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維2011年1月與一名自稱居於英國倫敦
的女子展開網戀，對方表示前往機場赴

澳途中被搶去手袋，要求艾維匯款約2,000
澳元(約1.4萬港元)協助。艾維17日後方知上
當，其後他再嘗試發展網戀時，均會事先表示

「我曾被騙，不要玩弄我」。
然而數月後，艾維在網上遇上第二名騙徒，對方聲稱須帶

愛犬上機，急需1.1萬澳元(約8萬港元)周轉，艾維再次上當。第三名
女子則稱想到澳洲與艾維結婚，但須先繳交繼承遺產的手續費，艾維
又再付上8,000澳元(約5.8萬港元)。

「這次完全不同」
屢敗屢戰的艾維去年5月用交友應用程式結識一名菲律賓女子，他表示已用對
話程式Skype與對方聊天，並曾跟其家人對話，強調交往過程與此前3次完
全不同。 ■《每日郵報》

邊站崗邊跳舞
到 英 國 倫 敦 旅

遊，參觀白金漢宮
御林軍換班幾乎是指
定活動。一名在白金
漢宮站崗的御林軍，未
知是否當值時感到太沉
悶，竟在遊客面前轉圈跳

舞，令遊客忍俊不
禁。不過他的上級
並不欣賞這傻氣舉

動，國防部已展開內部調查，料
向他採取紀律處分。
長約3分鐘的短片上月被上傳

至影片分享網站YouTube，由於
拍到白金漢宮貼出的國事廳夏季
開放時間告示，相信短片是近期
拍攝。短片所見，一名身穿傳統
御林軍裝束的守衛，突然走出更
亭來回踱步，又緩緩彎身撿拾物
件，接着更即場跳舞轉圈。

一批英國遊客看得笑起來，一名
小孩則問：「他傻傻地轉圈，會否
被警察告誡？」 ■《每日郵報》

白金漢宮御林軍

創意餐桌藝術
只要有
心，平凡
的早餐也
可別具意
義。英國
米德蘭茲
一對男同
性伴侶為
歡迎新收
養的2名子女，每日吃早餐時皆花盡心
思製作別出心裁的用餐場面，如熊公仔
犯罪現場、森林動物聚餐等，讓兩名孩
子感受家庭溫暖。這種做法已維持2個
月，他們表示，只要孩子喜歡便會繼
續。 ■綜合報道

還記得去年訪港的巨型
充氣橡皮鴨Rubber Duck
嗎？其設計師霍夫曼近日
再獻新猷，製造了21米
長的大型木雕河馬。河馬
前日在英國倫敦泰晤士
河下水，標誌為期30
天的「泰晤士河節」
正式開幕，遊客更
可在退潮期間走到
河馬背上。

■路透社

送餐又送藥
斥資4.3億英鎊(約54.9億港元)興建、

在英國布里斯托爾有「超級醫院」之稱
的紹斯密醫院，正計劃以智能機械人服
務近1,000名病人，無論送餐、送藥或操
作升降機，它們都能自動完成任務。
機械人只有一呎高，每天早上10時開
始工作，它們會先把食物送到廚房加
熱，再把膳食運至病房；另還會擔任院

內其他運輸任務，包括運送藥物、日用
品及醫療廢物等。工作完成後，便會自
動返回充電站待命。
機械人能憑着紅外線感應器及內置地

圖，計劃出前往目的地的路線，並懂得
操控院內的升降機。它們現時主要在職
員區服務作為測試，假如運作順利便有
望擴展至全院。 ■綜合報道

醫院機械人

廁紙用完懶換
英國南安普敦父親里德近日被

子女不換廁紙的行為迫瘋，於是
想出創意方法「教仔」，拍片教
他們如何換廁紙，更把影片上載
至影片分享網站YouTube。短片
在5日內吸引超過170萬人觀看，
連YouTube管理員都留言大讚。
里德在短片開首時表示：「面

對面教子女根本沒用，唯有借助
社交媒體幫忙。」他隨即點名叫自己的子女留意內容，一臉嚴肅地
表示換廁紙非常困難，「首先預備一卷新的廁紙，接着從架上取下
用完的廁紙筒」，為加強效果，他更重複動作。
正當大家以為展示完畢，他提醒子女還有一個重要步驟，便是把廁

紙筒丟進垃圾桶，但他稱：「我明白這可能難度太高，今天到此為
止。」 ■綜合報道

澳洲男子艾維連 續 3 次在配對

網站求愛皆受騙，合共損失逾2萬澳元

(約14.5萬港元)，事後他唯有把財政交予

父母管理。但屢次受騙的他未有因此氣

餒，最近又在網上結識一名菲律

賓女子，更打算前往

當地求婚。

網戀屢被騙財未知驚網戀屢被騙財未知驚
澳宅男赴菲求真愛澳宅男赴菲求真愛

有片睇：youtu.be/5D9Z-zSFPQI
傳遞親情傳遞親情 阿爸拍片教仔阿爸拍片教仔

■■機械人上放了櫃機械人上放了櫃
子子，，裡面能存放物裡面能存放物
品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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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片睇：youtu.be/pN0Y2EZuvTU

■艾維雖
然被騙多
次，仍相信
網絡上有真
愛存在。

網上圖片

■艾維在菲
律 賓 的 女
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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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垣任自民黨幹事長 無助緩和中日僵局

日鋼廠爆炸13傷

卑詩省教師罷工
55萬學生無開學

加州兩法官庭內性交
遭公開譴責

加拿大前日迎來新學年，但卑詩省教師罷工仍
未結束，1,600所公立中小學校的55萬名學生無
法開學。
該省公立學校教師從6月開始罷工，當時學生
被迫提前放假，許多學校連期終考試都沒舉
行。省教師工會與省政府教育廳因在工資升幅
和班級規模上存在分歧，至今未能達成協議。
上月31日最新一輪談判破裂後，數百名中小
學生和家長前日中午聚集在溫哥華市美術
館門前，抗議雙方協議遲遲未能達成，影
響學生學業。

■新華社

■數百學生和家
長前日抗議教師
和政府未能達成
協議，影響學生
學業。 新華社

美國加州兩名男法官竟在莊嚴的法庭內與女子
性交，調查委員會批評兩人的行徑蔑視法庭，決定

公開譴責兩人。
加州司法執行委員會調查發現，南加州奧蘭治縣高等

法院法官斯坦納，先後與一名實習生及一名律師在法庭內發
生性行為，兩女都是他之前在法學院的學生。他更致電當地檢

察官辦公室，企圖協助該名實習生獲錄用。此外，他在處理一宗涉
及其好友的案件中，未有申報與對方關係而避席，涉嫌以權謀私。
科恩縣高等法院法官伍德沃德則與一名已婚下屬女文員在法庭多次性

交，甚至在審案途中向對方發色慾短訊。
公開譴責是除了免職外，對違規法官的最嚴重處分。

■《洛杉磯時報》

■■伍德沃德伍德沃德

這是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以來，首次
改組內閣。改組前，安倍政府在閣

僚「零換人」的情況下持續執政617天，
創下戰後日本最長壽內閣紀錄。不過，新
內閣仍然保留了多名安倍親信，包括副首
相兼財相麻生太郎、官房長官菅義偉及外
相岸田文雄等，新面孔則有12人。

5女入閣 小淵惠三女掌經產
新內閣中，早前曾因戀棧自民黨幹事
長一職而拒絕入閣出任安保法制相的石
破茂，被安排出任同樣屬於新設的地方
創生大臣。原定新設的安保相一職則與
防相合併，由曾任防衛副大臣的眾議院
安全保障委員長江渡聰德出任。
新內閣中共有5名女性，平了前首相小

泉純一郎時期最多女閣員的紀錄，以凸
顯安倍遵守「安倍經濟學」中重用女性
的承諾。前首相小淵惠三女兒、自民黨
內人緣甚佳的小淵優子將出任經濟產業
大臣，而非早前傳聞的自民黨幹事長。
改組另一焦點，是自民黨高層「三
役」人事安排，其中屬黨內第二把交椅

的幹事長一職由69
歲的谷垣出任，相
信是希望透過他整
理黨內人事，為明年春天的地方選舉
作準備。另外總務會長和政調會長兩
個職位由獲安倍看重的二階俊博和稻
田朋美出任。
有外媒分析，谷垣是自民黨溫和派

次級團體「宏池會」的成員，他也屬
黨內保守主流派，認為這任命是安倍
考慮到中日外交僵局而埋下的政黨級
別交流伏筆。

在野黨批「繼續向右」
不過谷垣此前曾經向靖國神社獻祭

或參拜，其他閣員如江渡聰德、總務
相高市早苗等都曾經「拜鬼」，稻田
更與安倍在歷史問題上「高度一致」，
反對東京審判，支持拜鬼，否認南京大
屠殺，否認日本應承擔戰爭責任。有政
黨便批評，安倍匯聚忠誠者，「繼續向
右」。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改組內閣及執政自民黨

領導層，立場偏鴿派的原法務相谷垣禎一獲任命

為自民黨幹事長，雖然有外媒認為新安排是意圖

緩和中日關係，但谷垣及多名新閣員都曾經參拜

靖國神社，且多與安倍政治立場相近或關係不

錯，是另一次「朋友內閣」，顯示安倍仍然打算

貫徹其右翼執政方針。

日本最大鋼鐵企業新日鐵住金位於愛知縣東
海市一座鋼廠名古屋製鐵所，昨日發生焦爐爆炸，
造成最少13人受傷，其中3人傷勢嚴重。東海市政府表
示，爆炸未有引發火災，已呼籲鋼廠周邊居民盡量避免外出。
據報該鋼廠今年1月至7月曾發生4次停電冒煙等事故，並曾多次因向

周邊排出黑煙，與附近居民發生磨擦。 ■法新社

■■斯坦納斯坦納

內閣

日本新任自民黨幹事長谷垣禎一立場屬於黨內保守主流

派，據報他喜歡閱讀中國的四書五經、崇拜宋代詩人蘇東

坡。他過往曾發表呼籲日本政府改善對華關係的言論，但同

時曾於今年7月向靖國神社供奉祭祀燈籠，並於前年8月拜

鬼，對華立場並非如外界形容的「知華派」般明確。

谷垣1945年在京都府福知山市出生，父親是前文部大臣

谷垣專一。他於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1983年首次當選眾

議員，於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時期獲重用，曾擔任財相、國

交相等職位，因溫和穩重的表現甚得民心。
任幹事長被指「降格」

2003年9月任財相期間，他制訂經濟政策協助日本走

出經濟衰退的陰影，在民眾心中留下不錯的印象，曾與

麻生太郎、福田康夫和安倍晉三並列為小泉接班人「麻

垣康三」。谷垣曾經出任自民黨總裁，有評論認為今

次他再任幹事長是「降格」。
■本報資料室

「「半知華半知華」」谷垣谷垣 愛四書五經蘇東坡
愛四書五經蘇東坡

安安倍倍「朋友拜鬼」

■■自民黨幹事長自民黨幹事長
谷垣禎一谷垣禎一

■■經濟產業大臣經濟產業大臣
小淵優子小淵優子

■■防衛及安保法制防衛及安保法制
大臣江渡聰德大臣江渡聰德

■■市政府指爆炸未引發火災市政府指爆炸未引發火災，，
但卻冒出火光但卻冒出火光。。 電視圖片電視圖片

■■ 安 倍 政 府 改 組安 倍 政 府 改 組
前前，，在閣僚在閣僚「「零換人零換人」」的情況下持的情況下持

續執政續執政617617天破紀錄天破紀錄。。
彭博通訊社彭博通訊社

■■地方創生大臣地方創生大臣
石破茂石破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