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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遙距教學 強制首年同時上堂
意大利一名修女上周三在修道

院內突然感腹痛，送院後竟然誕
下一名男嬰。她聲稱不知道自己
懷孕，並以現任教宗方濟各的聖
號為兒子命名。
男嬰據報重9磅，現時母子平
安，修女會親自撫養他，知道消
息後院方隨即為她及孩子羅致衣
物和募捐。但修女本不應該發生
性行為，她到底是如何懷孕，以
及經手人是誰，令外界非常質
疑。修道院其他修女都對事件感
到驚訝，但當地教士就相信修女
的說法。 ■法新社

遙距教學不受地域限制，學生可按需要在合
適時間上課，讓更多人能接受教育。然而，遙
距教學等於無人監督，學生容易偷懶。有見及
此，美國Minerva Schools of KGI將遙距教
學融合傳統模式，希望解決教學弱點。
Minerva Schools of KGI由美國創業公司

Minerva Project及常春藤聯盟成員凱克應
用生命科學研究所聯合開辦，將於今秋起
授課。有別於一般遙距課程，該4年制大學

課程要求一年級生必須入住三藩市的宿
舍，並在同一時間一起聽課。課堂開始
前，學生須互相辯論及向同學發表功課
等，以提高參與感。
混合式遙距教學首批入讀學生均獲豁免4

年學費，但須支付每年1.9萬美元（約15萬
港元）宿費。現時已有逾75個國家的學生
報名，該校預期首年收生 15 至 38 人。

■路透社

揭夫偷食 印高官妻疑自殺亡
印度國家人力資源開發部長塔魯爾早前

遭妻子蘇南達盜用微博twitter賬戶，踢爆
他偷食。52歲的蘇南達前日被發現陳屍新
德里一間豪華酒店，初步驗屍結果顯示她
屬非自然死亡，須進一步化驗確定死因。
當地傳媒相信她是自殺，但現場沒發現遺
書，警方拒絕回應。
塔魯爾夫婦因寓所裝修，上周四起暫住酒
店。塔魯爾前晚出席黨會議後返回酒店，看
見妻子躺在床上，以為她睡覺，後來才驚覺
她已死亡。現場無跡象顯示蘇南達被謀殺或
曾與人爭執，屍體無明顯傷痕，當局循自
殺、毒殺和心跳驟停等方向調查。由於兩人

結婚未滿7年，當局調查是否有人為謀取嫁
妝而動殺機。
蘇南達早前接受多

間電視台訪問，強調
無意離開丈夫，但神
情恍惚。曾與蘇
南達接觸的人認
為她可能患上抑
鬱症，又指她因
丈夫不忠而心
煩意亂。

■法新社/路
透社/美聯社

困250海豚

2010年奪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
《海豚灣》，講述日本漁民在太地
町海灣捕殺海豚的經過，引起外界
關注。當地漁民近期再被揭在該海
灣用大漁網困住逾250條寬吻海
豚，包括一條珍貴的稀有年幼白海
豚，數目是歷年最多，部分會送到
水族館受訓表演，其餘大部分料難
逃宰殺厄運，海豚肉被出售食用。

販賣珍貴年幼白海豚
海豚被困於海灣淺水區，由於數量太
多，只能擠在一起。美國保育組織「海洋
守護協會」表示，漁民會先困起海豚19小
時，挑選部分售給水族館，再宰殺其餘的
海豚。而該條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罕有年幼
白海豚，相信會被送到海洋生態公園展出

或表演娛賓。
太年幼的海豚通常會被放生，但過程並

不人道。漁民在船邊繫上多枝長棒，用鐵
錘敲打發出噪音，將海豚趕出大海。不
過，由於年長海豚多被捕殺，年幼海豚難
以覓食維生。
海豚肉售價高，漁民利潤豐厚，每年9月

至翌年4月是捕殺海豚的高峰期。
■《衛報》/《每日郵報》

日日「「海豚灣海豚灣」」殺戮再現殺戮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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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
5年內人數倍增 本篤卸任前「重災」

每2日1神父免職
今次相信是梵蒂岡首次公開因孌童案而被免

職神父的數目，以往教廷只披露案件數
目，避談處罰多少人。這些文件由教廷信理部
負責整理，但這個相當於梵蒂岡法庭的部門
2005年才開始紀錄。

主教包庇 僅冰山一角
文件顯示，2008年至2009年間，共171名神職
人員因孌童遭教宗免職，到2010年教廷將案件追
溯期延長一倍，讓不少近40歲的受害人都可舉報
童年時遭性侵案件，令接獲的個案大增，2011年
及2012年被教宗免職的神父便增加逾一倍，達
384人。本篤十六世於去年初宣布卸任。
羅馬宗座聖十字大學教會法的律師西托，是

協助梵蒂岡檢控教會孌童案，他表示上述
載列於教廷年度報告的數字，只是計算呈交
教宗的個案，並沒包括由教區法庭裁決
的案件，因此實際免職人數可能遠高
於此。
文件又顯示，教廷自2001年

起下令主教將所有可信的神父孌
童案送交梵蒂岡，由教廷決定
涉案神父是否違反教會政策，
並交由教會特別法庭審理，但
不少主教包庇涉案神父，並將
他們定期調往其他教區，而近年
教廷處理同類案件的手法有明顯改
進。 ■美聯社/《獨立報》

聯合國日前針對天主教神職人員性侵兒童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聽證會，梵

蒂岡駐聯合國大使托馬斯代表教廷出席，為教廷的處理手法辯護。美聯社取

得的教廷文件顯示，自2010年歐洲及其他地區相繼爆出教士孌童醜聞後，

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在退位前的兩年內，共免去多達近400名涉案神職人員

的聖職，相當於每兩日超過一人。

孌童嚴重

巴西里約熱內盧
上周四晚經歷強烈
暴風雨，俯瞰當地
的知名地標耶穌基
督像慘遭雷劈，右
手拇指尖端少了一
塊肉。管理人奧馬
爾神父說，這尊高
38米的混凝土雕像
將於下月整修。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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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篤退位前的兩年內本篤退位前的兩年內，，共有近共有近
400400名神父被免職名神父被免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塔魯塔魯爾爾（（右右））與妻子與妻子
蘇南達蘇南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漁民圍困大批海豚漁民圍困大批海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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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箭豬 巴西婦慘「中頭獎」 重口味薄餅夠驚嚇
鱷魚蟒蛇做配料

為慶祝《阿森一族》卡通片啟播25周年，樂高推出特別版，
讓粉絲可砌出劇中人物及阿森之家，同時自由布置房間

和擺設傢具裝飾，另還會在下月推出16款迷你版
阿森成員，讓粉絲收藏。

■網上圖片

日版壽星公禿頭似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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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喜歡吃薄餅，但鋪上蟒蛇肉
的薄餅卻未必人人敢食。美國佛羅里達一
間餐廳推出的薄餅，除了有蟒蛇肉，還有鱷
魚和田雞腿，創意和驚嚇度十足。
餐廳老闆丹尼爾設計這款薄餅的靈感源於附

近大沼澤地蟒蛇數量太多，當地亦流傳着一個
蟒蛇吞鱷的故事，故將其命名為「大沼澤地薄
餅」。
丹尼爾稱薄餅推出至今售出150個，近期銷量更

急升，有顧客落單外賣，要求送到印第安納波利
斯。
不過大沼澤地薄餅絕不便宜，14吋批售45美元
(約349港元)，丹尼爾稱蟒蛇肉來貨價高，一磅成
本要66美元(約512港元)。

■《洛杉磯時報》/《每日鏡報》

■薄餅的賣相不差，清楚見到田雞腿。 網上圖片

日本上周播出教
導日語和本地傳統
文化的兒童節目，
表演環節中出現七
福神(類似中國的八
仙)之一的壽老人公
仔，其禿頭造型怪
異，猶如陽具，且
能伸能短。有網民
在微博twitter上載三
幅公仔頭部伸縮的
連環圖，旋即成為
網上熱話，圖片至
今 被 轉 發 逾 3,000
次。 ■kotaku網站

巴西近日驚現名副
其實的「箭豬頭」！
里約熱內盧52歲婦
人納布科日前放狗
期間，一隻箭豬
疑從燈柱墮下，
令她滿頭箭豬
刺。
事後途人陪

她到醫院，醫生
替她拔刺，她需

服用抗生素防止感染。納布科憶述事件時猶有餘悸，估
計當時頭頂約有200條箭豬刺，她指區內的野生動物是
嚴重安全隱患，早聽聞有兩隻箭豬住在當地。

■《每日鏡報》

■箭豬刺插滿一頭。 網上圖片

■被瘋傳的連環圖。 網上圖片

Earlarm由24歲姓文的設計系畢業生發明，她有次睡覺時恰巧鄰居
在開派對，唯有戴耳塞隔去噪音，結果聽不到鬧鐘聲，以

致遲到上課，但她卻靈機一觸，決定與兩名朋友合作研發耳塞鬧鐘。

鐘面倒數睡眠時間
鬧鐘鐘面是液晶
顯示屏，會顯示
尚餘多少睡眠時
間。用家將耳塞
插在鬧鐘頂部就
可充電，而鬧鐘本

身並不會發出鈴
聲。
鬧鐘曾贏得Reddot

設計大獎，不過目前仍處
於研發階段，暫時未定開售
日期和定價。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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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早被

枕邊人的鬧

鐘 嘈 醒 實

在 痛 苦 ，

韓國一名

大學畢業

生發明了

一款新式

鬧鐘，利

用藍芽連

接隔音耳塞發出鈴聲。用家

只需預先在智能手機安裝應用程式(app)，睡眠前設定響鬧時間

並配戴耳塞，響鬧聲便只有自己聽到，枕邊人從此可睡個好

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