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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最貴離婚 妻分41億
英國億萬富豪霍恩夫婦熱心

公益，離婚後卻為8.3億英鎊
(約101億港元)家產對簿公堂。
根據倫敦法庭的判詞草稿，霍
恩需支付前妻庫珀3.37億英鎊
(約41億港元)贍養費，成為英
國史上最大金額的離婚協議。
據報，霍恩最初提出分1/4

身家給前妻，不過庫珀稱二人現有財富是共同努力的成果，要求分
一半家產。消息人士指，贍養費的金額要至下月12日終極判詞頒布
後方告落實。庫珀明言會上訴，爭取更多贍養費。
霍恩與庫珀2012年結束15年婚姻，他們在2004年成立的兒童投
資基金(CIFF)，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機構之一，獲美國前總統
克林頓等名人讚許。■英國《金融時報》/《每日電訊報》/路透社/法新社

新和諧機 飛行時間減半
距離和諧式客機退役已11年，美
國航空公司洛歇馬丁和Aerion各自
開發出超音速客機N+2和AS2，其
中AS2時速達1,958公里，僅稍遜
於和諧機的2,172公里，能較現時
的傳統客機快一半時間到達目的
地。
N+2會先提供商務艙服務，可容
納80名乘客。它可將紐約飛洛杉磯
的行程，由現時的5小時減半至2.5
小時。為減低音爆，客機採取三發
噴氣機構造，一個發動機設在機
頂，另外兩個設在機翼。
AS2客機亦可將紐約飛倫敦的行

程，由6小時減半至3小時，商務艙可容納12名乘客。機身用碳纖維
複合材料製造，機翼可減少20%摩擦，節省機油，每架造價估計
1,000萬美元(約7,753萬港元)，Aerion希望能在2019年開始試飛，最
快2021年提供商務艙服務。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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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阿蘇山22年來首噴岩漿
日本氣象廳昨日證實，南部熊本縣阿蘇山

已噴出岩漿，是該火山22年來首次，熊本機
場多班航班取消。氣象廳把火山警報級別維
持在第二級，預料噴發規模不會擴大。
阿蘇山中岳第一火山口周二開始小規模噴

發，噴出直徑長達10厘米的火山渣，煙霧高
度約1,500米。火山灰向西飄散至附近地
區，火山口附近火山灰最厚達7厘米。熊本
機場前日最少33班航班取消，航空公司表示
將視乎風向及天氣安排航班升降。
阿蘇山在1945年至 1993年間，每隔數

年便會噴發岩漿，曾持續一年以上，當局預料今次亦可能長期
噴發。 ■日本《每日新聞》/共同社/美聯社

■火山噴出濃濃的火
山灰。 美聯社

■霍恩夫婦

澳洲氣象局指今次風暴屬超級單體風
暴(Supercell)，風速達每小時140公

里，相當於二級旋風。風暴於前日下午約
4時45分登陸布里斯班東南部，並向北移
動，直徑達8厘米、如網球般大小的冰雹
不斷落下，擊碎汽車、民居及大廈窗戶。

飛機翻側 屋頂被吹走
當局指這是當地自1985年1月以來最
嚴重的風暴，市中心多處遭受破壞。在阿
徹菲爾德機場，至少4架飛機及直升機被
吹至翻側，列車服務全線停駛，有乘客被
困車廂數小時。另有至少500支電線桿被
吹倒，導致9萬戶停電，有民居屋頂被吹

走，市郊多處水

浸。兩周前舉行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
布里斯班會議中心亦受損。
當局共接獲全市逾1,000宗求助個案，

救援隊伍徹夜出動拯救，部分學校停課。
■澳洲廣播公司/英國廣播公司/

法新社/《衛報》

澳洲昆
士蘭省布里斯班前日遭受30年來最強
風暴吹襲，強風及冰雹造成至少39人受傷，

有飛機及直升機被吹翻、大量建築
物玻璃窗碎裂、多達9萬戶停

電，估計損失達 1億澳元
(約7億港元)，昆士蘭省長

紐曼徵召軍隊協助災後清理。

英美兩國氣象數據分
別顯示，今年可能是自
19世紀有記錄以來最熱
的一年，世界氣象組織
(WMO)更指歷來最熱的
14年中，本世紀佔了13
席。科學家稱，這反映
溫室氣體排放不斷增
加，正造成長期的全球
暖化。
WMO參考的三大主

要數據來源中，美國國
家海洋大氣局(NOAA)稱
今年1月至10月是有記
錄中同期最熱的一年，
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
數據則是第二最熱，英

國氣象局和東安格里亞大學則表
示是第三最熱。各機構的排名差
異，主要是因科學家對北極等設
置了較少溫度測量儀器的地區，
採取了不同的估計數字。
WMO將於下周三公布2014年

氣溫初步排名，最終排名則要到
明年才會確定。 ■路透社

超級單體風暴
超級單體風暴由兩個風

暴結合而成，強度及破壞
力高於一般風暴，其中心
漩渦形成強烈上升氣流，

甚至能影響附近氣壓，在漩渦內的強氣
流及地心吸力相抵，令雨水一直在漩渦
內體積愈變愈大，最後形成冰雹，直至

太重時便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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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飛機被吹翻，損
毀嚴重。 法新社

■■屋頂被吹走屋頂被吹走。。 法新社法新社

■■民眾隨手便能捧民眾隨手便能捧
起一堆冰雹起一堆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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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萬燈泡砌聖誕禮物
澳洲律師理查茲在首都堪培拉使用接近120萬

個燈泡，裝設連綿120公里的聖誕燈飾，為關注
嬰兒猝死症的慈善團體籌款。燈飾已獲健力士世界
紀錄大全認證，成為全球最大LED燈飾。
燈飾分3部分環繞堪培拉市中心，形成巨大的聖誕

禮物圖像。總重量達22噸的燈飾規模龐大，幸得約
100名義工幫忙，加上當地電力企業答應供電，才能順
利安裝並點亮。燈飾上月開始設置，到本周三起亮燈，會
免費開放予公眾直至除夕夜。 ■澳洲廣播公司/美聯社

最大LED燈飾

美探測任務50周年
美國太空研究企業Uwingu昨日利用無線電望遠鏡，
向無人居住的火星傳送9萬個問好訊息，紀念美國「水
手4號」火星探測任務50周年。
訊息在美東時間昨日下午3時(香港時間今日凌晨4時)
開始傳送，能以光速送達火星，故傳送時間只需15分
鐘。行動會重複兩次，太空總署(NASA)總部、國會山莊
及紐約聯合國大樓亦會收到訊息副本。
水手4號是首個成功探測火星的太空船，更向地球傳
送首張火星表面圖片。Uwingu乘「水手4號」發射50
周年之機，舉辦「把我投射到火星」活動，為其太空探
索計劃籌款。公眾可向火星傳送包含個人名稱、留言及
圖片的無線電訊息，費用由5美元(約39港元)至99美元
(約768港元)不等。 ■路透社

磁力升降機

傳播溫暖神秘「有錢」黃鴨
英國肯特郡湯布里奇近日出現至少7隻黃色膠鴨，鴨身
還附有若干現鈔和紙條，上面寫道：「我是一隻小鴨，為
你送上禮物。何不買杯咖啡喝或獎勵自己？可以的話，把
別的東西放在我身上，再把我藏在別處，讓其他人發現，
分享溫暖。」
事件在社交網站引起熱烈反應，有用戶稱撿到多達20

英鎊(約244港元)。44歲上班族米切爾在一間酒吧附近發
現膠鴨和現鈔，他用那些錢買了5張彩票，再連同膠鴨藏
在隱蔽地方，希望有緣人找到。 ■《每日鏡報》

■燈飾共重達22噸。 網上圖片

■膠鴨附有現鈔及紙條。 網上圖片

島主式海景酒店
99萬訊息問候火星萬訊息問候火星

英國南岸的岬堤堡壘於二戰時幾乎被炸毀，到
1982年結束所有軍事功能，經過翻天覆地的改裝
後，現已成為酒店度假勝地。岬堤堡壘就像飄浮海中
心的島嶼，坐擁360度無敵海景，設有9間豪華睡房、
桑拿浴室、游泳池、酒窖和遊戲室。住客只要支付每晚
5,000英鎊(約6萬港元)，便可一邊品酒沐浴，一邊欣賞無
敵海景，一嚐島主滋味。 ■《每日郵報》

■■360360度海景度海景■■豪華客房豪華客房

等僅需等僅需1515秒秒

這這款劃時代的升降機名為款劃時代的升降機名為MULTIMULTI，，利用磁力帶動運行利用磁力帶動運行，，每秒可運行每秒可運行55米米，，透透
過過「「多層剎掣系統多層剎掣系統」」控制停頓控制停頓，，乘客輪候時間只需乘客輪候時間只需1515至至3030秒秒。。MULTIMULTI的的

轎廂亦較傳統輕一半轎廂亦較傳統輕一半，，一個升降機槽可容納多部升降機一個升降機槽可容納多部升降機，，大大減少佔用空間以大大減少佔用空間以
及耗用能源及耗用能源，，同時增加載客量同時增加載客量5050%%，，適用於中高層大樓適用於中高層大樓。。
公司行政總裁席倫貝克表示公司行政總裁席倫貝克表示，，每年紐約市白領等候升降機時間累計達到每年紐約市白領等候升降機時間累計達到1616..66

年年，，並花並花55..99年時間在升降機內年時間在升降機內，，反映有必要改善升降機運作效率反映有必要改善升降機運作效率，「，「大廈設計大廈設計
日新月異日新月異，，有需要採用新的升降機系統有需要採用新的升降機系統，，迎合新的設計及日益增加的人流迎合新的設計及日益增加的人流」。」。

■■《《每日電訊報每日電訊報》》

升降機早已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目前升降機多

採用鋼纜垂直運作，限制了建築設計的創作空間。德國

重工企業蒂森－克虜伯(Thyssen Krupp)有意打破此限

制，設計出利用磁鐵推動的升降機，不僅可解決鋼纜老化帶

來的安全風險，更容許升降機橫向移動，預計在2016年底推

出雛形試行。

每晚每晚66萬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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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機槽可容納多部一個機槽可容納多部MULTIMULTI升升
降機降機，，減少佔用空間減少佔用空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多層剎掣系統多層剎掣系統」」控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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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橫行打橫行 下月便
是聖誕節，
美國其中一個
傳統是穿上應節
毛衣。佛羅里達州
女子羅滕專門設計毛
衣，但她只是在平價
毛衣釘上飾品如彩條及
裝飾球，甚至整個毛公
仔，毫無美感可言。她
還親身試穿毛衣拍照，表

情動作異常僵硬。不過這反而吸
引網民注意，令她成為網絡紅

人，200件人手
加工毛衣被搶
購 一 空 。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