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3 國際新聞/環球 SO FUN

曾照顧兩中招傳教士曾照顧兩中招傳教士

■責任編輯：曾綺珺/孔惠萍 2014年10月8日（星期三）

美青年圖赴敘入「伊斯蘭國」
機場被捕

繼日本有大學生打算加入極端組織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
後，美國司法部前日公布，聯邦調
查局(FBI)探員上周六在芝加哥機場
拘捕19歲男子哈姆扎汗，他當時準
備登上奧地利航空航班，經維也納
轉往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再赴敘利
亞參與ISIL的聖戰。
當局搜查哈姆扎汗寓所，發現一

封手寫信，寫着美國以其稅金殺害
「穆斯林弟兄姊妹」等字句。探員又檢獲畫有從土耳其進入
敘利亞路線、ISIL旗幟及「加入聖戰」字眼的筆記簿。哈姆
扎汗供稱，抵達伊斯坦布爾後，將按早前在互聯網收到的電
話號碼聯絡恐怖分子，對方會幫助他前往ISIL佔領地區。他
表示將加入區內管治，參與警察或其他公共服務。
哈姆扎汗被控企圖向境外恐怖組織提供物質支援罪，不准

保釋，最高可判監15年。

恐怖分子月薪2萬招徠
至於涉嫌加入ISIL而被捕的日本大學生仍然候查。日媒展

示該大學生看見的招募廣告，發現恐怖分子以月薪1.5萬元人
民幣(約1.9萬港元)作招徠，招聘「不怕暴力」的人，與維吾
爾族人在敘利亞一起工作。
ISIL早前攻入敘利亞接壤土耳其邊境的科巴尼市東部後，

繼續與當地庫爾德族武裝在市內展開激烈街巷戰。土國加強
戒備，在邊境部署至少14輛坦克。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朝韓巡邏艇爭議海域交火
韓聯社昨日引述韓軍官員稱，朝鮮和韓國巡邏艇當天在朝
鮮半島西部海域「北方界線」附近短暫交火，由於雙方都只
是開火示警，沒瞄準對方艦艇，故事件中無人傷亡。
事發於昨早上9時50分，一艘朝鮮巡邏艇在延坪島一帶，
越過「北方界線」以南約0.5海里，執行巡邏任務的韓軍艦
發訊號，要求對方退回，並開火示警。報道稱，朝巡邏艇並
未後退，反而開炮還火，於是韓方再次開炮，朝方最終退
回。事發後，韓軍表示已加強監視朝方動向，做好充分應
對準備。韓聯社指，朝方發射炮彈射程較短，沒落在韓方
軍艦附近。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新華社

IMF削今明年增長預測
美股早段跌逾百點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昨下調今年下半年
全球經濟增長預測0.1個百分點，降至3.3%，
明年增長則下調0.2百分點，至3.8%，拖累美
股昨早段急挫逾百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早段報16,889點，跌1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949
點，跌15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4,429點，跌25點。
德國8月份工業生產大跌4%，是自2009年以來最大按

月跌幅，反映增長放緩，歐股全線下跌。英國富時100指
數中段報6,510點，跌53點；法國CAC指數報4,217點，
跌68點；德國DAX指數報9,106點，跌103點。
IMF在《經濟展望報告》中，警告發達經濟體面對增長

停滯的難題，又提到烏克蘭危機、中東動盪局勢及西非伊
波拉疫情威脅全球經濟。IMF對中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測維
持7.4%，警告中國面臨「近期增長風險」，尤其房地產
方面，明年增長預測進一步放緩至7.1%。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美聯社

■被捕的哈姆扎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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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網站facebook(fb)今年2月宣布收購即時
通訊程式WhatsApp，前日終以218億美元(約
1,691億港元)天價完成收購，超過2月時雙方同
意的190億美元(約1,473億港元)，原因是fb股
價造好。
fb公布一系列收購條件，包括WhatsApp共
同創辦人兼總裁庫姆及另一創辦人阿克頓保留
原有職位，fb於未來4年向他們逐漸移交價值
數百萬美元的股份，作為他們留職的獎勵。庫
姆將成為fb董事會成員，年薪為象徵式的1美
元(約7.8港元)，與fb總裁朱克伯格一樣。
收購WhatsApp的交易包括45.9億美元現金
(約 356 億港元)、1.77 億 fb 股份，以及給
WhatsApp員工4,590萬限售股，總金額高過歷
來Google、微軟及蘋果公司的收購計劃。

■法新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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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開發的廉價手機大受用戶
歡迎，使智能手機市場競爭愈趨激
烈，韓國三星公司昨日公
布第三季業績，營運收入
按年大跌60%，至4.1萬
億韓圜 ( 約 297 億 港
元)：銷售額則按年
跌 20.4%，至 4.7
萬億韓圜 (約
341億港元)。
三星表示，

雖然手機出貨
量稍為上升，
但營銷開支增
加、高階機種
出 貨 比 例 縮

減，以及舊款智能手機價格下跌，都
導致售價下降，進而拖低利潤。公司
警告，手機業務的不確定性將延續至
第四季。報道指，中國華為和聯

想等企業開發
的廉價手機，
使本來已愈趨
飽和的手機市
場競爭更激
烈。在高階市
場，蘋果公司
推 出 大 屏 幕
iPhone 6，亦搶
走不少喜歡三星
大芒機的顧客。

■法新社

■■大芒大芒iPhoneiPhone 66((右右))及及Plus(Plus(左左))搶走不搶走不
少喜歡三星大芒機的顧客少喜歡三星大芒機的顧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該名女護士在馬德里拉巴斯卡洛斯三世醫院工作，曾照顧從西非染病回國的75
歲傳教士帕哈雷斯及69歲傳教士別霍。她上周二開始感到不適，延至周日求

醫，在兩項伊波拉病毒測試中均呈陽性反應，證實染病。當局正調查感染來源，
並密切觀察30名與患者經常接觸的人士。

3懷疑感染個案 女護丈夫有份
西班牙昨日再有3宗懷疑感染病例，已入院隔離接
受觀察，包括被評為「高危」的確診女護士丈夫、
另一名曾照顧伊波拉患者的女護士及一名剛從外地
回國的男子。第二名女護士前日聯絡當局，表示有
發燒病徵。
馬德里衛生部門表示，女護士曾兩次進入別霍的
病房。醫院員工透露，院方提供給醫護人員的保護
裝備不符合世界衛生組織標準，僅得普通醫護膠手
套，員工需自行用膠紙封住手套邊緣。
上周在利比里亞染病的33歲美國自由身攝影記者
穆克波，前日返抵美國，能自行落機上擔架床，送
至內布拉斯加州醫院接受隔離治療。穆克波目前情
況良好，他的父親稱兒子發燒及作嘔症狀已稍舒
緩。而早前在美國確診感染的患者鄧肯，則開始接
受實驗藥物治療。

乘客飛抵美 或需再受檢疫
伊波拉疫情嚴峻，美國總統奧巴馬表示考慮加強
機場檢疫措施，計劃要求乘客在飛抵美國後要再接
受一次檢疫。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衛報》

早前有兩名西班牙傳教士在西非感染伊波拉後，返回西班牙治療，

兩人最終因治療無效先後去世。西班衛生部前日證實，一名曾經照顧

他們的40歲女護士確診染病，成為全球首宗在西非地區以外感染伊

波拉的個案。患者已接受隔離治療，仍未退燒但病情穩定。當局指患

者在病發前數天曾經外遊。受伊波拉病例影響，西班牙股市昨中段大

跌1.99%。

■■美國攝影師穆克波美國攝影師穆克波
返美接受治療返美接受治療

西班牙女護染伊波拉西班牙女護染伊波拉
西非外首宗西非外首宗

■■感染伊波拉的護士曾照顧別霍感染伊波拉的護士曾照顧別霍。。圖為別霍圖為別霍
上月從西非返回西班牙治療上月從西非返回西班牙治療。。 美聯社美聯社

■■西班牙女護士西班牙女護士
坐救護車送院坐救護車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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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安全套聲稱減
低感染性病的風險，
售價19.99美元。

網上圖片

男愛說「呃」女常用「嗯」
人們說話之間經常不經意說「吖」、

「嗯」等助語詞，原來這些無意識的用
語也可透露閣下身份。蘇格蘭愛丁堡大
學的弗呂瓦爾德教授早前在美國費城，研
究2.5萬個個案，發現「呃」(er)與「嗯」
(um)兩個助語詞，反映說話者的年齡及性
別，女性和青少年常用「嗯」，男性和長者則
多用「呃」。
研究團隊舉出名人佐證，美國總統奧巴馬早前

談及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
時，兩分鐘內說了 9次「呃」，但沒有一次
「嗯」。真人騷女星Kim Kardashian則曾在5分
鐘內不「呃」一聲，卻說了4次「嗯」。
「萬人迷」碧咸被歸類為混合型，使用「嗯」
的比例是67%。他的英格蘭足球隊隊友謝拉特算
是例外，說「嗯」的比率高達90%，比Taylor
Swift等女星還高。

■《每日郵報》

助語詞暴露身份

美國亞特蘭大有企業研發出名為「陰囊衛士」
的新型安全套，仍以傳統安全套的乳膠為材料，
但模仿內褲形狀，覆蓋整個生殖器，減低感染
性病的風險，售價19.99美元(約155港元)。
傳統安全套能保護陰莖，但男士生殖器其

他部分，如陰囊及恥骨仍有可能接觸到性伴
侶下體的皮膚。若對方染有疱疹或濕疣(俗稱
「椰菜花」)，便可能經皮膚或體液傳染。新
款安全套能避免下體皮膚接觸，理論上

可預防性病傳播，不過功效暫未獲
政府部門確認。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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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鐵塔玻璃地板嚇破膽

更安全更安全？？

法國巴黎艾菲爾鐵塔成為挑戰膽量的新地
標！當局於過去兩年耗資3,000萬歐元

(約2.9億港元)，翻新及加建鐵塔的景
點，並增設太陽能板提供能源，當

中最受矚目就是在57米高處加
建的透明玻璃地板，能透視

地面，認真挑戰膽
量。 法新社

萬四元金箔漢堡

團購網站Groupon委托英國倫敦Honky Tonk餐廳，
推出一款奢華無比的漢堡，用料矜貴，售價高達1,100英
鎊(約1.4萬港元)，貴絕全球。

神戶牛龍蝦
漢堡夾有220克神戶牛肉及

60 克新西蘭鹿肉，還有龍
蝦、魚子醬和白松露菌等名貴
材料，漢堡包面鋪上金箔，閃
閃生輝。廚師還特意選用喜馬
拉雅山岩鹽、日本抹茶及伊朗
番紅花粉調味，製作一絲不
苟。
Groupon將舉行抽獎，選出

一名幸運兒免費享用這個豪華
漢堡。 ■《每日郵報》/

《每日電訊報》

夾魚子醬白松露夾魚子醬白松露

■Groupon將舉行
抽獎，選出一名
幸運兒免費享
用 豪 華 漢
堡。
網上圖片

「內褲型安全套」

東芝公司研發的迷你投影機，連接至僅重42克的特製眼鏡，提供方
向指示及即時翻譯等服務，亦適合需騰出雙手工作的工廠員工，

唯一缺點是長期注視小型屏幕或會導致眼睛疲勞。

手指導航器 聲震指路
電訊商NTT Docomo發表兩項新發明，其一是用

特別物料製成的T恤，能記錄穿着者的脈搏，並傳送
至智能手機的應用程式(app)。另一發明是能帶你回家
的儀器Yubi Navi(手指導航)，只需將地址輸入與儀器
連接的手機，用家握着儀器，它會以聲音或震動指引
用家走過不熟悉的街道，讓
人不用時刻看着手機。
富士通推出微型感應器，

助酒吧「閱讀」顧客的心
思。當酒吧顧客長時間看着
某一瓶酒，安裝在酒吧枱的
感應器，就會在屏幕顯示該
瓶酒的產地及年份等資料，
這發明未來可望成為商戶
市場推廣的重要工具。

■法新社

一連5天的日本尖端科技展CEATEC昨日

在東京附近地區開幕，近550家企業參展，當中包

括24個外國展商。東道主日本一如既往推出多項新奇

發明，包括眼鏡式投影屏幕、能夠量度心跳頻率的健康T

恤，以及能感應酒吧顧客喜好的讀心器等。

■■東芝迷你投影眼鏡東芝迷你投影眼鏡，，提供方向提供方向
指示及即時翻譯等服務指示及即時翻譯等服務。。法新社法新社

測心跳測心跳TT恤恤
讀心吧枱讀心吧枱

日 科 技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