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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作為日本 2020 年東京奧運會主場
館的新國立競技場爭議不斷，雖然多
名日本建築師連日來狠批場館設計過
於複雜及造價太貴，但政府仍然決意
興建。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文
部科學省已跟兩間工程公司簽約，斥
2,500億日圓(約156億港元)興建新國立
競技場，較起初預算貴超過一半。

縮至6.5萬座位 料2019年完工
日本去年 7 月拆除位於東京都新宿
區霞丘町、曾作為 1964 年奧運主場館
的國立競技場，改建為新國立競技
場。新場館由伊拉克出生的英國建築
師哈迪德操刀，設計被指是流線型且
具未來感，最初預算為 1,625 億日圓

(約102億港元)。
據日媒報道，官員對最終設計作出
調整，以壓低預算及縮短工時。新國立
競技場原本的開合式天幕將留待奧運落
幕後才興建，原定8萬個固定座位將縮
減至6.5萬個。據報工程預計在今年10
月展開，政府官員期望在 2019 年春天
完工，趕及世界盃欖球賽。報道指，當
局下周一將開會討論相關決議，屆時東
京都知事舛添要一亦會出席。

建築師批設計太複雜
新國立競技場的設計在日本備受批
評，多名具聲望的建築師都批評設計
太複雜且太燒錢，建築大師槙文彥更
宣稱能設計出更省錢、更快完工且奧

■ 主場館被批設計過
於複雜。
於複雜
。
法新社
運後還能賺錢的場館。文部科學大臣
下村博文周一曾表示，當局會參考包
括槙文彥等專家的意見，不過有官員
昨日宣稱，考慮到沒有實際可行的替
代方案，「沒理由放棄原先的設
計」。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引入全身掃描儀
日機場跟歐美

日本燒錢 156 億建奧運主場館
超預算一半

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
斯蘭國」(ISIL)年初殺害兩名日
本人質，更威脅對日本發動更多
襲擊，促使日本政府積極加強保
安措施。據日媒報道，國土交通
省決定在 2020 年奧運會前，在
設有國際航線的全國各地機場引
入「全身掃描儀」，預計本年度
內率先在東京成田機場、羽田機
場及大阪關西機場試行。
全身掃描儀用電磁波穿透衣服
進行安檢，能檢測出一些金屬探
測器無法探知的爆炸物或武器，
每次掃描大概需時 3 秒。歐美多
個機場已推廣及安裝全身掃描
儀，但因為成本及私隱問題，日
本機場過去未有引入，沿用金屬
探測器及隨機抽樣進行接觸式安
檢。
鑑於ISIL的威脅，日本政府在
上月推出的反恐強化對策中，寫
明「使用尖端檢測儀器實現高質
量安檢」，促使國土交通省引入
全身掃描儀。 ■共同社

■天幕示意圖

收緊限制被批荒謬 上載社交網或中招

歐洲擬修例 名勝影相恐犯法
目前遊客能在景點自由拍照，在於版權法中有
一 項 名 為 「 全 景 自 由 」 (Freedom of

出外旅行到景點打卡自拍是不少人的例行公

事，但小心此舉或惹上官非。歐洲議會最近有
意修改法例，限制任何用作商業用途的攝影作
品，若牽涉到有版權的建築物或擺放在公眾地
方的藝術品，必須先得到創作者授權，意味街
頭攝影恐從此絕
跡。歐洲各界狠
批新法「荒
謬」，又指
法律上存在
灰色地帶，
將來即使
一般民眾
只是把倫
敦眼等名
勝的照片

Panorama)的條款，允許大眾拍攝及發布在公眾
地方設置的建築物、雕塑及藝術品等，而
不會構成侵犯版權。攝影師進行街頭
攝影、畫家繪畫城市街景，以至電
影拍攝時以著名建築作背景等，
均受「全景自由」保障。

意是想把「全景自由」推廣至歐盟全境，但歐
洲議會法律委員會審議時卻新增修訂，訂明「牽涉到
公眾地方永久設置的作品的照片、影片或其
他形式的影像，若用作商業用途，必須先
得到創作者或其代理人的授權」。

歐洲議會下月初投票

歐洲議會定於下月 9 日投票
是否通過修訂，之後會交由歐
巴黎鐵塔禁拍夜景
盟委員會就立法作最終決
定。
不過「全景自由」在歐洲各
歐洲議會的修訂引來各界
國適用程度不一，例如英國
嘩然，批評條款完全違背
及德國全面允許拍攝，丹麥只
「全景自由」，大幅限制公
允許拍攝建築物，羅馬尼亞及
眾地方的拍攝自由，即使有關
保加利亞只限非商業作品等。
建築或藝術品只屬背景一部分
「全景自由」在法國及比利時並
也恐觸犯新法。
不適用，因此民眾只能在白天拍攝
雖然有關修訂僅限於商業用途的
巴黎鐵塔，因為晚上的燈光照明受
■ 若修訂獲通過
若修訂獲通過，
， 倫敦眼
拍攝作品，但有專家指法例存在灰色
版權保護，而比利時原子球塔(Atomi相片或要塗黑才能使用。
。
地帶，例如單是把景點照片上載到網誌或
um)在「維基百科」的圖片被塗黑亦是同 相片或要塗黑才能使用
社交網站，並因此為網站帶來廣告收益等，也
一理由。
■《每日郵報》/《泰晤士報》
今次修正案源於一名德國議員早前提交的報告，原 可能觸犯法例。

上載到社
交網站，

(上圖)在「維基
■比利時原子球塔
黑。 網上圖片
百科」的圖片被塗

韓客無人機航拍 撞米蘭大教堂

也可能誤
墮法網。

近年潮興航拍，引致全球各處相關意外頻生。3 名韓國遊客周
一遊覽意大利著名景點米蘭大教堂時，操控無人機拍照，引起教
堂警衛注意並報警。警員抵達時，3 人懷疑一時情急，導致無人
機失控撞向教堂，引致頂部電纜鬆脫，有輕微損毀。3 人接受警
方問話時，供稱只是想高空拍攝米蘭景色，無意破壞建築物，當
局暫未決定是否作出起訴。

匈國「船滿
船滿」
」停難民申請
惹歐盟不滿即撤回

歐洲難民風波持續惡化，歐盟成員國之一的匈牙利為阻
截難民湧入，繼早前宣布在接壤非歐盟成員塞爾維亞的邊
境設立圍欄後，前日再宣布單方面無限期停止難民申請，
聲稱因為「船滿了」，無法負擔更多難民。此舉引起歐盟
高層不滿，匈牙利政府昨日即宣布撤回決定。

接收難民人數 歐盟第二多
今年至今已有逾 6 萬名難民湧入匈牙利，超過去年全
年總和的4.3萬人，使匈牙利成為繼瑞典後，接收第二多
難民的歐盟成員國。根據歐盟難民庇護法案《都柏林公
約》，難民最先抵達的成員國需處理其庇護申請，即使
難民其後轉往其他成員國，該些國家亦有權將難民送返

最先入境國。
匈牙利前日宣布，終止實行有關法案，政府發言人科
瓦奇表示，已知會 14 個主要歐盟成員國，包括德國、英
國、法國等，並解釋是鑑於當地難民設施已爆滿，無能
力接收更多人，同時亦需要保障國民利益，故此要求其
他成員國取消根據《都柏林公約》條款，將難民送回匈
牙利，直至匈牙利完成擴建相關設施。
科瓦奇又指出，當局已耗盡所有可用資源處理難民，
形容目前情況緊急，因此必須在歐盟作出決定前採取行
動。歐盟委員會表示《都柏林公約》沒訂明成員國可中
止轉移難民，要求匈牙利澄清相關決定理據。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加咖啡店遭槍擊 2 死 2 傷
加拿大安大略省沃恩市一家咖啡店昨晨發生槍擊案，救護員
到場後發現 4 人中槍，其中兩人當場證實不治，另兩人情況危
殆，當局現正調查事件。
事發的 Moka Cafe 位於多倫多北面沃恩市伊斯靈頓大道，昨
晨 8 時 15 分，店內傳出多下槍聲，多名警員在接報 3 分鐘後趕
到，封鎖整條街道，呼籲民眾避免前往出事區域。
有警長表示目前只掌握少量資訊，因此未有公布死傷者資
料，亦拒絕透露是否有人被扣留。
■加拿大廣播公司/《多倫多星報》/加拿大《環球郵報》

■傷者送院救治
傷者送院救治。
。網上圖片

報道指，3 名分別 35、39 及 42 歲的遊客，周一早上操控無人
機在教堂上方盤旋，警衛發現後擔心威脅教堂保安，於是
報警。警員接報到場時，3 人仍在操控
無人機，其後無人機失控撞向教堂頂
部，更險些擊中著名的鍍金聖母像。
■《每日郵報》

■民眾將來只要把倫
敦眼等名勝的照片上
載社交網站，或已誤
墮法網。
網上圖片

亞美尼亞7000人抗議加電費
守，警方在連日示威中曾派出防暴警
察用水炮鎮壓，並毆打記者及拘留約
240 人。媒體形容今次示威是當地數
年來最嚴重的社會動盪。
亞美尼亞早前宣布從 8 月 1 日起上
調電費 17%至 22%，由於當地經濟受
俄羅斯經濟危機拖累，民眾對大幅加
電費怨聲載道，上周五開始示威，規
模逐漸升級，周一約有 5,000 人遊行
至總統府，防暴警察中途攔截，演變
成警民衝突，造成 14 名示威者及 11
■當局出動水炮鎮 名警員受傷。衝突觸發更多人上街，
壓場面。
壓場面
。 美聯社 部分示威者昨日通宵靜坐，用大型垃
圾桶築起防線與警方對峙。總統昨日
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連續數日爆發大型示威， 提議與示威者代表對話，但示威者拒絕，強調只
前晚約有 7,000 名示威者在總統府外靜坐，抗議當 有撤銷加電費決定，他們才會離開。
局大幅上調電費，數百人不理會命令，通宵留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澳擬立法剝奪恐怖分子兒女國籍
澳洲政府昨日向國會提交名為《效忠澳洲》的法
案，要求授予政府權力，剝奪澳洲籍恐怖分子及其
子女的公民身份。與此同時，一名極端組織「伊拉
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成員在澳洲的家屬透過
律師發表公開信，呼籲當局准許該成員的妻兒返回
澳洲。
澳洲籍男子沙羅夫去年帶同妻兒到敘利亞加入
ISIL，其後更發布 7 歲兒子拿着人頭的照片，轟動

國際。沙羅夫上周懷疑在空襲中身亡，他的岳母
內特爾頓於是發表公開信，請求當局容許她的女
兒及外孫回國。
根據法案，像沙羅夫一樣加入恐怖組織的澳洲
人，將自動失去公民身份，其子女的公民身份亦
有機會被剝奪，不過可經由另一名家長恢復身
份。法案亦可應用於因干犯恐怖主義罪行入獄的
澳洲人。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