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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新X6 M

生而不凡●現貨供應

All advertised Price good through 7/31/2015 Plus government fees and 
taxes,any fi nance charges,any dealer document preparation charge,and 
any emission testing charge. Special lease and fi nance offers available by 
New Century BMW through BMW Financial Services. 

36 month lease on approved credit 
thru BMW Financial Services. 
$4999 due from customer. 10,000 
miles per year. 20 cents each mile 
thereafter. Expires 7/31/15.

5 At This Lease

租賃
月付 $369 +稅

2015 BMW 528i
導航,後視監視器MSRP $52550

2015 BMW 328i

5 At This Lease

租賃
月付 $259 +稅
MSRP $40050   天窗,240匹馬力

2015 BMW 328i xDrive Gran Turismo
租賃
月付$369 +稅

36 month lease on approved credit 
thru BMW Financial  Services. 
$4999 due from customer. 10,000 
miles per year. 20 cents each mile 
thereafter. Expires 7/31/15.

MSRP $51550  豪華型，皮椅,導航,駕駛輔助,炫光車燈

36 month lease on approved credit 
thru BMW Financial Services. 
$3999 due from customer. 10,000 
miles per year. 20 cents each mile 
thereafter. Expires 7/31/15.

36 month lease on approved credit 
thru BMW Financial  Services. 
$5999 due from customer. 10,000 
miles per year. 20 cents each mile 
thereafter. Expires 7/31/15.                           

 2 At This Lease,
Vin# OP15205,OP15207

租賃
月付 $579 +稅

2015 BMW X5 sDrive35i
頂級配備，後視監視器MSRP $60545

2 At This Lease,
Vin#GS6914,GS37013

24 month lease on approved credit thru 
BMW Financial Services. $3999 due 
from customer. +7500 Lease credit due 
at signing.10,000 miles per year. 20 cents 
each mile thereafter. Expires 7/31/15.

租賃
月付 $309 +稅

2015 BMW i3 Range Extender
停車輔助,20吋鋼圈,續航力150哩MSRP $49500

3 At This Lease, 
Vin# V279581,V500152,V500694

36 month lease on approved credit 
thru BMW Financial  Services. 
$7999 due from customer. 10,000 
miles per year. 20 cents each mile 
thereafter. Expires 7/31/15.                   

4 At This Lease
Vin#GK16564, GK16612, G273172, G273173

租賃
月付 $639 +稅

2015 BMW 740i
導航,後視監視器,19吋花式輪圈MSRP $76250

編輯：宋亞霖

美智庫華裔學者 
走訪兩岸深入交流

核桃學區高中生
造節能車赴德州比賽

舊制實施17年
95%暫營業餐館
等級竟是A或B

在現行洛杉磯縣餐館衛生分級制度下，由於有餐館出現主要有
害健康問題，衛生分級仍列 A級的現象。洛縣督察委員會上月要求

主管餐館衛生分級的洛縣衛生局環境衛生部門，須提出研究報告。環境衛
生部門 9日提出的書面報告指出，洛縣餐館的衛生分級制度，實施達 17 年之久，
過去 21 個月，高達 95%暫停營業的餐館，其衛生分級的等級竟是 A或 B，確實有
必要進行制度的革新。

記者陳慈暉洛杉磯報道

30種新品種蒼蠅洛城周遭繁衍 

洛縣餐館衛生分級
或研議革新制度

亞太事務基金會代表團日前一行5人，就台
灣大選對兩岸關係和中美關係的影響，走訪海峽
兩岸多個城市，會晤了國民黨候選人洪秀柱、蔡
英文代表許信良以及中國大陸陳雲林等高層政要
和研究兩岸關係的頂尖學者。就台灣選情、兩岸
關係及中美關係進行深入交流。10日，訪問歸來
的代表團成員就此次活動介紹感想和收穫。

基金會召集人宋楷文介紹，該組織不是社
團，而是團結包括華裔專家、華人在美精英的智

庫組織。另外還有其他族裔的專家學者參與合
作。此次走訪海峽兩岸，包括台北、北京、上海
瀋陽等地，受到兩岸各方的高度重視。在台北，
與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以
及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等人都進行了深度會談。

之後訪問團赴大陸，拜訪了社科院台灣研究
所、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台灣研究
院、統戰部、全國台聯等研究機構，交換了對與
兩岸關係以及中美關係發展的意見。

參訪團員範允富介
紹，此次與洪秀柱會面，
是她剛剛通過初選。他評
價洪秀柱思路清晰，為人
坦率很有親和力，她提出
要深化九二共識，還希望
簽署兩岸的和平協定。團
員史學穎表示，民進黨前
主席許信良代表蔡英文表
達態度，即維持現狀，沒
有承認也沒有否認九二共
識，但表示蔡英文不會地
處兩岸的和平穩定。

習近平主席在九二共
識的問題上曾表示，基礎
不牢，地動山搖，但訪問
團在走訪台灣時發現，80%
的民眾對此無感。 
 本報記者李寧洛杉磯報道

由核桃谷學區的十七位高中生組成的核桃
太陽能車隊，經過一年的努力，打造了一輛電動
車與一輛太陽能車，將到德州參賽。為鼓勵學生
們取得優異成績並為學生們造車提供材料經費，
Penske Mercedes Benz公司於10日為學生們捐出第
一筆5000元支票。太陽能車隊、核桃市官員、核
桃谷學區及贊助商代表出席。

10早間，停在活動場地的兩輛外形新穎的節
能車頗為引人注目，很難
讓人相信它們完全出自一
群高中生之手。太陽能車
隊的學生家長代表王狄秀
介紹，這兩台車子從設計
到製作，每一點都是由學
生們親自完成。連輪胎都
是學生們使用自行車輪一
點點打磨出來的。

帶隊老師介紹，該車
隊成立十年來共有百餘名
學生參與，並且多次取得
傲人成績。去年的賽項為
賽車場和越野賽的混合賽，
核桃太陽能車隊駕駛他們自
己研發的車子，榮獲開放組
（Open Division）第二名。今
年學生們打造的汽車突破以
往形態，希望可以不負辛苦
取得好的成績。

參與學生表示，在製作過程中最大的困難
來自經費不足，因此有機會獲得贊助商支持，
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幫助，可以購買更好的材
料，幫助他們實現夢想。贊助商代表米漢納（Joe 
Mehanna）表示，學生們的創造力和動手能力讓人
驚訝，希望在他們的幫助下可以讓更多孩子參與
進來，啟發他們對科學的興趣。 
 本報記者李寧西柯維納市報道

《聖蓋博谷論壇報》(San Gabr i e l  Va l l e y 
Tribune)報道，洛縣督察委員會要求根據

過去21個月的洛縣餐館衛生安全檢查資料，洛縣
衛生局環境衛生部門須針對現行餐館衛生分級制
度，提出發現的問題，以及修正的建議。

洛縣衛生局代理主任哈丁(Cynthia Harding)
在向洛縣督察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的同時，致函
表示洛縣餐館的衛生分級制度，自1998年廣泛實
施以來，均未進行修改，經過初步研究評估，此
制度確實需要進行改善，但完整的改革建議，須
待30天後提出。

這份甫完成的初步研究報告，是由洛縣衛生
局環境衛生部門人員，針對洛縣餐館在有多項違
規或吊銷營業許可的情況下，仍獲衛生分級的A
等級，深入瞭解、評估現行的作業流程。

同時，相關人員也針對餐館營業允可的吊

銷，業主進行自主檢查，以及公開揭露食源性疾
病調查資訊等作業程序，進行研究與評估。

該初步報告指出，在現行衛生分級制度下，
洛縣有許多餐館在營運的同時，潛在健康威脅。
這樣的情況，會誤導消費者對這些餐館廚房安全
狀態的認知。同時，從2013年7月1日到2015年3
月31日，有1069家洛縣餐館的營業許可遭吊銷或
裁處暫停營業，其中高達95%、也就是有1015家
暫停營業的餐館，其衛生分級的等級是A或B。

此外，經由研究發現現行的衛生分級制度，
允許洛縣餐館在違反兩項零售店食物法規的情況
下，仍可獲得衛生分級的A等級。

洛縣衛生局現行對餐館實行的監督評分
(Inspection Score)與分級(Grade)管理，是根據監督
評分將餐館分為A級(90至100分)、B級(80至89分)
級C級(70至79分)，並將級別卡(Grade Card)張貼

在餐館門前的醒目處。
一位不願具名、曾在洛縣衛生局服務的華裔

表示，洛縣有88個城市，其中只有接受加州法令
(Ordinance No.97-0071)的74個城市餐館，實行監
督評分和分級管理，其他的14個城市因未接受加
州Ordinance No.97-0071法令，可不對餐飲業實
行監督評分和分級管理。

至於餐館公開揭露食源性疾病的調查處理程

序，即衛生局接到食源性疾病報告後，由環境衛
生專家去餐館現場調查食品污染的情況及環節，
流行病學專家透過電話對所有患者進行個案調
查，隨後環境衛生專家與流行病學專家共同分析
所調查的資料，並寫出調查報告。對負有責任的
經營者將責令改善，以及追究法律責任。但重點
在於公開揭露及調查處理如何啟動，以及進行是
否有效率、有結果。

■洛縣衛生局環境衛生部門9日提出書面報告表示，洛縣餐館的衛生分級制度，實施長達17
年，確須進行革新。   記者陳慈暉攝

■訪問團成員（從左至右）範允富、史學穎、宋楷文、王中平介紹此
次走訪成果，背後是他們與洪秀柱會面時的合影。 
 記者李寧攝

■核桃太陽能車隊學生帶著他們的愛車亮相，接受贊助商捐助，核
桃市市長帕切科（Bob Pacheco前右四）、副市長蘇王秀蘭（前右五）、
洛杉磯社區學院理事會副主席伍國慶（前右三）等人出席。 記者李寧攝

夏天蚊蟲滋生，除了蚊子，另一個最令人討
厭的，就是蒼蠅。洛縣自然和歷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County)最近指
出，洛縣發現30種新品種的蒼蠅。專家表示，防
治蒼蠅最有效的方法還是注意環境衛生。

洛縣自然和歷史博物館報告指出，機構通過
BioSCAN計劃，花了三年的時間，通過採集昆蟲
樣品，以便了解洛杉磯城市周邊地區的生物多樣
性。計劃共有30個取樣點，每個採樣點有一個捕
蟲器和一個小型氣候氣象站。研究人員在一些地
區居民的後院採取站，陸續發現新的蒼蠅品種。

博物館昆蟲館館長，BioSCAN計劃首席研究
員布朗博士(Dr. Brian Brown) 指出，他一直都相
信會在城市、熱帶地區或其他地方找到新的昆蟲
品種。但在一個高度城市化的地區，找到30種新
品種蒼蠅，確實很驚人。

主導研究的昆蟲學家Emily Hartop指出，在
歷時三個月的調查期間，共收集到超過一萬個蒼
蠅標本，對這些標本進行審查後，至少發現30個
新品種。結果清楚地顯示，就算在受人類活動影
響嚴重的地區，生物的多樣性水平仍非常高。

她指出，2015年，在洛杉磯城市地區發現30

種新品種的蒼蠅，這意味著即使在人們生活和工
作的地區，生物的多樣性仍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這也意味著，在自己家的後園、或社區公園裡，
都有可能存在人們不知道的生物物種。

對於洛縣農業委員會(LA County Agricultural 
Commissioner)來說，他們比較關注的是果蠅。委
員會網站指出，委員會的環境保護委員會會為有
需要的居民提供捕蠅裝置。

透過居民合作及委員會自行設立的捕蠅裝
置，可以讓委員會預早發現果蠅的侵擾，可避免
果樹、蔬菜受到蟲害，也能減少農藥的使用。如

果發現果蠅，可以致電加州食品和農業局昆蟲熱
線1-800-491-1899。洛縣地區居民可以致電626-
575-5472 一般熱線查詢。

一般民眾夏天要如何驅除蒼蠅？專家李先生
說，除了到家居用品店購買各式殺蟲劑外，網絡
上也有一些驅蠅土法。由於蒼蠅喜歡糖、醋、氨
味和腥味，所以甜食，壞掉的食品，都容易招引
蒼蠅。在廚房放一些生蒜末、薑末，由於蒼蠅怕
這些味道，蒼蠅就會飛到其他地方。不過最簡單
有效的防蠅方法，還是保持家居清潔。 

 記者黃松洛杉磯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