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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全球首推自駕的
試坐要先登記

新加坡昨日起試行全球首款自動駕駛
的士接載服務，測試期間車費全免，車
上會有工程師負責監察行車狀況，緊急
時接手駕駛。這項服務暫時只在鄰近新
加坡國立大學的「緯壹科技城」提供，
只有獲邀及經過登記的人才能乘搭，而
且上落車地點固定。
自駕的士服務由美國新創企業 nuTonomy 提供，使用車款主要是經改裝雷諾 Zoe
及三菱i-MiEV電動車。這些自駕的士配有6

■自駕的士服務由美國新創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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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Lidar」 系 統 ， 能 以 激 光 探 測 周 邊 情
況，作用類似雷達，車身亦設有鏡頭偵測障
礙物及交通燈號。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兩名研究員亞涅馬及弗
拉佐利在 2013 年創立 nuTonomy，一直為
美國國防部研究機械人及發展自駕車。亞涅
馬指新加坡氣候宜人、基建完善，甚少交通
擠塞，司機普遍遵守交通規則，故適合試行
自駕的士。亞涅馬續稱，若測試理想便會推
出收費接載服務，增加更多上落點，並有意

擴展至其他亞洲城市、美國及歐洲。

目標2018年全面推行
目 前 nuTonomy 自 駕 的 士 車 隊 只 有 6
輛，預計年底前增至 12 輛，公司希望測試
所得數據有助改善自駕的士性能，目標是
在 2018 年於新加坡全國運行。試用服務的
乘客稱電腦能察覺司機平時難以看到的障
礙物，例如雀鳥或泊在遠處的電單車等，
值得信賴。
■英國廣播公司/美聯社

引爆車彈後亂槍掃射 兩兇徒被擊斃

阿「美國大
美國大學
學」遇襲
遇襲16
16死
死
位於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阿
富汗美國大學」(AUAF)前日傍晚
有兇徒引爆炸彈及闖入校內亂槍
掃射，最少 16 人遇害，包括 8 名
學生，另有 30 多名師生受傷。當
時校園內有數百名學生，部分人
試圖從大樓跳落地面逃生。阿富
汗武裝部隊抵達後包圍現場，派
人進入校園搜捕兇徒及營救被困
者，整個行動持續近 10 小時，到
昨日天亮前才宣告結束。當局稱
擊斃兩名懷疑策動襲擊的武裝
分子。暫未有組織承認責任。

■ 傷者衣服染滿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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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時半，武裝分子先引
事發於當地時間約下午
爆汽車炸彈，再闖入校內向師生亂槍掃射。

精英就讀 哨崗警衛形同虛設

當局接報後調派保安部隊包圍學校，再派精銳部隊進入校園，現場
曾傳出零星駁火聲，相信是保安部隊與兇徒駁火。當局估計總共救
出700至750名學生，不少傷者要用擔架抬上救護車。

8學生遇害 得獎攝記死裡逃生

■伊亞德

澳斬人案兇徒 疑迷戀死者
澳洲昆士蘭省湯斯維爾旅館斬人案，來自法國馬
賽的 29 歲男子伊亞德在 30 人目擊下，捅死 21 歲英
國背包客艾利費－鍾及斬傷兩人後被捕，他面臨一
項謀殺及兩項謀殺不遂等控罪，今日出庭。雖然伊
亞德犯案時曾高呼「真主至大」，但當局認為暫無
證據顯示他思想極端化，又指他可能迷戀死者。
兩名傷者中，30 歲英國男子沃森為保護死者身中
20 多刀，情況仍然危殆，家人稱他無法說話，故未

能了解事發經過。調查人員指，伊亞德當晚
「行為似乎有所改變」及「不太像自己」，懷
疑他事前可能吸食過大麻，會繼續調查其犯案動
機，暫時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艾利費－鍾曾遊歷多國，過去一段時間在澳洲黃
金海岸酒吧擔任侍應，早前為延長簽證，到湯斯維
爾的農場工作，3個月後便不幸遇害。
■《每日鏡報》/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癡肥增 13 種癌症風險
肥胖一直被指會增加患上心臟病及糖尿病的風
險，但原來它也與癌症有關。世界衛生組織轄下
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日前發表報告，再發
現 8 種癌症與超重或癡肥有關，加上已知的 5 種，
令總數增至最少13種。
目前已知癡肥與乳癌、子宮癌、大腸癌、腎癌及
食道癌有關，但 IARC 分析過往研究後，認為癡肥

亦可能會增加患卵巢癌、胃癌、肝癌、前列腺癌、
膀胱癌、甲狀腺癌、腦膜瘤及多發性骨髓癌的風
險。領導研究的華盛頓大學藥理及手術教授科爾迪
茨指，若只論患癌的後天因素，只有吸煙才能與癡
肥相比。他又指，雖然動物實驗顯示減肥可減低患
癌風險，但目前人類案例太少，難以下定論，建議
人們應盡量維持健康體重。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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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應對恐襲
法 歲童玩遊戲

喀布爾警察總長拉希米表示，遇害者包括警察、保
安及 8 名學生，大部分遇難學生均死於射穿課室窗戶
的流彈。當地衛生部門指，雖然 AUAF 有
不少外國職員及學生，但沒有外國人
在今次襲擊中受傷。
2012 年榮獲普立茲獎的阿富汗
攝影記者侯薩伊尼事發時與 15 名
學生身處課室，他憶述一名槍手曾
向他開槍及向課室投擲最少兩枚手榴
彈，導致數名學生受傷。他逃生期間看見有
人好像因背部中槍倒地。侯薩伊尼曾透過 twitter 向外界求救，他最後與 9 名學生利用緊急逃
生門逃出生天。

成功逃走的學生法希米憶述，事發時有同學把自己反鎖在課室
內，以免被流彈所傷，他自己則從二樓跳落地下，雖然腳踝受傷，
但總算逃過一劫。法希米稱：「我們當時正在上課，突然聽到爆炸
聲及槍聲，相隔時間很短，很多同學嚎哭，也有人尖叫。」另一名
學生穆赫塔爾指，校園有持槍警衛駐守及設有哨塔，但槍手依然
成功闖入施襲，質疑當局失職。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特魯多表示，美國駐阿
富汗大使館正核實是否有美國人捲入事
件，會為他們提供所需協助，美方正密切
監察喀布爾局勢，美軍亦會向阿富汗當局提
供支援。
AUAF 在 2006 年創校，現時向 1,700 名全職及兼
職學生提供美制通識課程，標榜男女同校、非牟利
及無黨無派，大受阿富汗精英階層歡迎。兩名分別來
自美國及澳洲的教授本月 7 日在學校附近被人持槍綁
架，至今音訊全無。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火箭炮戒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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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受恐襲陰霾籠罩，隨着 9 月 1 日開學日臨近，政府推出多
項保安措施，訓練學童一旦面對襲擊如何應對，包括透過遊戲教
3 至 6 歲學童保持沉默，讓他們練習長時間不發出聲響，以免在
恐襲發生時吸引施襲者注意。
遊戲規則簡單，每當老師給出指示，學童便要盡量保持不發出
聲響，專家稱兒童普遍最多只能忍耐 5 分鐘不發聲。當局又規定
從新學年起，學校每年要進行至少 3 次反恐演習，其中一次會模
擬有一名施襲者闖入校園，以教導學童在不同環境的應對方法，
例如應該逃走或是躲藏。13 至 14 歲的學童也會學習基本急救技
巧。
當局又會安排逾 3,000 名警員在學校附近巡邏，學校行政人員
也會接受警方反恐訓練。法國政府會撥出 5,000 萬歐元(約 4.4 億
港元)加強學校保安，校長則需與家長定期開會，解釋新保安措
施。不過有部分教師及家長擔心，新措施會令學童陷入不必要恐
慌，又指學校無常駐保安，難以確保安全。
■《每日電訊報》/《泰晤士報》

特朗普揚言
將華列貨幣操控國
「雙管齊下」在美國境內及世界貿易組織(WTO)控告中
國，「讓他們知道我們不是在玩遊戲。」
特朗普此前曾宣稱會對中國入口產品實施高達 45%關
稅，他批評中國搶走美國大量職位，揚言要令職位回流美
國。特朗普宣稱：「若中國不停止非法活動，包括盜取美
國商業機密，我會運用總統權力處理貿易爭議，包括實施
符合聯邦法例的關稅。」他又表示會退出「跨太平洋戰略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以及重新訂立北美自由貿易
協定(NAFTA)的條款。

攝影師控 Getty 偷相
索償 78 億

她侵犯版權，要求她賠償 120 美元(約
美國一名女攝影師使用自己的作品為
930港元)。
旗下非牟利機構宣傳，卻被一間公司追
海史密斯指控 Getty 出售她多達 1.8 萬
討版權費，揭發原來相片交易公司 Get張作品，索價 175 至 575 美元(約 1,357 至
ty Images 一直擅自對外販賣她免費分享
4,459 港元)不等，她強調公開作品不代
的照片。她不滿 Getty 藉此謀利，入稟
■海史密斯
表放棄版權、容許第三者轉售圖利或是
法院索償逾10億美元(約77.5億港元)。
「亂發警告信給使用照片的人」。Getty
職業攝影師海史密斯過去 25 年通過美
國國會圖書館，向公眾免費分享數以千計的作 代表律師則辯稱公司為照片進行分類、排列、數
品，她早前使用其中一張作品為自己的非牟利組 碼化等工序，讓用家更容易搜尋，收取費用合法
■美聯社
織宣傳時，收到來自 Getty 子公司的警告信，指控 合理。

英反建制政客越洋站台

■法拉奇
法拉奇（
（左）在密西西比州為特朗普站台
在密西西比州為特朗普站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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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前日在佛羅里達州出席競
選集會時，發表「經濟政策 7 步曲」，再次利用「懲罰中
國論」拉票，批評中國在貿易上違反公平競爭，揚言一旦
當選總統，便會下令財長宣佈中國為貨幣操控國，又會

另外，帶領脫歐陣營勝出英國公投的英國獨立黨前黨魁
法拉奇，前日在密西西比州為特朗普站台時，形容自己與
特朗普一樣「都代表反建制運動」。法拉奇未有正式表態
支持特朗普，因為「不想像美國總統奧巴馬干涉英國脫歐
公投一樣」，但就表明不會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
「就算你給我錢也會不投票給她」。
■CNBC/
法新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