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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歷來最嚴重 美檢方刑調洩客戶私隱醜聞

癱瘓逾 小時
禍不單行

fb

社交網站 facebook(fb)近年已備受洩漏用戶私隱等醜聞困擾，前日更遭受雙重打

擊，旗下 Instagram(ig)、Whatsapp 及 Messenger 等手機應用程式(app)，前日開始

名人企業發文取笑
乘機推銷 twitter

在美國、亞洲及歐洲多個國家出現故障，無法提供服務，事發逾 14 小時後仍未完
全恢復正常，相信是歷來最嚴重的社交媒體大規模「死機」事故。與此同時，《紐
約時報》披露美國檢察部門已針對 fb 近年洩漏客戶個人資料醜聞，展開刑事調

社交網站 facebook(fb)旗下服
務大規模故障，令一眾網民的
社交生活大受影響，許多名人
和企業前日紛紛於twitter發文，
促請 fb 和 instagram(ig)盡快回復
正常。
美國女演員 Mandy Kaling 前
日說笑稱，fb 和 ig 兩大社交網站
故障，正是她推廣其twitter賬戶
的好時機。被揶揄為「超級爛
片」的電影《The Room》導演

查，並要求 fb 部分夥伴企業交出相關記錄。

fb旗下社交平台於美東時間前日下午開始癱
瘓，持續約 11 小時後開始逐步恢復服務，ig

昨日凌晨於 twitter 發文，指服務已經恢復，有網
民其後留言稱，終於度過這場「2019 年最嚴重社
交媒體故障」。然而部分地區的fb仍然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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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以億計用戶社交生活

fb 和 ig 在全球分別擁有多達 23 億及逾 10 億用
戶，「死機」嚴重影響他們的社交生活。大量網
民 前 日 在 twitter 宣 洩 不 滿 ， 「#facebook 當
機」、「#Instagram 當機」更成為網站熱門標
籤。有網民稱每日都要看網上瘋傳的話題，前日
因fb故障而未能收看，令她非常暴躁。
追蹤網絡故障情況的 Downdetector 網站指出，
澳洲、亞洲、歐洲、北美洲及南美洲多個國家的
fb 服務均受影響。fb 稱正調查故障起因，相信網
站並非遭「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攻擊，正評
估事件造成的影響，計劃向在平台刊登廣告的商
戶退還廣告費。
在 fb 服務大規模死機期間，《紐時》指美國檢

察部門正展開刑事調查，追查 fb 與科技企業訂立
合作協議，向對方洩漏客戶個人資料的做法是否
違規。
消息人士透露，紐約大陪審團已就相關調查，
向最少兩間曾與 fb 簽訂資料轉移協議的著名智能
手機生產機發出傳票，要求他們交出取得 fb 用戶
個人資料的記錄，但報道未有說明涉及哪些具體
案件。

曾與逾百企交流用戶資訊

兼演員 Tommy Wiseau，亦趁機
為其twitter戶吸納新粉絲。標榜
全年無休的美國大型連鎖快餐
店 Denny's 則發文，指「ig 和 fb
都 故 障 ， 但 Denny's 會 繼 續 營
業」。
有網民稱，fb和ig兩大社交網
站故障，令 twitter 得益，網民
「Amir」笑言，所有 ig 的網紅
前日突然「失業」，需考慮轉
行。
■綜合報道

fb 曾與 150 多間企業結締夥伴協議，包括亞馬
遜、蘋果公司及微軟等，容許這些企業在用戶不
知情下，閱覽用戶的好友和聯絡人資料等資訊，
但fb近兩年已逐漸解除有關協議。
fb 最近已先後遭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及證券交
易委員會調查，司法部證券詐騙部門亦就數據分
析公司「劍橋分析」涉嫌利用 fb 客戶資料，協助
總統特朗普 2016 年勝出大選進行調查。fb 回應
稱，公司一直配合政府的調查工作。
■法新社/路透社

傳 WhatsApp 測新功能助辨假新聞

據科技網站WABetaInfo報道，facebook旗下的
即時通訊應用程式 WhatsApp，計劃增添「假新
聞」辨別功能，現正測試「圖片搜索」，讓用戶
將收取的圖片連結 Google 搜索引擎，識別內容真
偽。
報道稱，WhatsApp 於測試版中加入「圖片搜
索」功能，用戶點擊後會彈出視窗，詢問用戶是

否從 Google 搜索相似或相同的圖片，相信是要協
助用戶識別收取的圖片是否為假新聞，但目前未
清楚何時推出這功能，亦未知會否讓所有用戶使
用。
WhatsApp近期加強打擊假新聞，包括在1月宣
佈，將用戶分享訊息的對象上限由 20 人縮減至 5
人，避免不實資訊快速散播。
■綜合報道

巴西兩槍手血洗中學 死

英國會否決無協議脫歐
文翠珊或第 3 度闖關

■槍擊案造成至少8死，有9人受傷。

■英國國會否決無協議脫歐。
英國國會前日投票，否決英國在任何情況下
無協議脫歐，並隨即於昨日表決是否押後脫
歐。首相文翠珊表示，將於下周再次向國會提
交脫歐協議草案作表決，若於本月 20 日之前通
過，她便會向歐盟提出，延遲至 6 月 30 日脫
歐。但她同時警告，如果國會第 3 度否決草
案，脫歐期限可能進一步延長。

在保守黨內失領導地位
英政府原本提出動議，列明英國不應在 3 月
29 日無協議脫歐，下議院前日首先提出修正
案，表明英國不可在任何情況下無協議脫歐，
最終獲得 312 票贊成及 308 票反對，僅以 4 票之
差通過。

美聯社
英政府其後臨時修改原動議，改為在任何情
況下拒絕無協議脫歐，並要求保守黨人反對這
項動議，藉此保留無協議脫歐選項，得以主導
脫歐程序。
不過，包括就業及退休保障大臣盧綺婷、商
業大臣祈國光和司法大臣郭達瑋在內的 13 名閣
員倒戈，紛紛投下棄權票，修改後的動議最終
在321票贊成、278票反對下通過，反映文翠珊
在保守黨內已失去領導地位。
前日的表決並無法律約束力，意味除非歐盟
同意延長脫歐期限，英國仍可能在本月 29 日無
協議脫歐。下議院定於當地時間昨日下午 5 時
(香港時間今日凌晨 1 時)表決是否延遲脫歐，估
計會同意押後脫歐。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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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聖保羅市郊一間中學前日發
生槍擊案，兩名屬該校舊生的蒙面
青年，用手槍和十字弩大開殺戒，
至少殺死 8 人，另有 9 人受傷，行
兇後其中一名槍手殺死同夥，再吞
槍自盡。路透社報道，兩人已策劃
今次襲擊逾一年，並有意模仿 1999
年導致 13 死的美國哥倫拜恩中學
槍擊案。
警方正調查兩人犯案動機，其中
一名槍手的母親表示，兒子因在校
內遭受欺凌而不再上學。
兩名槍手為17歲主謀蒙泰羅和25
歲的德卡斯特羅，前者犯案前在
facebook 上載其持槍和展示粗口手
勢的相片。
兩人前日早上在校園附近殺害
經營租車店的一名親戚，偷取一輛
汽車駛往學校，再分別手持點三八
口徑手槍和十字弩，進入校內殺死

■奧羅克宣佈參選明年美國總統選舉。 法新社

兩黨同反特朗普外交政策
決議由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和共和黨議員邁
克．李共同提出，在 7 名共和黨人倒戈支持
下，以 54 票贊成及 46 票反對獲得通過，稍後
將交由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表決，預料同樣過
關 ， 將 是 國 會 首 次 通 過 引 用 1973 年 訂 立 的
《戰爭權力法》，直接限制總統派軍參戰的權
力。
已宣佈角逐明年總統大選的桑德斯表示，美
國在未經國會授權下捲入也門內戰，明顯違
憲，形容美國將自行決定軍事及外交政策，不
會被沙特政權支配，今次通過決議，將恢復國

■死者親友傷心痛哭。

5 名學生、一名教師及一名學校行
政人員，德卡斯特羅更用斧頭亂
砍滿身鮮血的屍體。

擊斃同夥 再吞槍自盡
事 發 學 校 共 有 超 過 1,600 名 學
生，網上流傳的影片顯示，學生在
事發時倉皇逃生，現場傳出多下槍
聲，有人攀過校園牆壁後奔向街外
呼救。部分學生則躲於一間課室
內，兩名槍手未能闖入，在警方到

路透社

場時，蒙泰羅向德卡斯特羅的頭部
開槍，然後吞槍自盡。警方在兩人
身上搜獲汽油彈、利刀及斧頭。
巴西暴力罪案頻生，但甚少發生
校園槍擊案。巴西極右總統博爾索
納羅 1 月上台後，為履行競選承
諾，放寬購槍管制，稱有助平民打
擊罪犯。今次槍擊案再次引起巴西
社會激烈討論槍管問題，有意見認
為讓更多槍械流通，只會造成更多
人死傷。
■美聯社/法新社

■警員到
場調查。
法新社

美民主黨新星參選總統

美參院拒助沙特打也門內戰
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聯軍多年來介入也門內
戰，在也門引發嚴重人道危機，加上沙特王
儲穆罕默德被指是記者卡舒吉遇害案的幕後
黑手，美國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前日通過決
議，終止華府在也門內戰上對沙特的軍事援
助，是共和民主兩黨罕有地共同反對特朗普
的外交政策。

美聯社

美國民主黨新星奧羅克於去年
中期選舉，在共和黨票倉得州以
3%得票率之微，敗給共和黨重量
級參議員克魯茲，表現震驚政
壇。他昨日宣佈參選明年總統選
舉，成為民主黨第 14 名總統參選
人。
46 歲的奧羅克在 twitter 公佈決
定，表示希望展開帶有正能量的

競選工程，揚言要改變美國，修
補社會傷痕。
奧羅克 2005 年起出任埃爾帕索
市 議 員 ， 2012 年 轉 戰 眾 議 院 勝
出，其後兩度連任。近期民調顯
示，奧羅克支持度在一眾潛在總
統候選人中名列前茅，他計劃稍
後到訪艾奧瓦州，正式展開競選
工程。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美 8 月試射巡航導彈 或擬終止《中導條約》
■也門內戰激烈。

網上圖片

會憲制權力。邁克．李則稱，沙特並非值得獲
美國支持的盟國。
特朗普已揚言會運用行政權力否決決議，但
做法料引起憲法爭議。白宮表示，這項決議試
圖凌駕總統作為三軍統帥的權力，將為日後立
法程序立下壞先例。
■美聯社/法新社

美國和俄羅斯早前先後宣佈，將退
出雙方在冷戰時期簽署的《中程核導
彈條約》，令兩國重返軍備競賽的風
險增加。美國國防部一名官員前日表
示，美國將在 8 月試射射程約 1,000 公
里的陸基巡航導彈，倘若試射成功，
可於18個月內部署。
1987 年起生效的《中導條約》，要
求美俄銷毀射程介乎 500 至 5,500 公里

的陸基彈道導彈及巡航導彈。美國國
防部表示，除了在 8 月試射巡航導彈
外，亦計劃在 11 月試射射程介乎 3,000
至 4,000 公里的彈道導彈，兩款導彈均
不會配備核彈頭，後者可能部署在關
島，由於地理位置接近亞洲，可能對
中國及俄羅斯構成威脅。不過，若美
俄在 8 月前就《中導條約》達成共識，
美方便會擱置試射計劃。

美國智庫軍備控制協會(ACA)分析師
賴夫認為，美方試射導彈的舉動，或
企圖促使俄方重新遵守《中導條
約》，但更大可能是華府正就終止條
約作準備。
ACA 執行主任金博爾則批評美方，
以試射導彈回應俄方沒遵守條約的做
法並不明智。
■路透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