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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華人站出 來 支持岡薩雷斯
呼籲投他一票 讓波特蘭變回美麗
(本報訊)11月2日下午一時左右，在
82街紅茶館外，聚集了一班華人，他們
都是來支持競選波特蘭市議會席位的雷
內．岡薩雷斯(Rene Gonzalez)，他們
站在街頭，舉起支持岡薩雷斯的橫額。
11月的選舉中，爭奪波特蘭市議會席
位的選情激烈，雷內．岡薩雷斯(Rene
Gonzalez)和哈迪斯蒂
(Jo Ann Hardes-

ty)二人都在投票日臨近的時間爭取更多的選票。
在波特蘭有華人對哈迪斯蒂在位時的政策和政見，特別
是大幅削減警察經費，大表不滿，並認為波特蘭今天罪惡滿
城也因此而起。由五月的初選開始已有華人組成不同的團
體，積極為岡薩雷斯拉票，希望能改變現狀。
周三中午，在俄勒岡華人義工團體組織下，邀得岡薩雷
斯到82街，連同波特蘭消防隊一起站街呼籲民眾投岡薩雷斯
一票。 (下接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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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薩雷斯－哈迪斯蒂兩位市議會席位候選人競爭進入白熱化
哈迪斯蒂被指為二度破壞對手競選辦公室的始作俑者
（本報綜述）競選取替目前非裔女議員哈迪斯蒂席位
的一場選舉已進入白熱化，在剛過去的周日凌晨，哈迪
斯蒂的對手，岡薩雷斯（Gonzalez）位於市中心Salmon
街11街的競選辦公室，被人用一塊大石頭打破了兩幅大
玻璃窗，造成大約 8000 美元的損失。警方表示，沒有嫌
疑人，也沒有確認的動機，但表示正在調查事件是否與
周六晚的一場示威跟競選活動有關連。這是岡薩雷斯競
選辦公室在本月內第二次遭到破壞。

化，本地媒體稱這場競選可以說是反映出波特蘭人如何
回應過去兩年多的內亂、經濟困難、疫情和不斷升級的
露宿者問題。

波特蘭警方表示，他們接到周六晚會有一場“直接行
動”抗議活動的通知，該抗議活動計劃在市中心和南部
海濱地區附近聚集。警方將一向是類似抗議活動目標的
司法中心、警察局的中央分局和麥魯瑪縣拘留中心等關
閉上鎖。警方又通知了岡薩雷斯團隊採取預防措施，並
增加了市中心和南海濱區的巡邏。
事發後，二位候選人均譴責今次的破壞行為，二人亦
互相指摘和否認指摘。岡薩雷斯的競選團隊向哈迪斯蒂
發了一封嚴厲的警告信，要求對方停止所有對岡薩雷斯
的虛假和誹謗性言論，但哈迪斯蒂斥這封信為對手的政
治噱頭。

岡薩雷斯回應說：“我是拜登民主黨人。她說的是錯
誤的。隨著言論的增多，我們看到暴力行為，我們覺得
有必要讓事情平靜下來。讓波特蘭人來決定。”

岡薩雷斯

哈迪斯蒂

早前岡薩雷斯因被指接受和未有上報競選辦公租金
獲大幅折扣而面臨罰款77,140美元。上周四，一名法官
撤銷了對岡薩雷斯的指控，並指他沒有違反競選財務規
則。法官認為，在考慮到波特蘭市中心的情況，市政府
未能夠證明該租金金額確是低過市價。

民主黨選情不妙 健保掀攻勢
(綜合報導)距離美國期中選舉還有不到兩週的時間，
在多個民意調查結果中已處於劣勢的民主黨，正在積極
利用「共和黨人一定會削減社會保障福利和醫療保險」
的宣傳策略來攻擊共和黨，以期挽回頹勢。
白宮和民主黨人正在將社會保障金和醫療保險這兩項
福利作為他們對選民進行宣傳的核心內容，並敲響警鐘
稱：如果共和黨成為眾議院的多數派，將會尋求削減數
百萬美國人所依賴的救濟項目，以期減少開支。
雖然一些共和黨議員並不迴避關於「開支過於龐大、
希望改革這些福利項目」問題的討論，但共和黨內的許
多人，都將民主黨的這種攻擊視為其競選策略，旨在將
民眾注意力，從持續的通貨膨脹和對經濟的更廣泛的擔
憂上轉移開。
最近幾日，民主黨人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特別暗
淡的情景上：共和黨領導的眾議院將以債務上限為「人
質」，如果拜登政府不同意削減福利開支，就可能出現
政府違約和債務危機。
拜登上週在紐約州對支持者說：「他們將使我們陷入
違約，除非我們屈服於他們削減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的
要求。他們如此堅決地要削減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以
至於他們願意為此而搞垮經濟。沒有什麼會比這種情況
的發生對美國經濟造成更大的混亂或損害，如果它真的
發生的話。」
戰略家和民主黨官員認為，將共和黨人與對醫療保險
和社會保障補助的削減聯繫起來，是一個很有效的宣傳
攻勢。因為這些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補助計劃在使很多
老年選民受益。即使在中期或非年度選舉中，他們也可
能成為可靠的「票倉」。這些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補助
在公眾中也擁有壓倒性的受歡迎程度，這使得任何希望
改變它們的計劃，都將面對巨大的政治風險。A
左翼的「進步數據」(Data for Progress）6月份的

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希望加強社會保
障福利，其中包括73%的獨立人士和73%的共和黨人。
因此，任何共和黨人關於希望改革社會保障或醫療保
險系統的建議，都被變成了攻擊共和黨人的廣告。而白
宮也樂於放大宣傳「共和黨將會削減福利項目」這種說
法的前景。
長期以來，共和黨人一直主張減少政府開支。黨內一
些人認為，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等福利項目的規模，已
經變得過於龐大，應該對其進行重組或私有化，以確保
它們能夠保持償付能力。
在本次選舉周期中，民主黨人提醒人們關注的焦點
之一就是，參議院共和黨競選部門負責人、佛羅里達州
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Rick Scott)在2月份發布的一項提
案。這項名為「拯救美國」的11點計劃中包括了一項建
議，即每五年終止一次政府福利項目。這意味著，立法
者需要每五年進行一次重新投票，來決定是否改變和延
長醫療保險和社會安全福利。
眾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表示，他不
會「預先確定」任何圍繞削減補助或將其與債務上限掛
鈎的潛在計劃。而在一天後，他試圖平息人們的擔憂，
稱他的意思是，如果不討論削減開支，他就不會提高債
務上限。
民主黨人指出，在被稱為「對美國的承諾」的共和黨
人的中期選舉口號和政策綱領中，廣泛地發誓要「節約
和加強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
在中期選舉已經臨近的最後衝刺階段，因為拜登政府
在邊境安全、移民政策、通貨膨脹、國民經濟等一系列
方面的差強人意的表現，即將失去參眾兩院主導地位的
民主黨人，在打出了墮胎牌之外，還正在以「共和黨人
將削減福利」的說法「威脅」選民，試圖挽回自己的、
已被一系列民調所證明的頹勢。

多數波特蘭選民希望增加警力
（本報綜述 王星編譯）根據俄勒岡人報委託進行的
一項民意調查顯示，82%波特蘭地區選民表示，他們希望
在整個都會區增加更多警力。
卡加瑪斯、麥魯瑪和華盛頓縣對600名可能選民的民
意調查中，卡加瑪斯縣對更多警力的認同最高有90%，華
盛頓縣和麥魯瑪縣分別為82%和76% 。

至於今次事件，岡薩雷斯競選團隊表示，最近哈迪斯
蒂稱他的員工為共和黨人的言論煽動了針對他們的政治
暴力。早前兩位候選人参加了由電視台舉辦的辯論，當
中哈迪斯蒂說：“我的對手只與共和黨人合作，他的所
有員工都是共和黨人，他們只為其他當選的共和黨人工
作。”

到不安全；61%的人表示在白天也有同樣的感覺。
儘管如此，大約54%的全市選民表示，希望在自己
的社區加強警力，而36%的人對目前的人員配置感到滿
意，5%的人希望減少警察人數。

一位市民範克利夫在接受訪問時表示，當警方表示
他們沒有資源應對街頭車賽時，她感到沮喪。但她認
為，要更多警察的同時，也要有更多的心理健康專家。
「我擔心警察經常拔槍開槍。」這位85歲的老人說 「所
以我想說要有更多訓練有素的警察和更多的心理健康專
家。」
多數市區的受訪者表示，波特蘭市中心具有一定的危
險性。高達84%的人表示，晚上在波特蘭市中心走動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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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迪斯蒂說，她的評論不對岡薩雷斯總部的任何破壞
行為負責。“我只想說，作為首位波特蘭市議會的黑人
女性，我當然理解岡薩雷斯先生和他的團隊所經歷的恐
懼，但我與此無關，”她說。    
岡薩雷斯指責哈迪斯蒂破壞競選總部，更指出最近波
特蘭的政治極端主義變得愈加嚴重，惠勒市長和丹瑞恩
議員的住宅均被人破壞就是例子。
岡薩雷斯說：“就像日常的波特蘭人一樣，我們必須
收拾殘局，繼續我們的生活。”

今年流感提前到 住院人數急劇上升

哈迪斯蒂和岡薩雷斯之間的競選一直極富爭議，而
信件在選舉日前不到兩週發出，更顯得競選已進入白熱

哈迪斯蒂的競選團隊隨即發了一封公開信稱岡薩雷
斯“違反了法律”。

(綜合報導)根據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週
五（10月28日）發布的數據，最近幾周全國與
流感相關的住院人數急劇上升，創10多年來同
期的新高。這顯示，今年的流感季節提早了最
少一個月開始，過往的高峰期在12月到2月之
間。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周五發布的估
計顯示，截至10月22日當周，本季度至少有88
萬例流感病例，約6900人住院治療，包括一名
兒童在內的360人死亡。
目前所有年齡段的流感住院人數都在上升，
尤其是兒童。與此同時，其他呼吸道病毒也在
兒童群體間蔓延，給兒科醫院帶來了壓力。衛
生與公眾服務部的數據顯示，當前全國76%的兒
科病床已滿。同樣在週五，CDC報告了本季迄今
為止第一例與流感相關的兒童死亡。
CDC並未提供有關該病例的任何詳細訊息，
但有位於德州Brownsville的地方媒體報導稱，
一名3歲女孩死亡，她的流感檢測呈陽性。
公共衛生專家還預計，隨着美國進入秋冬，
新冠病例也增加。CDC周五稱，一系列Omicron
亞型的病例數正在上升，尤其是BQ.1和BQ.1.1
，這兩種亞型似乎很容易傳播，並且能在一定
程度上規避免疫。據最新估計，截至10月29
日，這兩種亞型引致的病例約佔病例總數的
27%.
更有專家認為，今年流感季提早開始很可能
是與戴口罩和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減少了普通
病毒的傳播，讓人們沒有獲得免疫的機會。加
上現時採取防疫措施的人越來越少。
醫生還警告說，嚴重的流感病例可能會導
致其他感染，包括肺炎球菌性肺炎等細菌感
染。CDC和其他衛生機構鼓勵民眾盡早接種流感
疫苗。有早期跡象表明，今年的流感疫苗似乎
可以保護民眾避免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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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大幅加價超過24% 郵 包 盜 竊 猖 狂
（本報綜述）俄勒岡州公用事業委員會(PUC)
批准西北天然氣(NW Natural)大幅加價，平均加幅
超過24.4%，新收費將由11月1日起正式生效。
俄勒岡州能源基金執行董事奧爾布里頓指出：
隨著寒冬將至，今次的加價幅度大，預計會影響到
收入固定和低收入家庭。俄勒岡能源基金一直幫助
那些沒有能力支付水電費的家庭，幫助他們保持有
水電的供應。
當PUC 的執行董事邁克格蘭特被問到為什麼選
擇很多家庭都要天然氣供暖時宣佈加價，他回應時
提到，在過去14年中有8年出現減價，但
在今年的通脹壓力下，確實會傷害許多
家庭。

低得多的溫暖月份，客戶將償還冬季的遞延成
本。”
因此，部份冬季的加幅會延至夏季費用較低時
才收，所以一個家庭的全年平均增幅將在每月14
美元左右。西北天然氣表示他們已盡了最大努力
將影響減至最低。
俄勒岡能源基金鼓勵任何拖欠賬單的人通過
其網站或971-386-2124聯繫他們。同時西北天然
氣亦由11月1日開始，向低收入的客戶提供減費
計劃。

郵局提醒避免郵件在郵箱內過夜
（本報綜述）美國郵政監管局 USPIS 近日向公眾呼籲，在假日季
節期間使用藍色郵筒郵寄重要郵件時，要特別留意，應該在每日最後
一次取件時間之前，將寄出的郵件放入藍色郵筒。
該機構在一篇聲明中寫道：“檢查箱子上張貼的取件時間表，以
確保您的郵件不會留在郵箱一整夜或一整個週末；並使用郵局內的信
箱，或將其交給郵遞員。”
USPIS指出，聯邦郵件系統是向家人和朋友發送禮物和賀卡的“最
安全和最值得信賴的方式”之一。但近來郵包盜竊事件屢見不鮮，犯
罪分子傾向於“在當天最後一次取件之後或週日和聯邦假日期間”瞄
準郵筒。該機構鼓勵所有民眾遵循 USPIS 提供的郵包防盜提示。
USPIS還表示，民眾可將可疑活動報告給USPIS，比如郵件或身份
盜竊、欺詐以及看起來被篡改過的帶有膠水、膠帶或粘性物質的郵
箱。民眾可以通過其全國熱線電話 877-876-2455 聯繫 USPIS。

PUC表示，加價原因有兩個：一是
年度調整以反映天然氣價格的變化，由
於全球供應問題，今年價格較高；另一
原因是增加其它與天然氣無關的收費，
據邁克格蘭特，這包括工資、稅收、物
業費用、設備、資本等成本。西北天然
氣亦希望藉增加收費來進行一些新的投
資，包括可再生天然氣設施。＂
為了減輕這大幅加價的影響，PUC
推出一項全年分攤計劃。邁克格蘭特
說：“從3月中旬開始，在能源使用量

本市華人站出 來 支持岡薩雷斯
呼籲投他一票 讓波特蘭變回美麗
(上接A1版)岡薩雷斯向予會人士表示，他要將波特蘭
市變為一個孩子們、長者們和眾波特蘭人的宜居地，使波
特蘭市再次起飛，將波特蘭過去幾年黑暗的日子反過來，
聚焦在公眾安全。

那個種族的波特蘭人，大家都有著相同的經歷，大家都關
注罪惡、露宿者，家人的安全等問題，所以不論是那個族
裔，我們都是同坐一條船上。他說：非常感謝華人社區對
他的支持！

岡薩雷斯接受了本報訪問。本報記者提到：在翡翠區
及82街一帶，有很多亞裔商舖，幾乎每家商舖都曾遭到超
過一次的破壞，如獲當選，他會怎樣幫助這班商戶呢？因
為他們說英文的能力有限，也不知道那裡去求助。

負責聯絡今次活動的俄勒岡華人義工團負責人的Amy
表示，我們要支持岡薩雷斯，因為波特蘭市目前環境惡
劣，治安也非常差，岡薩雷斯參選是要將波特蘭變得更加
美麗和更加安全。她組織今次活動亦希望能藉此提高華人
的參選率和投票率，她也非常感謝各華人團體的領袖一起
來主辦今次的活動，同時亦感謝岡薩雷斯和他的團隊抽空

岡薩雷斯表示，要做的可分三方面。首先要有更多的
警察；第二是：市政府必需要設立機制懲罰那些犯了低級
罪行的罪犯，例如破壞財物及偷車；第三，一定要著手解
決目前的成癮問題，因為很多罪惡都是源於此。他會要求
州政府撥款支援，為成癮者提供治療，並幫助他們從回正
軌，重拾正常的生活。

活動召集人之一的地產經紀George指出，波特蘭市太
亂了，他是支持警察的，因為警察保護我們。而美國是一
個法治的社會，但岡薩雷斯的對手哈迪斯蒂卻把波特蘭市
弄得一團糟，之前波特蘭市經常在全美最佳城市排名榜
上，現時卻相反，所以必需要將這情況改變過來。George
認為岡薩雷斯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他本人非常支持他，
也希望他能成功當選。

當記者問他會否感到驚訝有這麼多華人支持他時，岡
薩雷斯說確實是驚訝，而這全是自然發生的，因為無論是

俄勒岡華人義工團負責人的 Amy

出席活動的波特蘭婦女會主席陳曼麗表示：波特蘭太
亂了，大家都受夠了，她相信岡薩雷斯一定能改變波特蘭
市。
永明堂的老板紅姐也出席了活動，她表示作為華人，
見到社區治安這樣差，華人被人欺負，我們必需要出點
力，到本地的政治舞台上爭取到支持，如果能支持警隊有
更多的經費，相信會有助減低暴力事件。

被問到如何能幫助小商企時，岡薩雷斯提到，首先要
清理街上的帳篷和垃圾，令環境更乾凈。他指出現時的市
政府對小商企極不友善，作為一名小商企的老板，他非常
了解跟市政府溝通是如何的困難。岡薩雷斯表示我們應該
有一個關心小商企的市政府，他會將所有發出的資訊翻譯
成不同的語言。

永明堂的老板紅姐

來與華人見面。

波特蘭婦女會主席陳曼麗

活動召集人之一 George

2022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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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a liu: 以經驗和策略協助顧客心想事成
（文/王星）從事房地產經紀23年，業績一直處於穩
中向好的態勢，連續10年獲得皇冠、黃金和白金獎杯，
在業界傳為佳話。「希望下一個獎杯是鑽石。」接受採
訪時，Carinaliu停頓了一下，從容的說。坐在秋陽映
射的窗旁，略微蓬松的曲發下，雙目透著自信的笑意，
一件Tommy Hilfiger深藍長袖襯衫，顯得幹練而不失優
雅。
從「咖啡店主」到「房產經紀」1998年春上，循著
讀書、從業、結婚、生子的軌跡，Carina一路走來，很
自然到了需要購房這一步。構築一個溫馨的小窩，是她
和先生共訂的企划。不曾想購房竟讓她與房產中介結下
了不解之緣。

中，每一個業務、每一次培訓，都作為開拓
視野、豐富知識儲備的機會，她的陽光心態
和學習熱情，讓同仁為之贊賞和欽佩。
「儘管我沒少努力，但起步還是比較緩
慢的。」Carina坦言，「固然有當時市場
受到｀後911´餘波的影響處於低谷期的原
因，但更多還是與自己的人脈資源、銷售方
法、技巧和經驗有關。」
五年之後，當Carina經受房地產行業的
歷練，終於褪去青澀，可以舒展羽翼時，瞭
解她的人都知道，這一切並非來自於偶然，
她的堅持、愛心和付出使她走上軌道，馳騁
職場，成為NW房地產一員主力乾將。

從「程式訓練」到「量身定做」
房地產中介說起來是個服務行業，
客戶是第一位的。但它的服務卻有它
的特性和方法。剛入行那些年，Carina所受的學習和培訓，傾向於刻板
的教程，只懂得就事論事，並不深究
其中的奧妙，能簽下合約就算大功告
成。

「大學畢業後，我喜歡嘗試創業，開過冰淇
淋店，那會兒又開了咖啡館。有了Baby以後，
就考慮了買房，圓我們計劃中的夢想。」Carina
一向直白，說話時纖細的手指偶爾會比畫一下。
「就找了一位中介。當時中介帶著我們看了幾處
房，一番周折下來，買房的過程我不僅看得明白，
而且我還看出了中介的問題，就想如果是我應該不會這
樣做，我覺得我來做也可以，沒什麼難的。」
這一念起就打定了主意。與其說是因了買房的機
緣，不如說是出於年輕本能的一種自我突破與自我挑
戰。年輕時的青春是飛揚的。她的想法得到了先生的支
持。

從「青澀新手」到「職場乾將」
走進一個全新的行業，儘管初涉職場，但Carina是
一個內心柔軟而又倔強的人，只要認定一件事就一定要
做好。1998年，Carina考取了波特蘭的地產執業牌照，
入職於伯克希爾·哈撒韋家庭服務NW 房地產，此後，為
了客戶的需要，又拿到了溫哥華的牌照。
開始階段困難還是蠻多的，很多新手沒多久就消失
了。Carina並沒有因此感到怯步，對新職場的新奇，激
起了她探循的慾望和熱情。雖然青澀，但很自我。所有
的一切對她來說都想要去汲取和嘗試。Carina沉浸於其

「後來，在處理個案中，
讓我慢慢悟出一個道理，
每一位客人都有不同的需
求，需要用心來為客人服
務和評估，找出他們的
需求點，為他們量身定
做。」
在為客人的服務
中，Carina總是為客人考
慮更多些，更周到些，比
如要瞭解客人的有關情況，
包括工作、家庭成員和居住時間
等，然後依據這些尋找和提供適合的
房產單位，這樣客人想到的沒想到的都有了。
「把服務做到客人心上。每一筆交易，都是一次經
驗的累積和總結，目的就是提升和精進業務，更好的為
客人服務。 」Carina在實踐中獲得真知，讓服務臻於完
善。

「這麼多年下來，我為自己從事的行業獲得的經歷
感到欣喜，為獲得團隊的合作、公司的肯定和客戶的認
同與鼓勵感到欣慰。我很清楚我還在努力的路上，前面
的道路還很長，我願為客戶盡全力，與同行更好配合，
做好每一單房地產的合約。」
她擅長於用中、英、粵、台多種語言為客戶服務，
但似乎又是一個不過於用言詞表達的人，她總是用她特
有的笑意來詮釋她的想法，用心來達成你的願望。靜而
富于思考，動而在於效果，這是她留給我的印象。
「只有工作，我才有恰如其分的表達，工作是最好
的表達渠道。客戶永遠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她因此而
贏得了客戶，贏得了口碑。在今後的道路上，Carina 更
以這一心中的信念為上，始終如一。
面對房地產市場的多變，Carina依然信心十足，經
濟的暫時疲軟無法遏制房地產蓬勃滋長的剛需。年末將
至，將迎來新一輪的購房高潮。不論是買還是賣，她都
以成功的經驗與策略，來協助你心想事成，獲得利益的
最大化。

從「鼎力相助」到「心想事成」

Carina liu聯繫方式：

二十三年的職業生涯，成就了Carina在業界的品
牌。從青澀新手到擁有金牌銷售，Carina走過持久、堅
韌的道路。

波特蘭辦公室：
9600 SW Barnes Rd. #100 Portland, OR 97225
華盛頓州辦公室：
10002 NE 13th Ave. #110 Vancouver, WA 98686
手機：503.705.5389
WeChat ID: oregoncarina Line ID:oregoncarina
郵件：cliu@bhhsnw.com

顯然，這是一個對職業無比執著的人。她甚至不會
把瑣碎、變化的中介當成一項累人的工作，因為這是
她所喜歡的事，樂在其中，她把工作揉進自己生活的一
部分，並且帶到社區的文化活動中，成就自己也成就他
人。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 5位客戶中就有4 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 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12 月 15日前報名投保。

新的法例 。 更低費用 。 更多人合資格 。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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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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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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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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神爺大派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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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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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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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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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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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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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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神爺大派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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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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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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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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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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