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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洋食品感謝顧客鼎力 支持
外賣盒大賣 歡迎預訂 優惠延至12月中
（本報訊）新洋食品公司感謝廣大新老顧客的鼎力支持，此次的大促銷活動，
自上周在波特蘭新聞刊出後，市場反應非常熱烈，兩個貨櫃的外賣餐盒在
短短幾天內幾乎售罄，目前仍有少量存貨，有更多的貨品正在
海運的途中，預計很快就能上架供大家選購。為了照
顧每位光顧的客戶，新洋食品決定將促銷延
至12月15日。
在物價日趨上升的時期，
餐館的老板們都驚訝為何新洋
食品可以向客戶提供產品質量
保證的同時，
又可以用超低
價售出外賣盒
呢？(下接A3
版)

新洋食品公司促銷提示，詳情請參閱 C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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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州長發布行政命令應對RSV病例激增
11月14日週一，州長凱特·布朗發布行政命令，以應
對俄勒岡州兒童呼吸道病毒感染及住院人數激增的情況。
州長是在越南出席貿易論壇時發布此項行政命令的。
據衛生局表示，今年秋季感染的呼吸道合胞病毒(簡
稱RSV)人數激增，兒童患者ICU病床出現短缺。OHSU的
Doernbecher兒童醫院和Legacy Emanuel醫療中心蘭德爾
兒童醫院是該州僅有的兩家擁有兒科ICU的醫院。

據蘭德爾兒童醫院臨時首席醫療官·麥考德博士介
紹，RSV是一種每年都會出現的常見病毒，但今年流行時
間比往年提前了數月。他說，這種病毒感染性強，一般
感染兒童可以在家服藥治療，但症狀嚴重的如發燒、呼
吸困難的可能需要去醫院尋求氧氣輔助、靜脈注射等。
麥考德博士在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說，RSV致死率很

房地產市場出現下降趨勢
（本報綜述 王星編譯）據《波特蘭商業
雜誌》最近的一份分析，在波特蘭購房者需要
六位數的收入才能買得起房子。許多地區的房
價甚至更高。
在過去的5年裡，波特蘭市房地產市場發
生了很大變化，波特蘭人需要有一大筆收入才
能住得起。住進各區最少需要有的收入如下：
比弗頓135,896美元，波特蘭西北區212,041
美元，波特蘭東南區107,931美元，波特蘭西
南區167,203美元，價格較高的仍然
是奧斯威戈湖，那裡的中等收入水
平為237,959美元。

入，但並沒有立即採取購房的決定。因此，在
市場上出現了更多庫存。
如果租金上漲10%或以上，波特蘭租房者
可以2023年申請搬遷援助。這一分析吸引了
網民的關注。教師蘇德斯在臉書上留言：「我
作為一名教師，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我
可能永遠無法以我的收入擁有自己的房子。」
有關方面人士預計，到今年年底，房價將
繼續下跌或暫止。

（本報綜述 王星編譯）TriMet上週三宣
佈考慮2024年提高票價，以應對不斷增加的運
營成本。

青年票，增加15美分至1.40美元；

-

LIFT 輔助客運單程，增加30 美分至2.80
美元；

如公眾對加價有意見，TriMet董事會歡迎
大家參加會議，並可以註冊在公共論壇時段發
表評論。在2023年4月26日宣讀提案和2023年

Nike雖然在店內僱有保安人員，但他們卻被公司禁止截停將貨
品偷走的竊賊。因為多數大型商舖均採用嚴格的政策先保護僱員
和顧客，免得他們有人受傷，而導致商家因此而被告上法庭再賠
錢。
警方和零售商均抱怨說，入店行竊或有組織的店舖盜竊目前是
全市範圍內的流行病——主要是由毒癮引起的。

耐克這家社區商店因其歷史攸久而特別受到注意。

38年前，波特蘭社區領袖羅恩·赫恩登(Ron Herndon)和黑人
統一戰線(Black United Front)與耐克接觸，並敦促該公司在馬
丁·路德·金(MLK)大道上建造其首家工廠店。當時這是一個充滿
罪惡和暴力的地區。“許多人將 MLK 上開始出現的發展歸功於耐
克的承諾，”赫恩登解釋說。

2000年，該店搬到了現在的位置。到2006年，耐克已向波特蘭
北區和東北區社區投資了120萬美元。波特蘭阿爾比納啟蒙項目主
任赫恩登說：“不僅僅是我。社區中有很多人為此感到自豪”。

TriMet目前考慮的加幅如下：

-

這家Nike直銷店，一直以來都有貨品盜竊的問題，只是近期情
況日趨嚴重，罪犯變得更加肆無忌憚。由對面一家教會的攝錄鏡
頭所錄到的，很多竊賊，手拿滿鞋和衣物，昂然步出店舖，絲毫
也無懼有人會阻止他們。

當耐克店於1984年6月開業時，它承諾將商店利潤的一部分捐
贈給社區的非營利組織。

董事會主席西蒙斯要求TriMet工作人員制
定正式的加價提案，以便在2023年4月26日的
董事會上討論，然後在2023年5月24日的會議
上進行表決。

長者票，增加15美分至1.40美元；

(本報綜述)極受本市消費者歡迎，位於Martin Luther
King
大道的Nike(耐克)工廠直銷店，自10月底已悄悄地關門，店家一
直未有公佈重開日期。原因是盜竊案越來越猖狂。

在過去的四個月裡，波特蘭的幾家商店皆因罪惡和安全問題而
被迫關門大吉，其中包括Jantzen Beach 的Cracker Barrel和附
近的Stanford´s餐廳酒廊，以及幾家星巴克門市。

TriMet預計2024年加價

-

衛生官員建議採取以下預防措施：
·盡量接種流感和COVID-19疫苗；
·當您的孩子生病時，讓他留在家中；
·經常徹底洗手；
·保持頻繁接觸的物體表面清潔並定期消毒；
·如果您對孩子的護理有疑問，請致電診所或到緊急護
理中心。目前，醫院急症室非常繁忙。僅當孩子出現嚴
重病症時才去醫院，例如呼吸困難。

零售商認為波特蘭的入店行竊統計數據低於實際數字，因為大
多數商店都懶得報警。

可以看到波特蘭房地產銷售在下
降，10月份的房屋成交量同比下降
了38%。儘管從外州來的買家仍然進

成人票，增加30美分至2.80美元；

低，但並非為零。因此他希望父母在即將到來的感恩節
盡量讓家人和孩子居家過節。

一本地電視台對全市犯罪數據的分析發現，自2019年以來，耐
克商店向警方報告了437宗入店行竊案件，僅次於205商場Target
商店，後者報告了650宗入店行竊案件。

購房者現在都在觀望，直到抵
押貸款利率穩定下來，目前30年期
固定利率超過7%。根據房地美的數
據，這是自2002年利率上升以來的
新高。

-

盜竊猖狂 耐克店要關門

布朗稱，她的此項行政命令旨在有助於醫院靈活處理
兒童患者床位的調整與配備，並允許醫院從志願護士和
醫生中抽調人員充實醫護力量。

對大多數人來說，RSV感染僅有輕微感冒症狀，包括
發燒、流鼻涕和咳嗽及喘息。但對兒童尤其是兩歲以下
的幼兒則有可能導致重病的風險。病毒會引發肺部細小
支氣管發炎，以致呼吸困難。

5月24日投票之間的時間內，民眾也將有機會
發表評論。

赫恩登表示，他擔心耐克商店持續存在的盜竊問題可能會危
及該區的未來。赫恩登
說，他認為缺乏警察資源
和不起訴的政策已經讓犯
罪分子撕毀了這個社區的
結構。
“發生在耐克身上的事
情是整個波特蘭的民眾、
組織和企業正在經歷的典
型代表，”他說。 “在市
政府對此給出答案之前，
我認為它不會消失。”

TriMet表示，他們將進行Title VI票價公
平分析，以確定票價上漲對有色人種和低收入
人群的影響。並將與社區合作，確定減輕此類
影響的機會。

用戶關定位仍遭追蹤 谷歌付3.92億與40州和解
（本報綜述）搜索引擎巨頭谷歌（Google）日
前同意支付3.92億美元，與美國40州就一起具里程
碑意義的隱私案達成和解。這40州指控Google誤
導用戶，讓他們相信其設備上的定位追蹤已關閉。
俄勒岡州檢察長羅森布魯姆（Ellen Rosenblum）就
事件發表聲明稱，這是美國史上達成的最大規模的隱私
和解協議，並批評Google多年來將獲利置於用戶隱私之
上，消費者認為他們已經關閉Google的位置追蹤功能，
但Google背後繼續秘密記錄他們的行蹤，並將這些位置
資訊用在廣告上。
愛荷華州檢察長辦公室則說，除了支付3.92億美
元，谷歌在定位追蹤時也必須對顧客更加透明，並在特
別的網頁詳列有關定位追蹤資料的資訊。
這宗案件是由俄勒岡州檢察長羅森布魯姆和內
布拉斯加州總檢察長道格彼得森領導調查和談判。
俄勒岡州司法部表示，該和解協議是“有史以來規

另外，Google發布聲明表示，定位追蹤用戶已經是
過去式，公司早就進行改革。未來公司也承諾將大幅改
善對用戶定位追蹤的披露，提升用戶位置訊息的透明
度，包括推出新功能，讓用戶自行關閉和刪除位置和應
用程式活動的歷史記錄。Google承諾，未來只要在牽涉
到與位置資料有關的設定時，都會提供更詳細的資訊予
用戶，亦不再隱藏對用戶的位置追蹤，並將資料的控制
權歸還用戶。

模最大的由司法部長主導的消費者隱私和解協議”
。而俄勒岡州在今次的和解中獲賠償1,480萬美元。
羅森布魯姆宣布Google同意支付全部費用以結束此
案時補充說，Google「狡猾且善於欺騙」，「消費者以
為他們關閉了Google的定位追蹤功能，Google卻繼續秘
密記錄他們的行動並將這些資訊提供給廣告商」。

這場罕見的40州聯合訴訟，源於對聯邦當局在華盛
頓立法陷入僵局之際未能打擊大型科技公司的不耐。
在科技公司大力遊說以限制其潛在影響下，共和黨
和民主黨議員對國家應該針對網路隱私訂定何種規範意
見分歧。
這與歐洲形成鮮明對比，2018年以來，美國科技巨
頭在歐洲面臨隱私方面的嚴格規定，Google、亞馬遜
（Amazon）等公司都在違規後遭到巨額罰款。

免費廚房設計和估價

本店主營實木櫥櫃，大理石，人造石枱面，瓷片，地板以及家電，設施配套齊全

14410 SE Division Street, Portland OR 97236
方太抽油煙機俄勒岡總代理

EXTENDED HOME

Licensed & Bonded l CCB # 2232295

503-477-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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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1月18日

A3 | 新聞

衛生部籲民眾更換家中天然氣設備
（本報綜述）上周，麥魯瑪縣衛生官員突然發消息，
建議民眾將家中使用天然氣的設備全部更換為用電的。
因為最新的一份報告指出：天然氣影響健康以及氣候轉
變。

他們就發佈這消息而感到失望。他們指這份報告過於則
重在某方面的數據，並沒有考慮到房屋內適當通風的作
用，而俄勒岡州的建築規範是要求新房需要有通風系統
的。

來自縣衛生官員的這份報告指出，室內的空氣污染，
會危害到兒童的健康。特別指廚房用的瓦斯爐，以及供
應全屋熱水的熱水爐，官員建議最好盡量將這兩樣設備
更換成用電的。

但麥魯瑪縣縣長卡弗瑞卻認為，無論如何這些證據已
清楚指出，用天然氣 的家庭：一邊煮飯一邊會釋出有害
健康的氣體，所以要想辦法減低風險。
縣政府官員指出，根據《通貨膨脹減少法案》將可在
明年開始實施激勵措施，鼓勵民眾轉用電的設備。

負責撰寫這份報告的專家表示，瓦斯爐所釋出的氣體
對肺部正在發育的兒童明顯有害，要防止污染引起的呼
吸系統問題，最好還是要用電的代替。
這份報告亦指出，選用瓦斯爐的家庭，其家中二氧化
氮的釋出量比選用電爐的家庭高出50%到400%。而用天然
氣煮食的家庭，兒童出現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高
出42%，而被診斷出終生哮喘的可能性高出24%。

取暖的。

原來哮喘是麥魯瑪縣最普遍的慢性病之一，每10個成
年人中就有1個患有這種疾病。

減少主要成分是甲烷的天然氣排放量也是應對氣候變
化的關鍵。據美國環保署稱，美國是全球甲烷排放的最
大的國家之一，其中大部分人為排放來自牲畜、垃圾堆
填場以及石油和天然氣系統。

低收入和有色人種的哮喘發病率較高，因為他們居住
的地方，室外空氣污染程度較高，和多數是使用天然氣

本地區最大的天然氣供應商－西北天然氣(NW Natural Gas)對縣政府在未有讓他們參與研究和未有知會

新 洋 食品感 謝 顧 客 鼎 力 支持
外賣盒大賣 歡迎預訂 優惠延至12月中
(上接A1版)原來，新洋食品公司與中國大陸廠家合
作，自設廠房生產自家品牌的外賣盒，以價廉物美為
大前題，服務本地餐館業。他們生產的外賣盒，備有
各式大小不同尺碼，選擇比其它批發商所供應的還要
多，照顧到不同形式餐飲的需要。
從自家工場，自家品牌，到海運報關的一條龍
服務，運到美國直銷，中間無涉及任何中介的費

用，價錢當然可以做到最低。
新洋食品公司老闆張新表示，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各款
貨品在促銷開始就見到顧客們踴躍到來搶購，為了不讓
顧客失望，他已下令工廠加班加點，趕工生產。張老闆
表示，多個貨櫃即將陸續抵達波特蘭，一定能滿足顧客
的需求。張老闆更決定將優惠價延至下月中。目前已開
始接受餐館預先訂貨。

多年，一直被譽為『餐飲業界的老朋友，家庭主婦的
好幫手』。疫情過後，新洋食品再次發揮「老朋友、
好幫手」的特色，繼續為新舊顧客提供價廉物美的貨
品，為餐館、家庭謀福利抗通脹。
新洋食品公司自年前進駐Happy Valley區營業
後，更貼心地照顧零售顧客。超市有寬敞、舒適且明
亮的購物環境，各商品陳列區域錯落有致，商品分門
別類，無論是冷凍肉類、速凍點心、蔬菜瓜果、各式
醬料、南北雜貨、中西零食及廚房用品等等，應有盡
有。

新洋食品公司經營食品批發兼零售已有10

新洋食品公司地址：
12405 SE 82nd Ave., Portland (Sunnyside夾82街)
電話：503-517-7196
或加入新洋食品的微信群，隨時掌握新洋食品的最新
的優惠和貨品資訊

您和您家人需要醫療保險嗎
家人需要醫療保險嗎
醫療保險嗎?
醫療保險嗎
我們可以協助您申請和找尋
和找尋!
俄勒岡州健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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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健康的俄勒岡州計劃)Ifbmuij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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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或您的家人符合資格 我們的 OHP 專員經過培訓和認證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符合資格,
專員經過培訓和認證, 可以為您來更新或申請俄勒岡
州健康計劃 (OHP)、Medicaid 或 CAWEM (僅限緊急醫療的承包範圍) 。請聯繫我們獲取更多
有關新的更健康的俄勒岡州（Ifbmuijfs!PS）計劃資訊。

健康保險市場

)Nbslfuqmbdf0GGN0ifbmuidbsf/psh*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不符合俄勒岡州健康計劃 PIQ!資格
PIQ!資格-!我們亦有專員可協助您
我們亦有專員可協助您
用健康保險市場（GGN）的線上續保或申請保費稅收抵免援助支付您的每月保費。3134年開
放註冊日期將從 3133!年 22!月 2!日開始至 3134!年 2!月 26!日為止。

生育健康計劃
生育健康計劃與網絡診所合作，提供免費或低收入的生育健康服務， 例如：乳房和子宮頸
檢測，妊娠，節育，性病篩查或產後護理。這項計劃也同樣為青年和男性提供服務。

乳癌和子宮頸癌預防計劃 )Tdsffoxjtf*
華人服務中心與TdsffoXjtf!計劃合作，健康倡導定期的乳癌和子宮頸癌篩查，並提供教育
和篩查預約協助。依據計劃符合資格者，中心可協助與 TdsffoXjtf合作的醫療機構聯絡和
安排免費乳癌和子宮頸癌篩查和診斷。

歡迎與華人服務中心社區健康服務聯絡以
獲取更多相關資訊，並按需要預約見面
粵語0廣東話（614）883.699:
:
普通話0國語（614）883.69: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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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運輸局提醒 冬季駕車使用各種輪胎注意事項
（本報綜述 王星編譯）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的居
民，每年從1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可以合法使用鑲釘輪
胎，有助於在冬季冰雪地上行車更安全。

特別在冰上行駛的效果與鑲釘輪胎一樣好，在
大多數的冬季路面情況下，比鑲釘輪胎或普通
輪胎更安全，並且不會對路面造成損壞。

研究表明，在結冰的道路上，鑲釘輪胎確實比全天
候輪胎更有效。但運輸局鼓勵駕車人士盡量使用其它牽
引力指數高的輪胎，因為鑲釘輪胎對路面造成損害。

雪襪是以織物作為鏈條的替代品。對無法
安裝雪鏈的車輛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雪
襪只適用作短暫使用，例如要駛出雪堆。

州運輸局最新研究發現，鑲釘輪胎嚴重
損害道路，加速道路維修的需要，每年
為此花費超過850萬美元。鑲釘輪胎會
使車道形成凹槽，以致雨水聚集在其
中，造成危險的駕駛條件，而在寒
冷的天氣裡，積水容易結冰使道路
更加滑。
駕車人士可以考慮使用其他防
滑裝置，包括雪鏈、其他牽引輪
胎或織物輪胎襪。雪鏈比鑲釘輪
胎更有效，並且安裝和使用均較前
容易。車主應查看車輛用戶手冊，
瞭解車廠推薦的雪鏈。
州運輸局人員指出，牽引輪胎
（Traction Tires）雖然沒有鑲釘，但
在冬季的路面情況下卻有很強的牽引力，

運輸局提醒，在雪天駕駛，要預留
更長的駕車時間，出門前到TripCheck.com查看實際的路面情況，
駕車時要關掉定速巡航（Cruise
Control），車與車之間保持額
外的距離，打開前燈增加能見
度，輕剎車避免車輛打滑，以
及要在車上放有雪鏈和學會使
用，同時亦要準備好應急包
等。
以上運輸局的建議同樣適用在結冰
的路面情況，唯車與車之間的距離應是
平時的三倍。當要開車前，留意車身是否
有結冰，如有的話，這表示路面亦有可能結
冰。在結冰的地上行車，車輛會有漂浮感覺，

一定要減速行駛，不要猛踩剎車，否則會打滑失控；也
不要開車穿過雪堆，會導致車輛失去牽引力。當見到
有“chains required”（需要雪鏈）的路牌時，司機必
須裝上雪鏈或其它的防滑裝置。

《消費者報告》年度排名出爐：

特斯拉、奔馳成最不可靠的汽車品牌
（綜合報導）《消費者報告》年度可靠性調查結果
日前出爐，特斯拉、奔馳和一些品牌的電動汽車成為了
全美“最不可靠”的汽車。
儘管電車和全尺寸皮卡在這個市場上的需求最大，
但它們也是問題最多的。大家對油電混車的興趣越來越
大，36%的受訪者考慮下次買車時購買油電混的汽車”。
雖然特斯拉今年在“可靠性排名”中上升了4位，
但依舊屬於墊底，24個汽車品牌中它排名第19。這家電
車巨頭在其硬體、轉向、油漆等方面仍然存在問題。此
外，今年10月，特斯拉表示預計今年無法實現車輛交付
目標，並指出物流方面也存在挑戰，很多顧客交了訂金
還遲遲拿不到車。

5. Honda（本田）
6. Audi（奧迪）
7. Subaru（斯巴魯）
8. Acura（謳歌）
9 Kia（起亞）
10. Lincoln（林肯）
11. Buick（別克）
12. Genesis（捷尼賽思）
13. Hyundai（現代）
14. Volvo（富豪）
15. Nissan（日產）

在“可靠性排名”中，榮獲榜首的是豐田Toyota，得分最高的十個品牌中有七個是韓國和日本
的汽車。來一起看看2022年的排名情況
1.
2.
3.
4.

Toyota（豐田）
Lexus（凌志）
BMW（寶馬）
Mazda（馬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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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Ram（道奇）
Cadillac（凱迪拉克）
Ford（福特）
Tesla（特斯拉）
Chevrolet（雪弗蘭）
GMC（通用）
Volkswagen（大眾汽車）
Jeep（吉普）
Mercedes-Benz（奔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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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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2022-11 NOV Viet Show Print 10625x2085.indd 1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11/2/22 5: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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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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