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本 警 察

廳 前 日 表

示，全國近 6 萬

名75歲或以上的司機

在為他們的駕駛執照續期

時，顯示出患上認知障礙症的

徵狀，恐危害道路使用者安全。

美名廚波登在法自縊 終年61歲
美國著名飲食節目《波登闖異地》主
持人波登(Anthony Bourdain)昨日在法國
酒店房間內自縊身亡，終年61歲。波登
不但廚藝了得，在業界獲獎無數，更製
作不少受歡迎的烹飪節目和出版暢銷飲
食著作，幫助觀眾以不同角度思考飲
食、旅遊和人生，被譽為廚藝界「具創
意的搖滾巨星」。
波登日前在法國為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製作新一集《波登闖異地》，但他
的法國名廚摯友里佩爾昨日發現波登在房

間內上吊自殺。
CNN證實波登逝世的消息，並向其家人

致以慰問，形容波登熱愛冒險、美食和結
交新朋友，才華讓人驚豔，人們會非常懷
念他。

出書揭秘飲食界 聲名大噪
波登1978年從美國廚藝學院畢業，其後
在紐約一間法式餐館出任大廚，在2000年
出版《廚房機密檔案：烹飪深處的探
險》，揭示飲食業界的幕後故事，並因此

聲名大噪。波登前年拍攝《波登闖異地》
時，曾與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越南河內一
間小餐廳用膳，成為網上熱話。
波登曾表示，對名人身份感到壓力，並
認為自己的飲食節目點評全球各地餐館，
可能為餐館帶來弊處，稱遊客會湧至餐
廳，嚇怕本地食客，令餐廳只剩下遊客。
《波登闖異地》今年初曾來港取景，並
邀請著名攝影師杜可風客串，波登女友、
意大利女星Asia Argento亦一同來港，而
Asia曾揭發荷里活製片人溫斯坦的性侵惡

行。
波登的粉絲眾多，他們在網上留言表示

「難以接受」和「成名的壓力真的很大」，
推測因無法承受壓力而選擇輕生。波登是一
周內第二宗美國名人自殺案，著名設計師
Kate Spade日前在寓所自縊身亡。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對波登的死訊感
到震驚，稱自己愛看他的飲食節目，形容
對方極具個性。

■路透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Variety網站/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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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5.7萬高齡司機
疑患認知障礙

fb 1400萬用戶私人帖文被公開
美國太空總署(NASA)前日宣佈，探測車「好
奇」號於火星表面找到一塊已有35億年歷史的岩
石，並在岩石檢驗出火星上最複雜的有機化合物，
雖然這不代表火星曾出現生命，但有機物是組成生
命的關鍵，故今次研究強烈證明火星具備孕育生命
的條件。
研究人員亦表示，甲烷氣體在火星上出現季節性
變化，氣體來源可能是火星本身或地下水，而地球
大氣層內大部分甲烷來自動植物和大自然本身。
「好奇」號在相信是火星遠古湖泊的蓋爾隕石坑

挖掘，從中發現一塊有35億年歷史的岩石，岩石
樣本在「好奇」號上經加熱和分析，顯示岩石內有
數個有機化合物，與地球上沉積岩內發現的有機物
相似，當中包括噻吩、甲硫醇和二甲基硫醚。
NASA表示，檢驗出的有機物有三個可能來源，包
括生物、隕石及在地形形成過程中產生，如同地球
上的煤和黑頁岩。
甲烷是最簡單的有機物，研究人員分析火星上甲

烷氣體在夏季和冬季時的變化，驗出前者水平接近後
者的3倍，不排除這些甲烷由生物產生。NASA大氣

科學家韋伯斯特表示，有關岩石有機物和甲烷的研究
結果，反映火星過去可能曾出現水和遠古生命。
「好奇」號在2012年登陸火星，雖然於2014年

亦曾探測到有機物，但有機物的複雜性遠不及今次
發現。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NASA檢火星最複雜有機物 或證能育生命
社交網站facebook

(fb)再次捲入私隱外
洩風波，fb前日表

示，由於程式出現錯誤，用戶在5
月18日至27日期間上傳的私人帖
文，可能被設定為公開，即所有人
可以瀏覽，約1,400萬名用家受影
響。fb為事件致歉，並已通知受影
響用戶，建議他們查看相關帖文。
當fb用戶上傳帖文時，其帖文的

私穩設定，會沿用用家上一次作出
的設定。fb程式開發人員近日測試

用家分享「featured items」的新方
式，而「featured items」的項目會
自動被設定為公開，但fb在測試過
程中，意外地把用家的所有新帖文
自動設定為公開，而非只限於「fea-
tured items」。如果用家未有留意私
隱設定已更改，可能會把私人帖文
公開。

指程式出錯已修正
fb 表示，在 5月 22日已修補漏

洞，令系統不再把私人帖文自動設

定為公開，但直至27日，才修正所
有受影響帖文的私隱設定。fb負責
私隱管理的總監伊根表示，用家在
程式出錯前上傳的帖文不會受影
響，用戶仍可一如以往地調整私隱
設定。
fb發聲明指，用家要求fb提高透

明度，故 fb會繼續尋找平台的漏
洞，一旦發現問題，用戶可能會收
到更多有關通知。

■美聯社/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Ars Technica網站

《日經新聞》昨日報道，蘋果公
司已向供應商削減新iPhone的零組
件訂單，較去年同期減少20%，預
計今年 iPhone總出貨量約8,000萬
部，低於去年同期預計的1億部，
反映蘋果對智能手機需求量預測，
明顯較去年保守。

《日經新聞》早前報道，蘋果今
年可能推出三款新iPhone，其中兩
款將跟iPhoneX一樣採用OLED熒
幕。
消息人士指出，蘋果告訴供應

商，要提早為兩款OLED機作準
備，避免重演去年出貨延誤情況。

大減供應商訂單消息拖累蘋果股
價於昨日盤前交易時段下跌2.1%，
供應商AMS股價更急跌6.7%，歐
洲多間半導體供應商的股份均捱
沽。

■《日經新聞》/路透社/
彭博通訊社

蘋果減20%零組件訂單 股價跌2.1%

瑞典傢具業巨頭宜家家居(IKEA)
前日宣佈，旗下全球逾300間零售
店和餐廳，將於2020年前逐步停止
使用或售賣即棄塑膠商品，包括飲
管、餐盤和垃圾袋等。
IKEA表示，停售即棄塑膠產品，

是公司為保護環境重新設計產品的
一環，目標是只使用可再生及可回
收的物料，並在2025年前達到零碳

排放。現時塑膠污染問題日益嚴
重，對海洋造成破壞及傷害海洋生
物，IKEA的計劃既能保護海洋生
態，又配合歐盟的做法。

行政總裁：使逾10億人護生態
歐盟剛於上周宣佈計劃禁用塑膠

製飲管、飲品攪拌棒、棉花棒和氣
球棒等可能危害海洋生態的產品。

宜家國際行政總裁勒夫表示，以公
司規模及接觸的顧客數目，能啟發
和促成逾10億人在顧及地球資源有
限的情況下，共同保護生態環境，
過更好的生活。他表示為達到這目
標，IKEA將帶頭推動減少製造塑膠
產品及包裝，將與原材料供應商，
顧客及商業合作夥伴合作，帶來改
變。 ■《衛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IKEA全球門市兩年內禁即棄塑膠產品巴西土著部落一名初生女嬰日前遭家人活埋，當局
接報後趕到現場挖掘，在7小時後將女嬰救出，她奇
跡生還，而且情況良好。
一名護士周二報警，表示發現一名女嬰於出生後不
久，被埋於馬托格羅索州的欣古河國家公園，警員到
場後摸黑挖掘，拉出全身赤裸、身上仍連着臍帶的女
嬰。將她送往馬托格羅索州首都庫亞巴的醫院救治，
目前在新生兒深切治療部留醫。
州檢察官普拉多稱，已扣留女嬰的曾祖母調查。警
方到卡納拉納鎮向女嬰家人問話，人類學家、心理學

家及負責土著事務的政府機構代表亦參與調查，了解
是否涉及土著風俗。
當局正調查事件是否屬企圖殺嬰案，以及會否嬰兒
死後才被埋葬。女嬰家人則表示，女嬰母親於浴室誕
下嬰兒時，嬰兒頭部着地死亡，不過警方相信另有內
情，指女嬰父親拒絕承認骨肉，而母親只有15歲，懷
疑兩人企圖殺死女嬰。 ■法新社

巴西土著嬰
活埋7小時奇跡生還

■波登生前廚藝了得，在業界獲獎無數，被譽為
廚藝界「具創意的搖滾巨星」。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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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涉及高齡司機的交通事故
近年持續增加，社會上呼籲長者
交還駕駛執照的聲音日益高漲，
然而日本郊區公共交通配套不
足，長者經常要到雜貨店及醫
院，沒有汽車代步會感到極不方
便，因此堅持自行駕車。日本政
府擬效法歐洲國家做法，限制長
者駕駛的地區和時段，減少發生
意外的危險，同時加強為長者提
供安全的交通選項。
日本重點向瑞士取經，瑞士

的司機無須為駕駛執照續期，
不過當他們年過70後，便需每
兩年接受體能、視力及聽力測
試。被診斷出在晚上難以駕駛
的司機，會被限制只可日間駕
駛，同時限制他們駕駛的地
區，若司機無法操作棍波車，
則須使用自動波汽車。
在澳洲，若司機診斷患上認

知障礙症，他們不會立刻被吊
銷駕駛執照，但會因應個別狀
況進行評估。堪培拉一名71歲

婦人2015年確診認知障礙症，
但希望能繼續駕車，她通過駕
駛測試後，獲發限制於每日指
定時間，於住所周邊15公里範
圍駕駛的執照。
此外，日本積極為長者提供

便利交通工具，幫助長者日常
生活，包括於一些鄉郊地區，
鼓勵年長居民使用共享的士，
當地政府亦會補貼的士車資，
並加強來往醫院的公共巴士服
務。 ■《日本時報》

新修訂的道路安全法於去年3月12日起實施，強制要求顯示出
認知障礙症病徵的司機，必須向醫生求診。於修例後首一年

內，共有超過200萬名司機接受認知功能測試，其中超過5.7萬
名司機疑患上認知障礙症。在這批司機中，近1,900人的駕駛執
照遭暫停或吊銷，人數是2016年的3倍，另有逾1.6萬司機於
診斷很大機會患上認知障礙症後，放棄他們的駕駛執照，還
有約4,500人停止申請續證，其駕照失效。

1.3萬人就醫後准繼續駕駛
警方數字顯示，約1.3萬名年長司機於就醫後獲准繼
續駕駛，但當中9,500人需於6個月內再接受檢查，以
確認其認知能力有否變差。此外，在今年1月至4月
間，共有逾15萬名司機自願向警方交還駕駛執照，
當中約70%是75歲或以上。

1/4奪命車禍肇事司機均逾65歲
日本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近年持續下降，去年共

有3,694人，創歷史新低，但年長司機造成的嚴重
交通事故頻生，2016年全國超過1/4奪命車禍的肇
事司機，年齡均超過65歲，不少年長司機會誤把油門
當作剎車掣。一名90歲女司機上月於神奈川縣茅崎市
懷疑衝紅燈，撞倒4名途人，造死1死3傷，涉案司機被
捕，事件再次引發社會對高齡司機的關注。
鑑於年長司機放棄駕駛執照後，可使用的其他交通服務有

限。警察廳去年10月成立專家小組，研究會否效法歐洲及美
國，向年長市民簽發受限制的駕駛執照，限制司機駕駛的車輛
類型、地段及時段。 ■《衛報》/《日本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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