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4 國際新聞/環球 SO FUN ■責任編輯：曾綺珺 / 孔惠萍 2014年6月21日（星期六）

日本兩名福島農民昨日帶同一頭大乳
牛，到東京的日本農林水產省抗議，指
牛隻及其他動物身上出現白點，疑是
2011年3月福島核電站洩漏輻射所致，
要求政府徹查。農林水產大臣林芳正當
時不在辦公室，二人獲准把請願信交到
接待處。
提出抗議的長澤正見(音譯)表示，「牛

隻不能當牛肉出售，牠們是輻射禍害的
證據」。另一名農民松村直人(音譯)則
稱，有必要查出原因，並讓其他人知道
真相。長澤的農場距離福島核電站只有
14公里，其飼養的約350頭牛中，包括
在核事故發生後被棄置的牛隻，二人共
照顧約600隻牛。 ■法新社/美聯社

福島農夫帶「輻射」牛赴東京抗議

■農夫指牛隻身上出現白點，疑受輻射
感染。 法新社

美國亞利桑那州艾曼監獄發生囚犯強
姦職員案，今年1月一名女教師獨自在
性罪犯的房間內監考，遭囚犯哈維強
姦，其間她高聲求救但無人理會。事件
反映美國監獄保安人手短缺，難以保障
工作人員安全。
案發監獄有約1,300名強姦、兒童猥褻
及其他性罪犯。受害人1月時單獨為6名
囚犯監考，只有一部對講機傍身。哈維待
其他人離開後，問教師他可否上廁所，待
教師打開牢房門，哈維強行把她拖入廁內，
用筆刺傷她的頭，並把她按在地上強姦。
事後哈維用對講機通知保安，卻發現

調到監獄守衛不常用的頻道，於是哈維
讓受害人用手機求救。已退休的副獄長

圖爾斯拜恩
斯指，事發
時沒其他職
員在旁，使
哈維有機可
乘，反映監
獄長期人手
短缺及保安
制度鬆懈，
令員工在高風險環境工作。
20歲的哈維3年前因強姦被判監30

年，起初列為第4級犯人，僅次於最高
危的第5級。他入獄半年後多次違反監
獄守則，但仍獲調低危險級數。

■《紐約新聞日報》/《每日鏡報》

美性罪犯監獄內姦教師

美國著名電單車生產商
Harley-Davidson(哈利-大
衛信)將推出首部電動電單
車，其外形有別於旗下的
重型電單車，以充滿未來
感的流線型全黑設計
為主，有助吸引女騎
士。新電單車
可在4秒內由
靜止加速至時
速 96公里，充
滿電後可行駛
210公里。
這款電動電單

車名為Project LiveWire，下周將在紐約
展開巡迴全國路演，今年內會推出30輛
讓消費者試騎，收集用家意見，預計最

快兩年後面世。
■《每日郵
報》

■哈維。 網上圖片

哈利首推電動電單車
據報，iWatch屏幕略呈長方形，錶

面稍微凸起呈弧面，支援觸控操
作；屏幕將由韓國廠商LG Display獨
家供應，但是否如早前傳聞般，用藍
寶石玻璃製成，則未有披露。

無線充電 感應器測脈搏
iWatch將支援無線充電，亦能獨立
執行部分功能，但在收發短訊及語音
交談時，仍需連接智能手機，並只能
支援使用iOS的產品，即iPhone；另
外iWatch將配備感應器，檢測用戶的

脈搏，有關感應器會由新加坡
Heptagon公司提供。
另有消息指，iWatch的用戶介面會

和iPhone、iOS 8很接近，但相信會
更優化，有傳只要掃一眼，用戶就能
看到通知消息。
據報蘋果計劃在發布後的首年內，

輸出5,000萬隻iWatch；廣達將成為
最大生產商，負責最少70%產量。不
過有分析認為，如果iWatch真的如此
「龐大」，推出初期可能難以打動粉
絲。 ■路透社/《福布斯》

智能手機失竊案愈來愈多，科技巨企Google和
微軟決定分別在旗下Android和Windows Phone
操作系統的最新版本加入「殺機」功能，令賊人偷
取手機後無法使用。數據顯示，蘋果公司去年9月
在iPhone加入殺機功能後，相關失竊案大跌。
根據美國紐約州政府報告，在今年首5個月，

紐約市的蘋果產品失竊案按年跌19%，沒有加入
殺機功能的三星手機，失竊案則大增逾40%。三
藩市地方檢察官加斯孔呼籲當局修改法例，強制
手機加入防盜功能。 ■英國廣播公司/美聯社

Android Windows手機

料下月量產 最快10月面世

iWatch傳配2.5吋芒
蘋果公司智

能手錶 iWatch

何時推出一直備

受關注。路透社引

述知情人士披露，

iWatch 錶面對角長

度達 2.5 吋，遠大過

此前傳聞的1.3吋至

1.5 吋，大小與 iPod

Nano一樣，並由台

灣廣達電腦試產，

預計 7 月開始量

產，可能最快於

10 月的發布會

亮相。蘋果及

廣達拒絕回

應報道。

大如iPod Nano

增「殺機」功能防盜

■iPhone■iPhone加入加入「「殺機殺機」」功能後功能後，，紐紐
約市相關失竊案大跌約市相關失竊案大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指 iWatch配備 2.5
吋屏幕，大小與 iPod
Nano一樣。 網上圖片

■ 網 傳 iWatch 介 面
圖。 網上圖片

■最新網傳iWatch
照片。 網上圖片

砌完帶入「腦」Lego新玩法
現今小孩大多數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玩遊戲，有

見及此，樂高積木(Lego)決定推出新遊戲「Fusion
Box」，砌玩積木後，可將其帶入手機和板腦中，讓現
實中的模型變成虛擬世界一部分。
Fusion Box包含200塊積木、可免費下載的應用程式

(App)以及一塊特製底板。玩家在底板砌好積木後，可用蘋
果iOS或Android手機板腦的鏡頭對準模型，程式會辨別完
成品的大小和顏色，然後自動將積木「帶到」虛擬世界，變成
3D模型。
Fusion Box將於8月在美國開售，每套35美元(約271港元)。產品共

有4款，包括興建房屋、舊式樓宇和中世紀塔樓等。 ■《每日郵報》

外牆鋪鏡

英國倫敦南部即將出現一幢「隱形」房屋，原來是建築
師打算在屋外牆鋪設鏡子和玻璃，反射附近景物的影像，
變相讓房子隱身。
業主莫頓兩年前以9,000英鎊(約11.9萬港元)購入劉易舍姆

區兩幅棄置的垃圾場地皮，委托建築師洛雅各布設計3層高的
房子，兩層樓房建於地面上，另加地下室。洛雅各布計劃建
造環保家居，全屋使用隔熱物料，又採用再生能源。
隱形屋建築成本約25萬英鎊(約330萬港元)，料明年春季完
工，屆時估值65萬英鎊(約858萬港元)。 ■《每日郵報》

喜歡玩過山車的人有
福了！位於美國伊利諾
伊州六旗樂園的木製過
山車「Goliath」前日開
幕，一次過打破3項世
界紀錄，分別為全球最
高、最快和最斜的過山
車。遊客可從 180 呎
高，以近乎垂直角度俯
衝，最高速達每小時
116公里，全程只需
1分15秒。
■六旗樂園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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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工作後，想獨處又避不開鬧
市人群？日本有公司考慮到上班族
追求私人空間的需要，推出狀似太
空艙的「Kakureru」(自閉屋)，內
設舒適的椅子，兩旁是一層層儲物
空間，中間設有電腦桌，用作溫習

或煲碟等娛樂亦可。
只要把椅子滑入「屋」內，就形

成封閉空間，享受與世隔絕。每間
自閉屋售價約4,500英鎊(約5.9萬港
元)，目前已全部被預訂。

■《每日郵報》

與世隔絕「自閉屋」

■砌好積木後，用手機板腦拍下完
成品，程式就會自動將積木「帶
到」虛擬世界。 美聯社

■■把椅子滑入把椅子滑入「「屋屋」」
內內，，形成封閉空間形成封閉空間。。

法外長扮天氣先生變身隱形屋 遭網民「萬能key」

法國外長法比尤斯為宣傳明年
在巴黎舉行的COP21氣候會議，

化身天氣先生，照片刊於最新一期《Le Parisien》雜
誌封面。不過網民顯然不買賬，有人用改圖軟件執走
地圖，再玩「萬能key」，把背景換成外星人、性感
女郎甚至大作家雨果，讓人啼笑皆非。
網民將氣象圖背景換成雨果肖像，使法比尤斯看似

指着雨果的鼻孔；又換成壁畫《創世紀》，讓他與上
帝手指接觸；甚至換成他指着女性的胸部。 ■法新社

■天氣先生

■■《《創世紀創世紀》》■■環保內涵環保內涵

■■隱形外表隱形外表

短過46厘米：很少打結
46至150厘米：打結機會大增

139厘米iPhone耳機線：50%機會打結

耳機線很容易纏結成一堆，令人煩惱。美國加州大學

專家反覆試驗3,415次後，發現120種打結方式。長度不

超過46厘米的耳機線很少打結，長46至150厘米則打結機會大增，一

般蘋果iPhone的139厘米長耳機線，打結機會約為50%。

愈
長
愈
搖
愈
易
打
結

耳
機
線
120種
綁
法

專家將耳機線放在盒子內，再隨意將盒摔在地上，研究繩結形成的幾率、類型及是
否與線的長度有關。結果發現，盒子落地過程中，線兩端會自動靠近圍成線圈，

最後形成繩結。

數秒內可形成
有兩個因素影響打結︰線的長度和搖晃盒子的

時間。從逾3,000次實驗中，發現共有120種耳
機線打結方法，而且每種最少打結11次。耳機
線愈長、在盒內搖晃得愈久，愈容易打結，
而且結子在短短幾秒內就可形成。較僵硬的
耳機線打結機會稍為減少，但並不顯著。

■《每日郵報》/《獨立報》

■■新電單車可在新電單車可在44秒內由靜止秒內由靜止
加速至時速加速至時速9696公里公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