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Phone 5大阪失竊191部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21日報道：日

本 21 日正式開售蘋果新一代智能手機
iPhone 5。當天凌晨，大阪等地多家手機銷
售店發生盜竊案，220多部iPhone 5被盜。

據日本媒體報道，大阪府至少有3家店舖
失竊，共損失iPhone 5手機191部。這些店
舖分別是日本AU公司位於茨木市和堺市西區
的分店，以及軟銀公司在大阪市西區的一家店
舖。

這些竊案都發生在21日凌晨。店舖捲簾
門被撬，窗戶玻璃被砸碎。其中一家店舖的監
控錄影顯示，有三名盜賊從店內盜走手機後乘
車逃走。

此外，神戶市西區的一家軟銀公司行銷店
當日凌晨3時左右也響起警報聲。警備公司人
員趕到時發現店舖門已被撬開，屋內狼藉一片
，30部iPhone 5手機失竊。

日本警方目前正對這些盜竊案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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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島劃歸沖繩釣島劃歸沖繩

蘋果最新款手機iPhone 5星期五在日本開始發售，面向日本市
場的iPhone 5不再使用此前iPhone 4S搭載的Google地圖，而選用
了蘋果公司自己開發的地圖，iPhone 5 自帶地圖上將釣魚島用日本
的名稱 「尖閣諸島」進行標註，並將其地址標註為 「日本沖繩縣石垣
市」。

釣魚島兩種標註
記者在東京一家店內試用iPhone 5樣機時發現，iPhone 5自帶

地圖中，在不輸入地址進行手動搜索的情況下，釣魚島沒有任何文字
標註。這與此前日本市場上的iPhone 4S不同，iPhone 4S的自帶地
圖使用的是Google公司的地圖，地圖上同時用 「釣魚島」、 「魚釣島
」、 「釣魚群島」、 「尖閣諸島」等中日兩國使用的名稱進行標註。

在iPhone 5自帶地圖的搜索框中輸入 「釣魚島」和 「尖閣諸島
」時，均能檢索出釣魚島所在的位置，但是文字標註有明顯差異。在
輸入 「釣魚島」進行搜索時，地圖僅標註了釣魚島所在位置的經緯度
及方位信息，無任何具體名稱顯示。進一步點擊進入詳細說明後，也
無任何名稱及地址顯示。而在輸入 「尖閣諸島」進行搜索時，相應位
置則顯示出 「尖閣諸島」四個字，即日本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總
稱，點擊進入詳細說明，更具體標註出釣魚島的所在地址為 「日本沖
繩縣石垣市」。

蘋果承認軟件需改進
除此之外，蘋果的地圖服務還遇到其他一些障礙，例如英國科爾

切斯特市似乎被一層永久的雲層覆蓋着。一些道路，例如倫敦的巴特
西橋，對普通駕車人士來說看起來似乎有點兒怪。

蘋果地圖立即遭到用戶連番抨擊，他們投訴說，一些城市不見了
，一些鄉村被掉包，衛星影像被雲層覆蓋，研究極不準確，甚至有一
個農場被當作機場。一些消費者表示，由於蘋果地圖的關係，他們會
暫緩購買iPhone 5。

對此，蘋果承認該軟件還需進一步改進，發言人穆勒表示： 「我
們會繼續改善地圖。這款程式以雲端為基礎，越多人使用，服務就會
越好。我們也在和開發商合作，將App商店中一些很棒的交通轉乘程
式融入iOS地圖。我們感謝所有用戶的回饋，我們正努力提升用戶體
驗。」

那些對蘋果地圖不滿意的用戶，可以通過網上瀏覽版來使用谷歌
地圖，但網上版用起來不如手機版那樣方便。據信Google將為iPhone
用戶發布新的地圖應用，前提是得到蘋果的批准。據信，在蘋果透露
要使用自己的地圖服務之後，Google就着手開發地圖應用。知情人稱
這個應用最近已經提交蘋果申請進入App Store，它應該是一個免費
應用程序，也就是說這個程序可能在幾天內就可以下載。但是最大的
前提是要得到蘋果的批准，這同時也是最大的障礙。

蘋果地圖遭用戶指責同時，諾基亞發表博客對此評論稱，地圖應
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美建成的。諾基亞還在博客中炫耀自家本地
地圖服務平台Nokia Drive及Navteq的優秀性。

【本報訊】據《星洲日報》20 日
消 息 ： 一 年 一 度 的 搞 笑 諾 貝 爾 獎
（The Ig Nobel Prizes）周四揭曉
，共頒發 10 個不同領域的獎項。俄羅
斯一家公司因將老舊武器製成鑽石獲
和平獎；荷蘭和美國科學家因發現黑
猩猩通過屁股辨認個體獲解剖學獎；
而日本科學家發明了專門用來打斷冗
長演說的 「彈話器」獲聲學獎。

搞笑諾貝爾獎雖是對諾貝爾獎的
搞笑模仿，但其主要目的是鼓勵那些
「乍看起來讓人發笑，但是隨後發人

深省」的研究工作，獎勵 「不同尋常
」或者 「瑣碎」的科研成果。

這項活動是科學幽默雜誌《不可
思議研究年報》主辦的，頒獎典禮在
哈佛大學的桑德斯劇院舉行。但不要
小看這個獎項，它的評委裡面很多都
是真正德高望重的學者，貨真價實的
諾貝爾獎獲得者。

《不可思議研究年報》編輯亞
伯拉罕就在頒獎典禮上說，今年的
頒獎禮充滿了頭髮、咖啡、魚、歌
劇演員，還有滿天飛的紙飛機。當
然他所說的這些指的就是本次評選
中的一部分獲獎作品，比如對死去
三文魚大腦的研究，還有為什麼頭髮
會變綠色等等。

搞笑諾獎揭盅 俄武器製鑽石獲和平獎
●心理學獎

荷蘭與秘魯科學家研究發現《向左倚靠會讓
埃菲爾鐵塔看上去更小一些》，被授予搞笑
心理學獎。

●和平獎
俄羅斯 SKN 公司被授予搞笑和平獎，以獎
勵他們將老舊的俄國武器製作成鑽石的生
意。

●聲學獎
日本2名科學家發明的 「彈話器」，被授予
搞笑聲學獎。這是一種可以打斷人說話的機
器，其原理是讓說話者聽到自己稍有延遲的

說話聲音，讓絮絮叨叨講個不停的人無法繼
續說話。

●神經科學獎
美國4名科學家研究顯示利用複雜的設備加
上簡單的統計學方法可以偵測到一條死去的
三文魚的腦活動，被授予搞笑神經科學獎。

●化學獎
擁有瑞典和盧旺達雙重國籍的彼得森發現瑞
典小鎮安德斯洛夫部分住宅的居民頭髮離奇
變綠色，是因為熱水令新水管內銅質脫落，
熱水含銅過高，獲頒搞笑化學獎。

●文學獎
美國政府責任署在今年 5 月 10 日發布的一
份報告《應採取行動重新評估估算成本報
告和研究的努力所造成的影響》，獲得搞
笑文學獎的殊榮。頒獎典禮上，主持人稱
頒發這一獎項的原因是：該政府部門的做

法闡釋了 「如何準備一份報告的報告的報
告的報告的報告…」

●物理學獎
2 名美國研究人員及 2 名英國科學家研究
「人類馬尾辮中頭髮的運動及受力平衡」

，獲搞笑物理獎。
●流體力學獎

美國2名科學家研究人們在端咖啡杯走動時
咖啡的濺出情況獲獎。

●解剖學獎
荷蘭和美國科學家研究發現黑猩猩可通過辨
認同類的屁股照片來認出不同的個體，獲得
這一獎項。

●醫學獎
法國2名科學家研究發現醫生該如何進行結
腸鏡檢查，以讓病人發生爆炸的可能性降至
最低，獲搞笑醫學獎。

以下為搞笑諾貝爾獎獲獎名單：

【本報訊】綜合英國
《每日郵報》、人民網21日
消息：當人們手拿着新出爐
的蘋果 iPhone 5 手機時，
他們會發現熟悉的Google地
圖圖標不見了，原因是蘋果
決定使用自己的地圖應用。
但是，蘋果公司才剛推出這
項服務，就有許多民眾抱怨
地圖服務錯誤百出。連最近
陷入主權爭議的釣魚島，在
蘋果地圖上都被列入了沖繩
所屬。

▼美國及英國科學家研究 「人類馬尾辮中頭髮的運動及受
力平衡」 ，獲搞笑物理獎 路透社

▲蘋果地圖圖標 互聯網

▲荷蘭與秘魯科學家研究發現向左倚靠會讓埃菲爾鐵塔看上去更小一些，被授
予搞笑心理學獎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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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名科學家發明的 「彈話器」 ，被授予搞笑聲學獎 路透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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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蘋果地圖錯誤百出蘋果地圖錯誤百出蘋果地圖錯誤百出蘋果地圖錯誤百出

【本報訊】據法新社21日消息：蘋果iPhone 5
星期五在9個國家或地區隆重推出。雖然專家對新機
持不冷不熱的態度，且對新地圖系統有不少怨言，但
是蘋果迷們依然反應熱烈，排長隊購買。

商店門口的長龍表明新一代 iPhone 將為蘋果公
司取得另一次商業成功，蘋果公司表示，已接到超過
200萬部網上預訂。最早可買到新機的是澳洲人。在
悉尼，當商店在早上8時開門時，店內職員拍手歡呼
，蘋果迷忙不迭地用 iPhone 和 iPad 把這個場面拍攝
下來留做紀念。

但也有一些希望做免費宣傳的公司趁機而入。在
排隊人群中，有約十餘人穿戴着宣傳T恤和宣傳帽，
或展示着廣告材料。24 歲的托德．富特排在長龍最
面前，他是某家評論各種手機機構的職員。他說：
「我們公司來了七個人，自星期二中午就在這裡排隊

。」
很多分析家說，蘋果新機沒有什麼大改進，而其

他公司例如三星則在產品功能上做出了很多改善。福
雷斯特研究公司的湯尼．科斯塔說： 「除非蘋果在其
裝置的創新方面有躍進，否則蘋果的iOS帝國可能會
逐漸衰落。」

不過，蘋果迷的熱情依然不減。日本、香港和新
加坡亦開始發售該產品，隨後法國、德國、英國、美
國和加拿大也將開始發售。

在香港，只要有人從蘋果官方店出來， 「灰市」
商人便會趨前，提出以高價購買他們的手機，以便在
零售市場缺貨時趁機轉賣賺錢。一名自稱姓孫的轉售
商說： 「我剛剛用 8000 港幣買這部 iPhone。我會以

9000 或一萬港幣轉售。」在蘋果店，正常零售價是
5588港幣。

韓國三星說，正考慮把蘋果新 iPhone 列入其專
利侵犯案件中，作為這兩家公司漫長全球官司的一部
分。三星官員說，該公司將會考慮修訂在美國對蘋果
指出的侵犯專利官司內容，把蘋果新 iPhone 也列為
侵權產品。三星發言人說： 「我們公司正考慮把
iPhone 5 增加到專利侵犯案件中……但我們不能說
何時。等我們分析了iPhone 5之後，看哪些地方侵
犯專利權，然後再作決定。」

有些分析家預測，蘋果將在全球各地首發日賣出
1000 萬部機，在今年年底前總共賣出 5000 萬部，從
而給美國經濟帶來小小的增長。

iPhone 5開賣 全球瘋狂
▲英國倫敦一名果粉21日成為第一個買到新機的顧客 路透社

▲排在隊伍前面的人打出了 「出賣位置」 的招牌
（右） 英國《每日郵報》

▲在日本 iPhone 5 地圖上
搜索 「釣魚島」 只會出現該
地的經緯度 互聯網

▲搜索 「尖閣諸島」 會出現這
四個字的標注 互聯網

▲在詳細信息中清楚寫明
「尖閣諸島」 歸屬沖繩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