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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虎併購案完成 執行長梅爾確定下台
（綜合報導）網路搜尋引擎雅虎（Yahoo）
與電信商威訊（Verizon）的併購案告一段落，這
筆高達 44.8 億美元的併購案，未來雅虎的品牌仍
將保留，會與美國線上（AOL）、赫芬頓郵報
（HuffPost）等眾多媒體平台，共同併入威訊所
屬的一間「Oath」公司旗下，成為其媒體部門中
的生力軍之一。然而，併購案完成同時意味著，
原執行長梅爾（Marissa Mayer）也將下台一鞠躬
，這名曾叱吒科技業的女性執行長，也於昨日向
員工寄出郵件，表明自己角色責任已盡，該是離
開的時刻了。
管理雅虎長達 4 年的執行長梅爾，史丹佛大
學（Stanford University）資訊工程碩士，專長為

人工智慧，1999 年加入谷歌（Google）、成為集
團最資深的員工之一。過去曾經是谷歌集團內首
名女性工程師，最後靠著自身能力爬到該集團發
言人與副執行長的職位。她在 2012 年被雅虎網羅
，出任公司執行長一職至今。如今辭去雅虎董事
職務的她，下一步的動向是否留任，將倍受科技
業與金融界關注。
但投資人似乎不太領情，威訊今日在紐約證
交所（NYSE）的股價再度下跌 1.55%，今年度總
累計下跌幅度已達 13%，未來合併能否達到效益
、或如何重振氣勢，恐怕才是外界最關心的焦點
議題。

總價破千億
波音拿下伊朗阿斯曼航空60架新機訂單

不給查？ 傳川普想 「終止」 通俄案特別檢察官穆勒

（綜合報導）繼伊朗航空（Iran Air）之後，
該國國內第三大航空- 阿斯曼航空（Aseman Airlines）也與波音（Boeing）簽下新機合約，未來
將耗資約 34 億美元（約 1,031 億台幣），添購 30
架 737 MAX 客機，並保留額外 30 架的選擇權。根
據報導指出，波音同意在今年底前交付 5 至 10 架
新機給阿斯曼航空，並陸續在 2022 年以前交機完
畢。然而，這份合約也讓波音鬆了一口氣，去年
在解禁後本搶下伊朗百餘架新客機訂單，卻因川
普（Donald Trump）的因素，讓美伊兩國局勢緊
張，甚至傳聞伊朗有意轉單空中巴士（Airbus）
，都讓當時的波音倍感壓力。
伊朗因長時間被美國貿易制裁，讓國內三大
航空（伊朗航空、馬漢航空與阿斯曼航空）僅能
向法國空中巴士（Airbus）集團或其他航空製造
商購買。這間創立於 1980 年的阿斯曼航空，目前

是由民間私營基金營運，旗下共有 298 名員工，
除了執飛伊朗國內航線外，亦有多條飛往中東、
土耳其、俄羅斯的國際航線。旗下機隊目前有空
巴、ATR、舊型波音和福克 100（Fokker 100）型
客機。
阿斯曼航空執行長侯賽因（Hossein Alaei）在
簽約記者會上表示，「我們不滿足於第三的地位
，未來仍將提升服務品質和擴大供給，讓更多旅
客選擇我們。我相信這筆訂單，將協助阿斯曼航
空擴大航線，是正確的選擇。」然而面對伊朗這
塊剛解禁的「肥肉」，不僅波音動作頻頻，同時
空中巴士集團也正在商議 7 架 A320neos 的訂單。
伊朗航空也與法籍航空商 ATR 完成談判，即將取
得 20 架新型短程客機訂單，讓市場熱度持續延燒
。

（綜合報導）隨著人工智慧的進步，更有專
家預言機器人將會取代人類工作，這樣的說法你
相信嗎？蘋果共同創辦人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對此表示，在可預見的未來內，人類的工
作都不會完全被機器人取代，因為若機器人要完
全取代人類，將牽涉到基礎建設的大規模變動，
而這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沃茲尼克強調，人類必須改變基礎建設的每
個部分，才能讓機器人傳送指令給其他機器人，
要做的改變實在太大了，需要花上好幾百年才能
完成。
電腦比人類更聰明，人類的工作因此可能被

電腦取代？沃茲尼克表示，「理論上來說，我們
連公司執行長這個職位也不需要了，如果人類執
行長的動作太慢、會虧錢，那何不把執行長換掉
，讓電腦主導全世界呢？但我不相信這種說法。
」也不擔心『我們會變成比機器人低階的次等生
物』這種說法。」
他強調雖然科技確實已在某些特定領域取代
人類了，但應該把這種趨勢看成工作種類的轉變
，一個種類的工作消失，並不代表其他種類的工
作在現在及未來也會不見「以長遠來看，社會依
舊會尋求均衡，每個人最後基本上都會有工作」
。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日前迅速開除了前
FBI 局長柯米（James Comey），引發外界對「通俄
門」調查能否繼續的疑問，司法部因此指派了柯米
的前任 FBI 局長穆勒（Robert Mueller），來擔任獨立
的特別檢察官繼續調查，但 12 日川普身邊的朋友表
示，川普想「終止」穆勒的任務，也讓通俄門的疑
雲持續擴大。
NewsMax 新 聞 網 的 執 行 長 、 川 普 的 朋 友 拉 迪
(Christopher Ruddy)，周一才被目擊前往白宮西翼辦
公室，不久後便和川普法務團隊中的一名律師在當
日晚間的節目上表示：「我想川普在考慮終止特別
檢察官的職務，他正在研究這個選項」，他也說：
「很多人建議他不要這麼做，我也認為這是一個錯
誤的抉擇，儘管我認為沒理由設立這個特別檢察官
」。
川普終止獨立的特別檢察官的傳言，讓外界對
於通俄門的調查十分憂心，此舉恐讓這屆政府是否
和俄國有所聯繫的真相石沉大海，不過白宮發言人

史派塞(Sean Spicer)對此表示，拉迪從來沒有和總統
討論關相關問題，只有總統和總統的律師有權對此
事發言，白宮副發言人桑德斯(Sarah Huckabee Sanders)則表示：「拉迪的言論僅代表他自己」。
穆勒 5 月被副司法部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
）延續前 FBI 局長柯米之前針對川普執政團隊和俄國
聯繫的調查，內容包含任何川普選戰過程與俄羅斯
的相關性，柯米在上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證詞中
，暗示川普曾試圖干預他的調查。司法部長塞辛斯
（Jeff Sessions）也將在 13 日出席委員會作證，他表
示要讓美國人民聽到他親口說明真相。
事實上，總統川普並沒有權力開除獨立的特別
檢察官穆勒，通常特別檢察官只能由司法部長的
「個人行動」來開除，但司法部長塞辛斯日前宣布
將自己排除在川普與通俄案調查之外，所以唯一有
權力開除穆勒的是副司法部長羅森斯坦，川普若真
的決定要「終止」特別檢察官，就必須透過羅森斯
坦的同意才可能達成。

蘋果創辦人：機器人幾百年內不會取代人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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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專家：美政府應審視中國在西半球影響力
（綜合報導）巴拿馬與中國
建交，國務院前東亞副助卿薛瑞
福認為，中國打壓台灣外交，似
乎包括了財經在內；華府傳統基
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羅曼則認
為這是一記警鐘，美國應更支持
台灣，並深入探討中國在西半球
的影響力。
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資深
顧問葛來儀以為，美國和全球分
享民主價值國家，應同聲譴責北
京的行為，讓中國知道偷竊台灣
盟友，在國際社會孤立台灣，與
中國想要贏得台灣人心，恰反其
道而行。
對於巴拿馬和中國為何在此

刻建交，薛瑞福在接受本報電話
訪問時表示，需要了解更多背景
資訊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中共
在對台灣外交施壓同時，似乎包
括了財經在內；羅曼透過電子郵
件表示，他對巴拿馬和中國建交
不感驚訝，但對時機有些意外。
羅曼認為，有兩個可能性，
巴拿馬總統瓦雷拉將到美國訪問
，他或許擔心這個問題會在訪美
中被美方提出，所以搶先與中國
完成建交；或剛好相反，華府無
人在乎。羅曼說，他希望是前者
。
台北方面透露，掌握到巴拿
馬與中國建交訊息，曾請求美方

海天旅遊
電話：312-326-3800

協助。巴拿馬與台灣斷交，是否
表示川普對台灣的支持不如美國
前政府？
薛瑞福認為，他不認為川普
政府對台灣的支持低於美國前政
府，與中國建交是巴拿馬政府自
己的決定。羅曼和葛來儀也都認
為，川普政府對台灣的支持相當
堅實。
薛瑞福指出，美國國會和政
府可繼續且更加支持台灣參與國
際組織，並在背後告訴台灣的盟
友，支持長期老友，不要向中國
的「金錢外交」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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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人在美⽣生活照顧。安排赴台健檢醫療，美容，微整形等項⽬目。提供中⽂文打字和翻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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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線路路｜歡迎來來電洽詢

•

芝加哥⼀一⽇日遊（三） ⼤大⼈人$35 ⼩小孩$25

冰島北極光之旅六⽇日
多倫倫多三⽇日美食之旅
芝加哥美東⽂文化歷史遊
黃⽯石國家公園 5 / 6 / 7 / 8 天
南美三國：巴⻄西 阿根廷 秘魯魯12⽇日
台灣阿⾥里里⼭山與⽇日⽉月潭七天五夜特別團

•

芝加哥周邊⼀一⽇日（四）⼤大⼈人$45 ⼩小孩$35

•

芝加哥－威⼠士康辛四⽇日遊（四）$305

•

三⼤大湖芝加哥底特律律6/5/4⽇日遊 $305起

•
•
•
•

北京古都五天遊
尊享江南洲際8天
雲南麗江⺠民族8天
古都⻄西安兵⾺馬俑4天

•
•
•
•
•

波⼠士頓⽂文化之旅
波特蘭蘭特⾊色⼆二⽇日遊
巴哈⾺馬群島郵輪輪船遊
阿聯聯酋四天超值／豪華遊
巴拿⾺馬 San Blas Islands 四島遊

具體⾏行行程請來來電洽詢，提供機場接送，包⾞車車
旅遊服務，可根據客⼾戶需求訂製⾏行行程。接待
來來美商務考察團和旅遊團。
•
•
•
•

江南⽔水鄉三峽風光⼗十⼀一天
新加坡⾺馬來來⻄西亞精品六天
越南柬埔寨世界⾃自然遺產9天遊
印尼巴厘島、天堂與魔幻之島遊

亞洲
精選

私⼈人包團訂製
隨著冬季的離去，利利⽤用即將到來來的夏季，跟著海海天旅遊，到
達中國各地城市與⾃自然風光，由專⼈人為您訂製客製化的旅
遊，請撥打海海天旅遊公司專線
品質保證，價格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