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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廣播公司(BBC)接連裁員削支，但英國《每日電
訊報》揭發，愛狗如命的第四頻道著名主持人
穆雷，每周出差都帶同她的兩隻芝娃娃寵物
狗，並有專車接送及乘坐火車頭等車廂，
花掉數千英鎊。BBC否認濫用經費，強
調額外花費皆由穆雷支付。
穆雷曾在其撰寫的書中提到，其
愛犬不慣獨處，因此每次出席飯局
都會帶同牠們，否則寧願不出
席。報道指，64歲的穆雷每周從
倫敦前往曼徹斯特的錄影廠，拍
攝清談節目《女人時間》，BBC
為讓她安心工作，不惜花重金
讓兩隻狗仔陪伴主人出差。

■《每日電訊報》

■穆雷每周出差都帶同兩隻芝娃娃，有專車接
送及乘坐火車頭等車廂。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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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解析音頻」(High-Resolution Audio)一詞雖然已出現多
年，但業界到今年6月才就其定義達成共識。根據數碼娛樂集團(DEG)、

消費者電子產品協會(CEA)及美國唱片學院，高解析音頻是「能夠從高
於CD質素的來源，完全還原錄音中整個音域的聲音的無損音頻」。
以往音樂檔為了壓縮容量，經常會刪走人類聽不到的音域、或是音量過細

的聲音，亦即人們經常說的「有損音樂」。相反「無損音樂」(lossless audio)
則完全還原錄音，包括極高音和極低音，甚至細微如歌手的呼吸聲，也能清
楚聽見。

以數字而言，高解析音頻通常指壓縮率為不低於24bit、96kHz的音樂，
MP3及CD則為16bit、44.1kHz。由於無損音樂包含更多聲音資料，容
量普遍較大，意味下載時間較長，耗用播放器更多電量。

HDtracks創辦人切斯基以電視作比喻，稱高解析音頻就像是用
「80吋4K超高清電視」看電影，對比一部「15吋黑白電視」。

然而電視影像分別較明顯，一般人卻未必能聽出音頻差
異，這亦是企業推銷高音質音樂的難關。

■《華爾街日報》

回潮
Walkman

索尼1979年推出全球首部「隨身聽」

(Walkman)，在全球掀起Walkman文化。35年後的今天，

索尼Walkman「改頭換面」，換上重量感十足的機身，標榜支援超高音

質音頻檔案，價錢亦由大眾化轉為高階。分析認為，隨着科技進步，Walkman儲存

容量大增，消費者毋須像以往被迫方便及音質二選一，促使愈來愈多人追求高音質享受。

索尼為紀念Walkman面世35周年，去
年12月在日本推出NW-ZX1，大受歡

迎。ZX1已登陸歐洲和亞洲，索尼香港官網標價
5,680港元。索尼表示，每部ZX1均是由一塊鋁金
屬以人手雕刻而成，有助減低雜音。

受歡迎 難挽101億虧損
雖然ZX1在日本大受歡迎，不過市場估計
其出貨量只有數千部，相信不會成為主
流產品，更遑論成為索尼的「救世
主」。索尼截至今年3月的財政

年度錄得13億美元(約101億港元)虧損，預料本財年會繼續出現赤字。
不過評論認為，ZX1受歡迎無疑反映愈來愈多Walkman用家追求高
音質。以往由於記憶容量所限，用家需要把音頻檔案壓縮才能放入
Walkman，導致音質流失，但問題已隨着iPod和ZX1等128gb大容
量Walkman面世得到解決。
美國電子音樂商店HDtracks創辦人切斯基表示：「就像人們開
始透過高清電視追求視覺享受，音樂世界亦出現相同趨勢。」
HDtracks專門提供高清音樂檔案，自2008年創立以來，店舖收

入每年均升超過一倍。
索尼絕非唯一嘗試開拓高

清音樂市場的廠商，韓國三
星電子及LG、台灣宏達電

(HTC)等均打算推出可
支援高音質檔案的智能
手機。

■《華爾街日報》

美國政府被揭監控全球通訊，但原來
他們的野心不止於地球，更想將監察網
擴至月球。前日是已故美國太空人
岩士唐登月45周年，美國國家安全
檔案館解密一批舊檔案，顯示美國
曾打算在月球建立軍事監控基地，
監控地球、月球以至太空的通訊和
活動，以及建立從月

球向地球發動軍事攻擊的手段。

圖太空核試
檔案名為《士兵、間諜與月球：美
國和蘇聯在1950及60年代的秘密計
劃》，揭示美蘇太空競賽背後的黑暗
面。根據一個代號「地平線項目」的
計劃，美國除了曾打算建立監控基

地，亦有意研究
一 種

安裝在月球上，能攻擊地球的武器。
文件又顯示，美國計劃把月球當作

核試場，除了可以評估宇宙核戰爭的
可行性，亦可讓美國成為首個在月球
引爆核彈的國家，「展示先進技術，
為國家帶來正面政治效果」。不過其
後由於各種因素，空軍最終放棄整個
計劃。
另一份名為「綁架Lunik」的報告

則顯示，美國情報人員曾經趁蘇聯太
空艙「Lunik」巡迴展出時，暗中把
它偷走一段短時間，記下太空船

一切細節後歸還蘇聯。
■《美國廣播公司》
/《印度時報》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趁
太空人岩士唐登月45周年
解密舊檔。

美聯社

美曾擬月球建監控基地 研武器襲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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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奧朗德年初被踢爆與女
星加耶有染，導致「第一女友」特里
爾韋勒怒斬情絲。事隔7個月，當地
傳媒指他準備於下月12日60歲大壽
當天迎娶加耶，給女方正式名份。
《巴黎人報》引述執政社會黨
知情人士稱，黨員早於3個月前
已收到「風聲」，指奧朗德打算
於當日給予加耶名份。法國作家
阿澤魯阿爾指出，加耶已厭倦做
「情婦」，而且不想被公眾覺得
是壞人，故過去數周施壓，奧
朗德最終答允結婚。
在上周一法國國慶日，奧朗

德被記者問到私生活時說：「有
消息便會交代，但我現在無資
料。」令不少人揣測他將公布婚
訊。 ■《每日郵報》/

《每日電訊報》

奧朗德下月60大壽
傳娶「情婦」

■盛傳在加耶施
壓下，奧朗德終

肯給她名份。
資料圖片

主持帶芝娃娃坐頭等出差

BBC涉濫用經費
高清音樂

聽到歌手呼吸聲

屋主清晨4點起床 透爐煮早餐
35歲的桑森身體力行，用已有80年歷史的清潔拖

把打掃地毯、用軋布機洗衣服、清晨4時起床透爐煮早
餐，還有舊式攪盤電話、連接到室外的踎廁及用水盤儲

水沖廁。客廳鋪上復古地毯，放
置1930年代英式3件套沙發，留
聲機上播放着二戰時期聲名大噪的
歌手Vera Lynn的黑膠碟。
桑森自小嚮往1940年代的生活，
那時候人們會藉交談互相了解，而
不是埋首社交網站。不過桑森亦承
認現代生活有其便利之處，他的攪
盤電話有數個號碼已壞掉，故要加
裝現代攪盤才能打出電話，雜誌架
背後藏有平面電視，軋布機後亦有
一部現代洗衣機。 ■《每日郵報》

大膽小偷冒警 覊留室叫薄餅外賣
美國肯塔基州29歲男子
哈普上周二涉嫌高買及在
公眾地方醉酒被捕，但他
竟在覊留室內，假冒拘捕
自己的警員，致電薄餅店
訂購5個薄餅，送到他身處
的警署，結果罪加一等，
不過他事後否認。
哈普因在便利店偷取價
值36美元(約279港元)的啤
酒被捕。當薄餅店Domino's將食物送到警署，當值警員均摸不
着頭腦，調查後發現哈普藏有手機，並曾以拘捕自己的警員威
爾遜名義叫外賣，遂控以涉嫌盜用他人身份、詐騙及冒警罪。
哈普否認與這宗惡作劇有關，打算找律師為他脫罪。他稱當
時覊留室內約有10人，認為他們可能曾使用其手機。

■《每日郵報》/英國《都市報》

成田機場設膠囊酒店 300元瞓一晚
日本東京成

田機場有愈來
愈多廉航航班
在早上6時起
飛，旅客為此
常要在客運大
樓過夜，但他
們日後只要花
3,900日圓(約
298港元)，就可在二號客運大樓的膠囊酒店
過一晚，較機場長椅舒適得多。
酒店由日本膠囊酒店企業「9小時」開設，
位於停車場大樓一樓，內設58間女士客房及71
間男士客房，每間高1米、長2米。旅客也可以
時租方式入住，每小時房租1,500日圓(約115港
元)。 ■綜合報道

■哈普事後接受傳媒訪問。網上圖片

■■床位排列密集床位排列密集，，令人令人
想起蜂巢想起蜂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妻放上網爆紅
想與伴侶親熱但多次遭拒絕，難免

令人沮喪。外國有一名男子上月起用
微軟Excel試算表，記錄妻子在逾一個
月內以不同藉口推搪其親熱請求，並以
電郵寄給女方。妻子收到後大感震驚，
嘗試聯絡丈夫但遭掛線。她於是把試算表
上載至社交網站Reddit與網友分享，隨即惹

來熱議，不少網民都批評男方的做法不成熟。
試算表列出男方提出做愛的日期、是否成功，以

及妻子婉拒的藉口。當中的原因包括女方覺得自己
極胖且難看、疲憊不堪、要洗澡、正觀看節目及身
體不適等，有時則沒說明因由。男子其後趁妻子出
外公幹前，把試算表電郵給她以示抗議。

■《每日電訊報》/《布里斯托爾郵報》

丈夫Excel記錄妻不做愛理由

出外旅遊要小心看管財物，包
括度假屋。居於羅馬尼亞首都布加
勒斯特的帕斯卡利，原打算回布賴
伊拉市的祖屋度假，怎料發現整棟三
房別墅消失得無影無蹤，疑遭匪徒偷
走，原址則變成一片將可收割的玉
米田。他慨嘆只有羅馬尼亞才會發
生這種事情。
40歲的帕斯卡利繼承了父母的別墅，該別墅
最近完成翻新，設備一應俱全，還鋪了草地及
加建有噴水池的池塘。他回去度假時卻驚見

整棟別墅連同所有物品均被偷走，原本安裝在別墅周
邊的防盜鐵絲網也不例外，相信鄰居其後見有一塊空
地，便用來種植玉米。 ■綜合報道

變玉米田別墅全棟被偷走

■原本模樣 ■變玉米田

當全球踏入智能家居時代，英國劍橋

郡男子桑森卻反其道而行，花了多年努

力把家居「時光倒流」至1940年代。

別以為他只是「得個樣」，每件古董均

可看可用，打電話、洗衣服、打掃及上

廁所等起居生活，全部「倒帶」回到那

個沒有互聯網和電腦的年代。

■■攪盤電話攪盤電話 ■■收音機收音機 ■■留聲機留聲機

■■已有已有8080年歷史的年歷史的清潔拖把清潔拖把

回到1940時

英國5歲男童奧爾德雷德
飼養的蝸牛「韋爾斯」，
日前於諾福克舉行的全球

蝸牛爬行大賽中勝出，獲
主人送上生菜作獎勵。

這項比賽已舉辦超過25年，
參賽蝸牛會被放於一個

圓圈中心，然後

鬥快爬至13吋外
的圓形外圍。
「韋爾斯」以

3 分 19 秒完
成，與1995年

創下的2分鐘世界紀錄仍有
一段距離。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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