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計劃，政
府安排某個

部門每日上班6小
時，每周共30小時；
另一部門則照常工作7
小時，每周共 40 小
時。計劃試行最少一
年，所有人薪酬不
變，研究員會在計劃
完結後評估兩組的工
作表現。

創造職位 提高效率
副市長皮爾赫姆表示，希望計劃令員工
在生理和心理上感覺更好，還能創造更多
職位及減少公營機構效率低的問題。皮爾
赫姆又指出，當地一間車廠也推行每日工
作6小時，結果令人鼓舞。
但反對黨反對計劃，認為政府趁今
年地方選舉在即才試行，是「不誠實

和民粹主義策
略」。皮爾赫姆反駁稱，當局已研究多
時，並非為選舉而實行。
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會」社會政策部
主管庫特指，工時縮短可令員工更盡責、
人手更穩定。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數據，工時短與高生產力有相互關
係。 ■《每日電訊報》/《獨立報》/

The Local網站

新娘感動到喊
愛爾蘭神父凱利有一把

好聲音，他上周末在主持婚
禮時，即席演唱《哈利路
亞》(Hallelujah)，美妙歌聲
令眾人讚嘆不已，新娘更感動
落淚。
凱利在奧爾德卡斯爾一場婚禮

上祝福新人後，突然高唱詩人歌手

Leonard Cohen 版本的《哈利路
亞》，一開口就讓新人與觀禮賓客
大為讚嘆，更有人起立鼓掌。這段
影片周一上傳YouTube網站後，
短短兩日已獲逾24萬次點擊，登
上愛爾蘭 YouTube 排行榜第一
位。

■綜合報道

神父唱《哈利路亞》超豪復活蛋鑲千鑽

復活節臨近，復活蛋也可以非常豪氣！有神秘收藏家日前
公布一隻鑲滿1,000顆鑽石、由各地大師精心製成的復活蛋，
取名「海市蜃樓」(Mirage) 。復活蛋估值逾500萬英鎊(約
6,500萬港元)，相等於30輛法拉利458 Italia超級跑車。
鑽蛋共分3層，外殼鋪滿鑽石，其中100顆經人手獨特雕琢，

內殼由18卡藍寶石製成，蛋心藏有水晶白鴿及橄欖枝，外殼邊
印有「World Peace」字樣，祝願世界和平。鑽蛋下設底座，形
似一座獎盃，工匠共花3年時間才打造而成。■《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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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國際熱氣球節
昨日在潘帕嘉省舉行，估
計有30個熱氣球升空，旨
在推廣菲國旅遊業。一個憤
怒鳥造型的熱氣球外形有趣，
色 彩 鮮 艷 ， 非 常 搶 眼 。

■路透社

超聲波震出泡沫

飲啤酒必須有泡，入口先涼後冰，口感層次才夠豐富。美國
ThinkGeek公司推出啤酒催泡機「Sonic Foamer」，釋放超聲波
令酒中氣體上湧，自動形成泡沫，口感、香氣兼備，每部售
34.99美元(約271港元)。
催泡機用法簡單，只需將啤酒杯放在上面，然後按掣便可震

動催泡，同一杯啤酒可重覆催泡，讓細緻口感綿綿若存。一組6
顆AA電池可催泡最多3,000次。不過製造商指催泡機威力大，
提醒用家勿倒酒過滿，以免被噴到一面泡。 ■《每日郵報》

啤酒催泡機
有片睇：youtu.be/HaOBKYsgkm8

■■神父高歌神父高歌

最大太陽能飛機
全球最大太陽能飛

機「太陽驅動」2號
前日在瑞士亮相，
機翼上安裝逾1.7
萬塊超薄和高
效能太陽能
電池板，
翼展長達
72 米，
拍得住

波音747-800客機。太陽能板在日間吸收能量，
讓飛機在晚間也可飛行，飛行時間不再受燃油
量限制。飛機明年3月環繞地球飛行，將途經
中國、印度等地。
這架飛機是「太陽驅動」號的升級版，配備更
佳的電池、高效電動摩打、輕巧物料，以及設置
多一個機師座位，座椅舒適度更媲美商務客位。
機內裝設僅11磅重、耗電量低的通訊系統，機師可
即時向地面指揮中心傳遞數據和圖片。機身重2.3噸，
最高時速達140公里。 ■《每日郵報》

明年環球飛行明年環球飛行

■「太陽驅動」2號翼展達72米。
網上圖片

■■蛋心水晶白鴿蛋心水晶白鴿

■復活蛋
外殼鋪滿
鑽石。
網上圖片

■將啤酒杯
放在催泡機
上，按掣便
可 震 動 催
泡。

網上圖片

香港人工時長香港人工時長，，難以難以
達至工作與生活平衡達至工作與生活平衡，，
相信會非常羨慕瑞典的打相信會非常羨慕瑞典的打
工仔工仔。。當地第當地第22大城市哥大城市哥

德堡目前推行德堡目前推行「「每日工作每日工作66小小
時時」」的試驗計劃的試驗計劃，，部分公務部分公務
員每日工作時數較平日少一員每日工作時數較平日少一
小時小時，，希望能減少他們請希望能減少他們請

病假及提升工作病假及提升工作
效率效率，，變得更健變得更健
康快樂康快樂。。

瑞典試行日做6小時
打工仔超筍

■■哥德堡某政府部門推
哥德堡某政府部門推行行「「每日工作每日工作66小時小時」」的試驗計劃的試驗計劃。。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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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憶男遭性侵
棄挪威街頭

疑被落藥昏迷3天 醒來懂5國語言 三星Note 4傳9月亮相
英文《韓國時報》前日引述三星電子主管稱，三

星擬在9月的「德國柏林消費電子展」(IFA)上，發
布全新Galaxy Note 4平板手機。他指出，依市況不
同，Note 4將推出32位元及64位元兩種處理器版
本。Note 4會支援速度更快的LTE-A無線通訊技
術，也會針對新興市場推出3G與LTE版本。

傳5.9吋芒 防水天線
部分科技網站已發布傳聞中的Note 4規格，指出
在面對LG G Pro 2等競爭下，三星極可能進一步擴
大Note 4屏幕至5.9吋。屏幕應選用自家的AMO-
LED，但據ET News報道，三星正考慮新的屏幕類
型，以解決Super AMOLED成本過高問題。
有傳三星正研發一款2,000萬像素影像傳感器，

有望下半年上市，換言之Note 4或搭載2,000萬像
素相機，成為三星手機中照片解像度最高的一款。
此外，消息稱三星正量產防水模內天線，但S5並

未使用這組件，故可能出現在Note 4上。而另一種
可能具備的新特性是無線充電。 ■綜合報道

Galaxy S4着火 英女「醒瞓」保命

英國肯特郡
25 歲女子休
伊特上周五清
晨將三星Gal-
axy S4手機放
在家中地上充
電，然後上床
睡覺，不料約

50分鐘後，她聽到「滋滋」聲並嗅到燒焦味，查看
下赫見手機着火冒煙。她不顧危險，拿起手機丟進
浴室洗手盆，地毯燒穿一個洞，幸她無燒傷。她慶
幸自己容易被聲音吵醒，否則可能大命不保。三星
承諾徹查。

■《每日郵報》/《每日快報》

■手機底部燒焦。

■休伊特聽到「滋滋」聲後驚見手
機着火冒煙。 網上圖片

強烈颶風「伊塔」(Ita)今
日將登陸澳洲東北部，正
面吹襲昆士蘭省，估計會
掠過旅遊勝地大堡礁和道
格拉斯港。伊塔是澳洲3年
來最強颶風，陣風速度可
達每小時285公里，並會帶
來連日暴雨，或致部分低
窪地區受淹。昆省省長紐
曼稱9,000人將受影響，當
局緊急疏散大堡礁附近部
分居民及遊客，並提醒民
眾做好預防措施。
伊塔上周吹襲南太平洋

島國所羅門群島時，造成
23 人死亡，其後風力增
強，在澳洲颶風分級中列
最高的第5級，相當於香港
10號風球。
大堡礁蜥蝪島一個度假村

昨表示，已疏散所有遊客。
昆省提醒民眾預備足夠糧

食，據指庫克敦及凱恩斯超
市食水乾糧已被搶購一空。
紐曼已取消陪同總理阿博特
的亞洲訪問，昨返回庫克敦
及凱恩斯應對風災。
■路透社/美國廣播公司/

《布里斯班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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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多年前為扭轉生育率及勞動力下降現象，容許婚
姻介紹所「推介」外國新娘與韓男通婚，結果衍生不少
社會問題，如近年涉及外國年輕妻子的家暴案頻生，甚
至有一名20歲越南女子抵韓一周後便遭精神病丈夫刺
死。當局為亡羊補牢，本月1日推出新法，規定過埠新
娘須通過韓語測試，韓國丈夫年收入亦要超過1,480萬
韓圜(約11萬港元)，以減少溝通及低收入這兩大家庭糾

紛原因的機會，免得損害國家形象。
外國新娘自2000年湧入韓國，在2005年高峰期，逾3
萬人獲批「婚姻居留」簽證，2000年至今有23.6萬人取
得居留權，共生育19萬名嬰兒。這批新娘中，來自中
國、越南、菲律賓、柬埔寨、泰國和蒙古的佔逾8成。
連串家庭慘劇促使當局反思政策，4年前開始，若有介紹
所向一名男子介紹多過兩名女子，會被判囚2年，嚴厲措施

令介紹所由2011年的1,697間，跌至去年底的512間。

韓男成本料增半
有介紹所指，韓男覓得外國新娘的平均成本為1,000

萬韓圜(約7.5萬港元)，包括佣金、行政費等，新例可能
令成本增加一半，因大部分過埠新娘來自農村，要到城
市學外語數月，費用由韓國丈夫承擔。 ■法新社

越女入門一周被夫刺死 韓規管過埠新娘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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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被迫關閉。 網上圖片

神秘男子身份不明，不知道自己名字，
警方遂為他取名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藍眼金髮的史密斯身高1.87米，操
流利英語，但有東歐口音，亦聽懂捷克、斯
洛伐克、波蘭和俄語，稱自己思考與發夢都
用英文。警方估計他來自捷克等斯拉夫族國家，並曾在英
語國家長居。
史密斯說︰「劫匪利用歐洲邊界開放政策，把奧斯陸

當作垃圾場，把我丟在這裡。」他稱自己手上有深深血

痕，疑遭綑綁，慶幸被人發
現得早，否則可能一早斃
命，又指可能是太相信別人
才被害。

捷克稱找到父母
警方最初透過國際刑
警，要求十多國比對史密
斯的指紋和DNA，但一直
沒進展。警方遂決定公布其

照片及資料，希望民眾幫忙。捷克當局隨後通過國際
刑警通知挪威，稱已找到史密斯的父母，並知道其真
實身份，但未透露細節。

■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獨立報》

挪威出現神秘失憶男。一名
年約20歲男子去年12月衣衫襤
褸地站在冰天雪地的奧斯陸街
頭，稱只記得被搶劫、性侵及
遺棄在此，其他什麼都記不
起。據報他曾昏迷3天，醫生在
其體內發現多種藥物。警方經
過4個月調查仍苦無頭緒，只好
於周二公布照片，求助網民提
供線索。

■男子忘記自己身份，警方
只好公布照片，呼籲網民提
供線索。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