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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三親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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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極體

擁有父母親細胞
核DNA及正常線
粒體的胚胎開始
發育後，移植到
母親子宮內來源：英國人類受精與胚胎學管理局(HFEA)

1.母親的卵子擁
有異常線粒體

《新科學家》按照診所
意願，未有公開

有關家庭的姓名。報道指，
男嬰母親患有萊氏症候群，
體內約 1/4 線粒體出現異
變，雖然她本人健康無礙，
卻因此難以誕下健康嬰兒，
此前誕下的兩名子女都先後
因遺傳病夭折，兩人於是向
美國新希望生殖醫學中心創
辦人張進及他的團隊求助。

將來可操控嬰兒外貌
根據英國批准的技術，醫
生先把母親及捐贈者卵子雙
雙與父親精子結合，在受精

卵開始孕育成胚胎時，把來自母親的卵子核移
植到捐贈者卵子內，令胚胎擁有母親的細胞核
DNA及捐贈者的健康線粒體。由於該對約旦
夫婦信奉伊斯蘭教，反對破壞胚胎，張進改從
母親卵子入手，把其細胞核移植至已移除細胞
核的捐贈者卵子內，再用父親精子進行受精，
植入母親體內。
由於目前只有英國批准這項技術，張進與
團隊為避免觸犯美國法規，特意前往沒有相
關監管的墨西哥進行基因工程，以上述方法
製造了5顆胚胎，當中只有1顆成功，最終順
利誕下男嬰。張進形容這是一個重要里程
碑，稱技術潛力無限，包括防止嬰兒患遺傳
病、協助高齡婦女懷孕等，將來甚至可能容
許醫生操控嬰兒的外貌或能力。張進稱會在
下月美國生殖醫學學會(ASRM)會議上發表研
究報告。

■《新科學家》/《每日郵報》

華裔醫生助約旦夫婦圓夢

全球首誕「三親嬰」
英國去年修例准使用3個人的脫氧核糖

核酸(DNA)製造試管嬰兒，即「三親嬰兒」，
是全球唯一合法化相關技術的國家。美籍
華裔醫生張進率領的醫療團隊數月前利用
有關技術，協助一對約旦夫婦誕下「三親男
嬰」，屬全球首例。《新科學家》雜誌報道男
嬰目前5個月大健康良好，張進形容是醫
學史上里程碑，但有人擔心會衝擊道德倫
理底線，恐導致「設計嬰」誕生。

美國記者塔格里將成為首位戴
頭巾登上成人雜誌《花花公子》
的穆斯林女性，引發讚揚和譴責
兩種聲音。
塔格里將與多名提倡性別平等
人士、喜劇演員和小說家，一同
登上《花》10月號「叛徒」系列
雜誌，這系列雜誌將焦點放在
「冒着生命危險做他們熱愛事
情」的人。
在新聞網站Newsy擔任記者的
22歲塔格里，身穿黑色皮褸、黑
色牛仔褲、Converse運動鞋和頭

巾，出現在《花》中。有利比亞
血統的塔格里目標是成為第一位
在美國商業電視台戴「頭巾」的
新聞主播。她也表示，身為穆斯
林女性在美國成長所面臨的困
難，是幫助她在事業上進步的動
力。
對於塔格里此舉，網民看法兩
極，有人批評她「不該因為登上
以物化女性來獲利的雜誌而感到
光榮」，但也有網民支持塔格里
和《花》破除障礙。

■法新社

戴頭巾穆斯林女
首登《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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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發生一宗客機上手機起火意外，不過事故原
因並非手機電池過熱，而是一名乘客把手機掉
進座椅罅隙，嘗試移動座椅尋找時把手機夾爛
所致。澳航建議乘客在飛行途中要小心看管手

機，假如掉進罅隙應通知服務員處理。
事發於6月21日一班由洛杉磯飛往紐約的客
機上，商務艙一名乘客把手機掉進座位罅隙，
他於是移動座位嘗試把手機取出，卻不慎令手
機損毀。手機隨即發出「嘶嘶聲」並冒出火光燃
燒，最終機組人員用滅火筒救熄火焰。澳航發
佈照片，顯示手機嚴重燒焦。 ■法新社

澳航椅夾爆手機起火

美 國 太 空 探 索 科 技 公 司
(SpaceX)創辦人馬斯克說，他認
為到下個世紀人類就能大規模移
民火星，並且預期屆時載人火星
飛船可載多達1,000人，並有餐
廳、無重力遊戲等娛樂。
馬斯克在墨西哥舉行的第67屆
國際宇航大會演講，描繪了他心
中的人類移民火星前景。他說，
隨着星際飛行成本降低，將來一
張前往火星的船票價格不會超過
地球上一幢房子的價格，最終可

能會有100萬「火星人」，他們會
建立城市，到時火星上也可能會
有薄餅店。他也計劃在火星上建
立燃料提煉工廠，供飛船回程
用。SpaceX曾表示，最早將於
2018年發射一艘無人飛船前往火
星；然後計劃2024年發射載人航
天器，可能於2025年將人送達火
星。與之相比，美國太空總署
(NASA)的計劃是到2030年後把人
送上火星。 ■法新社

SpaceX：
下世紀可移民火星

手機即時通訊軟件WhatsApp上月宣佈，將
與母公司facebook分享用戶部分數據，引起廣
泛不滿。德國漢堡資料保護專員卡斯帕27日
以涉嫌違反資料保護法為由，下令fb停止收集
和儲存德國WhatsApp用戶的數據，並刪除所
有已經共享的數據，是首次有國家監管機構就
此採取行動。fb表示會上訴。
卡斯帕表示，fb兩年前收購WhatsApp後，

雙方都曾公開承諾不會互相分享用戶訊息，
「但事實證明兩家公司不但誤導用戶和公眾，

這行為也違反德國資料保護法。」卡斯帕續
稱，德國3,500萬WhatsApp用戶有權決定是否
將賬戶與fb連結，fb應該在事前向用戶尋求許
可，但fb沒有這樣做。
WhatsApp上月修改私隱條款，打算將用戶
的電話號碼及分析數據等與fb分享，雖然公司
宣稱此舉是為提升服務質素，但已引起用戶不
滿及多國監管部門關注。

■路透社/《紐約時報》

德禁fb WhatsApp互享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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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進與張進與「「三親嬰三親嬰」」

印尼龍目島的林賈尼火山27日傍晚開始爆發，火山灰柱
高達2公里，導致半空滿佈火山灰。當局截至28日已疏散
超過1,100名民眾，暫未收到傷亡報告，又派救援人員撤離
現場附近389名遊客，當中333人為外籍人士。當局已確認
約120人的位置，並得悉他們正在下山，但仍有逾250人未
能聯絡上，擔心他們被困山上。
今次爆發的是林賈尼火山口內部一座較小的火山錐「巴
魯賈尼火山」，當局28日提高火山警戒級別，但距離最高
危險級別仍有2級。現場方圓約3.7公里的鄉鎮暫未受影
響，龍目島機場運作如常，但部分往來旅遊勝地峇里島的
航班取消。

林賈尼火山每年吸引成千上萬遊客攀登，由山腳攀上山
頂一般需時數天，巴魯賈尼火山則是沿路主要景點。印尼
國家救災部門發言人努格羅霍指，根據25日以來的記錄，
共有389人士試圖登山，大部分是外國人。他又指，雖然
大多數遊客根據官方建議路線攀山，但不排除有人自行設
定路線。
印尼官員未有發佈失蹤遊客的國籍，美國駐雅加達大使
館表示，未知當中有否美國公民。
印尼位處環太平洋火山帶，全國共有130個活火山。由

於地殼移動，當地過去多次發生地震及火山爆發。
■美聯社/法新社/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印尼火山爆發 逾250登山客失蹤

澳洲南澳省28日遭受猛烈雷暴侵襲，當局錄得超過2.1
萬次閃電，導致電力系統損毀及癱瘓，一度全省停電。當
局被迫關閉港口，地鐵及電車等交通工具亦停止服務。南
澳電力網絡表示，工作人員正搶修供電系統，首府阿德萊
德昨晚已恢復部分供電。
停電導致交通大混亂，交通燈亦無法如常運作，當局調

派1.8萬名緊急服務人員及消防員戒備，其他省份亦派員
提供支援。惡劣天氣亦導致阿德萊德西北約500公里、必
和必拓旗下一個銅鈾礦電力短缺，當局要動用後備電力維
持基礎設施運作。
氣象局表示，一道冷鋒橫掃南澳省，加上一股低氣壓將
於今日抵達，預料烈風及雷暴天氣持續，南部海岸會翻起
巨浪，河道水位上升，估計惡劣天氣仍會持續一段時間。
南澳省人口約170萬，是葡萄酒生產區及傳統製造業樞
紐，但一直依賴東南部維多利亞省輸電。

■路透社/9News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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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西武新宿線高田馬場站的月台，28
日放工時段突然傳出類似天拿水的惡臭，9名
乘客喉嚨、眼及鼻出現疼痛感覺而需送院，所
幸情況輕微，列車服務沒受影響。
事發於28日下午約5時45分，臭味突然從其

中一個月台的小賣店前傳出，約20人聞到臭味
後通知職員，當局接報派出警員、救護員、消
防車等到場。當時在車站附近的21歲大學生仲
谷光一表示，突然看到大量消防車及救護車趕
至，還以為發生恐襲，其後才得悉虛驚一場。

■日本《產經新聞》

東京地鐵傳天拿水惡臭 惹恐襲疑雲

美國又再發生警員射殺黑人案，加州一
名30多歲黑人男子27日在聖迭戈市郊一
個商業區附近，從口袋取出一件物件，指
向警員，並擺出準備開槍的姿勢，被警方
先發制人射殺。警方事後證實死者所持
「物件」並非武器，事件觸發大批黑人上
街抗議，質疑警方濫殺無辜。
事發商業區位於聖迭戈以東24公里，
當局27日下午約2時接獲一名女子報案，
表示她的兄弟舉止怪異並在馬路上行走。
到場警員試圖用電槍制服該男子不果，另
一名警員於是連開多槍將其射殺。

事件觸發和平示威，大部分參加者是黑
人，他們高呼「黑人的命也是命」及「高舉
雙手，別開槍！」等口號，部分示威者聲稱
死者事發前曾高舉雙手，質疑警方濫權。
但社交網站facebook片段顯示，現場一

名女子曾要求死者把手從口袋中抽出來，
否則警方會開槍，但死者拒絕配合。當地
警察總長戴維斯拒絕透露死者持有什麼物
件，但承認那並非武器。他承諾會進行獨
立及透明的調查，呼籲民眾在調查完成
前，不要妄下判斷。

■美國廣播公司/《每日郵報》

口袋取物扮開槍 美黑人遭警射殺

馬來西亞航空MH17客機前年7月在
烏克蘭東部被擊落，機上298名乘客及
機組人員全部死亡，包括196名荷蘭公
民。荷蘭領導的國際聯合調查組經過兩
年調查，28日公開調查報告，表明有
「確實證據」證明客機被俄羅斯「山毛
櫸」地對空導彈擊落，小組並已掌握約
100名涉案人士的身份，正作進一步調
查。調查組表示，報告將為提出刑事檢
控作準備。
調查組由荷蘭、澳洲、比利時、馬來
西亞及烏克蘭警方及司法人員組成，荷
蘭國家警察中央罪案調查部主管保利森
指，調查人員截取烏東親俄武裝分子的
通訊內容，發現他們曾要求俄國在烏東
部署機動地對空導彈，並於導彈運抵武
裝分子控制區後向俄方匯報。該個「山
毛櫸」發射器被運到距客機被擊落現場
約25公里的一塊農田，事後隨即被運回
俄國境內。
俄國一直否認親俄武裝分子擊落客
機，早前更表示掌握無線電定位數據，
證明導彈並非來自武裝分子控制區。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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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逾300300名遊客撤離現場名遊客撤離現場。。 法新社法新社
■■現場滿佈火山灰現場滿佈火山灰。。美聯社美聯社

■交通燈無法如常運作，南澳警察人手指揮交通。 路透社

■■荷蘭領導的調查荷蘭領導的調查
組經過兩年搜證公組經過兩年搜證公
開報告開報告。。 法新社法新社

■黑人死者(左二)扮開槍一刻。 網上圖片

■當局派員到車站調查。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