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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名80歲老翁昨日在
乘搭山陽新幹線列車期間，
突然將雜誌放在座位上，然
後拿出打火機點火，附近乘
客見狀馬上救熄火焰，事件
中無人受傷，警方接報到場
後，以意圖縱火罪拘捕疑
犯。
肇事的「瑞穗615」號列車

由新大阪開往鹿兒島，目擊
者指，當列車駛至岡山市
時，疑犯突然縱火。列車停
在岡山站後，警員拘捕疑犯
渡邊保弘，他被查問時供稱
無業，居於神戶市東灘區，
事發時持有新大阪站往小倉
的車票，承認希望藉縱火「煞
停列車」。

JR西日本表示，所有受影
響乘客疏散至月台，轉乘下
一班列車前往目的地，肇事
列車則駛往岡山市車廠檢
驗，山陽新幹線服務未受影
響。 ■日本放送協會

虛擬貨幣比特幣近日大幅波動，
前日一度升12%，至2,791.7美元的
歷史新高，但隨即急「插水」，倒
跌逾315美元(約2,455港元)，其後
掉頭回升，收報2,555.13美元，升
3.18%。區塊鏈資本公司主理合夥
人皮爾斯形容，比特幣表現就像
1999年的股市般，未來恐出現大幅
調整。
中國、日本及韓國投資者持續追

捧比特幣，加上網上調查顯示，
83%比特幣「礦工」支持「比特幣
擴容協議」，市場憧憬將令比特幣
使用率大增，因此屢創新高，本周
累升逾45%，今年更累升180%。
不過投資管理公司BKCM創辦人凱
利警告客戶，指比特幣勢出現大幅
調整，但未知會於2,700美元還是
更高水平才見頂。

■CNBC

尼泊爾登山指導員協會總幹
事納姆加爾指出，珠穆朗瑪峰
登山營地近年偷竊成風，食物
及爐具燃料均是目標，甚至有
人偷走氧氣樽，嚴重危害其他
登山者的安全。雪巴嚮導稱，
個別小偷甚至從高海拔營地偷
走氣樽，再帶到大本營出售圖
利。
雪巴嚮導滕吉指出，他早

於 2012 年已試過被偷氧氣
樽，他冒險把自己的氣樽讓
給僱用他的登山客，幸好所
有人最後都平安下山。滕吉
認為這個問題近年開始惡
化，原因之一是經驗不足的

攀山者和不合資格的嚮導增
加。部分人沒有準備好足夠
裝備，加上面臨生命威脅，
於是就偷走其他登山客的物
資。納姆加爾稱，如果氧氣
樽被盜，登山客就只能夠放
棄攻頂。
不過，暫時未有小偷被逮

到偷氧氣樽。尼泊爾觀光局
官員表示，他們正致力落實
法案，要求每名攀山者僱用
一名雪巴嚮導帶路，從而確
保他們準備好足夠物資登
頂，但鑑於當地政局動盪，
立法遲遲未能成事。

■英國廣播公司

美國太空總署(NASA)前日公開木
星探測器「朱諾」號收集的最新數
據及研究報告，包括木星兩極的高
清照片，顯示它們表面覆蓋多個直
徑堪比地球的風暴。科學家對新發
現感到興奮，認為有助重新認識木
星運作。
科學家本來只知道木星兩極有一
些閃閃發光的橢圓形圖案，在「朱
諾」號的高清鏡頭下，這些圖案原
來是緊排在一起的超巨型風暴，部
分直徑達2,800公里，有些甚至更
大。「朱諾號」在赤道附近探測到
厚度達最少350公里的氨氣帶，科
學家推斷這是循環系統一部分。新
的重力數據顯示，木星核心可能較
科學家原本估計鬆散，甚至不存
在。
科學家還發現木星磁場可能較預
期中強，NASA形容木星是一個
「複雜、巨大及動盪的世界」，美

國西南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博爾頓
稱，新發現有助重新探討如何探索
土星、天王星及海王星。「朱諾」
號預定與木星近距離「接觸」最少
12次，任務將於2018年2月結束。

■法新社/路透社/
美聯社/英國廣播公司

比特幣值「過山車」
恐大幅調整

木星兩極照曝光
滿佈巨型風暴

珠峰營地偷氧氣樽成風

列車上縱火
日8旬翁被捕

社交網站 facebook(fb)創辦人朱
克伯格2004年5月從美國哈佛大
學輟學，埋首發展fb，事隔13年
後重回母校，領取校方頒發的榮
譽法學博士學位。他在演講時寄
語畢業生，應以創造所有人均具
使命感的世界為目標，對抗不平
等，以及強化全球社群。
朱克伯格演講主題包括平等、

包容和機會，強調學生應敢於冒
險，呼籲他們「打造美好的事
物」，「找到自己的目標並不足
夠，為所有人創造使命感才是我
們的挑戰。」
朱克伯格以自身經歷為例，指

他22歲時拒絕遵照投資者和高層
的要求，將fb賣盤，理由是他從
不希望僅成立一間公司，而是藉
公司發揮影響力，結果一度令fb
分裂，當時曾懷疑自己是否太年
輕，因不理解世界的運作而作錯
決定，事隔多年後才了解，現今
社會正因欠缺更高目標，才變得

急功近利，創造更高目標正是
「我們這一代的責任」，讓社會
繼續進步。
談到貧富不均問題時，朱克伯

格指目前社會只獎勵成功人士，
扼殺年輕人發展機會，認為千禧
世代須尋找創新方式解決社會問
題，例如落實基本收入，確保所
有人有足夠財政基礎追夢。
朱克伯格在演講前，不忘探訪fb

發源地，即他過往所住的舊宿舍
房間，還在 fb 分享手持學位證
書、與父母的合照，並附註「媽，
我總是說我會回來取得學位」。

■法新社/美聯社

輟學13年
朱克伯格獲哈佛頒學位

有「茄士咩女王」之稱的意大利時裝
設計大師比亞焦蒂(Laura Biagiotti)，昨
日在羅馬一間醫院病逝，終年73歲。比
亞焦蒂勇於開拓海外市場，將茄士咩羊
絨服飾帶入中國及俄羅斯，是首位在中
國舉辦時裝騷的意大利設計師。她深以
祖國時裝為傲，曾表示「意大利真正的
寶藏是釘在衣服上的『Made in Italy』
(意大利製造)標籤」。
比亞焦蒂周三心臟病發，其後出現嚴

重腦創傷，進入深切治療部留醫，延至
昨日不治。

首意設計師中俄開騷
比亞焦蒂修讀文學出身，志願本來是

成為考古學家，畢業後卻決定協助母親
打理成衣公司，並對時裝設計發展出濃
厚興趣。比亞焦蒂擅以茄士咩設計衣
服、寬鬆女裝上衣及展現華貴風的精緻
針織令人印象難忘，成功征服時裝愛好
者的心，助她贏得「茄士咩女王」美
譽。比亞焦蒂1972年在佛羅倫斯首次推
出時裝系列，她的同名時裝品牌「Lau-
ra Biagiotti」推出的女裝、飾物及香水

等廣受歡迎。
比亞焦蒂深信時裝可改變世界，她於

1988年毅然進軍中國市場，推出一系列
以絲及茄士咩製作的上衣及裙子。比亞
焦蒂1995年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辦時
裝騷，成為意大利第一人。
比亞焦蒂熱愛時裝，亦熱愛國家，近
年經常穿戴的披肩，主色便是意大利國
旗的紅、白、綠。她曾為著名荷里活女
星英格烈褒曼及貝蒂戴維斯設計服裝。

■美聯社/
路透社/法新社

打造Laura Biagiotti「茄士咩女王」病逝

自縊喪生的女軍官，於距首爾以南
160公里的忠清南道雞龍市海軍

基地服役。她事發前請假，但假期結束
後未有返回軍中報到。軍方人員周三下
午到其寓所了解，發現她在屋內上吊身
亡，留下的遺書寫道：「明天我可能已
不在這世界上。」

曾向男友透露被上級侵犯
韓國軍方前日向傳媒表示，死者明顯
是自殺身亡，她生前曾向男朋友表示遭
上級強姦。軍方透露，涉案男上尉承認
曾於飲酒後，與死者發生性行為，但否
認強姦。基於案件性質嚴重，海軍拒絕
披露疑犯及受害人詳細資料，包括姓名
及年齡。

報告揭近5年逾百女兵被姦
韓國軍方已非首次爆出性醜聞，國會
早前進行調查後於去年發表報告，顯示
過去5年有多達111名女兵被上級強
姦。韓國一名男軍人因與一名男同袍在
互相同意下發生性行為，剛於日前被判
入獄6個月。
軍方人權中心的維權人士方惠林指，
軍隊一直知悉發生性侵事件，並試圖遏
止，但不幸事件仍持續發生。方惠林
稱，以往軍中屢次爆出男上級濫權性侵
女下屬的事件，批評男軍官往往將其大
男人主義訴諸於性罪行。 ■韓新社

寓所自縊亡 男上尉稱酒後發生性行為

韓軍爆性醜聞 女兵死控被姦
韓國軍方爆出性醜聞韓國軍方爆出性醜聞，，

國防部前日證實國防部前日證實，，海軍一海軍一

名女中尉早前向男友透露名女中尉早前向男友透露

遭上級強姦遭上級強姦，，她周三在寓她周三在寓

所內自縊身亡所內自縊身亡。。涉案男上涉案男上

尉因涉嫌性侵罪被暫時拘尉因涉嫌性侵罪被暫時拘

留留，，軍方檢察官定於昨日軍方檢察官定於昨日

申請拘捕令申請拘捕令，，軍事法庭將軍事法庭將

於短期內決定是否批出拘於短期內決定是否批出拘

捕令並展開聆訊捕令並展開聆訊。。關注軍關注軍

隊人權問題的組織批評隊人權問題的組織批評，，

男軍官濫權性侵女下屬事男軍官濫權性侵女下屬事

件件，，在軍隊中司空見慣在軍隊中司空見慣，，

事件令外界再度關注事件令外界再度關注

韓軍軍紀不嚴韓軍軍紀不嚴，，以及以及

軍方整肅不力軍方整肅不力。。

韓國統一部昨日批准一個民間團
體與朝鮮接觸，商討人道援助事
宜，是朝鮮去年 1月核試以來首
次，外界關注能否成為韓朝關係破
冰的契機。
韓民間團體「我們民族相互幫助運

動」本月初向統一部提出申請，要求
與朝方人士接觸，商討對朝援助項目
和共同對抗瘧疾事宜，包括向朝鮮提供
殺蟲劑、診斷工具、驅蚊劑和蚊帳等，
是繼2012年後，該團體再次向朝鮮提供
預防瘧疾物資。另有不少民間團體也向
統一部申請對朝作人道援助，統一部計
劃逐個審批。
另一方面，蓋洛普最新民調顯示，韓國

總統文在寅的民望逼近9成，多達88%受
訪者看好文在寅未來5年施政前景，較前總
統朴槿惠同期支持率高18個百分點，不看
好或有保留人士分別佔6%，連執政共同民
主黨宿敵自由韓國黨的支持者，也有57%看
好文在寅。共同民主黨支持率亦高達51%，
是主流民主黨派歷來新高，較1998年時任
總統金大中領導的新政治國民會議創下的
45%民望，還要高6個百分點。

■韓聯社/美聯社

韓民間團體援朝
或成破冰契機

■■木星兩極表面覆蓋多個直徑堪木星兩極表面覆蓋多個直徑堪
比地球的風暴比地球的風暴。。 法新社法新社

■■重遊宿舍舊地重遊宿舍舊地。。 美聯社美聯社

■■朱克伯格朱克伯格((右右))獲獲
哈佛頒發榮譽法學哈佛頒發榮譽法學
博士學位博士學位，，開心得開心得
笑不攏嘴笑不攏嘴。。 美聯社美聯社

■■警員向白髮老翁警員向白髮老翁
問話問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韓國男軍官濫權韓國男軍官濫權
性侵女下屬事件性侵女下屬事件，，
在韓國軍隊中被指在韓國軍隊中被指
司空見慣司空見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比亞焦蒂以茄比亞焦蒂以茄
士咩設計衣服及士咩設計衣服及
展現華貴風的精展現華貴風的精
緻針織聞名於緻針織聞名於
世世。。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