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時》電腦寫稿美國加州周一清晨發

生 4.4 級地震，《洛杉

磯時報》網站搶先在3

分鐘內發出報道，成為

首家報道這次地震的媒

體。原來報道是由電腦

程式根據美國地質勘探

局(USGS)發出的資訊自

動寫成，類似技術還應

用於體育、罪案新聞

等。研發者相信，程式

幫助人們節省很多時

間，還會令新聞工作變

得更有趣。

《洛時》的新聞自動寫成系統
「Quakebot」，由該報記者兼電

腦程式員舒文克於兩年前編寫。Quake-
bot當日清晨6時25分收到USGS電腦
系統發出的地震資訊後，將數據輸入預
先準備的模板報道，隨後提交採編系
統，由編輯審核簽發。

不採不評 聲稱不搶記者飯碗
Quakebot效率如此高，難免令人擔

心記者飯碗不保。但舒文克表示，
Quakebot只適用於快速而準確地「抽
取基本訊息」，
深度報道仍需
依靠記者。
以今次地
震為例，
記者可騰
出時間了
解「是否有
人受傷、是

否有建築物受損、USGS如何回應」
等，因此到當日中午，Quakebot的原
始報道已經過記者和編輯更新71次，
變成一篇深入報道的頭版新聞。
由於Quakebot 無能力評估受災程

度，亦不會訪問專家、複核數據真
偽甚至識別其他媒體的相關報道，
因此舒文克只將它視為輔助，無法
替代真正記者。
《洛時》還用類似的電

腦系統，根據警方提供的
數據自動寫成罪案新聞，
不過應否報道該案則由
編輯決定。
■英國廣播公司/

《Slate》雜誌網站

搶先報地震

迪士尼餐廳爆缸
客魚當黑

美國佛羅里達
州迪士尼世界內
的T-Rex主題餐廳日前
上演真實版《海底奇兵》，一個圓柱
形水族箱於晚膳時段突然爆裂，噴出
水柱，部分顧客慘變「落湯雞」，嚇
得急逃。餐廳職員緊急疏散食客，並
忙於捉回「海底逃兵」。
女顧客華萊士與家人當時距水族箱

約7米，目睹經過，並不慌不忙用手
機拍下過程。片中見水族箱附近區域
頓成澤國，一名女侍應揮手催促顧客
撤離。華萊士表示，當時一片混亂，

部分顧客爭相逃跑。
男顧客帕帕斯在社交網站facebook

網頁表示，當時有4名侍應爬上水族
箱頂部撈起內裡的魚。他稱讚職員反
應迅速，但坐在魚缸旁的顧客根本無
從走避。 ■《每日郵報》

英國市面流通的1英鎊硬幣發行超過30
年，近年偽幣劇增，令銀行和企業蒙受損
失。有見及此，皇家鑄幣局計劃於2017年推
出新版1鎊硬幣，將內設安全認證，方便辨識
真偽，堪稱「全球最安全硬幣」。
當局估計，全球流通的 1英鎊硬幣中，約

4,500萬枚是偽幣。新幣採用舊版3便士硬幣的12
邊形，中間銀色，周邊金色，正面保留英女王頭
像，背面由公眾參與設計。消息指新幣尺寸變化不
大，故現有超市手推車、咪錶及自動販賣機等無須
配合改版。 ■《每日電訊報》

曾先後為多位美國國賓炮製甜品
的白宮糕點主廚優素斯，宣布將結
束長達7年的工作，於6月卸任。在
奧巴馬入主白宮的5年間，優素斯改
革食譜，採用天然材料，又協助建立
白宮菜園，配合第一夫人米歇爾的健
康飲食運動。不過作為甜品師傅，他始
終有其堅持：「我不想把忌廉牛油妖魔
化。」
有報道指優素斯離開是因不滿米歇爾推

廣健康飲食，不過他表示，其實是米歇爾
激發他對健康甜品的興趣。他離職後將前
往紐約，與朋友推廣健康飲食。米歇爾則表

示難過，讚揚優素斯手藝高超。白宮暫未公布
接班人。
60歲的優素斯擅長製作較甜的法式糕點，早

在紐約餐飲界享負盛名，2007年應前第一夫人
勞拉聘請加入白宮。米歇爾成為白宮女主人
後，他改變風格，製作較健康及少份量的甜
品，會選用鮮果漿替代牛油，蜂蜜及龍舌蘭取
代砂糖，全麥麵粉改為粗麥，又常用草莓、藍
莓、甜薯等蔬果。
優素斯任內最深刻一次款待國賓，是2011年
為德國總理默克爾準備的國宴，當晚的甜品獲
默 克 爾 與 丈 夫 直 竪 拇 指 。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恐怖組織「基
地」在旗下雜誌
《激勵》(Inspire)
號召成員襲擊歐
美各國人口密集
的鬧市，目標包
括法國羅浮宮及
英國著名薩沃伊
酒店。有 115 年
歷史的薩沃伊經
常接待名人權
貴，因此成為頭
號目標。
襲擊名單大部

分地點在美國，亦有英法等「十字軍國
家」。英國的目標包括足球賽事、卓定咸賽
馬節等。法國則有法國巴士底日遊行等。
文章還提供方法，鼓勵讀者自製汽車炸
彈，並建議於晚上10時在酒店外引爆，因名
人多在這時離開，形容是「引爆的最完美地
點時間」。倫敦警方表示，反恐專家已密切
監視雜誌，但未有公布額外安全措施。

■《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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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推新1鎊硬幣打假
聲稱「全球最安全」

有片睇：youtu.be/Vk-ud9E57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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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沃伊酒店

■製作「Quakebot」的
《洛時》記者舒文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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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洛時》網站搶先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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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

■■有傳優有傳優
素斯素斯((中中))因因
不滿米歇不滿米歇
爾爾((左左))推廣推廣
健康飲食健康飲食
而辭職而辭職，，
但 他 否但 他 否
認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魚缸噴出水柱魚缸噴出水柱。。

■■新幣新幣

■■舊幣舊幣

「打卡」功能推斷位置
程式運作原理主要基於社交網站愈來
愈流行的「打卡」功能，即人們在留言
時標示自己在現實世界的所在地。程式
會透過用戶朋友在社交網站最後登入的
紀錄，推斷對方所在位置，並標示在
地圖上，讓用家對朋友的所在地一目了
然。用戶可設定個別人士為「不想見」

狀態，一旦程式偵測到對方靠近，便會
發出提醒和警示。
Cloak 目 前 僅 支 援 twitter 和 four-

square，但開發公司稱會陸續增加支援的
社交網站。參與設計程式的貝克認為，
社交網絡熱潮已經見頂，形容人們「就
像被強行塞進擠迫的升降機」一樣，預
料未來這類「反社交」app將陸續有來。

■《每日郵報》/《華盛頓郵報》

壽司藝術傳承日本精緻文化，東
京淺草「野八」壽司店的師傅池野
弘禮更進一步，窮13年光陰，為的
就是完美地製作「一粒米壽司」。
「一粒米壽司」體積雖小，卻用料十

足，米粒上覆蓋一小片魚生，部分還有
紫菜邊帶，每件製作需時長達5分鐘，是普
通壽司的5倍。有食客表示，仍可吃出不同
種類的獨特味道。 ■《每日郵報》

一粒米壽司

電子業巨企索尼(Sony)前日在美國三藩市舉行的年度遊戲開
發者大會，展示名為「夢神項目」(Project Morpheus)的可穿戴
原型設備，在PlayStation 4(PS4)遊戲機玩遊戲時戴上這設備，
就可打造虛擬現實體驗。
這款設備的外觀類似Oculus VR虛擬眼鏡，前面有蓋住眼
部的顯示器，形似眼罩。索尼稱，它將與 PlayStation
Camera和PlayStation Move手柄無縫整合，內置顯示屏能
創造出進入模擬世界的效果。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

曾駕駛帆船環遊世界的英國帆船好手湯姆森向高難度挑戰，身穿西裝
的他在一艘60度傾斜的帆船上，用16秒徒手走到30米高的桅杆

頂，然後躍進海裡，事後毫髮無損，還能有型地浮出水
面，不過他形容這是「歷來最愚蠢表演」。

■網上圖片

湖心浮島
滑板愛好者喜歡刺
激，美國加州旅遊局
在度假勝地塔霍湖中
央，建起一座全木製
滑板浮島，讓滑板愛
好者盡情飛落水，還
有潛水員隨時撿板，
十分刺激。
當局請來巴西裔滑
板好手伯恩奎斯特示
範，只見他輕鬆施展高
超技術，以不同姿勢落
水。塔霍湖水深達501
米，是僅次於俄勒岡州
火山口湖的全美第2深
湖泊，四周高山環抱，
吸引大批遊客。

■《每日郵報》

「隱身」app避朋友
行近即警告

玩轉虛擬世界Sony遊戲「眼罩」

■「夢神
項目」可
穿 戴 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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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網站普及化方便現代人與朋

友保持聯繫，但每個人總有一些不

想碰面的朋友。有程式設計師發揮

逆思維，開發名為「隱身」(Cloak)

的「反社交網絡」手機應用程式

(app)，透過掃描多個社交網站，

在地圖上標出用戶朋友的位置，當

特定人物接近時更會發出警告，讓

用戶避之則吉。

玩滑板飛落水玩滑板飛落水

盡覽湖景盡覽湖景

踩板入水踩板入水

不識貨 險熔掉險熔掉22..66億法貝熱蛋億法貝熱蛋
美國一名廢金屬經銷商數年

前低價購入一件藝術品，想轉
賣予商人熔掉重鑄，小賺一筆，
但乏人問津。機緣巧合下他在
電腦搜索資料，發現這件「無
人吼」的藝術品，竟是價值
2,000萬英鎊(約2.6億港元)的俄
羅斯宮廷珍寶法貝熱彩蛋(Fa-
bergé Egg)，結果一夜致富。
這隻法貝熱彩蛋原藏於沙

俄宮廷，俄國十月革命後輾轉流落至美國的古董
市場。該名廢金屬經銷商2011年按其黃金和鑽石
淨重價格，以8,000英鎊(約10萬港元)購入彩蛋。
因無法轉手，他將彩蛋放在廚房未有理會，直至

有一天發現殼上刻有文字，在Google搜索「Vacheron
Constantin」，驚覺它竟是俄宮廷珍寶，其後證實是藝
術家法貝熱1887年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慶祝復活節，
所製造的50隻金蛋之一。 ■《每日電訊報》

■法貝熱彩蛋

■■「「隱身隱身」」appapp會在地圖上標出會在地圖上標出

用戶朋友的位置用戶朋友的位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app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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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米壽司比手指還一粒米壽司比手指還
要小得多要小得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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