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者曾屙嘔多次轉機 尼國追蹤3萬人

死者是擁有美國籍的40歲利比里亞財政部顧問索
耶，原定下月赴美與家人團聚，慶祝女兒生日。他

上周在利比里亞出發，途中在加納停留、多哥轉機，期
間在機上嘔吐和腹瀉，抵達尼國機場便休克，隨即被隔
離，到上周五不治。

曾照顧染病姊妹 入住醫院關閉
尼國事後關閉並隔離索耶曾入住的醫院。索耶妻子稱

丈夫上機前曾照顧患病的姊妹，當時不知道對方感染
伊波拉病毒，認為丈夫因此被感染。
尼日利亞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跟英國等多個國家

有密切連繫，索耶的個案為全球敲響警鐘，西非各國亦
已加強旅客檢查，但有專家認為效果有限。倫敦衛生與
熱帶醫學院傳染病教授海曼指出，最佳方法是旅客生病
就不要出國，但很多人為免行程受阻會隱瞞病情。截至
前日為止，世界衛生組織(WHO)仍未就伊波拉疫情實施
旅遊限制。

直接接觸分泌物傳染
由於伊波拉病毒要到患者出現症狀才具傳染力，加上

只透過直接接觸患者體液和分泌物傳染，普遍認為傳染
性較低。美國當局認為，疫情擴散至西非以外國家可
能性很低，但強調不能掉以輕心。美國總統奧巴馬指
示衛生部門加強疫區援助工作，以遏制疫情擴散。
根據WHO上周五數據，西非三國幾內亞、利

比里亞和塞拉利昂共有1,093宗病例，其中660
人死亡。CDC最新數據則是1,201人感染，
672人死亡。

■美聯社/路透社/《每日電訊報》

駐守韓朝邊境的韓國陸軍第22師團上
月發生士兵槍殺同僚案後，軍方昨日證
實，剛過去的周日有兩名前線士兵自
殺，引起當地社會關注年輕士兵被派駐
前線所承受的壓力。

死者分別姓申及姓朴，年約二十出
頭，因為情緒不穩定被列入需特別監察
名單。今年5月入伍的申某，周日被發
現在軍營內廁所用鞋帶上吊自殺身亡。
朴某同日被發現在軍營另一處地點自

殺。當局正調查事件。
韓國出生率低令徵兵數目下降，有指

為不影響邊防兵力，即使不能適應前線
壓力的士兵亦會被派往駐守。

■法新社

前線韓兵鞋帶上吊 一日兩宗自殺

美國佛羅里達州男
子伊里薩里周日與妻子
慶祝結婚9周年，當日上
午更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發文感激妻子多年的支持，
承諾與她白頭到老。怎料他下
午與女兒到沙灘遊玩時，遭一架

緊急迫降的小型飛機撞死，一家從
此天人永隔。
36歲的伊里薩里是陸軍軍士，

育有三名子女，事發時正帶同大女
奧切安娜到薩拉索塔沙灘遊玩。
約2時45分，該小型飛機向附近

的威尼斯市機場發出求救信號，要

求在沙灘急降，但未能順利着陸，
更撞中伊里薩里父女。伊里薩里當
場死亡，女兒頭部重創，送院後
不治。墜毀飛機其中一個輪胎失
蹤，一邊機翼受損，螺旋槳撞爛，
機師及一名乘客沒受傷。

■《每日郵報》/美國廣播公司

飛機急降沙灘 撞死美父女

■伊里薩里（右後）生前與妻女等合照。右圖為迫降的小型飛機。 網上圖片

韓國媒體報道，已故朝鮮領導人金正日
母校、朝鮮名校「平壤第一初中」一輛旅
遊巴今年5月 24日駛往露營目的地途
中，在江原道馬息嶺失事墮下山谷，車
上50多名三年級學生全部罹難，包括多
名朝鮮高層幹部子女。報道指，事發後
朝鮮政府立即派軍隊到場處理善後，並

徹底封鎖消息，到近日才被揭發。
韓媒引述朝鮮消息報道，事發地點是平

壤元山高速公路繞行路，即馬息嶺舊路路
段，道路十分狹窄陡斜。據悉旅遊巴當時
正前往松濤園露營地，經過事發路段時墮
下道路下方的山谷，釀成慘劇。

■中央社/韓國《朝鮮日報》

朝名校旅巴墮山谷 多高官子女罹難

羅浮宮花園淪鼠竇 陪遊客野餐
法國巴黎羅浮宮博物館旁的
杜樂麗花園乃世界知名旅遊
景點，最近卻多了一群不速
之客。由於遊客絡繹不絕，
衛生環境惡化導致鼠患猖
獗，但很多遊客不以為
意，照常在該處野餐和
隨地拋棄垃圾，令情
況日益嚴重。
攝影師弗朗科隆
上周前往杜樂麗

花園及卡爾賽公園草地，兩日內
拍到至少30隻老鼠出沒。他指老
鼠光天化日在草地上穿梭，兒童
在後追逐，野餐人士則把吃剩的
薄餅和三明治隨處丟棄，導致問
題加劇。
羅浮宮與法國文化部負責維持

花園及公園的衛生清潔，但文化
部一直依賴城市衛生當局。博物
館指每月會進行兩次滅蟲行動，
夏季會更頻密，但最近鼠患愈趨

嚴重，已另聘私人滅蟲公司，不
過未見成效。 ■《衛報》/
《每日電訊報》/法國《本地報》

■■遍地老鼠遍地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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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伊波拉疫情有蔓延跡象，一名利比里亞男

子上周乘飛機抵達尼日利亞後發病，數日後不

治，是尼國首宗伊波拉病毒病例。據悉該男子飛

往尼國途中曾多次轉機，更計劃下月前赴美國，

令人擔憂病毒可能隨患者坐飛機傳播到外國。尼

政府正追蹤曾與他直接或間接接觸的多達3萬

人，至今有20人接受檢查。美國疾病控制及預

防中心(CDC)警告伊波拉疫情或像「山林大火」

般擴散，要求赴西非旅客提高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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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逝的索耶生病逝的索耶生
前與妻子合照前與妻子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索耶原定下月赴美慶祝索耶原定下月赴美慶祝
女兒生日女兒生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亞馬遜表示，3D打
印服務可以連繫

設計師、製造商及賣
家，為無數顧客生產各
種富個人特色的產品。

售232元
200特徵供調校
這些高6至10厘米的

公仔售價 30 美元 (約
232.5港元)，以全彩色
砂岩打印，並會使用專
為3D打印研製的專利
粉末上色。大頭公仔頸
部內藏同樣以3D打印
特製的彈簧，讓頭部輕
輕擺動。顧客亦可從超
過200個配件或特徵自
行選擇及調校，例如更
改膚色和眼珠顏色，使
公仔更像真。

■《每日郵報》

植物奶人氣急升
不少人喜歡喝牛奶，卻又怕內含的脂

肪致肥，使得更多人轉飲較健康的「植
物奶」，例如以杏仁、大豆、燕麥或米
製造的飲品。市場研究機構Mintel發現，
英國非乳製品市場規模從2011年的3,600
萬公升，飆升至2013年的9,200萬公升，升
幅達到驚人的155%。相比之下，牛奶和忌廉
同期銷量增長只有3%。
超過1/4受訪者認同植物奶較牛奶健康，因它

高纖低脂，又不會引發乳糖不耐症等敏感反應。
超市購物專家mySupermarket指今年與2010年相
比，約有20%消費者不再買牛奶，同時多了15%
人選購其他代替品。
英國大型超市Asada、Sainsbury's、Tesco去年

的杏仁奶銷量分別上升150%、181%及45%，馬
莎百貨今年更推出不含牛奶的復活蛋，反映植物
奶似乎正漸漸成為主流。

■《每日郵報》

牛奶致肥

蘋果公司
智 能 手 機
iPhone 6 尚
未 正 式 公
布，市場已
出現不少相
關產品。提
供手機改裝

服務的奢侈品零售商Brikk現已開始接受預訂，為顧客
提供鑲鑽、金或白金版iPhone 6，亦可在蘋果標誌上鑲
鑽，所有工序由人手負責，價錢由4,495至8,395美元(約
3.5萬至6.5萬港元)不等。
不過加工過程需時一個月，意味如果iPhone 6如傳聞
所言在9月發售，用戶最快也要10月才能享用這個「超
豪級手機」。 ■CNET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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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定義因人而異，英國剛於周日選
出「最美曲線」小姐，30名體態豐盈的
候選佳麗雲集倫敦，由穿14碼到26碼
的都有。經過泳裝、晚裝等環節後，
最終由16碼福克郡佳麗、24歲電視

主持布萊克摘冠。自信十足的她
發表感言時稱：「要勝出

選美比賽不一定要十全
十美，我就是證據。」

■網上圖片

挑戰4周游畢萊茵河
德國一名49歲化學教授前日展開獨
泳挑戰，為了科學與環境效益，他
將從上游沿河而下，花4周游完
整條萊茵河。
自稱「瘋狂教授」的費斯8歲
起開始游泳，2008年曾游了27
公里橫渡蘇黎世湖，以6小時
17分創下他所屬年齡組別的紀
錄。他接受訓練一年多後，前

日跳進瑞士托馬湖，展開1,231公里之
旅。他計劃穿越德法兩國，下月24日
抵達荷蘭鹿特丹的出海口。
28天旅程所募贊助基金，將為費斯

任教的富特旺根大學添購一部價值逾
10萬歐元(約104萬港元)的高科技水質
分析儀器，用於找出萊茵河的污染源，
避免繼續污染。

■德國《The Local》

瘋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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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並非人人懂得欣賞，澳
洲悉尼計劃斥資930萬澳元
(約6,763萬港元)，為悉尼
中心樞紐喬治大街安置3
件大型公共藝術品，不
過其設計卻引來民眾大

肆批評。其中以彎曲鋼板製成、模仿雲朵形狀的
「雲拱」(Cloud Arch)更成眾矢之的，遭網民大鬧
更像「牙線、蠕蟲和丁字褲」。
高50米的「雲拱」由日本建築師兼藝術家石上純也

設計，造價350萬澳元(約2,545萬港元)。其設計引來網
民紛紛惡搞，有人為作品添上雙眼、嘴唇和假髮，變成
攜着手袋步行的女士；有人則上載一條橡筋圈的照片，
然後要求悉尼當局付他900萬澳元(約6,544萬港元)，暗諷
完全不懂欣賞這些作品。■澳洲新聞網/法新社

■質地似磨砂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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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巨頭亞馬遜前日起引入網購巨頭亞馬遜前日起引入

33DD打印服務打印服務，，顧客可訂製模仿自己的迷你大頭公仔顧客可訂製模仿自己的迷你大頭公仔，，

從髮型到衣着均可度身訂做從髮型到衣着均可度身訂做，，獨一無二獨一無二。。顧客只需顧客只需

安坐家中安坐家中，，上網上網

選好選好Mini MeMini Me

的不同設定的不同設定，，

製成後便會製成後便會

郵寄至府郵寄至府

上上，，非常非常

方便方便。。

■■連衣服都可造到一模一樣連衣服都可造到一模一樣。。

■■232232元度身訂造還送元度身訂造還送
到府上到府上，，也算划算也算划算。。

澳2545萬元藝術品 被嘲似蠕蟲被嘲似蠕蟲

■「雲拱」

MiniMini
MeMe

曲線小姐曲線小姐：：美麗不需十全十美美麗不需十全十美

iPhone 6未面世 金鑽版率先索價金鑽版率先索價66..55萬萬

■鑲鑽、金或白金版iPhone 6已開始接
受預訂。 ■■費斯費斯

■冠軍布萊克（中）

■■身穿保護衣的醫護為伊波拉患者拿取食物
身穿保護衣的醫護為伊波拉患者拿取食物。。路透社路透社

■■職員準備埋葬伊波拉職員準備埋葬伊波拉

患者遺體患者遺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