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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克表示，多年
來向很多人私

下透露自己的性取
向，公司內很多同僚均知情，並沒有人因
此改變對待他的態度，「但並非所有人也
這麼幸運」。他稱過往避免談及這事，主
要是想保留私隱，亦不想從公司身上搶走
公眾的目光。
庫克表示，決定出櫃是源於他一直深信

的馬丁路德金名言：「生命中最持久和迫
切的問題是：『你為他人做過甚麼？』」
他說：「我一直以此撫心自問，然後終於
發覺，我一心保護自己的私隱，卻阻礙我
做更重要的事。因此，才有今天的告
白。」
庫克又稱，美國正步向婚姻平等，很

多知名公眾人士已出櫃，令社會觀念變
得更包容，但目前依然有同性戀者因性
傾向遭歧視。「如果蘋果總裁是同性戀
的事實，能讓一些正在掙扎的人敢於做
回自己，或是讓孤獨的人感到慰藉，或
是啟發人們堅持爭取平權，那麼犧牲我
的私隱是值得的。」

多次為同性戀者平權發聲
庫克過去多次積極為同性戀者平權

發聲，亦獲得蘋果公司支持，今年7
月他便聯同5,000名蘋果員工，出席三
藩市舉行的一項同性戀者遊行活動。
庫克是全美百大企業首位出櫃的總裁，

美國最大同志權益團體「人權運動組織」
表示，庫克的宣示啟發全球無數人，證明
年輕同志也可懷抱遠大的夢想。

■The Verge網站/《彭博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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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政府早前提出開徵匈牙利政府早前提出開徵「「上網稅上網稅」，」，
以補助國家財政以補助國家財政，，引起極大反響引起極大反響。。首都布首都布
達佩斯爆發連串示威達佩斯爆發連串示威，，周二晚更有多達約周二晚更有多達約
1010萬人上街萬人上街，，要求政府撤銷計劃要求政府撤銷計劃，，是總理是總理
歐爾班政府歐爾班政府20102010年上台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年上台以來最大規模的示
威威。。有示威者稱有示威者稱，，開徵上網稅等同箝制言開徵上網稅等同箝制言
論自由論自由，，是不民主的做法是不民主的做法。。歐盟也批評上歐盟也批評上
網稅是網稅是「「很差的主意很差的主意」，」，不單限制民眾自不單限制民眾自
由由，，同時損害匈牙利經濟發展同時損害匈牙利經濟發展。。
當局稱上網稅項是為開源及削減預算赤當局稱上網稅項是為開源及削減預算赤

字字，，但民眾認為新措施限制資訊流通但民眾認為新措施限制資訊流通，，損損
害自由及破壞民主害自由及破壞民主。。示威者在布達佩斯市示威者在布達佩斯市
中心遊行中心遊行，，要求當局撤回上網稅計劃及總要求當局撤回上網稅計劃及總
理歐爾班下台理歐爾班下台。。
早於周日已有數千人上街示威早於周日已有數千人上街示威，，政府在政府在

壓力下調低數據用量的稅額壓力下調低數據用量的稅額，，但未能平息但未能平息
民憤民憤，，觸發周二晚的更大規模示威觸發周二晚的更大規模示威。。

■■路透社路透社//《《衛報衛報》》//《《紐約時報紐約時報》》

匈牙利10萬人示威反上網稅

蘋果公司總裁庫克一直盛傳是同

性戀，今年夏天甚至「被出櫃」，

但他一直未有公開承認或否認自己

的性向。他昨日終於打破沉默，在

《彭博商業周刊》撰文寫道：「讓

我說清楚：我以身為同性戀者為榮

(I'm proud
to be gay)，

覺得這是

上帝給我最好的禮物。」

日本電玩廠商任天堂今年1月宣布進
軍健康裝置市場，公司昨日在業績記
者會上，首次透露正與美國企業
ResMed聯手研發睡眠質素監測器。據
稱睡眠質素監測器能夠讓用家了解睡
眠質素及疲勞程度，進而對症下藥，
改善睡眠。
任天堂社長岩田聰透露，監測器如

手掌般大，能量度用家睡眠期間的心
跳、呼吸及轉身頻率等資料，資料會
自動上傳雲端伺服器進行分析，並提
供簡單報告。監測器運用微波技術，
故用家使用時只需把它放在床邊便可
取得數據。據稱新產品預計於2015/16
財政年度推出。

■《日本經濟新聞》/共同社/路透社

任天堂研睡眠質素監測器

蘇格蘭愛丁堡市議會近日出版小冊
子，向13至25歲青少年提供多項「吸
毒貼士」，包括吸食可卡因前後要有充
足睡眠、切勿以酒精混和毒品服用、服
搖頭丸後應於狂舞期間小休等。當地反
吸毒團體猛烈批評，質疑政府鼓吹青少
年吸毒。工黨議員皮爾遜指蘇格蘭濫藥
死亡人數高踞世界第二，手冊將令青少

年對毒品產生誤解。
當局前日開始向中學生派發小冊子，內
容分「描述」、「健康風險」、「安全貼
士」及「法律責任」等部分。其中「安全
貼士」建議「先服半粒」搖頭丸，避免攝
取過量，減低對身體的傷害。官員聲稱小
冊子提供毒品正確知識，強調反吸毒立場
不變。 ■《每日郵報》

宣傳「安全吸毒」 蘇格蘭市議會捱批

吉卜賽人在歐洲各地飽受歧視，西班
牙字典權威《西班牙皇家學院字典》，
在其最新一版把「吉卜賽」(gypsy，西
班牙文為gitano)定義為「說謊或欺騙的
人」，引起當地吉卜賽人團體不滿。他
們在社交網站 facebook發起「一人一
相」運動抗議，並計劃下周五遊行往皇
家學院總部。

舊版字典中，「吉卜賽」其中一個用法
是形容詞，意思是「欺騙或從事欺詐
的」，吉卜賽團體早已不滿。經過多年爭
取後，當局去年承諾修改，沒想到月初發
布的新版字典，雖然刪除了原本的解釋，
卻換來同義詞「trapacero」，即西班語
「不誠實或騙財」之意。

■法新社/《衛報》

「吉卜賽」解作不誠實 西班牙字典權威涉歧視

■示威者擠滿布達佩斯的伊麗莎
伯橋。 新華社

蘋果庫克
蘋果庫克

■■《《彭博商業周刊彭博商業周刊》》網站刊網站刊
登庫克的文章登庫克的文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贏面較大
一般常識以為飽肚才可作出正確決

定，近日一項研究卻推翻這種說法。荷
蘭烏特勒支大學研究發現，食慾會影響
情緒，進而影響行動，由於空肚者處於
「熱狀態」，心情焦急下會較為果斷，倉
促之下所作的決定，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效
果。

科學家要求研究對象在前

一晚禁食，翌日抵達實驗室後，其中一批獲安排
進食，另一批則保持空肚，然後兩組進行名為
「艾奧瓦賭博任務」(IGT)的測試。結果發現，空
肚者做決定的速度會較吃飽的快和果斷。
研究人員指，「熱狀態」不一定令人做出魯莽
的決定，相反可使人在複雜和前景不明朗的情況
下做出直覺的決定。因此，衝動做決定不是壞
事。 ■《每日郵報》

空肚賭博
驅魔師籲
今日是一年一度萬聖節，正當不
少人準備狂歡之際，意大利一名天
主教驅魔師卻大唱反調，認為萬聖
節是危險的慶祝儀式，會誘使人崇
拜撒旦，主張應該用「聖人節」
(Holyween) 取 代 萬 聖 節
(Halloween)，透過敬拜天主教聖
人，拒絕魔鬼引誘。
天主教驅魔組織「若望二十三世
協會」驅魔師博納尤托指出，萬聖
節源自歌頌惡靈和惡魔的迷信儀
式，很多人以為它只是普通的嘉年華，但絕非如此。他表
示，對撒旦教信徒而言，西曆10月31日是新年開始，是招攬
新信徒的時機，也是驅魔師最繁忙的時刻。
他指出，每逢萬聖節，黑魔法儀式、瀆聖及崇拜撒旦的行
為都會增加，被魔鬼依附的個案也會上升。協會遂開始推動
「聖人節」活動，摒棄萬聖節習俗，例如禁止南瓜、骷髏骨
或其他萬聖節象徵，改掛聖人或殉道者畫像，教會亦應舉行
彌撒或禱告會，對抗萬聖節邪靈的影響。 ■《每日電訊報》

英國米德爾斯伯勒50歲農夫卡特培植
出一個巨型南瓜，重達1,025磅，相
當於5頭小象的重量。這個南瓜近
日在約克郡萬聖節活動的南瓜比賽
中勝出，奪得500英鎊(約6,204
港元)獎金。不過這個南瓜還未
算最大，英國最大南瓜紀錄是

本月初創下的1,884磅，
世界紀錄則是日前在德國創下的2,323

磅。■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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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磅南瓜重如五頭象千磅南瓜重如五頭象

垂直升降飛機可變車
美國亞利桑那州一家公司近日

設計出新飛機SkyCruiser，其特別之處不
僅在於能夠像汽車般落地行走，更能夠像
四軸旋翼機一樣，在公路上垂直升降，然
後採用一般飛機方式飛行，解決了缺乏跑
道加速的問題。
SkyCruiser配備四隻旋轉翼，可在任何

地方垂直升降。着陸後收起長達9.5米的
機翼，在電動引擎推動下，就能以最高時
速120公里行駛，而一旦伸展機翼飛上

天，又能加速至一般飛機的速度。
SkyCruiser配備新式彈簧機制，可迅速收

起和伸出旋轉葉，在四軸機和一般飛機模式
間轉換，解決了四軸機速度不夠快的問題。
設計師指出，用家可利用這款飛機從住

處直接前往目的地，而不再像目前般要舟
車勞頓。公司稱新機針對富裕私人飛機使
用者市場。不過，飛機目前仍在概念階
段，未有投產日期或定價。

■《每日郵報》

「變形金剛」

多嘴山羊
貓會喵喵叫，狗會汪汪叫，但美國田納西州的多嘴小山

羊卻不只懂咩咩叫，還會說人話！片段中，小山羊不斷發
出類似「What」的聲音，當主人貝盧命令牠大聲說話時，
牠更懂得吊高嗓門用力地叫。片段結
尾，小山羊還跟各位說「bye」。
貝盧將影片上

載影片分享網站
YouTube，迄今
錄得4,000次點
擊，同一片段在
微博twitter旗下
Vine更有700多
萬人觀看。
■《每日郵報》

韓國社會競爭激烈、民眾
精神壓力大。主辦單位

希望藉比賽讓繁忙、休息不足
的都市人放鬆一下腦袋、清除
雜念，活動發起人就是在發呆
時浮現靈感，構思出此項比
賽。

不動不睡不笑 心跳加速即out
比賽規則很簡單，就是什麼都

不幹。參賽者在市政廳前草地上的瑜伽
蓆上坐着或躺着，其間不能動、不能睡、
不能笑，連心跳加速亦會遭淘汰。主辦單
位會派人騷擾參賽者及測量他們的心跳，
要成為「呆中之呆」的代表毫不容易。
參賽者晉身決賽後，由市民投票選出冠

軍，最終由一名就讀2年級的9歲女童捧
走「沉思者獎盃」。其母表示為女兒報名
參賽，因為老師經常投訴她上課時發呆。

■《赫芬頓郵報》

學生發白日夢會學生發白日夢會

被老師罵被老師罵，，但韓國但韓國

首爾周日舉辦首屆首爾周日舉辦首屆

「「發呆大賽發呆大賽」，」，宣宣

揚懂得發呆揚懂得發呆、、放鬆放鬆

的重要性的重要性。。參賽者能參賽者能

保持動也不動愈保持動也不動愈

長時間愈好長時間愈好，，最最

後由一名後由一名99歲女歲女

童童「「呆呆」」捧冠捧冠

軍獎盃軍獎盃。。

■驅魔師博納尤托指每
逢萬聖節，被魔鬼依附
的個案會上升。網上圖片

■主人命令大聲
說話時，小山羊
懂得吊高嗓門用
力叫。

■行車模式：最
高時速 120 公
里

■■動睡笑全部不准動睡笑全部不准■■參賽者會被騷擾參賽者會被騷擾 ■■心跳加速即淘汰心跳加速即淘汰

■飛行模式：
一般飛機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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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歲女童經常被老師投訴上課時發歲女童經常被老師投訴上課時發
呆呆，，故母親為她報名參賽故母親為她報名參賽。。

「聖人節」取代萬聖節 說「What」說「by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