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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允許用家透過手機召車，車費從電子帳戶或
信用卡扣除，又同時為司機提供另一個用於計

算車費的app。這些司機的最大優勢在於毋須繳交
高昂的牌照費，且不受條例監管，但只能接載已預
定目的地和車費的乘客，不能在街上接客。的士司
機投訴，Uber計算車費的程式根本等同的士咪錶，
已違反業界規例。
在倫敦，預計有多達1.2萬輛的士聚集在鄰近首相

府的特拉法加廣場，倫敦運輸局稱已將有關爭議提
交法庭裁決，形容司機阻塞交通的抗議手段「無意
義」。當局呼籲民眾外出時盡
量乘搭地鐵或步行。
倫敦市長約翰遜亦成為

抗議對象，他被指以環保
為由，淘汰15年車齡以上

的舊車，結果不僅沒減
輕空氣污染，還要

司機斥資近 4
萬英鎊(約

52萬港元)買新的士。

Uber懶理抗議 收半價吸客
Uber日前獲財團注資12億美元(約93億港

元)，公司估值升至182億美元(約1,410億港
元)，身價過去一年暴升3倍。Uber目前在全球
128個城市提供服務，其中歐洲佔20個城市。
對於今次抗議浪潮，Uber透過電郵宣布會在巴
黎推出半價服務。 ■法新社/路透社

UberUber召車召車appapp搶生意搶生意 歐洲歐洲33萬的士示威萬的士示威
近期愈來愈多人使用「Uber」等汽車共乘手機

應用程式(app)召車，嚴重衝擊的士司機生

計。超過3萬名歐洲的士與豪華房車司

機不滿被搶飯碗，昨日在倫敦、

巴黎、馬德里和米蘭等大城

市上街示威，導致很多

觀光勝地和購物區

交 通 大 堵

塞。

■■羅馬的士司機羅馬的士司機
手持標語手持標語，，叫乘叫乘
客不要坐無牌的客不要坐無牌的
士士。。 法新社法新社

日
本 遊 戲
機巨擘任天堂
遭索尼PS4和微軟
Xbox夾擊，Wii U主機
銷售不佳。不過社長岩田聰
前日聲言，不會放棄Wii或割價
求存，並會在明年推出《Super
Mario》系列軟件「Mario Maker」，讓玩
家自行設計關卡，呼籲玩家勿放棄Wii U。
任天堂在E3遊戲展中展出6款Wii U電玩主機
新遊戲，當中Mario Maker屬Wii U專屬軟件，用
家以專用筆為關卡增加新場景和對手；其他遊戲則
包括多人連網射擊遊戲《Splatoon》和《任天堂明
星大亂鬥》。

推晶片公仔 融入遊戲畫面
同場另一亮點是「Amiibo」系列公仔玩具，包括

Mario
和《寵物小
精靈》的比卡超
等。公仔內置晶
片，其底座碰觸Wii U
時，會以「近場通訊」(NFC)
方式，將公仔角色傳輸到玩家正
進行的遊戲畫面。用家不能直接控制
角色，但可訓練角色的打鬥技能。

■《華爾街日報》/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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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警方日前拘捕兩名分別為
17和23歲的青年，懷疑他們利用
蘋果公司遙控鎖機程式「Find My
iPhone」的漏洞，封鎖受害人的蘋
果帳戶(Apple ID)，藉此敲詐勒
索。
俄內政部網絡犯罪部門表示，疑
犯利用兩種方法入侵受害人的蘋果
帳戶，一是通過釣魚網站或網絡社
交活動，套取目標對象的蘋果帳戶
和電郵；二是預先開設附有音樂和

影片檔案的帳戶，將其放租，蘋果
用戶不虞有詐租用後，疑犯便將帳
戶與受害人的蘋果產品綁定，套取
相關用戶資料後，再用「Find My
iPhone」鎖機，勒索受害人。

傳歐盟查蘋果逃稅
另據愛爾蘭國營電視台RTE引

述消息指，歐盟委員會將調查蘋果
在愛爾蘭的逃稅問題，並要求該國
政府提供有關資訊。 ■路透社

美國網絡安全專家克雷布斯早前透
露，有數千張失竊信用卡資料在網站
放售，當中部分卡主最近曾光顧最大
中餐連鎖集團華館(PF Chang's Chi-
na Bistro)。華館前日表示，正調查食
客卡資料外洩事件。強調餐館沒參與
任何盜用顧客信用卡資料的不法行
為。

克雷布斯在 kreb-
sonsecurity 網站揭發，數
千張信用卡和扣賬卡資料在地
下網站Rescator出現，以每張18
至 140 美元(約 140 至 1,085 港元)放
售。受影響銀行已在網站回購多張失
竊信用卡，據悉全部曾在3月至5月
19日在華館使用。 ■CNBC

俄兩黑客涉「綁架」蘋果產品被捕 數千食客信用卡資料被盜
美最大中餐館助查

作為全球最大明蝦出口國，泰國漁業勞動力嚴
重短缺。英國《衛報》經6個月調查揭發，為滿足
美歐對廉價明蝦需求日增，大量亞洲移民被販賣
至無證漁船，長年在海上無薪作業，過着奴隸生
活，甚至遭「四船分屍」的行刑式處決。

日做20小時 注興奮劑保體力
15名來自緬甸和柬埔寨貧困地區的受害者，多年

前遭人誘騙至泰國，以250至450英鎊(約3,252至5,854
港元)賣身給無證漁船。他們日做20小時，需忍受船

主辱罵、毆打。為讓「奴隸」保持體力，船
主為他們注射興奮劑，卻只提供少量食物。
有受害者稱曾目睹20名同伴被殺，其中一人被船

主用繩將四肢繫在4條船上，隨後令船開往不同方向
來分屍，有人不堪身心折磨自殺。 ■《衛報》

■■多款多款AmiiboAmiibo公仔在電玩展中展出公仔在電玩展中展出。。 美聯社美聯社

■■一名柬埔寨一名柬埔寨
少年在碼頭工少年在碼頭工
作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德國漢堡德國漢堡

■■馬德里有馬德里有
示威者向一示威者向一
輛疑似應召輛疑似應召
車 輛車 輛 起 飛起 飛
腳腳。。 美聯社美聯社

■■車頭玻璃車頭玻璃
亦被打破亦被打破。。

美聯社美聯社

■■用戶透過用戶透過
智能手機查智能手機查
看附近是否看附近是否
有應召車有應召車。。
彭博通訊社彭博通訊社

四代全雙胞胎
一家連續四代人都是雙胞胎，有多罕見？英國這

個家庭有一對7個月大孖女，她們的母親
格溫有個雙胞胎姊姊，格溫的爸爸有個
雙胞胎兄弟，格溫的祖母也是孖女之
一，機率是40億分之1！
36歲的格溫懷孕12周產檢時，從掃

描中隱約看到角落位置多了些「東
西」，原來是另一名女兒的頭部。後
來孖女早產5周，格溫與丈夫堅決
不會把孖女打扮得一樣，因她從小
就被祖母安排與姊姊穿同樣的衣
服，但她不喜歡，因為「我們是獨

立的人」。
英國多胎基金會的登頓表示，若女性帶

有雙胞胎基因，其女兒誕雙胞胎的機會比
母親高4倍。看來格溫的孖女可望繼承誕
雙胞胎的家族傳統。

■《布里斯托爾郵報》

四十億分之一機會

手機收在手袋
裡，容易聽不到鈴
聲或感受不到震機
而錯過來電，有見
及此，美國有公司
推出智能戒指Ring-
ly， 當 手 機 有 來
電、短訊、電郵、
facebook 和 Insta-
gram訊息，戒指就

會發光或震動，而且設計時尚簡約，易於配
搭不同造型。
Ringly表層鍍有3微米厚的18K啞色黃
金，鑲有半寶石，有黑、紫、白及綠4色。
戒指透過藍芽系統連接手機，適用於iOS及
Android系統，甚至可為不同號碼設置不同
顏色的閃光。Ringly現接受預訂，售價145
美元(約1,124港元)起。 ■CNET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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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屆iPhone攝影大獎賽冠軍將於周日揭盅，54名入圍者來
自香港等全球17個國家或地區。他們須以iPhone或iPod touch拍照，
角逐16個類別的最佳照片(見圖)，包括建築、藝術、兒童、食物、

風景、新聞等等，最後角逐總冠軍。各類別第一名可獲一條金
條，綜合賽三強可獲16GB Wi-Fi版iPad Mini一部。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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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熱潮愈來愈普遍，相
關意外亦隨之增加。美國加
州大學長灘分校為單車
設計出「貓鬚」安全
裝備，為自己建立安
全踩單車的範圍，
並提示其他司機
有單車出現。

名為VibriSee的單車觸鬚，由6名大學生設計。他們
發現，路面單車意外多是單車突然出現或與汽車距離
不足所致，若能提早得知單車出現，或擴大單車周
邊空間，可大減意外機率。
學生因此參考多種動物探測空間的方法，設計出

VibriSee。它以透明及螢光色反光物料製成，適合夜
間使用。4條觸鬚安裝在車頭，由手柄控制，使觸鬚屈
曲或伸展，改變單車所佔範圍，並透過觸鬚改變形態，
向其他駕駛者傳遞不同訊號，例如告知有單車到來、將
要轉彎等。 ■《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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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溫和7個月大的
孖女。 網上圖片

■Ringly又閃又震，
以後不再怕錯過來
電。

■觸鬚擴大範圍，減少意外。網上圖片

■■「「宙斯宙斯」」闊闊99米米、、高高55米米，，重約重約11噸噸。。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畀千三萬睇世盃畀千三萬睇世盃

370370吋龍門電視吋龍門電視

宙宙斯闊斯闊99米米、、高高55米米，，重約重約11噸噸，，
打破日本松下電器的打破日本松下電器的152152吋最吋最

大電視紀錄大電視紀錄。。它配置它配置650650億種色彩億種色彩，，提供提供44,,000000解像度雙高清畫質解像度雙高清畫質。。

同時顯示同時顯示2020頻道頻道 手勢操作手勢操作
宙斯能同時顯示宙斯能同時顯示2020條頻道條頻道，，保證不會錯過任何一場賽事保證不會錯過任何一場賽事。。它可用手它可用手

勢操作勢操作，，甚至眨眼就可轉台甚至眨眼就可轉台。。宙斯也可感應房間內燈光明暗宙斯也可感應房間內燈光明暗，，自動調自動調
較屏幕光亮度較屏幕光亮度。。
TitanTitan僅生產僅生產44部宙斯部宙斯，，其中兩部已預售給法國康城一家酒店及英國其中兩部已預售給法國康城一家酒店及英國

一位傳媒鉅子一位傳媒鉅子，，據悉此人會將宙斯裝置在泳池底部據悉此人會將宙斯裝置在泳池底部。。 ■■《《每日郵報每日郵報》》

世界盃開鑼世界盃開鑼！！高清睇波當然未夠高清睇波當然未夠，，屏幕夠大才是真屏幕夠大才是真
正享受正享受。。英國英國TitanTitan公司將推出全球最公司將推出全球最

大電視大電視「「宙斯宙斯」」(Zeus)(Zeus)，，
屏幕闊屏幕闊 99 米米 ((約約 370370
吋吋))，，大如足球門大如足球門，，為為
球迷提供最佳視覺享球迷提供最佳視覺享
受受。。要嘆要嘆，，當然要付當然要付
出代價出代價，，宙斯售價高宙斯售價高
達達 100100 萬 英 鎊萬 英 鎊 (( 約約
11,,300300 萬港元萬港元))，，非普非普
通人能買得起通人能買得起。。

■■可用手勢操可用手勢操
作作，，甚至眨眼甚至眨眼
轉台轉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