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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全球最快樂 港 4 級跳排 71

Uber地震 主席閃辭
電召車程式公司 Uber 近期負面消
息不斷，除了在多宗官司敗訴及上
司涉嫌性騷擾女職員外，出任 Uber
主席不足 7 個月的瓊斯前
日亦突然辭職。瓊斯
未有披露請辭原因，
外界普遍相信，可
能與行政總裁卡
拉尼克早前計

聯合國轄下的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
絡(SDSN)昨日發表本年度《世界快樂報
告》，挪威雖然受到油價下跌衝擊，但
仍然取代丹麥，成為全球最快樂的國家
或地區，美國排名則跌一位至第 14 位。
香港評分有 5.472 分，比去年多 0.014
分，世界排名由去年的第 75 位，回升至
71位，反映港人較去年快樂。
SDSN 自 2012 年起發表《世界快樂報
告》，排名主要基於全球 155 個國家與
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及健康預期壽
命等數據。受訪者需就生活選擇自由、
社會支援、對社會腐敗的觀感及自身慷
慨程度等指標，給予 1 至 10 分的評分。
今年頭五位依次為挪威、丹麥、冰島、
瑞士及芬蘭。
丹麥哥本哈根快樂研究所行政總裁維
金認為，北歐國家表現優秀，主要因為
具備社群意識及重視大眾利益。SDSN
主任薩克斯則指出，美國排名下跌，源

於社會不平等、互不信任及政府腐敗程
度加劇，指出快樂國家必須在繁榮、社
會資本、不平等程度及對政府的信心之
間，取得「健康平衡」。
■美聯社/路透社

部分快樂排名 (10滿分)
1. 挪威 (7.54)
2. 丹麥 (7.42)
7. 加拿大 (7.32)
14. 美國 (6.99)
71. 香港(5.472)
美聯社
■北歐國家具備
社群意識及重視
大眾利益。

劃招聘營運總
監，試圖架空
瓊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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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任 美 國 連 鎖 超 市 Target 市 場 總
瓊斯監，成功把集團品牌現代化。他去年
8

月獲邀出任 Uber 主席，與卡拉尼克共同管
理公司，改善企業形象，負責監督集團全球
業務，包括各城市的電召車服務、市場推
廣、顧客服務及與司機保持合作。
Uber工作文化一直為人詬病，除爆出辦公

■ 馬德里 Uber 應召車遭
示威人士起飛腳。
示威人士起飛腳
。 美聯社

室性騷擾外，卡拉尼克的作風及領導能力亦
受到批評，彭博通訊社上月底公佈一段短
片，顯示他痛斥一名投訴削減車資份額的司
機，卡拉尼克為此公開道歉。

CEO擬聘營運總監
發生上述事件後，卡拉尼克表明希望聘請

一名營運總監，協助管理業務，Uber內部認
為此舉等同把瓊斯降職。卡拉尼克前日向員
工發電郵，形容瓊斯 6 個月來為公司作出重
大貢獻，不過「在我們宣佈有意聘請營運總
監後，他認為在 Uber 看不到自己的未來，
因此作出艱難的決定。」Uber 早前已有 3 名
高層先後下台。
■《衛報》/彭博通訊社

挽黑心肉危機 巴西總統夥外使鋸扒
巴西警方上周五突擊搜查多個地點，調查
肉類加工批發商是否向食品安全監督人員行
賄，為不合衛生標準的「黑心肉」發出批
文，至今已向38名涉貪人士發出拘捕令。鑑
於醜聞導致巴西這個全球最大牛肉及多種肉
類製品出口國的聲譽受損，總統特默前日會
晤美國、中國、歐洲多國及其他國家大使，
更與他們一同吃牛扒，希望可以挽回信心。
巴西每年向超過 150 個國家出口約 120 億
美元(約931億港元)肉類，對近年陷入經濟衰
退的巴西極為重要。當局上周五展開「劣質

肉類行動」，搜查全球最大肉類生產商 JBS
及禽肉出口商巴西食品公司(BRF)等 40 間企
業，它們除了涉嫌賄賂食安人員，同時被指
在劣質肉類中加入化學添加劑，企圖混水摸
魚。JBS及BRF均否認指控。
特默向各國大使重申，當局對巴西產品的
質素有信心，又指目前 4,800 間肉類企業中
只有 21 間受查，1.1 萬名農業部食安人員
中，只有33人懷疑涉貪受查。
■法新社/路透社/
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霍金
「報團」
維珍銀河太空遊
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霍金近日接受電視
節目《早安英國》訪問時表示，他已答
應開發太空旅遊的企業維珍銀河的總裁
布蘭森邀請，乘維珍銀河太空船到太空
旅遊。

批特朗普蠱惑 脫歐損英科學
霍金坦言從沒想過有機會上太空，因
此當布蘭森邀請他時，他即時答應。維
珍銀河曾擬於 2009 年完成首次載人商業
太空飛行，但因太空船發生連串問題而
延後。

涉刑事罪拒問話 紐逐美外交官
美國駐新西蘭大使館一名參贊早前涉
嫌干犯一宗嚴重刑事罪行，但由於他擁
有外交豁免權，導致警方未能向他問
話，新西蘭政府要求華府解除疑犯的豁
免權不果後，宣佈將他驅逐出境。報道
指，該名外交官上周已離開惠靈頓，當
時他的眼睛被人打腫，鼻樑也被打歪。
兩國政府均沒有透露疑犯的資料，但

■特默與各國大使食巴西牛
扒，左一為中國大使
左一為中國大使。
。 美聯社

美校用新地圖
改 500 年世界觀
波士頓公立學校上周改用
的加爾—彼得斯地圖，被稱

美國波士頓公立學校
上周轉用新標準世界地

較以往大，阿拉斯加則

為
「相等面積地圖」
，它準確顯示各洲面積及
比例，代價是扭曲各洲實際形狀。波士頓
公立學校助理教育主管羅斯表示，過去一
直使用的麥卡托地圖以歐洲為中心，對南
美洲等地存在偏見，改用新地圖有助減輕
不準確地圖對拉丁裔或非裔學生的影響。

被壓扁。波士頓市政府

舊版誇大北半球面積

希望此舉，可讓學生獲

近 500 年來使用的世界地圖，均以荷蘭
地圖學家麥卡托 1569 年發表的地圖為基
準。麥卡托地圖移動了赤道的位置，因此
誇大北半球的面積、令本應較南美洲小的
歐洲，看似與南美洲面積相等、而格陵蘭
則在地圖上幾乎與非洲一樣大，但它的實
際面積較非洲小約 14 倍。地圖中其他被
扭曲的地方，還包括阿拉斯加乍看較墨西
哥還大。
■《衛報》

圖，美國及歐洲面積較
舊地圖縮小，非洲及南
美洲變窄，但面積看來

得更貼近現實的地理知
識 ， 改 變 500 年 來 被 扭
曲的世界觀，有學生看
到新地圖後大感驚訝，
認為徹底改變了他們對
世界地圖的印象。
世界地圖的印象
。

■新地圖
新地圖的
的
北半球面積
明顯縮小。
明顯縮小
。
網上圖片

《紐時》書榜 布什畫冊稱霸兩周
美國前總統布什所畫的退伍軍人
肖像畫冊《勇氣的肖像：三軍統帥
向美國勇士的致敬》，上月底出版
後銷情理想，連續兩周成為《紐約
時報》非小說類書籍暢銷書榜冠
軍，在美國網購巨擘亞馬遜暢銷書
榜亦排名第18。
該本畫冊收錄了66名在阿富汗或伊
拉克服役期間，受傷或精神受創的退
役美軍肖像，每幅肖像旁均附有布什
撰寫的畫中主角故事。出版社表示，
布什會將出售畫冊所得的全部收益，
捐給由他創立的非牟利機構「軍旅倡
議」，以確保「911」恐襲後退伍軍
人及其家人能重過新生活，包括協助
他們就業等。
■法新社

霍金在節目中亦大談政治，先批評美
國總統特朗普是「蠱惑民心的政客」，
「他(特朗普)的優先目標是滿足不屬自由
派及知識水平較低的選民」，繼而指英
國在野工黨黨魁郝爾彬本屬溫和派，卻
任由媒體將他抹黑為「極左政客」，因
此郝爾彬勝出選舉的機會渺茫。霍金還
警告在英國脫歐後，政客必須盡力維繫
英國與歐洲及全球的關係，又指脫歐威
脅英國在科學及創新方面的全球領導地
位。
■《獨立報》

亞馬遜土著 擁最健康心臟
人類長期保持健康的秘密，很可能
藏在玻利維亞亞馬遜地區鮮為人知的
土著部落中。美國研究人員發現，於
玻利維亞亞馬遜地區生活的土著提斯
曼族，族人的心血管老化程度，在全
球研究過的所有人群中最低，以年逾
75 歲的人為例，提斯曼族人近 2/3 幾
乎沒有罹患心臟病風險，僅8%有中至
高風險，當中一名 80 歲族人的心血管
健康程度，更與 50 多歲的美國人相
若。
研究人員在英國《刺針》雜誌發表
報告，指出提斯曼族的生活習慣，是
他們心血管老化程度低的主因。他們
在不睡覺時，僅 10%時間坐着，其餘
時間用在打獵、捕魚、耕作及採集野

果等活動上，飲食則以未經加工處理
的高纖碳水化合物為主，吸收的肉類
蛋白質及脂肪僅各佔 14%，而每日脂
肪攝取量僅為38克，當中11克為飽和
脂肪，且無人吸煙。
■《每日郵報》

報道指疑犯名叫懷特，職銜為「技術參
贊」，此前一直與新西蘭情報部門合
作。新西蘭總理英格利希表示，對美國
拒絕取消疑犯的外交豁免權感到遺憾，
期望美方能夠自行對案件展開調查。美
國大使館發言人則指，他們已就事件與
新西蘭相關部門聯絡，並以案件仍在調
查中為由拒絕置評。 ■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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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腳變種小羊
免被吃命運
英國德比郡一個家族農場，上周三有一頭 5 足小羊出
生，不過牠並無其他健康問題，家族農場主人貝利更被
子女勸服，將該頭小羊當作寵物，而非把牠養大後賣給
別人。
貝利的子女為小羊取名「阿甘」，寄望牠可自由活
動。「阿甘」的第 5 隻腳長於兩隻前腿中間的稍後方，
行走時只吊在一旁，無法獨立活動，但無阻牠與其他小
羊打成一片。不過貝利同時指，倒是有一頭小羊看到
「阿甘」後，有意無意地望向下方，像是奇怪為何自己
沒有第5隻腳，非常有趣。
■《每日鏡報》

增腸臟荷爾蒙
運動時肚痛有因
相信不少人都曾經試過在運動期間突然肚痛，必須
衝入廁所解決，專家指這情況與腸胃病及人體自然機
制有關。
一份針對 221 名運動員的研究發現，患有腸胃病的人
更易在做運動期間肚痛。此外，運動時會增加腸活動
量，當腸活動量愈高及持續性愈強時，如廁的次數便會
愈多，加上腸胃內的荷爾蒙濃度會隨運動而增加，在多
重因素影響下，自然更易肚痛。
美國加州腸胃病專家詹姆斯．李表示，運動會改變腸
黏膜透性，即控制物質從腸胃通往全身，並令糞便軟
化，因此容易引發便意。運動醫學醫生霍格雷夫則指，
跑步雖然會增加肌肉的血流量，讓跑者保持涼爽，但同
時會減少腸胃內的血流量，引發肚痛及便意。
■《每日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