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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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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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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飛安評比
長榮名列第九

吃一條美國淡水野生魚
相當於喝有毒水一個月

（綜合報導）現今貧富差距越發擴大，導致許多社

會議題。美國組織愛國百萬富翁（Patriotic Million-

aires，PM）致力於消除極度不平等問題。日前200多名

超級富豪聯合簽署了PM的徵稅公開信，呼籲世界領導人

們與企業高管在世界經濟論壇（WEF）上，可以考慮納

入“富豪稅”，解決極度不平等的貧富差距問題。

據報導，國際組織愛國百萬富翁過去一直在致力於解

決貧富差距問題，並在2010年首度提出要求各國對超級

富豪們徵收“富豪稅”的公開信。起初簽署的只有迪士

尼公司繼承人阿比蓋爾（Abigail Disney），以及Ben 

&Jerry's霜淇淋創辦人班．科漢（Ben Cohen）等幾名

有錢人。經過多年的努力，直至今日已經獲得超過200

位富豪的認同，其中還包括綠巨人浩克的演員馬克．盧

法洛（Mark Alan Ruffalo）。

眾人透過公開信呼籲世界精英，在WEF上提出徵收

富豪稅。公開信上寫道，目前缺乏實質行動，如果不大

刀闊斧的進行，那麽在全球菁英的會議上討論支離破碎

的世界根本毫無意義的，需要各國合作採取行動，建立

更公平的經濟，不能一味丟包給下一代面對。

最新研究表明，自從疫情以來，三分之二財富都流

入最富有的1%群體。國際扶貧組織“樂施會”表示，如果

對全球的千萬及億萬富翁征5%稅，每年就可以籌措1.7兆

美元，足以讓20億人脫貧，同時為消除全球饑餓的計畫提

供資金。

（綜合報導）一份最新研究顯示，食用一條從美國的

湖泊或河流中捕獲的淡水魚，相當於喝了一個月的被有

毒“永久性化學物質”（PFAS 污染的水）。這個消息將

會讓很多愛魚人士感到焦慮。

PFAS 全稱為 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

es 全氟化合物，它是一種隱形化學物質，最初在 1940 

年代開發，有防水和耐熱效果，現在通常用於不沾鍋、

紡織品、滅火泡沫和食品包裝等物品中。由於 PFAS 的

穩定性非常高，隨著時間的推移，污染物會在空氣、土

壤、湖泊、河流、食物、飲用水甚至我們的身體中積

累，並與一系列嚴重的健康問題有關，包括肝損傷、高

膽固醇、免疫反應降低和多種癌症。

在最新的這項發表在《環境研究》雜誌上的研究中，

一組研究人員分析了 2013 年至 2015 年間來自美國河

流和湖泊的 500 多個魚類樣本。結果顯示，魚中 PFAS 

的中值水平為每公斤 9,500 毫微克。在檢測到的“永久

性化學物質”中，近四分之三是 PFOS，它是數千種形式

的 PFAS 中最常見和最危險的一種。

去年，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將其認為安全的飲用水

中的 PFOS 含量降至兆分之 0.02。而這項研究發現，食

用一條淡水魚，就相當於飲用一個月 PFOS 濃度為兆分

之 48 的污水。淡水魚中的 PFAS 總含量比市售魚中的

總 PFAS 含量高 278 倍。

美 客 機 差 點 相 撞！

塔 台 關 鍵 指 令 救 數 百 人

領導這項研究的非營利機構“環境工作團”

（EWG）資深科學家安德魯斯表示，他從小就喜歡捕魚

來吃，但現在表示，“我現在沒法直視這些魚，腦子中

一定會想到 PFAS 污染”。

研究作者之一的安德魯斯說，對於仰賴捉魚來補充

蛋白質的弱勢群體，或是基於社會或文化因素而吃魚的

族群而言，這項發現尤其令人憂心。

他說，“這項研究令我非常生氣，因為那些生產並

使用PFAS的企業污染了地球，卻沒有負起相應責任”。

安德魯表示，隨著PFOS的工業應用被淘汰，河流溪

川中的含量也在降低，但殘留水平仍高，只要食用淡水

魚，就可能影響到人體的血清水平。

（綜合報導）國際知名航空專業評鑑網站Airlin-

eRatings.com於日前公布最新飛航安全評比結果，長榮

航空連續十年獲評為全球前20大(Top-20)最安全航空公

司，本次獲得第9名的肯定。

今年第一、二名分別為澳洲航空、紐西蘭航空，其

他入選的還包括阿提哈德航空、卡達航空、新加坡航

空、葡萄牙航空等國際知名航空公司。

長榮航空總經理孫嘉明表示，長榮航空始終貫徹「

追求安全、絕不妥協」的理念，即便在COVID-19疫情期

間也堅持嚴格的安全紀律和作業標準，能再次獲得Air-

lineRatings.com專業評鑑機構的肯定，對於全體員工

也是一大鼓勵，本公司將持續提供旅客最安全舒適的飛

行體驗。

AirlineRatings.com總編輯Geoffrey Thomas指

出：全球航空公司每天都會面臨大小意外事件，多數為

航機或引擎相關問題，如何妥善處理正是成為安全航空

公司的重要關鍵，而我們的2023年排名是安全創新、卓

越營運和機隊優化的重要參考指標。

AirlineRatings.com自2013年起進行「全球最安全

航空公司」評比，以其獨有的7顆星評選系統給全球385

家航空公司飛安表現評分。AirlineRatings.com的飛安

認證更是獲得195個國家的眾多旅客深深信賴。

長榮航空以良好的飛安紀錄著稱於業界，逾30年的

努力獲得獨立驗證公司、各專業航空評鑑極高的評價，

包括AirlineRatings.com、德國航空安全資料中心JAC-

DEC，均已連續多年將長榮航空列為全球最安全航空公

司之一；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2003年創立IOSA航

空作業安全認證制度以來，長榮航空也持續通過每2年1

次的查核認證。

（綜合報導）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John F. Ken-

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13日差點發生客機相撞

意外，一架達美航空（Delta Air Lines）客機接獲塔

台指令準備起飛時，跑道前方突然出現另一架美國航空

（American Airlines）客機也在橫向的滑行道上準備起

飛，迫使塔台緊急下令當時已經在加速的達美航空客機

取消起飛，客機最終在距離美國航空客機約300公尺處停

下，避免重大空難悲劇發生，對話音檔也顯示，塔台人

員當下急到飆出髒話。

據美國地方電視台KABC-TV報導，美國聯邦航空總署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15日證

實，已經對甘迺迪國際機場一起客機差點相撞的意外展

開調查，達美航空及美國航空客機以1000英尺（約304公

尺）的距離擦肩而過，美國廣播公司（ABC）飛行專家及

軍事顧問甘亞德（Steve Ganyard）讚嘆，多虧塔台人員

的指揮，才避免了可能是美國史上最慘烈的空難意外。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根據雷達紀錄及塔

台與機師的對話音檔，指出這起可能發生的相撞意外也

許是美國航空機師誤會了航空管制員的指令造成。

事發在13日上午8時45分，載有145名乘客、6名機

組員的達美航空編號1943客機正準備起飛、前往多明尼

加，當時載有137名乘客的美國航空編號106客機也在等

待指令，排隊等候起飛、前往倫敦。

當時達美航空客機就在「4號跑道左」（Runway 4 

Left）等待塔台的起飛指令，這條跑道與「31號跑道

左」（Runway 31 Left）垂直交叉，對話音檔顯示，

塔台要求美國航空通過「31號跑道左」，意思是要美國

航空右轉、駛往「4號跑道左」，在達美航空客機後方

等待起飛，美國航空機師也附和回應：「通過31號跑道

左。」

接著另一名塔台人員通知達美航空已獲准起飛，達

美機師也附應：「獲准起飛，4號跑道左，達美1943客

機。」

不過雷達航跡圖顯示，當達美航空開始在「4號跑

道左」上加速起飛時，美國航空客機並沒有右轉、通過

「31號跑道左」，反而先左轉、再右轉，並且直直穿越

「4號跑道左」。換句話說，當達美航空起飛時，前方

跑道上竟突然出現一架客機橫向經過。

音檔中可聽見塔台人員突然爆出髒話，一名塔台人

員緊急指示美國航空「原地等待！（Hold position）

」，另一名塔台人員則急忙連說2次「達美航空1943，

取消起飛許可」。當時達美客機已經加速至時速115英

里（約時速185公里），被迫突然中止起飛。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15日發布聲明指出，達美航空在

距離美國航空穿越的跑道位置前1000英尺處「安全停

下」。

另外音檔中也可聽見，達美機師回覆取消起飛後，一

名塔台人員對美國航空說可能發生「機師差錯」（pilot 

deviation）情形，意思是機師沒有按照航管人員指示，

美國航空機師回應：「我們最後一次獲得的許可是通過，

正確嗎？」塔台回應確實是許可通過，但應該通過「31號

跑道左」、而非「4號跑道左」。

最後達美航空返回登機口，讓機上145名乘客全部下

機，隔日再啟程，美國航空客機則按照表訂時間起飛，最

終提前13分鐘抵達倫敦。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NTSB）昨（16）日表示，已經對這起事件

展開調查，並且將約談機組員、檢視飛行紀錄與航管數據

等資料，預計幾周後會有初步報告。

美國200多名超級富豪公開信
呼籲徵收富人稅 解決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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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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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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客機墜毀 68人遇難

尹錫悅訪阿聯 推銷南韓武器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1月15日尼泊爾 人航空公司

一架 載72人的客機當天在尼中部 克 地 。據

前報道，尼泊爾 航局發言人 甘納 尼如 告

者，在飛機 事現場發現68 體。尼軍方發言人克

納 德 班達 說，機體80%已被 ，

工作仍在繼續。

當日20時30分左右，尼泊爾 人航空公司發 關於

當日空難的第 新 公報，調 難者人數，稱該航

司15日 的編號為9N-ANC航班上目前 到68 難者

。

克 在卡斯基 員說，客機 在 河

附近， 人員當時發現3名 者並將他們 往當

地 ，但他不 後續 情 。

尼泊爾《 和報》15日 引該國 航局 員稱，事

發生前， 事客機 獲得降 許可，而「初步信息顯示，

客機是由於 原因 的」。

根據尼泊爾 航局發 的聲明，這架ATR-72客機當地

時間當天上午10時30分從尼首都加德 都起飛前往 克

，10時50分與地面 去聯 。 事航班 載68名乘客

和4名機組人員，其中包括15名外國人。這15名外國乘客

中，5名是 度人、4名是 斯人、2名是 國人，其 4

人分別來自澳大利亞、愛爾蘭、阿根 和法國。

加德 都 布萬國際機場總經理 雷 納 塔

爾在新 發 會上說，飛機 事時 克 的天氣 非

常好。飛機 前，飛行員也 報告 。

尼 部長阿 說，尼 決定成立一個5

人調查委員會對事 原因展開調查，並將16日定為全國

日。

（綜合報導）隨著 國 持續在 洲熱 ， 國

總統對外出 時，也 加了推 的任 。 國總統

正在 問阿 聯合大公國， 機會向阿聯推

國 ，在價格上 國 為便 ，在性能上，德

國 取得不 洲原 的 許可。

美聯社報導， 與 阿 聯 的緊 關 長達

10年，除 史因素以外，也與 有關， 在過

去幾年 以飛 阿聯的 與 ，甚至 及到

國，德 蘭 在2021年 了一 國 。

這使得 國開始思考與阿聯建立一些 關

，確保他們的 料供應不出現問題。

在15日抵達阿布 比的國家 ，阿聯元首

阿 納哈  (Sheikh Mohammed bin ayed Al Nahyan)

自 接，並有身著 統 的阿聯 隊向

致意，這場 可 相當 重。

國的原 來 不到10%來自阿聯，但是首爾認為

這個有著7名 長的國家，是中 地 的關鍵 ，

克羅埃西亞棄舊貨幣迎歐元
舊 鈔 切 碎 後 將 轉 為 建 材

別是工業經 的 力， 國與阿聯達成了一系列 超出

價值的交 ，包括價值數十億美元的 、 料和其

他工業合作，比如阿聯的 卡 核電 ，就是 國的APR-

1400 水式反應組。

一位不 透 名的總統 員的話說， 國也正在

與阿聯進進行一項 交 。其實在2022年，阿聯就已

國的KM-SAM「天 」防空飛 ，這是一種先進的防空

系統，可 高度低於40公里的 道飛 。這對阿聯來說

為重要，因為 裝組織 經對阿聯發動 程無

人機 ，造成 的 損。

（綜合報導）克 西亞今年元 起加入 元 ，

原有的 「 納」自周日（1 15）起停止流動，

元成為當地 一法定 ，克 西亞 加入 元 之

後經濟能 更加穩定，提 國 生 水準。為了環保，

回收後將 碎再 作為建 。

洲理事會去年7月 准克 西亞加入 元 ，成

為第20個 元 成員國，今年1月1日生效。使用了28年

的 納則有2星期的過 期， 種 在這 期

間 可使用。

根據克 西亞 定，自加入 元 開始，國

行 中的 納，將已1 元：7.5345 納的

成 元，今年一 年之 ， 隨時可在 行、 局

上的 免 換成 元，明年1月起則需到中 行

換。

克 西亞 行 計，回收的 納 將超過5億 ，

逾5200 ，至於 錢將有環保回收用 ， 被

碎後將用於作為公 建 的絕 原料， 化之後將

另作他用。

（綜合報導） 律 當局今天表示，1月以來全國至

3 來 ，總計造成至 27人 ，氣 預報 位

告將持續降下大 。

法新社報導，自 以來， 律 部和中部

不 和 水 ，迫使數十萬人 離家 。

律 防辦公 今天在報告中說，今年年初以來，

全國至 3 來 ，總計造成27人 。另外有11人

傷，3人 。

律 大氣地球物理和天文管理局（PAGASA）今天

告說， 科爾 （Bicol）和 的

（ ue on）將有大 。

根據 防辦公 ，超過8萬3000人在 中心避

難，1200多 水和 破 。

律 名列最 氣候 影響的國家之一，科學

家 告說，隨著世界日 化， 的 力正 得越

來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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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饑 荒 後 首 見  中 國 人 口 去 年 減 8 5 萬 人
（綜合報導）中國去年人口負成長，是61年來首

次。中外專家均指出，人口負成長一 出現便難以

轉，有專家認為中國正面臨 超出其想 的人口危機，

將長期 累作為經濟成長重要引擎的 地產市場，上次

中國人口 前一年 的情 出現在大 進饑 後。

中國國家統計局今天公布2022年新出生人口連續第

6年下降 至956萬人，相比2016年的1883萬人幾

， 業者 並說，去年不 市場 量與價格

持續 ，業 更是明顯下滑。

中國 體第一財經今天報導，中國連續的新出生人

口下滑導致 市場總量不 ，評 新出生人口

化對市場影響的 效應， 來 年 方 市

場仍難見 。

報導說，近5年來，中國 方 市場持續

下滑， 要就是 新出生人口 影響。統計局數據顯

示，2016年新出生人口數量1883萬人， 後 年下滑，

到2021年已 至1062萬人，2022年更不到千萬。

獨立 業分析師 說，2022年新出生人口的持續

下滑意料之中，分析中國的 消 ，1、2 和3

（12月以上）各 一 ，因 對 市場的影響將在

來2年 現， 時 業 要面臨新的 力。

國 際 郵 輪 重 返 香 港
海上渡假村母港蓄勢待發

業者表示，2023年隨著疫情 化，消 市場有

步回 ， 業的市場總量會比2022年可能會更好

些，但是對於 方 而言，市場總量仍 入

期。

中國國家統計局今天公布，2022年 全國人口14億

1175萬人， 前年 85萬人，是1959至1961年中國

發生大饑 以來首次下 ；人口出生 每千人只有6.77

，更創1949年以來最低。

國家統計局長康義表示，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萬

人不到千萬，人口出生 為每千人6.77，出生 是1949

年以來最低； 人口1041萬，人口 是每千人

7.37， 創1975年以來最高。

因 高於出生人口，2022年人口自然 長 是每

千人負0.60，也是自大饑 以來首次 負成長。1960年

則是每千人負4.57。

美國加 大學爾 分 （ niversity of Califor-

nia,Irvine）中國人口 化專家 表示，「這是一個

正的 史性轉 點，是長期且不可 轉的人口下降的

開始。」

中國出現人口負 長的轉 點，會令中國 日本於

2010年出現人口負 長，之後人口每年下降。

斯康 大學 迪 分 （ niversity of Wiscon-

sin-Madison）中國人口專家 富 計，中國人口在

2018年已開始下降，只是被錯誤的人口數據 蓋了。

他表示，「中國正面臨著 超出中國當局和國際社

會想 的人口危機」，並指這一 勢將長期 累中國 地

產市場，而 地產市場是經濟 長的重要引擎。

透報導指，中國中國人口去年出現自1961年以來的

首次下降，這一 史性轉 有 代表著中國中國公 數量

長期下降的開始，並見證 度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

（綜合報導）疫下 業停 三年，首班國際

“ 號”18日駛入 。旅 業界期 有更多

重返 ，開展多元業 ； 是時候 裝待發，

力 成為 ， 動經濟 長。

“ 號”停 運 ，有消防 在附近

水歡 ， 有 表演。 上載有超過320名旅

客，將在 留一日，再啟航往新加坡。

“第 疫情以來首次有 抵 ， 有標誌性意

義， 出 旅 業進一步 常信號。” 旅 界立

法會議員 良對 中通社 者說，疫情前旅行社的

業 有三至四成 ，期 隨著 相繼到 ，行

業能開展更多業 ，全面 。

“ 號” 家加 比 團 下 有。

公司指， 是個有 力的 市，亞洲航 不能不經

， 上的旅客來自 美和澳大利亞等，抵 消

有 動 經濟。

2013年啟用的 啟德 ，提供 大 豪

停泊， 當時期 透過啟德 市

場機 ，將 發展成亞 中心。

2020年新 疫情 ， 個 被迫關 。

去年 更 停公 ， 以 作 的 ，一

已調往新加坡，另一 公司 清 。

不過， 從 去成為 的優勢。一是地

理位置優越，位處亞洲 中間，航 選 富，可

上開往日 ，可 下 亞。

外， 有 大的 地客 市場。 地及 外

旅客到 ，再乘 中轉至其他目的地，也是

便 的旅 方 。這一獨 優勢，也 引了不 外

公司來 。

（綜合報導） 進步 昨天補選， 總統賴

清德同 當選，他說，這是 進 回人 信任的開

始。 英文 間透過 ， 喜賴清德當選 進

， 領 進 團結 隊再出發，「 進 一定會在賴

的 領下，大步向前」。

進 代理 長 明昨 開 者會，公布

補選選 結果。1號候選人賴清德得 數4萬1840

，得 99.65%。賴清德18日將接任 ，任期至

2024年5月20日。

賴清德透過 表示， 補選 利結 ，接下

來就是 進 回人 信任的開始，他感 有 員透

過 機制， 達對 進 的 與 。每一

選 、每一項提出的建議，都將是 進 再起的

能量。他無比 ， 定全力以 ，不 負 。

賴清德說，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團結全 ，

領大家重新擦 「清 愛 土」與「綠 品

質保證」 ， 進 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台

，過去推動 ，下個 的使 就是在 雜多

的國際局勢中，堅定 護台 ， 進台 的 、和

平、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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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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land Chiropractic Specialists

精通國語、台語

加拿大名校多倫多大學畢業

前大學助教與神經科學研究員

波特蘭脊骨神經學專家   輕鬆解決您疼痛的困擾

韓杰剛醫師：脊骨神經專科醫師

脊椎調整、筋絡筋膜放鬆、電療

超音波治療、激光雷射治療

復健、刮痧、拔罐

免費提供一對一、問診諮詢服務

503.334.7943
mypdxchiro.com

Jade District Office

8733 SE Division St, Ste 209, Portland, OR 97266
黃上皇海鮮酒家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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