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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與多個國際時
裝品牌合作的著名
攝影師布魯斯·韋伯
(Bruce Weber)， 前
日遭曾擔任模特兒
的男子博伊斯入禀
紐約法院，指控
2014年遭韋伯性騷擾，稱韋伯曾捉着
他的手，讓他「自摸」陽具，以及遭對方
強吻。博伊斯形容事件令他害怕，最
終放棄模特兒生涯，向韋伯索償。

為CK操刀 贊助商取消晚宴
現年31歲的博伊斯在入禀文件憶述

事發經過， 稱他在韋伯的影樓拍攝期
間被對方脫去內褲，韋伯最初要求他
將手放在胸前，其後捉着他的手移至
下體，之後韋伯將自己的手指，放到
博伊斯口中。

博伊斯對韋伯的舉
動感到驚慌和反感，
但韋伯低聲向他說，
「若你有自信，必定
大有作為，你想走多
遠？野心有多大？」
博伊斯沒有回答，韋

伯其後表示拍照結束，臨走前還捉着博
伊斯親吻其嘴唇。
71 歲的韋伯曾替 Calvin Klein、

Ralph Lauren 及 Abercrombie & Fitch
等時裝品牌拍照，合作的名人包括影星
李察基爾、名模Kate Moss和已故歌星
大衛寶兒。前日在邁阿密舉行的巴塞爾
藝術展，原本舉行晚宴慶祝韋伯的新書
發佈，但在韋伯爆出性醜聞後，贊助商
《名利場》雜誌和汽車品牌「Genesis」宣佈
取消晚宴。 ■《紐約郵報》/

Page Six網站/《洛杉磯時報》

社交網站facebook(fb)前日宣佈推出針對13
歲以下用戶的兒童版Messenger，程式可由父
母的fb賬戶控制，家長可決定是否讓孩子使
用視訊聊天，以及只可將照片、影片或短訊
傳送給父母認可的朋友。程式同時限制兒童
不能擅自在fb賬戶加入朋友或刪除訊息。
兒童版Messenger暫時只在美國推出。fb雖

然限制年滿13歲才可開戶，但很多人都會規
避相關限制。為堵塞漏洞，fb宣佈新應用程
式將鎖定6至12歲兒童，讓父母管控孩子的
聯絡人清單。fb發言人表示，市場缺乏此類
適用於兒童也同時賦予父母控制權的程式，
公司會留意使用狀況，必要時加入更新內
容。

Google調派萬人追蹤極端內容
另一方面，Google旗下影片分享網站You-

Tube行政總裁武伊齊茨基承認，不法分子利
用YouTube，作出誤導、操控、騷擾和損害
公眾的行徑，Google為此將調派1萬名員
工，追蹤極端主義內容。 ■美聯社/法新社

朝鮮今年頻試射導彈，美國曾威脅不排除
採取軍事行動應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
前日引述知情人士指，在今年8月的白宮會
議上，官員曾討論以威力強勁的微波武器
「CHAMPs」對付朝鮮導彈。「CHAMPs」
可安裝於巡航導彈，由B-52轟炸機攜帶，微
波覆蓋率達1,126公里，能低飛進入敵方領
空，發出微波干擾導彈電子裝置。
美國空軍及其他政府機構近20年來積極研
究微波武器，現已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安裝地
面微波發射器，用作干擾爆炸裝置和小型無
人機。要把「CHAMPs」變成戰略武器，最

大困難是將發射器體積和重量減少，能配合
搭載武器的動力裝置，以發出微波脈衝。
NBC取得「CHAMPs」的開支預算文件，顯
示其攻擊目標，大部分涉及在朝鮮和伊朗發
現的大殺傷力武器生產設施。

聯國高官訪朝 7年來首次
另一方面，聯合國主管政治事務的副秘書

長費爾特曼，昨日起訪問朝鮮4天，與朝方
商討雙方關注的問題，並會與朝鮮外相李勇
浩和副外相朴明國會面，之後將轉到中國訪
問。今次是自2010年以來，再有聯合國高官

訪朝，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表示，樂見
聯合國在推動妥善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上，
發揮建設性作用。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也門前總統薩利赫前日遭胡塞武裝
組織伏擊身亡後，當地內戰有升級跡
象。流亡沙特阿拉伯的總統哈迪下令
軍隊向首都薩那推進，薩利赫兒子穆
罕默德也呼籲向胡塞報復。當地記者
表示，也門將步入「血腥12月」。
在位近33年的薩利赫，2011年因也

門爆發大規模示威下台，但在也門仍
有強大影響力，他其後與胡塞武裝結
盟，伺機回朝，但今年9月胡塞單方面
任命軍隊指揮官等要職，令薩利赫不
滿，導致雙方決裂，他前日逃離薩那
期間被殺。由於薩利赫受也門北部民
眾擁戴，其支持者料向胡塞發動攻

擊，為薩利赫報仇，恐造成更多流血
事件。
也門內戰至今導致數千人喪生，並

引發嚴重人道危機。也門亞丁大學心
理學系學者哈立德預期，薩利赫之死
將帶來新一輪衝突，同時亦會加劇地
區安全危機。
另據《紐約時報》引述軍火專家稱，

上月4日胡塞武裝發射導彈攻擊沙特利
雅得國際機場，沙特軍方聲稱成功擊
落，但機場附近仍發生猛烈爆炸，收
集到的導彈碎片證實屬飛毛腿導彈，
反映沙特使用的美製愛國者導彈防禦
系統可能失效。 ■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時代》周刊定於今日公佈本年度風
雲人物，《時代》前日率先披露入圍最後10
強名單，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美國總
統特朗普、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以及對
抗性侵的網絡標籤行動「#MeToo」等。至
於讀者網上票選結果，則由沙特阿拉伯王儲
穆罕默德勝出。
《時代》自1927年起，每年均由該周刊編

輯選出年度風雲人物，去年由美國總統特朗
普當選。今年入圍10強的人物，許多均與特
朗普有關，包括受暫緩遣返令(DACA)影響、

被稱為「追夢者」的無證移民、發起單膝跪
地抗議種族歧視的美式足球員卡佩尼克，以
及調查特朗普競選團隊「通俄門」案件的特
別檢察官米勒。

讀者票選沙特王儲大勝
同日公佈的讀者網上票選結果，由32歲的
沙特王儲穆罕默德以24%票數勝出，排第二
的「#MeToo」得票率僅6%。去年讀者票選
榜由印度總理莫迪稱冠。

■中央社

也門前總統被殺掀「血腥12月」

美fb推兒童版Messenger 家長監管交友

攝影大師涉性騷擾男模
捉手摸陽具

《時代》風雲人物10強 中美朝元首上榜

美傳微波武器干擾朝導彈

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已先後
3次頒佈入境禁令，首項禁

令遭多名聯邦法官「凍結」後，
今年3月推出的新版禁令，亦因受
法律挑戰而無法實施，並於9月到
期。特朗普9月底再推第三個版
本，禁止乍得、伊朗、利比亞、
索馬里、敘利亞和也門公民的移
民和旅遊申請，同時禁制朝鮮公
民和委內瑞拉部分官員入境。禁
令面世後不久，便遭包括三藩市
等多個地方政府入稟，稱針對穆
斯林的禁令違憲，且無法達到聯
邦政府宣稱的國家安全目標。

僅兩自由派大法官反對
最高法院9名法官前日作出裁
決，在只有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
格和索托馬約爾反對下，首次允
許入境禁令全面執行，但沒有解
釋原因。下級法院早前已局部放
寬禁令，裁定在當地有家庭聯繫
或與美國大學等機構有正式關係
的人，不受禁令限制。最高法院
前日下令暫緩有關裁決。
最高法院的決定不影響下級法

院挑戰這項禁令，相關法律
訴訟仍續進行，最高法院表示
不會作出任何干預，即使上訴
法院接獲上訴申請，但至少在
受理上訴前，禁令仍然生效。

司法部長：美安保勝利
司法部長塞申斯發聲明稱，

最高法院的裁決是美國人民安
全保障的一大勝利，令特朗普
執政團隊士氣大振。總統發言人
吉德利表示，白宮對最高法院的
裁決不感意外，因禁令本來便合
法，能應對部分國家對美構成恐
怖主義風險。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律師

德瓦特稱，特朗普歧視穆斯林眾
所周知，對禁令正式生效表示不
幸，強調不會影響他們追求自
由、平等和家人團聚的決心。美
國最大穆斯林民權組織「美國－
伊斯蘭關係協會」國家訴訟主任
馬斯里批評，很多美國公民的家
人身在該6個穆斯林國家，最高法
院漠視禁令對他們帶來實質影
響。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最高法院開綠燈 阻海外家人團聚

美入境禁令生效 8國遭「落閘」

歐盟成員國財長昨日公佈避稅天堂黑名
單，涉及17個國家或地區，包括澳門和韓
國，但歐洲國家無一上名，同時有47個國家
被列入「灰色」名單。歐盟認為黑名單中的
國家和地區，未有採取充分行動打擊逃稅，
但暫時未就採取制裁措施達成共識。

無一歐洲國 47國家地區列灰名單
受「天堂文件」醜聞影響，歐盟成員國財
長年初開始商討避稅天堂黑名單，曾去信各

地政府，促請改善稅務制度和增加透明度。
由於黑名單須獲成員國一致同意，若將歐洲
國家列入，將面對極大阻力，因此最終黑名
單上未見任何歐洲國家。
歐洲經濟事務專員莫斯科維奇在名單公佈

前表示，希望名單上少於20個國家或地區，
但在打擊逃稅上仍屬「初步勝利」。盧森堡
財相格拉梅尼亞稱，被列入黑名單者，將面
對制裁措施。
列入黑名單的除澳門和韓國外、還有巴拿

馬、美屬薩摩亞、巴林、關島、巴巴多斯、
馬紹爾群島、格林納達、蒙古、納米比亞、
帕勞、聖盧西亞、薩摩亞、特立尼達和多巴
哥、突尼斯和阿聯酋。法國等多個歐盟成員
國認為，黑名單上的國家或地區不應獲得歐
盟和世界銀行援助，但部分成員國認為應由
各國自行決定措施。
法國財長梅爾稱，列入「灰色」名單的47

個國家或地區，稅務制度雖未符合歐盟標
準，但已承諾作出改善。 ■法新社/路透社

韓澳門列歐盟避稅天堂黑名單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下令對多個穆斯林國家頒

佈入境禁令，這項具爭議措施一直受到聯邦法院挑

戰。美國最高法院前日以7票贊成及2票反對，裁定允

許最新版本的入境禁令全面生效，白宮稱，禁令對美

國國家安全和反恐行動十分重要。人權組織則批評法

院漠視禁令對美國公民及其身處海外家人造成的後果。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宣佈，大幅縮減猶他州
貝爾斯伊爾斯和大階梯埃斯卡蘭特自然保育區的
面積，是華府50年來首次作出相關決定，將為
當地進行能源勘探和其他商業用途掃除障礙。環
保組織怒轟特朗普的決定，「地球之友」質疑此
舉是為報答支持其選戰的商家，當地原住民部落
更揚言會興訟阻撓。
貝爾斯伊爾斯自然保育區去年12月由時任總

統奧巴馬下令設立，面積50萬公頃，特朗普下
令縮減85%，減至9.3萬公頃。面積76.9萬公頃
的大階梯埃斯卡蘭特自然保育區，則於1996年

由前總統克林頓拍板設立，今次將縮減逾半至
40.6萬公頃。反對人士指出，兩個自然保育區內
共有逾10萬個考古遺址，當中包括至少有5,000
年歷史的岩畫，以及21種未被發現的恐龍品種
遺骸。
揚言要增加能源出口的特朗普，曾批評奧巴

馬和克林頓濫用《文物法》，不必要地將大量土地
劃為自然保育區，令土地不能用於採礦、畜牧、
道路交通和其他用途，聲言今次是還地於民。除
猶他州兩個保育區外，特朗普並下令內政部長津
凱檢討另外25個保育區的用途。 ■美聯社

削保育區開採能源 特朗普涉官商勾結

■■費爾特曼費爾特曼((左左))抵抵
達平壤機場達平壤機場，，朝朝
官員到場迎接官員到場迎接。。 ■■韋伯韋伯 ■■博伊斯博伊斯

■■沙特王儲穆罕默德在讀者沙特王儲穆罕默德在讀者
網上投票大勝網上投票大勝。。 路透社路透社

■■猶他州自然猶他州自然
保育區遭大幅保育區遭大幅
縮減面積縮減面積。。

路透社路透社

■■韓國被指未有採取充分行動打擊逃稅韓國被指未有採取充分行動打擊逃稅。。 中央社中央社

■■美國入境禁令美國入境禁令
成為特朗普打壓成為特朗普打壓
穆斯林的工具穆斯林的工具。。

路透社路透社
■■美國民眾勢將反對美國民眾勢將反對
禁令禁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