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圓20個月低位 恐引爆衰退危機
日圓走勢疲弱，前日兌美元跌至

108.15日圓，是去年1月以來低位，相當
於100日圓兌約7.16港元。市場憂慮日本
央行進一步擴大寬鬆政策，將導致日圓
持續受壓，或損害本土企業及消費者，
並令日本陷入衰退風險，不過央行行長
黑田東彥昨日堅稱，日圓疲弱有利經
濟。
副財務大臣御法川信英前日表示，日

圓疲弱推高進口能源價格，損害小型企
業、消費者及地區經濟，只對擁有海外
業務或依賴出口的企業有利。前日本央
行副行長岩田一政上周警告，日圓弱勢
將令日本陷入衰退危機。

前財務大臣兼在野黨成員藤井裕久周
三接受訪問時，指進口食品及能源價格
高企，反映央行的貨幣政策出錯，若日
圓持續向下，央行可能干預。
岩田認為，央行應撤銷2年內穩定價格

的目標，並延長至5年。他認為1美元兌
90至 100日圓更能反映日本的經濟狀
況。分析師預計年底日圓匯率中位數為
108，明年底更跌至113。
日本8月份剔除新鮮食品的消費者物價

按年升3.1%，低於預期的3.2%。扣除4
月起增加消費稅的影響，8月份通脹為
1.1%，離央行2%目標仍有距離。

■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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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央行救市難度增
歐元區製造業增長再放緩，9月份採購經

理人指數(PMI)跌至52，為10個月低位，新
訂單增長亦接近全年最小，反映區內需求
下降，並導致企業連續30個月減價，意味
歐洲央行維持通脹的難度將愈來愈大。
歐元區9月份PMI由52.5跌至52，較預
期的52.3差，雖然守住50點盛衰分界線，
不過Markit首席經濟師威廉森表示，PMI
進一步下跌反映歐元區經濟於第三季增長
停滯，對歐洲央行將造成壓力，購買資
產計劃或需由風險較高的資產擔保證
券，擴闊至國債。 ■路透社

歐元區PMI跌

本年度諾貝爾獎將於下
周一起陸續公布，當中以
周五公布的和平獎最受矚
目。今年獲提名競逐和平
獎的人物及組織多達278
個，再破去年259個的紀
錄，分析認為在芸芸候選
人當中，天主教教宗方濟
各、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
諾登及巴基斯坦少女馬拉
拉獲獎機會最大。
和平獎得主由挪威國會

選出的5人委員會選出。
奧斯陸和平研究中心
(PRIO)總監哈普爾肯預
測，方濟各獲獎機會最
大，其次為獲得兩名挪威
國會議員提名的斯諾登。
不過他認為斯諾登獲獎將
掀巨大爭議。
分析指出，方濟各雖然

關注貧窮問題，但並不足
以讓他得獎。頒獎予方濟
各將如同2009年頒給美
國總統奧巴馬一樣，純屬
押注未來，並不可取。去
年大熱倒灶的馬拉拉今年
繼續獲捧為熱門人選，但
僅17歲的年齡依然是障
礙。

文學獎熱門：
村上春樹

文學獎方面，日本作家
村上春樹繼續是頂頭大
熱。另有分析認為，肯尼
亞的恩古吉或阿爾及利亞
的杰巴爾有機會成為文學
獎 1901 年開始頒發以
來，第5名獲獎的非裔作
家，提倡非洲人用母語創

作的恩古吉，賠
率更與村上一
樣。
■法新社/

路透社/
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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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發言人韋克斯勒表示，戶口號碼、
密碼、身份證號碼及出生日期等更敏感的

資料應未有外洩。公司網頁更稱，客戶毋須更
換密碼或賬戶資料，亦不必承擔不法交易的損
失。韋克斯勒指，公司已修補漏洞，阻擋黑客
攻擊，但未透露詳情。摩通稱將繼續增強電腦
保安，今年預算估計達2.5億美元(約19.4億港
元)。
當局消息指調查已有進展，初步鎖定一批來
自俄羅斯的黑客。韋克斯勒否認摩通受第二波
攻擊。
前聯邦網絡罪案調查員拉施指，今次失竊的
資料並非最敏感，但已能作基本身份認證，加
上被盜身份多達8,300萬個，足以讓騙徒招搖
撞騙，使相關犯罪規模難以估計。

專家：金融服務系統告急
銀行電腦保安向來處於極高級別，電腦安全
分析師利坦表示，今次大規模入侵向金融機構
「狠狠賞了一記耳光」，打開業界網絡安全缺
口。事件除打擊客戶信心外，亦令銀行成為繼
一般企業外，另一被黑客攻擊目標。利坦形容
金融服務系統已面臨危急關頭，又建議公眾加
倍警惕，嚴防可疑交易及網絡釣魚行為。
近期美國多間大型企業伺服器遭黑客入侵，
家庭用品零售商家得寶上月公布，分店信用卡
終端機遭植入惡意軟件，今年4月至9月間有
5,600張客戶信用卡資料外洩。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美國最大銀行摩
根大通前日證實，
該行旗下 4個網頁
或流動應用程式自
今年6月起遭黑客入
侵，多達7,600萬家
庭及700萬小企業客
戶的姓名、地址、電
話號碼及電郵地址外洩，
是歷來最大宗的同類事件之
一。分析認為，事件為金融業電腦
安全響起警號，黑客攻擊或陸續有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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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早段飆144點
失業率6年新低

美國勞工部昨日公布上月就業數據，失業率
跌至5.9%，創2008年7月以來新低，亦低
於市場預測的6.1%。非農業新增職位
增加24.8萬個，超過市場預期的
21.5萬個。消息刺激美股昨早段升近150點，
美匯指數一度升至86.63的4年高位。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6,945
點，升 144 點；標準普爾 500 指數報
1,955點，升8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4,467點，升37點。
歐股上揚，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

6,522 點，升 76 點；法國 CAC 指數報
4,276點，升34點；德股因假期休市。
分析展望美國就業市場持續改善將帶動

消費，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聯儲局能繼
續退市，甚至提前加息，但預料局方仍會
審慎考慮就業不足率及工資水平等數據。
事實上，部分就業指標仍未回復衰退前

水平。勞動人口參與率繼續下跌，9月份僅
62.7%成年人投入就業市場，創1978年2月
以來新低。

■《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彭博通訊社/美聯社

■■摩通摩通44個網頁或流動應用程個網頁或流動應用程
式被黑客入侵式被黑客入侵。。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斯諾登

Minipresso被稱為市面上體積最小、最輕
及最多功能的手攜咖啡機。它設計簡潔、用
法簡單，無需用電池或接駁電源。用家只需加
入7克咖啡粉或咖啡膠囊及68毫升熱水，再用手
泵咖啡機，半自動活塞會將熱水陸續加入咖啡調配
器，以每平方吋(psi)116磅的壓力製作咖啡，這種壓
力與傳統咖啡機一樣。
咖啡濃度取決於泵的次數，泵13下可沖出淡味咖
啡，18下沖出Espresso(濃縮咖啡)，28下便可沖出雙
倍特濃咖啡。

■《每日郵報》 助輕鬆潛水
潛水時背着笨重的氧氣筒，可

能將成為歷史。南丹麥大學研究
團隊最近研發出一種神奇物質，
它像海綿，能吸收並儲存大量氧
氣，在需要時釋放出來。研究人
員希望新發明能協助肺病患者，
並應用在潛水活動。

該物質主要由鈷組成，10公升
的物質足以吸收一個房間的所有
氧氣。它儲存的氧氣濃度比正常
空氣高160倍，只要輕微加熱，
即能控制它吸收或釋出氧氣。該
物質容易儲存及搬運，更能重複
使用。 ■綜合報道

神奇「空氣海綿」
手枕墊着頭 返工午睡無難度

不少上班族會趁午飯時間小睡，為下午工作養足精
神，但枕在手臂或堅硬的桌面令人睡得不舒服。英國
Studio Banana Things推出「迷你鴕鳥枕」，把軟枕套
在手臂上，即可舒適地把頭倚在上面小睡。
「迷你鴕鳥枕」採用可水洗布料，可套在手臂任何

位置，包括手掌及手肘等，軟枕上有一大一小開口
位，讓用家伸展手指，無論坐着或是站着均適用，不
受空間限制。
設計師在集資網站Kickstarter籌募資金，短短兩日
已籌集逾9,300英鎊(約11.6萬港元)，超出目標，預計
10月底至12月初投產，首批產品將於12月中開售。

■綜合報道

擁有一雙巧手的藝術家，只需一枝筆、一塊
畫板，便可畫出幾可亂真的作品。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挑
選全球9位最善於畫人像的畫家，他們的作品栩栩如生，

如同注入了靈魂，將畫中人物的情感呈現得淋漓
盡致。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白人誕黑皮膚嬰
美國俄亥俄州一名女子於2011年，

與同性伴侶向精子銀行申請白人精
子，進行人工授孕，但職員錯誤提供
了一名黑人的精子，導致她誕下黑皮
膚女嬰。事主日前入稟，向精子銀行
索償5萬美元(約38.8萬港元)。
克蘭布利特在2012年懷孕了5個月

時，致電提供精子的芝加哥中西部精
子銀行，要求保存同一捐贈者的精
子，讓伴侶將來也能懷孕，但當時精
子銀行才告訴她安排出現錯誤。

克蘭布利特表示，當初選擇了一名
編號380的白人捐贈者精子，精子銀行
卻安排了編號330的黑人男性精子，原
本對於小生命即將到來的興奮，亦因
此轉為「憤怒、失望與恐懼」。克蘭
布利特表示，雖然非常疼愛現時已2歲
的女兒，但由於她們生活在一個幾乎
全為白人的小鎮，讓她頗為憂心。
訴狀指，該精子銀行沒實行病歷電

子化，也未有確保精子不會出錯的措
施。 ■美聯社

美精子銀行出錯

「新月亮」現身 繞地球運行
智利天文學家7月時意外

發現地球軌道多了一個星
體，由於它受地球引力影
響，故軌道幾乎與地球公
轉路徑重疊，圍繞太陽運
行一周需時364.92日，
與地球公轉周期接
近，從地面觀測的話

就像圍繞地球運行一樣，儼如一枚「新月亮」。
「新月亮」其實是小行星，名為「2014 OL339」，

直徑約150米，估計在775年前開始進入地球軌道。
專家指，它與地球引力互相影響，形成「軌道共振」
效應，情況就像冥王星與海王星的關係，後者共振比
例為2比3，即冥王星每公轉2周，海王星公轉3周。
其他進入地球軌道的星體亦出現同樣現象，產生跟隨

地球轉動的錯覺，因此地球其實有多顆「小月亮」圍繞
在側。天文學家從望遠鏡觀察所得，「2014 OL339」移
動方向與其他星體相反，是向後移動。 ■《每日郵報》

手動咖啡機手動咖啡機
隨時沖飲隨時沖飲EspressoEspresso

睇片︰http://youtu.be/lSppIjPSxyc

上班前來一杯熱咖啡確實醒腦提神，但咖啡機一般

不便宜，而且頗佔位置，由香港公司Wacaco研發的

隨身咖啡機「Minipresso」可解決上述問題。暖壺般

大小的Minipresso僅25厘米高、重0.8磅，將咖啡機

活塞泵數下，便可即時沖調不同口

味、濃度的熱咖

啡。產品現接

受預訂，售價為

39美元(約303

港元)，將於

明年初付

運。

■■神奇物質可神奇物質可
吸 收 大 量 氧吸 收 大 量 氧
氣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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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按泵，即可沖出咖啡。網上圖片

■Minipresso 就像保
溫瓶，容易攜帶。

網上圖片

■克蘭布利特(左)依然
疼愛女兒(右)。

網上圖片

■畫家筆下，從月球望向地球
的景象。 網上圖片

畫裡見真人畫裡見真人

■套着手枕後，可舒適地倚在手上小睡。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