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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連結如自毀 蘋果籲下載最新版 iOS

數碼間諜襲 iPhone
數碼間諜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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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資「網絡軍火商」
借滅罪反恐之名監控

蘋果公司 iPhone 手機作業系統 iOS 出現嚴重安全漏洞，
手機隨時變成「數碼間諜」！阿聯酋人權律師曼蘇爾本月

Look公民實驗室收到曼蘇爾的報告後，與美國三藩市手機保安公司
out合作分析，前日發表報告，指出蘋果手機程式碼中存在 3個原先

10 日及 11 日，收到多封來歷不明的短訊，聲稱他只要打開

未知的漏洞，如果曼蘇爾遵從指示打開連結，他的 iPhone 6 手機便會
「越獄」，安裝未經授權的軟件。

網頁連結，便可查閱阿聯酋監獄虐待囚犯的「秘密」。他未

相機咪高峰窺探 記錄WhatsApp

有打開連結，並向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網絡監察組織「公民實

一旦手機受感染便成為「數碼間諜」，手機相機及咪高峰能窺探曼蘇
爾所在位置附近一舉一動，亦會記錄他的 WhatsApp 及 Viber 通話內容，
甚至跟蹤他的行動。

驗室」(Citizen Lab)報告，後者發現只要用家點擊連結，手
機便會自動秘密安裝間諜程式，用家一舉一動均會受監視。

黑客首遠距離「越獄」攻擊
公民實驗室認為，有關間諜程式是以色列「網絡戰爭公司」NSO 集團
研發， 形容它是有史以來最先進的間諜程式，「過去未曾聽聞黑客可在
遠距離『越獄』，並對 iPhone 進行攻擊，這是首次發現同類個案」，指
出不排除阿聯酋當局有份參與今次事件。Lookout 研究員默里對間諜軟件
規避偵查的能力感到震驚，形容一旦打開連結，後果等同自毀。
曼蘇爾一直在阿聯酋爭取新聞自由及民主，被當局視為眼中釘，電子
通訊曾多次被竊聽。他早前向美聯社記者表示，希望透過揭發手機安全
漏洞，協助數以百計人士避免成為竊聽目標。
NSO 集團前日發聲明稱，該公司是為各國政府提供網絡監察技術，協
助打擊恐怖主義及罪案，但並未提及今次間諜軟件是否由他們研發。人
權監察組織「私隱國際」曾披露，NSO 把電腦軟件售給墨西哥及巴拿馬
當局，據報部分交易金額超過10億美元(約77.5億港元)。路透社記者致電
阿聯酋駐美使館，但未有回覆。

港電腦保安中心警告極危險
■ 曼蘇爾收到的匿名短訊
曼蘇爾收到的匿名短訊。
。
網上圖片

受間諜軟件影響的系統屬 iOS 9.3.5 之前的版本。蘋果前日宣佈為
iPhone 用戶提供修補程式，呼籲用戶盡快下載。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
中心昨日發出「極危險」警告，表示漏洞正被廣泛利用，用戶應升級至
iOS 9.3.5版本。
■美聯社/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英國《金融時報》

■曼蘇爾的手機險些自動
安裝間諜程式。
安裝間諜程式
。 美聯社

傳日版 iPhone 7
可當
「八達通」
用
彭博通訊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蘋果公司有意為預計 9 月推出的
iPhone 7 日本版，加入索尼公司開發的 FeliCa 晶片，用家可付款為手
機增值，乘車時只需把手機放在掃描器上，即可支付車資，毋需再攜
帶實體乘車證及交通儲值卡。據悉香港的「八達通」卡同樣使用 FeliCa標準。蘋果拒絕對消息置評。
消息指，有關功能可把乘車證以虛擬形式，存於 iPhone 的「電子錢
包」應用程式中。蘋果計劃與 Suica 及 Pasmo 等乘車卡供應商合作。不
過，蘋果目前仍與各大服務商洽淡，若未能達成合作協議，有關功能
未必趕得及加入iPhone 7。
■彭博通訊社

Falcon」的黑客組織，與阿聯酋政府監
視國內外異見分子的行動有關，經長期
追蹤，發現它的伺服器與 NSO 一名職
員的 IP 地址有聯繫。「公民實驗室」專
家又發現，Stealth Falcon 用過的惡意軟
件 遺 下 一 個 名 為 「PegasusProtocol」 的
編碼，明顯與 NSO 間諜軟件 Pegasus 有
關。
■ArsTechnica網站/Motherboard網站

民調負責人指出，特朗普最近數周連番
失言，失去支持；相反希拉里雖然被揭發
出任國務卿期間，接受非公職人員向其家
族基金捐款，但選民仍普遍相信與特朗普
相比，希拉里當總統是利多於弊。

搶攻亞裔選民票源
希拉里月底將到內華達、弗吉尼亞及賓
夕法尼亞州拉票，爭取當地亞裔選民支
持。報道指，希拉里陣營將以印刷、數碼
及廣播形式，並利用亞洲語言宣傳，又會
與代表少數族裔的志願組織合作。
雙方前日拉票時，互相指罵對方政策帶
有種族歧視。希拉里狠批特朗普反猶太及
白人至上的立場，等同在共和黨內「散佈

■希拉里參選以來，支持度首次衝破 50%
大關。
彭博社
極端思想」，形容對方陣營會令「仇恨再
次充斥美國」。特朗普則抨擊希拉里的家
族基金屬「犯罪企業」，斥對方滿口謊
言。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惹暗殺疑雲

美國昆尼皮亞克大學
最新民調顯示，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希拉里的支
持度已升至 51%，領先
對 手 特 朗 普 10 個 百 分
點，也是她參選以來，支持度首次衝破
50%大關。民調負責人表示，今次結果進
一步證明特朗普選情危機已陷入惡性循
環，隨着大選逼近，將很難收窄差距。
調查於上周四至本周三期間進行，利用
電話訪問約 1,500 選民。雖然希拉里在
「希特」對決中大比數領先，但如果將自
由黨約翰遜、綠黨史坦等候選人加入調查
選項中，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支持度則分別
只有45%及38%。

捷克漢駕車闖默克爾車隊

希拉里民望升破 50%

冒Pokémon公司 年收5.8億
美國加州三藩市手機保安公司 Lookout 副主席默里表
示，NSO 已研發出不少工具軟件，能冒充紅十字會、
facebook、Google 甚至 Pokémon 公司等網站，令目標人
物不虞有詐，「NSO 很專業，同時很低調」。路透社早
前披露，NSO單是去年收入便高達 7,500萬美元(約5.8億
港元)，客戶包括墨西哥及巴拿馬政府。
■英國廣播公司/《紐約時報》/Business Insider網站

iPhone 保安小貼士
1 使用個人識別碼(PIN)或指紋保安：將屏幕鎖
上，可避免敏感數據及應用程式被盜
2 使用更長的密碼：在設定欄的「Touch ID
與密碼」上，將「簡易密碼」關掉，便能使用
更長及更複雜的密碼
3 自我毀滅：在設定欄的「Touch ID 與密碼」
啟動「清除資料」，PIN 被按錯 10 次便會刪掉
手機所有資料

間諜軟件
「與時並進」
與手機同步升級
曼蘇爾的 iPhone 手機疑遭入侵，令外
界對NSO集團的間諜軟件「Pegasus」(希
臘神話中的飛馬)更感興趣。網絡專家表
示，一旦手機被入侵，Pegasus 就能截取
手機內的資訊，包括電話訊息、通話記
錄及電郵等。即使手機設備軟件升級，
Pegasus亦能自動升級。
Pegasus 原本不為外界所知，但「公民
實驗室」今年初發現一個名為「Stealth

涉嫌研發間諜軟件的 NSO 集團於 2010 年成立，總部
設於以色列，現由美國投資公司 Francisco Partners 擁
有，市值估計達 10 億美元(約 77.5 億港元)。NSO 行事一
向低調，不設官方網站，在職業社交網站 LinkedIn 的自
我介紹亦十分含糊，形容自己從事網絡安全軟件研發及
安全研究工作，標榜為多國政府研發有助滅罪及反恐的
軟件。但有網絡安全研究員認為，它實際是一間「網絡
軍火商」。
NSO自稱「網絡戰」翹楚，它研發的監察工具「Pegasus」，據報能秘密從監控目標獲取所需數據。集團共同
創辦人拉維 2013 年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曾表
示，大部分截取資訊的軟件均有不足之處，「所以我們
須建立新工具」。

4 私隱設定：在設定欄的「隱私權」，可選擇
哪個應用程式獲私隱處理
5 關掉通知：雖然在鎖上屏幕時收到通知非常
方便，但會將個人或機密資料洩露
6 關掉 Siri：在設定欄的「Touch ID 與密碼」
上，將Siri的「鎖定時允許取用」關掉
7 自行輸入：將設定欄一般設定的「密碼與自
動填寫」關掉

德國總理默克爾前日訪問捷克布
拉格，與捷克總統澤曼及總理索博
特卡會面，商討英國公投決定脫歐
後，歐盟未來發展事宜。默克爾車
隊從機場駛往市中心時，一名男子
突然開車意圖闖入車隊之中，警方
警告開槍後，他才停車並就逮。事
件掀起暗殺疑雲，警方指默克爾並
沒遭遇危險。
被捕男子事發時駕駛一輛平治黑
色越野車，無視保護默克爾車隊的
警車警告，意圖衝進車隊，還試圖
撞向負責封路的警員，警員因而拔
槍。警方指男子身上沒有武器，但
在車上搜出警棍、催淚氣體罐、磚
頭及手銬等物件，又指疑犯是單獨
行事。
默克爾這次出訪捷克，正值當地
反歐盟情緒高漲之時，不少示威者

《每日電訊報》

站在車隊途經道路旁，展示「趕走
默克爾，趕走伊斯蘭教」、「布拉
格屬於捷克人」及「默克爾將令歐
洲死亡」等標語，明顯針對歐盟要
捷克接收2,700名難民的要求。
■《每日鏡報》/法新社

■默克爾無恙下車後，獲索博特卡
到場迎接。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