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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貸款, 無費用重新貸款

快速報價,  30年經驗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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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Sunnyside 出口旅館
變露宿者過渡性住房
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

(本報綜述)卡加瑪士縣政府上周四晚通過動用1,520萬元，購買(本報綜述)卡加瑪士縣政府上周四晚通過動用1,520萬元，購買

位於205公路Sunnyside出口的旅館Quality Inn作為露宿者的過渡性位於205公路Sunnyside出口的旅館Quality Inn作為露宿者的過渡性

住房。這是該縣首次投資在解決縣內露宿者問題。住房。這是該縣首次投資在解決縣內露宿者問題。

根據卡縣政府的新聞稿，該旅館共有100個房間，將會成為一個根據卡縣政府的新聞稿，該旅館共有100個房間，將會成為一個

沒有暴力和藥物濫用的安全地方，讓有需要的人士可以獲得護理、沒有暴力和藥物濫用的安全地方，讓有需要的人士可以獲得護理、

教育和支持，以便過渡到永久性住屋。教育和支持，以便過渡到永久性住屋。

這項極受爭議性的提案，在投票當晚吸引了數百名附近的居民和這項極受爭議性的提案，在投票當晚吸引了數百名附近的居民和

商戶到場，結果議會以３票對２票通過提案。商戶到場，結果議會以３票對２票通過提案。

其中一位縣議員史密夫表示，今次購買這座旅館，是縣政府在解其中一位縣議員史密夫表示，今次購買這座旅館，是縣政府在解

決該縣露宿者問題的一個正確方向，幫助一些居無定所的居民過渡決該縣露宿者問題的一個正確方向，幫助一些居無定所的居民過渡

到永久住所。 預計今年7月，該旅館將會迎來首批入住的人士。到永久住所。 預計今年7月，該旅館將會迎來首批入住的人士。

在反對的眾多人士中，還包括幾位官員，如快活谷(Happy 在反對的眾多人士中，還包括幾位官員，如快活谷(Happy 

Valley)的市長埃利斯(Tom Ellis)，他說不是不贊同可解決露宿者問Valley)的市長埃利斯(Tom Ellis)，他說不是不贊同可解決露宿者問

題的方案，只是認為這個選址實在不適合。 (下接A3版)題的方案，只是認為這個選址實在不適合。 (下接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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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的設計及印刷服務。
包括：各式堂食外賣餐牌、禮券、傳單、
書冊、名片 海報等等。

網頁設計

503-771 9560 

我們的大型印製服務，我們的大型印製服務，我們的大型印製服務，我們的大型印製服務，我們的大型印製服務，我們的大型印製服務，我們的大型印製服務，我們的大型印製服務，我們的大型印製服務，我們的大型印製服務，我們的大型印製服務，
為客人提供完善的窗户、為客人提供完善的窗户、為客人提供完善的窗户、為客人提供完善的窗户、為客人提供完善的窗户、為客人提供完善的窗户、為客人提供完善的窗户、為客人提供完善的窗户、為客人提供完善的窗户、為客人提供完善的窗户、為客人提供完善的窗户、為客人提供完善的窗户、
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門面、招牌佈置製作。

大型橫幅招牌

書冊、名片、海報等等。

餐牌

8733 SE Division Street, #108 Portland, OR 97266     

傳單

www.portlandoceanc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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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 萬

(綜合報導） 國消費品大廠利 時(Reckitt)19日宣布，去年8月

至9月間 造的近15萬 方奶粉，因為 在可能被 腸

(Cronobacter saka akii) 的風險， 以全數召回。這些 方奶粉在

全美各地，及關 和波多 銷售。

腸 可以在極 的 生 ， 以 物的形式出現在

食品中，如 方奶、奶粉、 本 ，感 此病 可能引發致 的

發 ，如 、 。

利 時的 明表示， 然 方奶產品的 檢測沒有 反應，但

該公司擔 發生交 的情況，「 們致 生產最高品質與安全的商

品，因為這個原因 們必須 取這次的特 。」

明指出有問題的奶粉批次檢測 腸 與其他 的結果為

，「這是一次個 情況， 過徹底調查， 們已 發現根本原因，與

第三方的一原料有關。 們已 行所有 當的 正行動，包括不 從

該供應商 購這種原料。」

有問題的 方奶批 為 2H F和 2H ，印在奶粉 底部的統一商

品條 ( Ccode)為300871214415。受召回影響的 方奶約14萬5000 。

腸 對不到 個月大的 特 有害，與其最相關的就是

方奶 事件。 腸 通常透過 子或其他 進入 方奶粉，

當 置於未 當清 消 的物體表 時，一 上 腸 ，

病 就能透過此 進入 方奶 生 。

低 感 此病 會出現發 、無 打 、 進食、 更

等狀況。在最 重的情況下，感 的 可能 然發作，需要立即送

。 腸 進入 ，可能導致 ， 受到 並被免

系統 ； 感 、大 可能引起 重發 ，造成 。

縣  
露宿者

 (本報綜述)俄勒岡州 及 服務( HCS)即將重

「 主按 助」(HAF)，由3月8日開始重新接受申

請。新一 助金 計可資助700 合資格的 主。

這項目所提供的是來自聯邦 ，屬 時 新 情

按 助，目的是資 在 情期間 重 困難的

主。資助的對 是中低收入的 主， 助他們支付過

期按 供款和其它有關 的開支，以及 續的供款

助。因為申請的人 多， HCS在去年11月30日開始 停

申請， 此機會完成系統的 護和 ，並計算 下的

資金可 助多少個家庭。但在這段期間，仍繼續向

的個案提供資助。

月8日起， HCS將重新接受 顧問 表正在進行

司法訴 或已 證止 銷售日期的 主提交的新申請。

主 助計 助理主任布 克說：“將家庭留在家中是

多個俄勒岡州 詢機構的 同 ，為全州 入困

的 主提供建議和支 ，”他 說：“如果你是正在

供款的 主，馬上聯 州 的 權中 。”

HAF重 申請後， 先服務對 為那些要被銀行

的 ，以及 統上沒有提供 夠 貸服務的 主。

有需要的 主，可到網 oregon omeownerassis-

tance.org查 情，了解一下接受 助所需的條件，並

3月8日開始可在此網 進行在線申請。

俄勒岡州 撥出7 200萬元作為 主按 助基

金，向那些 去 的人士提供 助，所以金額是

有限的，所以就算 交了申請也不 能保證可獲得 助。

有需要幫助的 主可向認證的 顧問免費 詢，了

解其它可保留 的 法。

亦提醒民眾，一定要 認證的 顧問， 免

入 子的 套。在未能確認有關公司或個人是否領有牌

照之前，萬 將自己的個人以及 務資料交出。

藥物過量致死危機加劇   
紅色計劃望能將解毒劑普及

(本報綜述) 在

最新的報告中提到，在2021

年 最少有193 者

死亡，而這是 生部 自

2011年有 錄以來最高的數

字。2020年的死亡人數有126

人。

與非營利

Street Roots合作 作了這

報告， 了無家可 者

的死亡原因。

報告稱，服 過量和

物 用是2021年 者主要

的死亡原因。當中有93 死因由 所引致，有82%

的死亡個案涉及 。涉及 的有36 ，比起

2020年只有4人，數字大 。

被稱為平價 品，近年已 整個 品市

，根據 方的報告在2022年所 獲的

，比前一年多出20 。

另一個 得留意的是，死於 案的 者人

數有18人，而上一年只有8人。另外，有8人死於自

，這數字是2020年的 。

亦是導致 者死亡的原因之一，在2021

年6月的 熱 下，有4人死於過熱，而 不起

，因體 過低而死亡的有8人，而體 過

低死亡通常與 物 用有關。

報告亦指出死者的平均年 分 是 48 ，

46 ，這 數比美國人的平均 低了近30 。

結來說， 、 基 和 案是

者主要的死亡原因。而新 病 直接導致 人

死亡，但卻令到許多人無家可 。

(綜合報導）隨 品 和 物

波特蘭市，並 有越來越多人死於 物

過量， 解 納 (Nalo one，商品

Narcan)是對 全國 物過量危機的重要工 ，

本市有有 人士正在 極應對的危機，並自發將

這解 發到有需要的人 中  並首先以 和

餐 為對 。他們稱這為 計 ( ro ect 

R D)。計 稱的R D三個字中，R是 表 re-

d ction 即減低， 是 表ed cation ，D是

表distrib tion分發。這項目的發起人 斯

( llen irs ) 極將解 運送到波特蘭

各 ，希望更多人了解這種 並接受培 如

何使用它。

目前 斯 正與 助成 人士的非營利

Alano會合作，將Narcan和 包等用

品 到餐 和 、 所甚至 ，希望

提高人們對 物的認 ，知道過量服用

時會出現那些 狀，並 能及時 取行動。

斯 表示，他在不同地點，包括波特蘭公立

合作，如 有人服食了過量 物， 近 有一

些合作地點，只要有需要的人 就可獲得解

。首家參 計 的是一家 於 23

的 ，員工們均接受過 ，懂得正確地使

用Narcan。該 的 主表示，參 這計 並

有這解 是一個明 的選擇。他說：“這不

是 們 要用的 ，但知道 們這 有它是

很重要的，因為如果 們要 只是一條生

，那就已 是最重要的。”

斯 說就曾因為 物 用和 物過量而

去了所 的人， 為自己和他人 造一個安

全的 ，並從尋 止 物過量等解 方案開

始。而這一 工作使 這些回 。 計

正尋求與更多 所和公司合作，有 的，

可在線申請 tt s ro ectredinitiative.

org ，同時 們亦接受有 人士的 款。

2021年全國的 物過量危機 10萬7000人

的生 ，大部分案例涉及 及其他 非法

合成 物的使用。

(本報綜述) 大 州正與數家能 聯 起訴俄勒

岡州波特蘭市，指控其 新能 基 設 ，並涉

外的 料用 。

訴 由 大 州 和黨 檢 斯 克 上

周 向波特蘭地方法 提出，稱波特蘭市目前的

止通過其 運 料， 止建設和 建可用於出口

料的交通基 設 ，這做法是 意 大 州的用

，不合理地 加州 易的負擔， 多式聯運 路

運 ，並 將導致“該市以外的最 用 的 料供應不

，導致價格上漲和 料短缺，對該州造成無法 回的

傷害。

訴 稱：“法規修正案全 止整個波特蘭市建設新

的 料出口基 設 ，這包括根據州和聯邦法 指定為

清 或可 生能 的 料。“因此，修正案 斷了 州

過 到更清 和可 生 料所需的基 設 ， 止了更

現 、更安全的設 的建設，並 結了地 內已

有數十年歷史的大 ”。

克 稱波特蘭的 是“ 的”和“短 的”。

克 在一 明中說：“美國的能 立，對國家

的安全和 至關重要，它依 可 的基 設 將

產品運送給消費者。”“波特蘭 特意地 止新的和

的基 設 ，以 現其出於 動機的 行動

計 。此外，波特蘭 的 了 大 州的工業

和工人將能 產品推向市 ，同時試 保護該市市民免

受其短 行為的後果。”

根據公 這 訴 的新聞 ，波特蘭是“能 分 的

重要的交通

，當地擁有深

水 、 路

、卡車 送以

及 油和 然 管道，包括 接華州 特 油廠的400

克管道，以及擁有十個 油 送點。”

訴 中的原告是 部 於華 的 大 州能 公

司 C ristensen nc.，以及非營利 部能 聯 、

平 體 會和 達 州 油營銷商和便利

會。原告正在尋求 令， 止波特蘭市執行這些 ，

他們認為這些 違反了美國 法的 在商業條款、外

國商業條款和正當 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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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進俄勒岡福建經貿交流與合作
福建泉州貿易代表團主管訪問本州

(本報記者俄廣 影報導）繼「 建 服裝 品

銷全 (美國站）」商 於2月13日至15日在拉斯 加斯

成功 後，應俄勒岡中國理事會 請， 該項目的

中國 電商交易會、 建 進出口商會、廣交會、

會 表， 覽第 事業部 理周 ，於上

對俄勒岡州進行為期三 的 問。

期間，參 了 克 部、俄州知 高端 培原料品

牌 ob s Red Mill、「 而 」運動品牌 表Vvolt

和 ackwest，以及美國大 市 推廣企業，出

了美國商務服務局 行的出口 會等 動。

同時還與俄勒岡商務廳國 易 員S aron im，

俄勒岡會 中 營銷主管Monica ea，以及俄勒岡中國

理事會執行主 進、 張 等 行 ，就推

建 服裝產業， 進 建與俄勒岡州在體 用品

進出口領 的合作事宜進行深入 。

俄勒岡中國理事會主 進向周 全 了俄勒

岡州品牌及產業「 而 」的特點，並 建與俄州

企業通過 州關 作為 ，在運動產業

發 方 。

S aron im 員向周 全 了本州運動及

外產業 於 分市 的特點，並特 請周

參加由美國聯邦商業服務局與俄勒岡州 出

口理事會聯合 的出口商 會。

會 中 營銷主管Monica ea向周

了業務情況及中 會 ，特 提到每年該

中 所 的全 知 的運動行業 會。周 表

示，俄州會 中 非常契合 建會 需求，會

體會 。

周 理所 表的 建 州會 在

電商方 ，一直為 助俄勒岡中國理事會在

俄州電商品牌向中國市 的 中作出 極

。該平 所推 的十 家俄勒岡州運動、日用

品牌已通過相關 道 利進 中國，將本地 質

商品 進 家萬 。    

周 表示，

州是中國 至

運動 服重

要的生產基地之

一，通過此次對

俄 州 運 動 產 業

的深入調 ，希

望產業 後的

質中國制造商品

與 項會 更多

地 現在俄勒岡

州，同時也將為

本地各 運動品

牌 來更為高

的推廣形式。俄州

(上接A1版)Sandy市市 則指 到來反對提案的商家

們，說：他們一直為生意打 ， 過 情一關， 一口

時， 議員卻將一個 者設 在他們中間。

有居民發言時指出，他們擔 品和安全問題。議員

們指出 有24 時保安 ，包括 的周 ；並

調，所有入 者均需 署 ，確保沒有 ， 品

和 。 會制定一 居 議，建立與利 相關者

進行公開、透明和主動溝通的 。

對此提案反對最 的是當地的商 。他們指出，這

些設 通常會 引其它 者留在設 的周 ，這就會出

現安全問題。而這一 的 金並不便宜，他們擔 這情況

將令客人減少從而影響收入。Ha y Valley商業聯 主

莉 表示，希望 為這 的 ，為這 仍在

205 Sunnyside 出口旅館
變露宿者過渡性住房

的商 ，考慮選擇其它的地點。

到 反對的一 表示，他的 事

原在波特蘭市中 ，因為 受 者

的困 ， 定將他的 事務所 到卡加 士， 不到問

題 次出現。

對莉 的擔 ，卡加 士 和公眾服務部

主任 當 布 認為，這 定 上是可以解 問題，而

不是令問題變得更 的。他說他會反過來看，認為這是

會得到 所需的工作，因為 當中缺乏關 的

基 設 ，因而出現了目前看到的一些宜居 問題。布

指出，如選 在 的 置，將會使入 者 那些

主要服務和交通。目前 的 置， 近商 ，對 是

，可以說是極之方便。

無視商戶反對 縣政府通過

一 反對的 士指出， 乎俄勒岡州引來了 多其它

地 的 者， 說這批人應該回到他們的地方。但也有

成的居民，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給 者結 生

的 機會，幫助他們重 新生，最 能居有其 。

有記者發現， 上該 早就有 者 發

出的 期入 。 表示，將來入 這 的人

士，必需由有關 機構轉 ，並需 格遵守所有規例。

一 已 在 一段時間的 士表示，有很多如 一

樣流 的人士是需要幫 的，相信為了將來能有穩定

的 ，他們都 意按規 並 用這設 。

(綜合報導) 2美元 不常見， 流通量不多。最近

有指有些版本的 2美元 ，其 價 已超 4 500。

2美元 於1862年首次印 ，由於很少使用，所

以現在已 很難見到了。據 部的資料， 2美元

有 幾種版本，最新的版本設計於1963年。

2美元的 到底 多少 對於 收 貨 的

人來說，它並沒有一個 案。     

最早期的 2美元 ，上 印有美國第一任 部

Ale ander Hamilton的 像。而在1869年重新設計

後， 像變成了第三任美國 統T omas efferson。根

據你所 有的 版本的不同，它的價 也不一樣。

根據在線貨 公司 .S.C rrency 

A ctions的數據，如果你家 的 2美元

是1976年之前印 的，那它的 價

可能高達 4 500。然而，即使是同年印

的 ，對於收 家來說它們也有不同的

價 。 定 價 的一個關 點，就在

於它是否在流通中。

一張在1862年發行的原始版 2美元

，價格也是從流通中的 500，到未流通新

2 800不等。最 的是1890年的國債版，流通

版本的價 在 550 2 500之間。如果是未流通新

，則價 4 500或更高。

此外，任何1976年之後開始流通的 2美元 ，以及自

2003年以來未流通的 2美元 ，都只 。1976年 2003

年間未流通的 則是從 2.25 500不等。

「 建 服裝 品銷全 (美國站）」商 ， 在為

服裝行業提供線上線下公 示 口， 大受 企業 。本次

全權 表、 理周 問俄勒岡，寄希望於通過會

進一 推進 州之間的 易往來與合作。

州 俄州
俄勒岡



202 年2月2 日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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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mmunity Health Worker works with clients and 
families in navigating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assists 
them to gain needed resources; Provides information to 
clients and support them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 
Qualifications: Bilingual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Mandarin or Vietnamese; Excellent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Skills. CHW II: Bachelor’s Degree in Social Work, 
Community/Public Health, Health Science, or Human 
Services related field; CHW I: Associate’s Degree or 
equivalent work experience.
Pay Range:  CHW I $17-$20; CHW II $18-$22

COMMUNITY HEALTH WORKER
(CHW I/CHW II)

JOIN OUR TEAM!JOIN OUR TEAM!

Core Functions: Repairs, cleans, and performs other 
upkeep functions to maintain the organization’s physical 
facilities; including heating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may perform carpentry repairs, non-license plumbing or 
electrical maintenance, or equipment set up and repair; 
may help with moving furniture, direct cleaning and 
repair project as needed.
Qualifications: High school diploma or equivalent with 
previous experience a plus.
Pay Range: $17.8-$20, depends on experience

MAINTENANCE TECHNICIAN

Mental Health Counselor helps to respond behavioral 
health needs through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appropriate services; Provide community supports to 
increase social connections, reduce the risk of developing 
behavioral health symptoms, and encourage active 
coping skills.
Qualifications: Bilingual in English and Korean, 
Cantonese/Mandarin or Vietnamese; Excellent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Skills. QMHP: Bachelor’s Degree 
in Nursing or Master’s Degree in Social Work, Counseling, 
or Education; QMHA: Bachelor’s in Social Work with 
human service field. 
Pay Range: QMHP $22-$28; QMHA $20-$24

MENTAL HEALTH COUNSELOR 
(QMHA/QMHP)

工作範圍：維修、清潔和執行其他技

能; 維修, 保養及清潔辦公室内外設施: 
包括冷暖氣空調、木工維修、無需執照

的水電維修,協助搬動辦公室家具, 組裝
及督導維修、清潔等工作。

徵才條件：高中文憑或同等學歷，具有

相關經驗者尤佳。

時薪: $17.8-$20 (依經驗而定)

維修技術員

EMPLOYEE BENEFITS: Paid Holiday / Vacation / Sick Leave, Health / Dental / Vision Insurance, 403(b) Retirement Plan

HOW TO APPLY jobs@ahscpdx.org
www.ahscpdx.org

    Portland Main Office:
    9035 SE Foster Rd., PDX
    Phone: 503-872-8822   
    www.ahscpdx.org

可能喝出玻璃！   
星巴克玻璃瓶飲料被召回

(綜合報導） 月起，波特蘭國 機 的停車費加價，這是

4年來的首次加價。

受影響的包括短期， 期， 停車 ，以及 客 車等

費用。時 收費，加價一元。短期及 停車 的日 費用加

三元， 客 車則加十元。 期停車 費及 客 車的每 時

費用則沒有變。

根據波特蘭國 機 ，停車 的收 是用來支付停車 及

整個機 交通系統的改 及 護成本，以及支付 士司機及客

服員工的工資。

波特蘭國 機 同時亦為客 和員工提供以下額外的停車

利：

- 停留超過一 期的 客，在 停車 停車，第7 免費

停車。

- 有ADA( 障）停車牌的司機，使用短期或 期停車 或

停車 ，費用只需15元一 。

- 美國傷 退 人可以在 停車 免費停車最多 續 

14 。

- 客運大 外的 車和自行車停車 是免費的。

- 有一條自行車 人行道可直達客運大 、有安全的自行車

停 以及自行車 裝和 修站。

    加價的 情，可直接查 網站：fly d .com

(本報記者俄廣 報導）由俄勒岡州中國理事會

( CC）與波特蘭國 ( A） 同 的，2023年度「

」中文大 俄勒岡州 選 ，現已開始接受報 。

這是一項 為非中國國籍，包括參 者 在內

非 或 方言的，需要在俄勒岡州 和認證的

就 中文 的， 前 至12年 的 生以及大 生

的 水平比 。

本 比 的 主題為「 與 」。包括3分 的

自 和2分 表 。 表 可選擇中國

、 、 、民間 、雜 、 、 法、 、

功 、 等。

錄 以及現 比 時， 生不得 ，並不

得使用任何其他 助 段，如 燈 、 、 等。

參加俄勒岡州 的所有選 ，務請在2023年3月22

日前，將 先錄 的 和 參 同意 (請 明

參 者的中 文全 ），提交至 方電子 件地 ：c i-

nesebridge oregonc inaco ncil.org。

2023 俄勒岡州「漢語橋」預選賽海報

及 表 出者，將於 2023年4月8

日上 9時30分至下 2 00進行現 比 。

現 比 地點：22689 S ine Street  S er-

wood R 97140。

現 比 設有三個 項：每 獲100美元

；每 獲80美元 ；每 獲60美元

。主 方將為所有參 生 發 證 。

本年度「 」中文及 選 ，為俄勒

岡州的非華 生提供了 示他們的中國 言和文

能 建了平 ，也是一個 示俄勒岡州在 前

及大、中、 中文 成果及中文 能的 機

會。

俄勒岡州 選 的獲 者，將 表本州參加在

今年 和 行的地 比 和國 比 。

了解相關 情，請瀏覽本 選 方網站：  

tt s www.oregonc inaco ncil.org 2023c i-

nesebridgeor。

波
特
蘭
機
場
停
車
費
加
價

(綜合報導）由於可能的 ，

事公司正在召回一款 先包裝的 克品牌

料。

事公司在一 明中表示，部分13.7

司的 裝 克香 口 料(Star-

b cks Fra ccino Vanilla）已被主動召

回。

2023年3月8日；2023年5月29日；2023年6月4

日；2023年6月10日，並在美國各地分銷。目前

正在從市 上 這些產品。 克的零售 並

不出售這些產品。”

FDA表示，此次召回是由於 中“ 物(

)”。購買了這些 料的顧客可以要求立即退

貨，以 免受傷風險。

這已不是 事首次召回 包裝 克

品。FD A於 2022年8月發布了

克 香 三合一 料

(Starb cks Vanilla s resso 

Tri le S ot drink）

的召回令，稱這些

裝 可能被金屬

。同年3月，

由於 不 ，

該產品 次被召

回。

品。FD A於 2022年8月發布了

克 香 三合一 料

(Starb cks Vanilla s resso 

Tri le S ot drink）

的召回令，稱這些

裝 可能被金屬

。同年3月，

由於 不 ，

該產品 次被召

回。

食 品 和 物 管 理 局

(FDA）稱， 事正在召回

2.5萬 這種 料，

它們銷往全國各地。

召回通知寫道：“受

影響產品的保質期分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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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房出租
交通方便 近公園及小學

3房2個半浴室
1車庫 三年新

主人房有浴室及衣帽間
主樓有防水地板

中央冷氣 月租$1998

俄勒岡州海邊中餐館
海邊市鎮  101號公路旁

獨立建築 大停車場
0.55畝地 老字號  79座位

有烈酒吧 4台賭博機
生意穩定

樓上柏文可自住
十分適合家庭式經營
地產連生意賣550,000

只買生意59,000

以上廣告請聯繫

陳雷嘉麗 地產經紀

503-887-6888
了解詳情

ERA Freeman & 
Associates Realtors

華州中餐館生意出讓
離波特蘭1個多小時
有大停車場 80座位
生意穩定 租金便宜

接手即可賺錢
東主經營超過10年

因近年請人困難需要轉讓
有意請電話詳談

俄勒岡州中餐館生意出售
大市鎮主路旁 獨立建築

約6千呎 特大停車場
90年代全新建築 設計獨特

共200座位 設有小型烈酒吧
廚房設備齊全 生意非常好

接手即可賺錢 
東主經營26年  計劃退休

生意賣28萬

������������ 出售
SE Portland 主道旁

小型商場，後面大停車場
30座位，早餐三明治飲料

銷售，淡酒牌
五台賭博機

租金低，投資良機
生意賣7萬5千

Beaverton中餐館連酒吧
地點特旺 獨立建築 

大停車場 70座位 
老字號 烈酒吧 

6台賭博機 
生財工具齊全 

發展良機 
生意賣16萬 

油鍋師傅 炒鍋師傅 
出餐 企台

波特蘭地區
有意請電

503-999-1228

餐館請人
Beaverton區中國城酒樓
請粵菜師傅 點心師傅

企台  收銀  
收盤碗 打雜

有意請電
503-305-0268 楊先生

餐館請人

位於溫哥華 
離波特蘭20分鐘車程

出餐兼打雜
電話

 503-810-2923

餐館請人
82街好味館中日餐館 

（良景雜貨旁邊）
請全職或兼職炒鍋

有意者請聯繫
971-297-7199詳聊

謝謝！

餐館請人

波特蘭日式餐館
誠聘兼職壽司師傅

兼職學徒
有意者請電
360-513-7841

 謝謝

餐館請人

俄勒岡州羅斯堡餐廳
VIDEO POKER 彩票

售價 $58,000
Premiere Property Group

俄勒岡州持牌房地產經紀人
Debra Katrena
(503) 810-2669

餐廳出售

離波特蘭35分鐘
同一地方集中專車

上落班
請洗碗兼打雜 炒鍋

長工或短工企台 薪優
聯絡電話 503-887-8848

餐館請人
招後廚兩名

夫妻工 包食宿
有意請電

917-517-9790
503-544-4349

日式餐館請人

承接室內外所有裝修
價錢便宜 效果美好

品質保證
971-806-9598 馬生

寶馬奔馳建築公司

誠聘卡車司機
有意請電

971-998-6711

誠 聘

司機一名
$21/hour

工作時間：
週一到週五

聯繫電話
503-284-6818

誠 聘
誠聘女性老人家庭護理
照顧一名93歲女性老人
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兩天

每天6小時
間中需要一兩個星期全日照顧

工作簡單輕便
有意者請致電葉先生接洽

電話號碼 503-997-4750

誠 聘

一個乾淨的網絡空間
在這裡,您可以瀏覽

精彩的世界
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能
回歸傳統 獲得提升

GANJING.COM

維修　安裝　保養
各類住宅商用餐館 

冷暖設備
電話：360-254-1236
傳真：360-882-3848
手提：360-901-8811
周可勇　James Chow
7516 NE 157th Ave.

Vancouver WA 98682

豐達冷暖氣工程

CCB#225953
餐館裝修 室內外裝修 舊屋 廚浴翻新

瓷磚 地板 門窗 廚櫃 雲石
內外油漆 圍欄露臺 鋪設水泥

經驗豐富 免費估價
精工、專業、負責任

503-856-5034 趙生

時代裝修
CCB#236064

全屋翻新 水電工程
廚浴翻新 瓷磚 地板

內外油漆
免費設計估價

有意請電
503-334-8324 朱先生

宏基裝修工程公司

正藝裝修工程公司
CCB#214843

商業樓宇、餐館住宅、翻新加建
廚櫃雲石、地板瓷磚、水電油漆

露臺圍欄、門窗屋頂
室內外大小裝修工程，免費設計估價

品質保證
電話 : 503-333-9743 容生
junwurong95@gmail.com

明揚建築公司
Licensed． Bonded． Insured

CCB#202013 
新建加建、商業餐館、 舊屋、 廚浴翻新

大理石、瓷磚、地板、 水泥
屋頂門窗、內外油漆、外牆翻新

水電、煤氣管、安裝熱水爐、暖氣
二十年經驗，免費設計，估價，品質保證
503-551-8137 甄生 Zhen_David@hotmail.com

華粵建築公司
CCB#183726

商業樓宇、餐館及房屋裝修、裝璜
舊居翻新 房屋新建、擴建工程

室內外油漆、地板、地毯、瓷磚、大理石
廚櫃、門窗、水電安裝、免費設計、估價

三十年經驗 質量保證
電話:503-762-6668  手提:503-516-7360 

CCB#202126
華州註冊#CCSANHECC86ZNE

商業樓宇 餐館裝修
屋頂門窗 舊屋擴建

磁磚 理石 地板 地氈
廚櫃水電 油漆 圍欄
經驗豐富 品質保證

中文503-954-5604
英文503-901-3675

ndhe7723@gmail.com

三和建築公司

整 脊 診 所 誠 聘
女按摩師

須懂中英文 
可協助領取按摩牌照 

有意請電
503-801-8888

專業帶孩
有證 負責任

家庭環境舒適
可帶各年齡小孩

地點位於Beaverton
近185街 懂國、粵語

有意請電：503-750-4959
（可留言）

招 聘
82街超市
請男員工
有意請電

503-739-2838

波特蘭文藝中心
兒童繪畫班招生

經驗導師

英 粵 國語教授

503-453-6013

With Oregon Food Handlers Card and Valid Driver License
No experiences necessary we will train 

Tanasbourne, Beaverton Location: 7am - 3:30pm
Bridgeport Village, Tigard Location: 5am - 1:30 pm

全職/兼職
必須持有俄勒岡州食品處理卡和駕駛執照

無需經驗 我們會培訓 
Tanasbourne, Beaverton 地點 :  7am - 3:30pm

Bridgeport Village, Tigard 地點 : 5am - 1:30 pm
Aaron: 424 - 223 - 3506 Email: aaron@kikkasushi.com

SUSHI MAKER / DELIVERY DRIVER  
誠聘壽司廚師/外賣司機

請煮麵打雜一名
斬燒臘打雜一名

男女均可
有意請電

971-263-5232

82街新開好景燒臘麵店
聘請炒鍋 抓碼 

油鍋 打雜 有午休 
工作時間短 薪優

有志者請短信
或致電

971-295-9985

波特蘭中餐廳
誠聘麵點師傅
無經驗可培訓

打雜洗碗
有意者請聯繫

電話 810-289-9999

波特蘭中餐

請炒鍋 打雜 洗碗
各一名 包食住

有意請電
503-261-3638

埠仔餐館
請有經驗幫廚 企台

各一台
電話：

503-810-6289 朱生
（請於晚上8-10點來電）

溫哥華北方餐館

誠聘壽司師傅
和服務生

有意者請致電 
503-908-9286

波特蘭中日餐廳

SE餐館
請企台

電話 503-929-8159

餐館請人

請出餐師傅 企台
包食住 西林區

有意請電
503-998-2718

餐館請人

Lloyd Center & 
Tigard區

手抓海鮮餐館
誠請經驗企台 油鍋

有意請電
503-460-7434

餐館請人
離波特蘭1.5小時車程

請出餐兼油爐
 企台 打雜

各一名 包食住
電話

503-583-3853

海邊餐館

乾淨世界

Sale Pending

Sale Pending

分類廣
告

Class
ified

一週$20, 兩週$35, 三週$48, 連刊四週$60 中途停刊者，恕不退費或補期

•大字限4至6個，小字限30-40個，逢星期三中午12時截稿

•如需翻譯英文來搞，收費10元，一次過付費 

•所有分類廣告必須預繳廣告費

所有普通分類廣告  將同時刊載在本報  網頁及微信頁  每週更新

電話：503-771-9560  傳真：503-788-8900  電郵：pct@portlandchinesetimes.com

www.portlandchinesetimes.co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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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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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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金融監管部提醒 “先買後付”的消費者

特斯拉再出問題  
36.3 萬輛被令召回

  (綜合報導）特斯拉電動

車全自駕系統在十字路口會出

錯，不遵守車速限制，讓汽車

超速、違法直闖十字路口，提

高車禍的風險，主管當局已下

令召回近36萬3000輛汽車回廠改進。

全國公路交通安全管理署(NHTSA)調查特斯拉汽車的自動駕駛系統已有

一陣子，這次召回是目前為止對特斯拉規模最大的行動。

召回令也令人質疑特斯拉老闆馬斯克對完全自動駕駛的溢美之詞。馬

斯克宣稱，他能夠證明裝了全自駕系統的車子，比真人駕駛更安全，幾乎

完全不用碰任何控制鈕，就可安抵目的地。

NHTSA網站16日發布消息，說特斯拉在未來幾周會提供網路更新軟體服

務，修正自駕系統的毛病。該署表示，特斯拉已開始執行召回令，但不同

意當局對有關問題的說法。NHTSA說，目前有40萬特斯拉自駕車的車主，在

馬路上測試這套軟體的功能，結果危險狀況屢屢發生，例如，在必須左轉

或右轉的車道依然直線前進、碰到「停止」指示牌沒完全停妥就繼續往前

開，以及闖黃燈等。此外，特斯拉自駕車在不同速限路段不見得都能正確

反應，亦即道路速限改變了，車子的速度卻沒變；駕駛人調整速度後，自

駕系統卻不聽指令。

馬斯克16日推文抱怨說，把上網更新軟體稱為「回廠修理」，根本就

是錯誤。

根據NHTSA統計，2019年5月到2022年9月12日，特斯拉接獲18件根據自

駕軟體保固契約提出的理賠申請。特斯拉說，這些個案都沒有牽涉到人員

傷亡。

蛋價飆!農民團體促徹查
是否哄抬價格

在美國，包括俄勒岡州，有很多零售商均向顧客提

供先購買後付款的選擇，聽起來這就像是用信用卡付款

一樣。近日，俄勒岡州金融監管部(DFR)提醒消費者了解

這付款方式的利與弊，從而懂得保護自己。    

“先買後付” 是怎樣運作的
“先買後付”基本上是一種分期貸款，分期數周或

數月，還款額固定，形式就像汽車貸款或其他個人貸

款。如果錯過或遲付款，通常會產生相關費用。

以下是使用 “先買後付”之前需要考慮的事項：

- 現買後付通常缺乏消費者保護

 在本州，所有服務公眾的借貸公司均需要向金融監管

部領取有關牌照，但只提供商品分期付款的公司則不

受這規限。消費者必需留意，使用分期付款所購買的

物品並沒有得到如信用卡所提供的保障，這包括貨品

出問題，甚至要退貨等，都會有困難。   

- 使用的銀行卡或信用卡將設置為自動付款

 一般來說，當你用銀行卡或信用卡進行首次付款後，

那一張卡就會被設為自動付款。消費者要留意，如沒

有按期付清信用卡的數目，就要支付利息。此外，有

些公司可能會提供其它的付款方式，例如網上付款或

電話付款。

- 未有按時付款，會被罰

 如果您忘記付款，這些公司都會收取罰款，並在你未

付款之前不讓您繼續購物。 此外，如果您未能償還，

公司可以將您的債務發送給收數公司。每家公司均有

不同的費用和條款，因此在同意購買之前查看條款和

條件非常重要。

- 現買後付會影響您的信用評分

 提供 “先買後付”貸款的公司通常不會向信貸評分機

構報告您的付款歷史，因此如果您希望透過這樣做來

建立您的信用，那就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該公司在

進行信用檢查時，這就可能會損害您的信用，因為這

些查詢通常會在短時間內降低您的信用評分。 此外，

如果您遲交或忘記付款，該公司可能會向貸評分機構

報告，這就會損害您的信用記錄。

如何保護自己
如果您打算使用“先買後付”選項，最後自己先做

些調查，了解付款時間表並確保您負擔得起。 先買後付

是一個極之誘人的選擇，因為很容易就在無需支付全價

的情況下，就可買到一件商品。

金融監管司隸屬俄勒岡州消費者和商業服務部，是

本州最大的商業監管和消費者保護機構。如果您認為自

己受到了誤導或不公平對待，可隨時撥打 1-888-877-

4894(免費電話）尋求幫助。DFR 網站還提供參考資料，

供您提出投訴、檢查許可證等用。瀏覽更多資訊，請到 

dfr.oregon.gov 和 www.dcbs.oregon.gov。

(綜合報導）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美國

蛋價1月為每打4.8元，比上個月漲價8.5%，比

2022年1月上漲150%，引起農民和反壟斷倡議

人士關切；民主黨國會議員已致函全美各大蛋

商，要求對方說明為何蛋價近幾個月狂漲，要

求在本月底回覆。

民主黨籍麻州聯邦參議員伊莉莎白•華倫

和民主黨籍加州聯邦眾議員凱蒂•波特在信

中寫道，「辛勤的美國家庭必須知道，蛋價上

漲，是因為供應減少，或是企業貪婪」。

上述的信件已於16日寄給全美各大蛋商，

包括最大雞蛋生產商Cal-Maine Foods、第三

大雞蛋供應商HillandaleFarms、印地安納州

的Rose Acre Farms、Daybreak Foods，以及

Versova Management，要求他們在3月1日前回

覆。

農業部表示，禽流感自2022年以來導致超

過5800萬隻雞與火雞死亡，是雞蛋漲價的原因

之一；此外，飼料價格上揚、運送成本提高等

因素也造成蛋價上漲。

農民團體近期則要求聯邦當局徹查，雞蛋

公司是否哄抬價格；議員表示，雞蛋價格暴漲

引發反壟斷疑慮，要求各方提供資訊並深入了

解各蛋商之間是否曾就蛋價溝通。 

各大蛋商只有銷量占全美雞蛋銷量20%的

Cal-Maine Foods上市，該公司去年12月提報

證交所的淨營利高達600%。

雞蛋批發價格去年12月達高峰後，近期已

穩定下跌，但跌幅仍未反映到消費端。

儘管今年許多食品與雜貨都漲價，奶油漲

26.3%，人造黃油漲44.7%，但雞蛋的漲幅最

大，1月蛋價同比去年大漲150%。

其他日常用品的價格自去年來便居高不

下，麵粉漲20.4%，麵包漲14.9%，糖漲13.5%，

牛奶漲11%，雞肉漲10.5%，蔬菜水果整體平均

漲7.2%，熱狗漲11.4%，早餐香腸則漲10.1%。

另有少數商品變便宜，如培根價格下跌

3.9%，生牛排則降價3%。

整體而言，雜貨價格一年來漲11.3%，但餐

廳的餐點價格只漲8.2%，過去一年來食品價格

漲10.1%，超越通膨的6.4%。



2023年2月24日www.portlandchinesetimes.co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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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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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