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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動態消息改革重親朋 專頁難再洗版
社交網站facebook(fb)創辦人朱克伯格上
周表示要把
「修理 fb」
列為新年目標，事隔
數日，fb 前日宣佈將大規模改革動態消息
運算機制，今後將更着重用戶與親朋互
動，來自企業、品牌或媒體專頁的帖文顯
示數量將大幅減少，付費廣告除外。朱克
伯格宣稱改革可讓用戶花的時間更有價
值，普遍用家亦表示歡迎，但對於一眾 fb
專頁管理員而言，這卻意味未來專頁除非

■朱克伯格被批一刀
切懲罰所有媒體。
切懲罰所有媒體
。

必須吸引用戶討論或分享，否則其觸及率
(reach)將大幅下降。

花錢落廣告，否則觸及率必然大跌。
fb 形容今次改革是要
「回到初衷」
，即連
結用戶和朋友及家人的關係，而不是再讓
動態消息(news feed)被各種專頁的文章佔
滿。改革後，未來動態消息顯示優先將以
用戶間會否產生互動作依歸，即是以朋友
的帖文為主，其次則是可能引起用戶與朋
友討論的文章，包括朋友曾經留言或讚
好。今後專頁若要讓更多人看到帖文，就

股價一度急挫5.4%
業界人士直言 fb 根本是怕再惹上政治爭
議，所以索性「斬腳趾避沙蟲」。代表
《紐約時報》等媒體的美國出版業團體
「未來數字內容公司」(DCN)行政總裁金
特認為，fb 應該透過其他方法打擊假新

聞，而非一刀切懲罰所有媒體。
其他業界人士亦質疑，fb 要求專頁吸引
用家互動，但很多較具深度文章本身就較
難引起討論，相反一些譁眾取寵、充滿娛
樂性的
「呃like」
文章才能獲得最多分享，如
果今後所有專頁都按照這方法發佈內容，
又如何能做到朱克伯格所說的
「時間花得有
價值」
。受消息拖累，fb股價昨日早段一度
急挫5.4%。
■《紐約時報》/法新社

前老闆娘出書惹禍 Rigby & Peller 失半世紀皇家認證
英國皇室認證持有人協會發言人前
日宣佈，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御
用奢華內衣品牌 Rigby & Peller 已喪失
皇家認證，未有解釋原因。英媒報道是因
Rigby & Peller 前老闆娘及現任董事肯頓，在
去年出版的回憶錄《D 罩杯裡的風波》(Storm in a
D-Cup，暫譯)中，揭露王室成員試穿內衣的軼
事。82 歲的肯頓否認曾討論王室成員試身詳
情，但書中除提到她與英女王及其他王室成員認
識經過外，更披露已故戴安娜王妃曾將內衣模特
兒海報帶給仍是青少年的威廉和哈里王子。
Rigby & Peller 自 1960 年代以來一直
擁有百年歷史的
是王室御用品牌，持有皇家認證 57 年，包辦王室女

性成員的內衣穿搭。肯頓與丈夫於 1982 年收購該公司，
2011年出售多數股權，但她仍擔任公司董事。
肯頓在書中稱，自己 16 歲成為內衣裁縫學徒，從未想
過有朝一日能成為王室御用內衣設計師。她提到第一次與
英女王見面時非常緊張，稱在1982年7月某天被召喚到白
金漢宮，當她在訪客房間等候之際，房間外突然傳來風笛
聲，接着女王進房開啟房燈，望向窗邊對她說，希望今天
不會下雨，因為有8,000人正來白金漢宮茶敘。

「D罩風波」洩密
英王室撤御用內衣
800 個人企業獲皇家認證

■戴妃拿給
威廉和哈里
的海報。
的海報
。
■英女王疑不滿試身
軼事被揭露。
軼事被揭露
。法新社

瑪嘉烈公主最忠誠 迷女星泳裝
肯頓並稱，瑪嘉烈公主是他們最忠誠客人之一，她從未
穿過 Rigby & Peller 以外任何貼身內衣或泳裝，特別鍾愛
意大利女星珍娜．羅露寶烈吉妲的泳裝形象。肯頓表示，
她當時覺得那些泳裝已過時，帶上數件萊卡泳衣，但公主
指泳衣以合成物料製造，無法穿着。

■肯頓

英國皇家認證是一種定期肯定為王室提供產品或服務的人或機構
的制度，已持續多個世紀。持有皇家認證的個人或企業，能在生意
業務上展示皇家徽章，並要承擔相關責任。
制度訂明所有企業若在過去 7 年間，有 5 年時間向王室
成員提供產品與服務，便可向皇家認證持有人協會提出申
請。認證一般每 5 年重新審批一次，視乎王室成員有多
常用產品或服務，決定是否延續認證。目前在各界別
中，已有 800 名個人或企業獲得認證，但銀行家和律
師等專業服務，以及出版刊物均不會獲得認證。
現時王室成員中僅有 3 人有資格頒佈認證，包括
英女王、菲臘親王和查爾斯王儲，他們亦能隨時
收回已發出的認證。
■英國廣播公司

戴妃內衣模特兒海報送威廉哈里
肯頓提到她另一位常客是已故王太后，指對方非常風
趣，她有一次與女王和王太后聚會，其間隨從稱瑪嘉烈公
主正前來參加。王太后此時笑道，瑪嘉烈總是喜歡介入事
情，然後打眼色對她說，「我通常會假裝聆聽瑪嘉烈的意
見，等她離開後，我就按自己意見下令」。肯頓在 59 歲
時認識戴妃，對方經常向她提起兩名兒子，並曾將內衣和
泳衣模特兒海報帶給威廉和哈里。
白金漢宮拒絕評論事件，但英國廣播公司報道，王室早
前已表示不喜歡這本書。肯頓對於失去皇家認證感到難
過，強調書中沒披露任何會得罪王室的內容，但承認沒想
過就書籍內容諮詢王室。
■《衛報》
《每日郵報》
/

兩巨頭解難民分歧 德料組大聯合政府
德國去年 9 月國會大選後，籌組政府過程陷
入僵局。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
(CDU)與社會民主黨(SPD)前日經過徹夜談判後
終出現突破，雙方同意每年接收難民人數上限
為 22 萬人，以及與法國加強合作，強化歐元
區。在分歧最大的難民問題取得共識後，社民
黨執委會已通過與默克爾陣營組成執政聯盟的
協議，料成立大聯合政府，默克爾則希望下月
中之前能敲定最終協議。

年收難民數上限22萬
消息人士指出，兩黨領袖經過 24 小時會談
後，已就組成聯合政府達成初步協議，並制訂

長 28 頁的藍圖草案，為未來數周進一步談判鋪
路。在難民問題上，兩黨同意每月容許 1,000名
難民家屬到德國團聚，但會減少按歐盟協定接
收的難民人數，每月從希臘和意大利接收的難
民將減少 1,000人，務求將每年接收人數限制於
18萬至22萬。
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分析家柯特認為，
今次談判成功與否，不僅為籌組執政聯盟，還
與默克爾、基社盟(CSU)主席澤霍弗爾及社民黨
黨魁舒爾茨的政治生涯攸關。不過《焦點》雜
誌刊登的最新民調顯示，只有 30%德國人支持
重新組成大聯合政府，34%受訪者則支持重新
大選。
■法新社

■默克爾與舒爾
茨握手。
茨握手
。 美聯社

奧斯卡前哨戰 《Lady Bird》女導抬頭
女權電影在今屆金球獎成績斐然，被視為奧
斯卡另一前哨戰的美國導演工會獎，前日公佈
提名名單，其中最佳導演候選人包括非裔和墨
西哥裔人士及一名女性，反而金像導演史提芬
史匹堡則未獲提名。
入圍最佳導演的 5 名候選人分別是《Lady
Bird》的女導演 Greta Gerwig、《訪．嚇》的

黑人導演 Jordan Peele 、《忘形水》的墨西哥
籍導演基拉莫狄多路、黑色喜劇《廣告牌殺人
事件》的馬田麥當奴，以及憑《鄧寇克大行
動》第 4 度入圍的基斯杜化路蘭。《戰雲密
報》的史提芬史匹堡和《神奇女俠》導演比蒂
珍姬絲則未入圍。美國導演工會將於下月 3 日
公佈得獎名單。
■美聯社/路透社

■Greta Gerwig

日女法官反傳統拒冠夫姓
日本 96%女姓婚後選擇冠夫姓，最高法院 3
年前亦裁定伴侶婚後必須使用共同姓氏，然而
最新獲任命為最高法院法官的宮崎裕子卻打破
傳統，昨天透過發言人宣佈，她會繼續以婚前
的姓氏頒佈裁決，成為日本司法界首例。
最高法院於 2015 年的判決，引起民間激烈討
論，女權分子批評判決帶性別歧視成分及過
時，反映社會仍是男權當道。衛道之士則堅

持，女子婚後沿用本身姓氏，會衝擊傳統家庭
結構。宮崎昨天強調，她只是沿用擔任私人執
業律師時的姓氏，認為是很自然的事，指隨着
傳統價值觀改變，擁有保留婚前姓名的「選擇
權」是很重要。
66 歲的宮崎是日本歷來第 6 位最高法院女法
官，由於在她年幼時，女性難以覓得工作，因此
其父親鼓勵她投身法律界，指出
「在法庭上沒有

男女之別」
。
宮崎 1976 年在東京大學
法學部畢業後，便赴笈美
■宮崎裕子
國哈佛法學院進修，1984
年正式畢業，之後回國登記成為律師。宮崎擅
長企業和稅務官司，能力獲全球法律界認同，
然而她因執業姓名與法定姓名不同，曾被外國
一家酒店拒絕入住。
■法新社

美醫院遺棄病人
病服婦寒風中徘徊
美國巴爾的摩馬里蘭大學醫學中
心發生懷疑遺棄病人事件，一名步
履不穩和神志不清的女病人，被發
現在攝氏 2 度的嚴寒晚上，在醫院
附近的巴士站徘徊，當時她只身穿
單薄的病人袍和襪子。有途人拍下
長 11 分鐘片段並上載至 facebook 後
瘋傳，網民紛紛批評醫院員工將病
人趕出醫院。院方前天就事件道
歉，並展開內部調查。
院方證實，片段中的女病人於周
二晚被急症室趕出醫院。然而她一
直在附近徘徊，任職心理治療師的
巴拉卡在街上遇見這名衣衫單薄的
女病人，拍下當時情況。
女病人步行時搖晃不定，不時發
出怪異叫聲，巴拉卡上前安撫她，
讓她坐在巴士站的座椅上，而她的
私人物品則用黑色膠袋裝着，被棄

置於巴士站旁。她坐下後幾乎沒有
說話，只偶爾尖叫，由於天氣寒
冷，噴出的口氣很快便化成霧氣。
巴拉卡召喚救護車將她送回馬里
蘭大學醫學中心，醫院發言人指事
件未能彰顯院方以病人為本的宗
旨，對此深感抱歉。 ■《紐約時報》
■衣衫單薄的女
病人流連街頭。
病人流連街頭
。

阿桑奇成厄國公民
英拒當外交員放生
洩密網站「維基解密」創辦人阿
桑奇為逃避通緝，2012 年開始藏身
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厄瓜多爾
外長艾斯皮諾薩前日宣佈，政府去
年 12 月 12 日已接納阿桑奇的入籍
申請，正式給予他公民身份，然而
在未獲得安全保證前，阿桑奇仍會
留在使館。
艾斯皮諾薩稱，厄國政府嘗試給
予阿桑奇外交人員身份，令他可按
《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享有豁

免起訴權和安全過境。不過英國外
交部已拒絕厄國要求，不會給予阿
桑奇在英國享有外交人員地位，強
調解決問題的方法是阿桑奇離開使
館面對審訊。
澳洲籍的阿桑奇曾在瑞典被控強
姦，因此藏身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
館尋求庇護，後來瑞典當局撤銷起
訴，但阿桑奇因棄保潛逃遭英國通
緝，美國亦可能因他曾洩露國家機
密而提出引渡申請。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