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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粉」在全球各地排隊，希望能在iPhone 5於美國東部時間
上周五早上8時開售時，就搶先買到它。但在21日下午3時49分，為
蘋果iOS作業系統開發軟件的保羅就在Twitter貼出一張包含了Cydia
在內的iPhone 5屏幕截圖。Cydia是一種應用程式，可幫助 「越獄」
iPhone下載非蘋果認可的軟件。

這張照片暗示，保羅能夠把 Cydia 下載到他的 iPhone 5 上，唯
一的原因就是他已成功找出iPhone 5的保安漏洞，並將它們攻破。
保羅用一條有潛台詞的推文來慶祝這次 「成就」： 「Cydia 在長型
iPhone 5屏幕上表現的也很不錯呢。」然後加上了一個表示微笑的
表情符號。

「完美越獄」 仍需時間
iOS 「越獄」，是對於蘋果公司操作系統iOS進行破解的一種技

術手段，可獲取到iOS的最高權限，甚至可能可以進一步解開營運商
對手機網絡的限制。 「越獄」軟件適用於iPhone、iPod touch、iPad
及Apple TV的 iOS系統。用戶 「越獄」之後，可透過如Cydia這一
類應用程式，來安裝App Store以外的擴展軟件及外觀主題等等。能
夠不受重啟的限制的 「越獄」，稱為 「完美越獄」。2010年7月26日
，美國國會圖書館正式修改數字千年版權法中的豁免條款，正式認可
iOS 「越獄」之合法性。

蘋果付運其iPhone及其他流動裝置時有所限制，只准安裝經蘋果
認可的軟件。然而，黑客們利用保安漏洞，着手在
該作業系統過去的所有版本進行 「越獄」。穩定
「越獄」的指南已經在網上公布，這容許用戶的手

機擺脫蘋果施加的限制。每一年，蘋果公司都會發
布採用了更複雜安全措施的新品，但是黑客們仍然
破解了它們。黑客們破解iPhone 4S時就花費了數
月的時間，這比他們破解前幾代iPhone花費的時間
要長得多。因此，科技新聞網站 「The Next Web
」認為，保羅此次 「越獄」iPhone 5的速度實在是
超級迅速。

iPhone 5 以蘋果的新 iOS 6 作業系統為平台
，而iOS 6並沒有過去舊版本系統的保安漏洞。保
羅今次的重大突破並非意味着普通用家也可以做黑
客──但意味着這種黑客有可能很快會大量出現。

【本報訊】據英國《每
日郵報》23日消息：蘋果公
司推出的新一代智能手機
iPhone 5 上周五（21日）
開售不足8小時，美國三藩
市即有一名黑客聲稱已破解
蘋果為 iPhone 5 設定的使
用限制，成功 「越獄」 。雖
然這只是 「越獄」
的最初步驟，真正
距離 iPhone 5 的
完美 「越獄」 還很
遠，不過此消息一
出， 「果粉」 們還
是不得不佩服黑客
的 「越獄」 速度。

蘋果最新推出的iOS 6中以自主地圖服務取代了之前的谷歌地
圖，但蘋果地圖數據由於存在大量錯誤飽受詬病。繼三星和諾基亞
在此前的廣告宣傳中將矛頭指向蘋果地圖服務後，谷歌旗下的摩托
羅拉也在 Google+和 Facebook 頁面上推出了諷刺蘋果地圖服務的廣
告內容。

摩托羅拉新的廣告內容標題為：適合你掌中的真實世界（The
real world that's fit for your hand）。摩托羅拉最新推出的 Droid
Razr M 產品搭載了谷歌地圖，功能強大。摩托羅拉還邀請用戶在
Twitter上使用#iLost標籤標記出地圖的錯誤。

目前甚至有人懷疑所有安卓（Android）廠商組成了一個聯盟來
共同攻擊蘋果。因為三星此前在Google+和Facebook頁面上發布了嘲
笑蘋果產品的廣告，它當時採用的標題是：如果你將使用Galaxy手機
的谷歌地圖幫助好友找到路，那麼請點擊+1。

但有分析人士認為，用戶或許不會為了谷歌地圖而購買摩托羅拉
移動的Droid Razr M，但毫無疑問，蘋果地圖問題已成為眾矢之
的。消息人士透露，或許微軟也將加入到攻擊蘋果地圖的隊伍中來。

（CNET科技資訊網）

摩托羅拉三星揶揄蘋果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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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
》23 日消息：雖然今年夏天，奧運
、殘奧和歐洲國家杯足球賽吸引了
公眾注目，但對上周末在法國東部
聚集的過百名男性來說，他們參加
「歐洲鬍鬚錦標賽」的熱情毫不遜

色於任何一項世界級體育盛事的參
與者。

來自歐洲各地的參加者聚集在
米盧斯附近的維特斯多夫進行競賽
。有些參賽者穿上各色奇特的服裝
以襯托其非凡的鬍子。有些參賽者
戴上帽子來配合整體造型。至少一
名參賽者穿水手服到場，也有多名
參賽者身穿軍服。但即使有些參賽
者穿上相似的服裝，他們的鬍子風
格也有很大的差別。

少數參賽者的鬍子又大又濃密
，其他人就蓄着捲曲得令人好奇的
八字鬍現身。看來，評判誰的鬍子
能留下最深刻印象，確實有難度。

旅美大熊貓美香幼仔夭折
【本報訊】據中新社華盛頓23日消

息：美國首都華盛頓國家動物園23日宣
布，中國旅美大熊貓 「美香」產下的幼
仔當日上午夭折。這只讓華盛頓人為之
欣喜的大熊貓幼仔只在世上存活了 7 天
，還未來得及與遊人見面。

據園方介紹，23日上午9時17分，
熊貓飼養員和志願者聽到 「美香」發出
「悲痛的聲音」。動物園女發言人帕梅

拉．貝克─馬森說，這種聲音意味着情
況不妙。

與此同時，工作人員意識到幼仔似
乎已經停止尖叫了，於是立即通知獸醫
。獸醫在 10 時 22 分成功將幼仔從 「美

香」身邊帶走，並對它實施心肺復蘇及
其他搶救措施，但終究無力回天。

華盛頓國家動物園當天在聲明中用
「心碎」來形容痛失熊貓幼仔的心情。

聲明表示目前還不清楚熊貓幼仔為何死
亡，現在所知道的情況是，幼仔的體重
只有約 100 克，沒有外在的創傷或感染
跡象。

這是自 7 年前 「美香」產下 「泰山
」之後成功產下的第一隻熊貓幼仔，此
前 「美香」已連續 5 年懷孕失敗。動物
園方面曾透露，這應該是 「美香」產崽
的最後一次機會了，因為她今年已14歲
，在熊貓中屬於 「高齡產婦」。

西班牙建築大師高第的代表作——聖家堂，
是遊客到訪巴塞羅那的必去景點。本月21日，為
配合巴塞羅那一年一度的盛大節日「聖梅爾塞節」
，由加拿大多媒體公司Moment Factory進行的一
次名為《生命頌》的燈光表演，把聖家堂照得五
彩繽紛，凸顯了它精巧的細節。

高第1926年去世時，聖家堂只建成不足25%
。由於這個項目有賴私人捐獻進行，所以進度緩
慢。其間工程也因西班牙內戰而中斷，1950年代
才復工，預計這座教堂可在 2026 年即高第去世
100周年時完工。

英國《每日郵報》

流光溢彩聖家堂

英漢慧眼識名畫
投資回報五千倍

【本報訊】綜合英國《衛報》、中央社 23
日 消 息 ： 英 國 19 世 紀 名 畫 家 特 納 （JMW
Turner）失落已久的畫作可能尋獲，專家本周將
公開相關證據。這幅畫幾年前以 3700 英鎊賣出
，目前估價為2000萬英鎊。

據悉，慧眼識出這幅海景畫的是行家韋爾
，他8年前在肯特高爾夫俱樂部的拍賣會上買下
這幅畫。韋爾現年54歲，在一家藝術投資基金
公司工作。這幅畫原先預估賣出的價格在700到
900英鎊之間。

韋爾說： 「最後我喊到 3700 英鎊——預估
價值的四倍，所以競標者中一定還有其他人認
為它價值不菲。」

經過數年研究後，藝術專家和科學檢測似
乎支持這幅 「力抗勁風的漁舟」出自特納之手
。專業藝術保險公司 Hiscox 估計，這幅畫作值
2000萬英鎊。

這幅長 34.5 公分、寬 25.3 公分的油畫，上
面有簽名和年份 1805，同年特納畫出大名鼎鼎
的傑作 「特拉法加海戰」。

蘋果公司24日表示，iPhone 5上市僅短短3天，已經大賣超過
500萬部。

iPhone 5於9月21日開始在美國、澳洲、加拿大、法國、德國
、香港、日本、新加坡和英國開售。9月28日則在另外22個國家開
售。蘋果表示，iPhone 5需求量超過首批供應量，第一批iPhone 5
已經售罄。預購訂單大多都已經出貨，許多 iPhone 5預定將於10
月才能出貨。

蘋果公司CEO庫克表示，首批供貨售罄，但蘋果還是持續收到
出貨單，消費者還是可以在網上下訂單，也會給出預估交貨日期。
他說： 「感謝大家的耐心，我們正在努力生產，讓每個人都有

iPhone 5可以用。」
市場調研機構ComScore的一份最新報

告稱，iPhone 5在前3天的預訂量，已相當
於此前的iPhone 4S一個月的銷量紀錄。

ComScore將 iPhone 5的熱銷歸結於以
下兩個原因：首先，智能手機市場用戶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多；第二，大量用戶都選擇推
遲購買新機而等待iPhone 5上市。

（中央社／彭博社／CNET科技資訊網）

iPhone 5：3天大賣500萬部

iPhone 5被越獄

▲部分 「歐洲鬍鬚錦標賽」 參賽者的奇特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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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香」 和 「泰山」 母子照
資料圖片

▲ 「力抗勁風的漁舟」 出自特納（左）之手
互聯網

▶黑客保羅21日下午
3：49 分在 Twitter 貼
出一張包含了 Cydia
在內的 iPhone 5屏幕
截圖

互聯網

◀ iPhone 5和iPhone 4S對比照 美聯社

▲保羅同時上傳了兩張證明 「越獄」 成功的照片 互聯網

▲摩托羅拉新廣告被指嘲笑蘋果iOS 6地圖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