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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2,100萬大學生中，有六成畢
業時平均背負 2.73 萬美元(約

21.2萬港元)債務。有錢的「甜心嗲
哋」會通過一些機構和網站搭路，以性和陪伴為條
件，向「甜心BB」提供款項，換言之即是幫襯援
交。參加這類援交的女生，不少來自名牌大學。

「甜心嗲哋」月贈2.3萬
SeekingArrangment 表示，目前有超過 360 萬會
員，當中女大學生為「甜心BB」主力軍，平均每月
可獲「甜心嗲哋」贈送3,000美元(約2.3萬港元)零用
錢或禮物，足以支付大部分學費和生活費。
網站統計了2014年各大學求包養的「甜心BB」註

冊人數，發現增長最快的大學為得州大學，以新增
425人名列榜首；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和紐約大學分別
新增403和398人，排第二和第三。其餘榜上有名的
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和多所州立大學。

網站發言人尤里克稱，「甜心BB」可在網站內列
出想要的銀碼，「甜心嗲哋」也會表明願意付出的銀
碼，但網站並不承諾或要求雙方之間會發生性關係，
一切視乎雙方意願。除了經濟援助，很多學生找「甜
心嗲哋」也是為了直接或間接尋找就業機會。
從去年用戶提交的數據來看，「甜心BB」會把援

交所得的36%用於交學費，23%交租，20%買書，
9%用於交通費，5%買服飾，以及7%用於其他。

學費貴成主因 每年50萬
部分名牌大學學費昂貴，成為女生賺外快的主

因，例如哥倫比亞大學年均學費為6.344萬美元(約
49.2萬港元)，紐約大學也要6.293萬美元(約48.8萬港
元)。網站創辦人韋德表示，自1989年以來，大學生
債務翻了4倍，不僅是本科生，連研究生也尋求包
養。

■《每日郵報》/《紐約每日新聞》/Triblive網站

不少美國大學生畢業時都背負沉重學債不少美國大學生畢業時都背負沉重學債，，部分女生為求盡快還清部分女生為求盡快還清

欠款欠款，，不惜走上援交路不惜走上援交路，，尋找俗稱尋找俗稱Sugar Daddy(Sugar Daddy(甜心嗲哋甜心嗲哋))的有錢的有錢

男人包養男人包養，，這些女生的數字近年不斷急增這些女生的數字近年不斷急增。。專門替年長男性設立的專門替年長男性設立的

交友網站交友網站「「SeekingArrangement.comSeekingArrangement.com」」目前便有逾目前便有逾140140萬女大萬女大

學生註冊為俗稱學生註冊為俗稱 Sugar Baby(Sugar Baby(甜心甜心 BB)BB)的會員的會員，，佔總用戶佔總用戶

4242%%，，過去一年用戶增長最快的大學要數得州大學過去一年用戶增長最快的大學要數得州大學。。

SeekingArrangement網站打正旗號為年長男性
及年輕女性搭路約會，更標榜這是「雙贏關係，
雙贏約會」。網站亦為援交的甜心BB提供「成功
指引」，當中列明「可做及不可做」的事，其中
一項是要敢說真話，聲言「最佳的甜心嗲哋及甜
心BB關係建基於坦白」。

當花紅而非救濟金
其他提示包括「不要安頓下來」，提醒援交少女要作出
聰明的選擇，以及按個人標準挑選援交對象，意即要確保
對方真能代為支付費用，否則不該應約。

不過最諷刺的一個提示是，女會員「千萬不要靠甜心約
會作為主要收入」，並強調「這不是一種救濟金，應視它
為每月發放的年終花紅」。 ■CNBC

援交網標榜「雙贏」
嗲哋BB要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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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經濟持續低迷，市場對歐洲央行推出量化寬
鬆(QE)的呼聲日益高漲。擔任歐洲法院法律顧問的佐
審官畢亞隆昨日表示，歐央行購買政府債券符合歐盟
法規，被視為替歐版QE開綠燈，加上歐央行行長德
拉吉昨日強調，央行在對抗歐元區通縮危機上「其他
選擇不多」，令央行在下周四議息時拍板推QE的機
會高唱入雲。
包括德國央行官員及學者共3.7萬人，一年前入稟

德國憲法法院，質疑歐央行承諾無限量買債挽救歐元
區財困國的合法性。德國憲法法院其後把訴訟轉交歐
洲法院審理。
畢亞隆表示，歐央行早前承諾透過「直接貨幣交

易」(OMT)購買國債，挽救歐元區經濟，與歐盟條約
原則上無牴觸，亦屬歐央行職權範圍內，但必須符合

特定條件，包括歐央行不能直接參與接受OMT支援
國的援助計劃。歐洲法院將於4至6個月後正式裁
決，預期將跟從畢亞隆的意見。

德反對聲勢限QE規模
以德國為首的反對陣營批評，QE只會減少財困國
推行改革的動力，最終只會要歐洲納稅人埋單。德國
智庫「歐洲政策中心」研究員指，無論裁決如何，來
自德央行和民眾的抗議聲音，或將限制歐版QE的規
模。有專家亦指，歐洲企業與美國企業不同，主要是
靠銀行而非債券市場集資，質疑歐央行買債的成效。

德拉吉否認角逐意總統
奧地利央行行長兼歐央行管理委員會成員諾沃特尼

昨表示，歐央行對抗
通縮威脅十分重要，
「我們不應等待太久
才反應」，言論拖累
歐元兌美元及其他主
要貨幣下跌。
另外，年屆89歲高

齡的意大利總統納波
利塔諾昨日簽署辭職
信，提前結束第二任期。按照法例，議會要在15天
內開始選新總統，在意大利土生土長的德拉吉被視為
有力人選，不過他昨日否認有意角逐，強調會專注目
前的工作。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英國《金融時報》

美國上月零售銷售按月急跌
0.9%，遠超分析師預期的
0.1%；摩根大通上季盈利倒退
6.6%，股價挫3.3%並拖累一

眾銀行股，美股昨早段急瀉。道瓊斯工業平
均指數早段報17,411點，跌202點；標準普
爾500指數報2,005點，跌17點；納斯達克
綜合指數報4,630點，跌31點。

礦股跌累富時指數跌逾2%
世界銀行昨下調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

由之前的3.4%降至3%，主因是歐洲和日本
經濟低迷。消息進一步推低銅價，昨一度急
跌5.5%至每噸5.353美元，礦業股領跌拖累
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389點，跌152點
或2.33%；法國CAC指數報4,240點，跌49
點；德國DAX指數報9,845點，跌95點。

■法新社/《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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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太空站美國艙段的冷卻系統於美東時間昨晨
約4時(香港時間昨下午5時)響起洩漏毒氣警號，裡
面兩名美國及一名意大利太空人隨即撤至俄羅斯艙
段，3人連同在俄艙段的3名俄方人員均無恙，並
封鎖美國艙段，等待美國決定如何處理。

未證漏氨氣或電腦失靈
俄方向當地傳媒披露，修補洩漏地點或需進行緊急

太空漫步。本周較早前運送補給物資到國際太空站的
美國「龍」無人飛船，也可能因事故要押後返航。
美國太空總署(NASA)指，事發時警報器顯示氨

氣洩漏，站內人員立即戴上氧氣罩及撤至俄艙段。
俄方官員早前指，洩漏的是氨氣(俗稱阿摩尼亞)，
不過美國NASA其後稱未能證實是洩漏氨氣，還是
冷卻環壓力增加、感應器或電腦失靈致警號響起。

■路透社/法新社/《今日俄羅斯》/《莫斯科時報》

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蘭國」(ISIL)昨日在網上
發放短片，顯示一名10歲男
童處決兩名俄羅斯間諜，之後
又播出該名男童受訓的片段。
不過有傳媒質疑片中俄諜沒如
此前多條斬首影片的人質般滿
是傷痕，加上男童開槍後未見
血跡，懷疑整件事可能是刻意
安排演出。
影片長近8分鐘，首先訪問
兩名人質，他們以俄語表示

自己本是哈薩克斯坦人，後
來獲俄國情報機構聘為間
諜，到敘利亞和土耳其收集
情報之餘，伺機行刺ISIL領
袖。鏡頭隨後轉至戶外，兩
名人質跪在地上，背後站着
男童與一名ISIL戰士。男童
開槍「處決」兩人後，表示
未來要成為聖戰士，殺掉所
有非穆斯林。

■《每日郵報》/
《紐約每日新聞》

太空站洩毒氣 6太空人安全疏散

10歲童處決俄諜
「伊斯蘭國」新片疑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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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浮屍驚現恒河
印度北方邦一條恒河支流昨日驚現102具

浮屍，大部分是兒童。當局正調查事件，懷
疑涉及印度教傳統的水葬儀式，不涉犯法。
發現屍體地點位於首府勒克瑙28公里外

一條村莊附近，村民首先看見部分浮屍，追
查下發現大量浮屍堵於河堤，狗隻和禿鷹在
進食。警方指屍體全部嚴重腐爛，難以辨認
身份，正收集及檢驗屍體DNA，一旦法律
手續辦妥便會埋葬屍體，避免傳播疫症。
按印度教傳統，未婚女子死後不得火葬，

並相信水葬能讓女孩投胎回家。此外，火葬
最少要花40美元(約310港元)，貧窮家庭難
以負擔。 ■美聯社/法新社

■兩名被指是俄國間
諜的男子跪在地上。

■■男童男童「「處決處決」」兩名俄諜兩名俄諜。。
■■大量浮屍堵於河堤大量浮屍堵於河堤。。美聯社美聯社

■■德拉吉強調德拉吉強調，，歐央行對抗通歐央行對抗通
縮選擇不多縮選擇不多。。 彭博通訊社彭博通訊社

■援交所得逾1/3用於
交學費。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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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男性交友網站向女生宣傳稱年長男性交友網站向女生宣傳稱「「再無學債再無學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