專項撥款，定在2021年10月

開始，開始向有毒癮及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實行這

計劃。雖然有有很多戒毒和治療機構已提出申請，

但資金遲遲未有批出，導致吸毒放寬了，但戒毒服

務卻欠奉，這提案已令吸毒和藥物依賴的情況大量

增加。根據警方的數字，截至今年5月，已有約58人

死於吸食過量毒品。

上星期二（20日），州衛生局終於宣佈，資金

已分發到各社區的戒毒和治療機構，但估計還要數

個月後才能正式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相關的服務，

因為他們需要時間添置器材和訓練人手。

根據州衛生局的一份最新報告，“與其它州相

比，俄勒岡州的行為健康問題較為嚴重，而獲得護

理的機會更少。”

州衛生局的行為健康主任艾倫解釋，在新冠疫

情大流行的期間，已耗盡衛生局的人力物力。用這

作為遲遲未有分發資金的理由。

元也是因素之一。

加州和華盛頓州分別屈居第二和第三。加州

在支持工人組織方面獲得了高分，而華州則由

於將最低工資上漲了0.80美元而從去年的第七

位躍升至今年的第三位。至於最不適宜工作，

首三位分別是阿拉巴馬州、喬治亞和北卡羅來

納州，主要是當地的最低工資都在7 . 2 5美元

的聯邦水平左右，而且都沒有規定帶薪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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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最後，鄒副總領事飽含深情的說，「一直以來，

俄勒岡州僑界團結一心、精誠合作，積極支持祖（籍）國發展和

統一大業，推動中美地方交流合作，展現了良好的精神風貌。站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希望大家繼續團結合作，匯聚力量；繼續發

揮橋梁紐帶作用，築牢中美友好民間基礎；繼續關心支持中國發

展建設，共享祖國繁榮強盛的榮光，一起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航船乘風破浪、揚帆遠航。」 

萃勝工商會會長余建華和副會長容鈞武分別在儀式上，向來

賓致歡迎詞和答謝詞；波特蘭萃勝工商會元老溫紹廉、俄勒岡州

華人聯合會主席朱介眉、俄勒岡州深圳商會副主席靖奇錚等先後

代表僑界各社團作了致辭。優樂藝術團贈送了字畫禮品。

儀式結束後，與會嘉賓一道享用了由萃勝工商會提供的自助

佳餚，並向祖籍國遙祝生日祝福。

油價再升本州加價速度冠全國
（本報綜述）全美的汽油價格再次飆升，單在

上周一星期內，俄勒岡州的汽油價已急升了每加侖

0.5元，成為全美加幅最大的州。

汽油價早前一直高企，終在14個星期前開始連

續價格下降，直至上星期。根據AAA汽車，本州汽

油價為何比其它州的升幅大，主要因為多家在洛杉

磯和一家在華盛頓州的煉油廠正在進行正在進行預

期外的維修工程，因此需暫停運作，導致汽油供應

變得緊張，從而將價格推高。

在俄勒岡州，在9月底的一個星期，平均油價為

每加侖5.14元，這個價位與六月的每加侖5.55元比

較，還算是低。但與目前全國平均油價每加侖3.74

元比較卻是高出1元有多。用這個價位與全國6月的

平均價比較，當時俄勒岡州的油價只比全國平均價

只是高出0.53元。

據美國汽車協會稱，目前在西岸的汽油價比

較高，本州的駕車人士所支付的汽油開支是全國

第三高的，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的分別是加州和夏

威夷，排在本州之後的分別是利華達州、華盛頓

州、亞拉斯加及愛特華州等。

2022年美國家庭最友好城市
波特蘭在第八位

加拿大10月起
撤除所有邊境檢疫
入境毋須戴口罩展示針紙

（綜合報導） 加拿大政府宣布，將於10月1日開始，全面撤除所

有新冠邊境檢疫措施，意味入境時毋須展示疫苗接種紀錄，而乘坐

飛機或鐵路時，也不用佩戴口罩。

另外，旅客入境時也不必檢測或作健康匯報，染疫也不用隔離

檢疫，也不需要再使用該國的個案追蹤程式「ArriveCAN」。除此之

外，上述措施亦適用於郵輪旅客，意味着旅客登上前往加拿大的郵

輪前，不用再接受檢測。

當地衛生部長杜克洛（Jean-Yves Duclos）表示，有關決策是基

於目前的新冠變種，不會對加拿大造成影響，但強調不代表國內新

冠大流行結束，直指「如果有人認為大流行結束，我會請他們去醫

院看看」。

俄勒岡州僑界舉行升旗儀式
隆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週年

聘露宿者撿垃圾　
為他們提供一個翻身的機會 ? 

（本報綜述）由露宿者問題引發到街道上垃圾嚴重堆積的情況，

最近在市政府推動下，透過非營利機構Ground Score Association

創立Trash for Peace「為和平撿垃圾」計劃，用每小時20元的工資

聘用露宿者撿走街上垃圾，令到街道上的情況得到大大的改善的同

時，也證明了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計劃。

一名參加這計劃的女士麥奎爾說：“我不想去乞求別人幫助或向

別人尋求幫助，在我跌入谷底的時刻，實在是很困難。”她表示，

當知道有這個計劃時，她立即參加，每兩星期就與其他人員一起工

作，在街上撿走被棄置的傢俱、購物車和各種各樣的垃圾。她工作

的地點全是在露宿者營地的附近，麥奎爾稱她幾乎要淪落到露宿街

頭，因為她沒錢買食物和支付房租，而這份工作的時薪比最低工資

還要高，對她來說是非常好，讓她有一個走出困境的機會。

麥奎爾經過近一年的工作，目前已進昇到安排工作的層面，工

資也升到每小時25元。她說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這機會並希望加入工

作的行列，很多時她要推卻他們的請求。目前該機構聘有30名像麥

奎爾的人士。麥奎爾的工作，除了改善了波特蘭市街道的垃圾情況

外，還為自己闖出前路，她剛重返學校，正在攻讀學士學位課程，

最終希望能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住處。她對自己目前所做到的非常

感恩，希望她的故事能激勵更多露宿者重拾新生。

波特蘭市政府透過政府的「露宿者和城市露宿減少項目」來推行

這計劃，至今已花了近44.5萬元，負責的職員已向市政府遞交了明

年的預算，希望這項目能繼續下去。

「為和平撿垃圾」計劃的共同創辦人韋伯，也是一名露宿者，她

大半生都是流浪在街頭，三年前終於能入住政府資助的小屋，她說

有瓦遮頭與露宿街頭的分別確實很大，她指出，一個機會就能改變

她一生，她可以走出露

宿生涯，相信很多人都

可以。由上述的兩個個

案，確實證明了這能給

予深陷困境人士一個翻

新機會，是一個成功的

計劃。

在2021至2022的財

政年度間，這機構一共

在波特蘭市撿走了68萬

磅垃圾。

俄勒岡州國慶籌委會執行主席靖東升主持本次活動 俄勒岡州華人聯合會主席朱介眉在會上致詞

(綜合報導)住宅房地產買賣平臺Opendoor進行

了研究，並評選出了今年美國10個最佳家庭友好城

市。

報導稱，該研究主要從以下三

項關鍵指標來進行考察：

1、學術水準

2、戶外活動

3、小鎮的感覺

Opendoor表

示，他們通過分

析並計算美國各

城市和城鎮一些

特定場所的平均

數量來確定家庭友

好城市，這些場所

適應家庭的需要，包括

社區中心、花園、博物館、

公園、野餐地點、兒童遊樂場、學

校、游泳池和超市等。

Opendoor稱，戶外活動對家庭十分重要，因為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研究表明，在戶外玩耍的

兒童有較低的壓力水準和更強大的免疫系統，並且

可以更有創造性地玩耍。

這項研究結果顯示，麻州波士頓郊區的劍橋

(Cambridge)被評為2022年最佳家庭友好城市，這

裏也是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所在地。

Opendoor的消費趨勢專家和經紀人德容指，劍

橋之所以名列榜首，是因為它是一個適合步行的城

市，家庭可以在這裏愉快地享受一天外出的時光。

她補充說，劍橋還提供了大量餐館，咖啡店，以及

全年開放的農貿市場。

 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劍橋2020年的家庭收入

中位數為107,490美元。根據Niche.com的數據，當

地的公立學校也得到了高度評價，那裏學生與教師

的比例為9比1。此外，劍橋在全麻州240個最多樣

化的學區中排名第7，並在238個最佳教學地點榜單

中排名第17。

不過，根據Opendoor的房地產

趨勢報告，房主們在出售劍

橋的房子時，最常提到的

理由是他們在尋找更好

的學區。

Opendoor 2022最

佳家庭友好城市排名

如下：

1、麻薩諸塞州劍橋

(Cambridge,Massachu-

setts)

2、新澤西州克利夫賽德帕克

(CliffsidePark, New Jersey)

3、佛吉尼亞州的阿靈頓(Arlington,Vir-

ginia)

4、亞利桑那州的錢德勒(Chandler,Arizona)

5、加州特雷西(Tracy,California)

6、德克薩斯州北裏奇蘭希爾斯(NorthRichland 

Hills, Texas)

7、科羅拉多州丹佛市(Denver,Colorado)

8、俄勒岡州波特蘭市(Portland,Oregon)

9、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Boulder,Colorado)

10、加州的阿納海姆(Anaheim,California)

媒體介紹稱，排在第二、三名的克利夫賽德帕

克和阿靈頓，給人們提供了小鎮的感覺，但他們又

接近大城市的設施。前者靠近紐約市，而後者就在

華盛頓特區外。這些地方也有戶外遊樂區，有社區

感很強的街區，以及適合全家用餐的各種餐館和咖

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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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義賣

慈少高中團舉辦慈善音樂會
（慈濟波特蘭聯絡處供稿）波特蘭慈濟為啟發在地

華裔青少年熱心公益奉獻社會，於今年初成立慈濟高中

少年團，簡稱「慈少」自今年暑假以來積極參與各項社

區關懷活動特別是支援關懷去年俄勒岡州南部的靴統

Bootleg Fire山火的災民。暑假以來，積極籌劃各項

活動，重點工作便是支援去年俄勒岡州南部靴統山火

(Bootleg Fire)的災民。

受到靴統山火影響的當地民眾深居山區，平日生活

自力更生，一場大火失去所有家當。慈濟志工與當地義

工取得聯繫後，去年10月深入災區賑災，發放現值卡、

毛毯、生活包等。去年冬天，慈濟也　幫忙著重整家園

的住戶，提供三個月的天然氣資源。

今年暑假，慈少團繼續協助推動慈濟的

中、長期關懷計畫，再次探訪災民，並贈送

愛心包。透過接洽，慈少團得知當地居民因

為遭遇祝融之災，已經沒有乾淨水源可用。

經過多方溝通和協調，慈濟計畫於十月一日

提供60個275加侖的儲水箱給災民，以便在

寒冬來臨之前，順利儲水過冬。

波特蘭慈少和他們的家長們，不但熱心

協助採購愛心包的需要物資，並且親自來回兩天送達到災

民手上。慈少團知道水箱費用昂貴，希望能夠幫助募心、

樂器獨奏和合奏

募款。於是在新學期開學之前籌辦一場音樂會，加上藝

術品義賣。

九月二十四日下午兩點到四點，活動如期地在比弗

頓圖書館隆重展開。現場還有從北加州、西雅圖遠道前

來共襄盛舉的慈濟志工。為了因疫情關係不便親自出席

的朋友和志工，當天也特開了一個Zoom的網線，同步欣

賞節目。

音樂會表演節目有古箏、樂器獨奏和合奏，歌唱，

打鼓等，演員熱情演出獲得許多讚賞。慈濟志工也上台

表演「千手世界」手語演出。當節目結束之前，一位七

歲的小女孩，大方地走上舞台唱出一首“You Raise Me 

Up”。活潑可愛，讓音樂會增添無限歡心。當天的藝術

品義賣。也順利圓滿完成。
「千手世界」手語演出

波特蘭中國聯誼會設「文化驛站」
為社區青少年開闢文化空間

（本報記者王星報道）在富康商場，一場別樣的活

動正在這裡進行，十多位中小學生在輔導老師的指導下

興致盎然地描繪著各種生肖圖案，看著自己畫成的各種

小動物們的簡筆畫個個小臉上綻開了笑容。這是上週末

波特蘭中國聯誼會首期開辦的青少年「文化驛站」活動

的情形。

「這項活動的目的，是通過開放式｀驛站´的形

式，為社區中小學生搭建一個有繪畫、手工製作和知

識講座等系列活動的空間，在藝術體驗和交流中獲得

樂趣和力量，起到活躍青少年業餘文化生活，消除疫

情負面影響的積極作用。」中國聯誼會社區健康主管

趙焱明對「文化驛站」目的作了簡要概述。

近年來，疫情反復持續進行，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攪得人心不安，尤其是青少年正常的生活、學習

受到很大影響，承受了與年齡不符的「生命之輕」。

正在成長中的年輕一代，無疑經歷了一場精神和生活

上的考驗，在心理上或多或少留下一些陰影，對日後

的成長造成一定負面影響。

「對此，中國聯誼會一班人與會內青少年心理和

教育專家進行｀會診｀，研究探討後疫情時期青少

年心理的舒緩與療癒，結合聯誼會防疫工作，利用富

康 防疫工作室，設立青少年｀文化驛站´，為中小學

生業餘文化生活開闢空間，定期進行有關活動包括健

康講座等，在藝術與科學的熏陶中消解負面｀因子´

，放飛自由心靈。」中國聯誼會代理主席劉波莎就設

立青少年「文化驛站」作了進一步介紹。

據了解，「文化驛站」將於每月上下旬的兩個週末為開

放日，歡迎社區中小學生前來參加與體驗。具體開放時間請

關注中國聯誼會發佈的廣告。



2022年9月30日www.portlandchinesetimes.comA3 | 新聞 201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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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318-2596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
更新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
滿��歲。擁有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
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HealthCare.gov
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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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時折扣僅適用於生前安排的殯葬合同和特選墓產。優惠有效期至2022年9月20日 - 10月18日。折扣只適用於新的需求前購買。條款和
條件適用。詳情請向相關人員查詢。 | **60 個月零利率無息貸款，有效期至 2022 年9月20日 - 10月18日。合同的信貸交易示例：總購買
價格為6900美元，以零利率和18%的首付進行貸款融資，需 60 個月的月供，每月 94.30 美元。處理/文件費用適用於現金和信貸交易。 

報價不包括適用的稅費。優惠可能會有變化，並且僅適用於新的銷售和符合條件的購買。其他條款和條件適用。詳情請諮詢同事。

立即行動鎖定優惠。

重陽節

Finley Sunset Hills
MORTUARY &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6801 SW Sunset Hwy. | Portland, OR 97225
FinleySunsetHills.com

Skyline
MEMORIAL GARDENS & FUNERAL HOME

4101 NW Skyline Blvd. | Portland, OR 97229
SkylineMemorialPortland.com

Lincoln
MEMORIAL PARK & FUNERAL HOME

11801 SE Mt. Scott Blvd. | Portland, OR 97086
LincolnMemorialPark.com

生前墓產購買折扣高達 18%*

 

和 60 個月0%利率**

葬禮生前安排最高可節省12%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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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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