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蘋果谷盈利

研究機構IHS前日表示 蘋果公司新推出的iPad
Air成本為274美元(約2,124港元) 較去年面世的第
3代iPad估計成本316美元(約2,449港元)低13%
由於Air的體積較小 蘋果能降低生產成本 賺取
更豐厚利潤
Air上周開售後 IHS買入多部新機並將其拆件

再計算零件成本價 發現Air儲存容量愈大 售價
與成本差距愈大 IHS估計 32GB Air的成本比
16GB機款僅高8.4美元(約65港元) 但售價則貴
100美元(約775港元)
蘋果壓低Air生產成本 有助公司重拾盈利增

長 從而提振股價 蘋果對於IHS的分析拒絕置
評 公司財務總監早前曾指 蘋果正致力降低產品
的生產成本曲線

美國漫畫出版社Marvel的經典女角 Ms.
Marvel 近日重出江湖 但今次她不再是當
年那位白人肌肉美女 而是化身成一名16歲
穆斯林少女 這是美國超級英雄漫畫中 首

次出現女性穆斯林角色 反映
隨着美國人口結構日益多元
化 連超級英雄也要與時並
進
新生Ms. Marvel是一名居

於新澤西州 父親來自巴基
斯坦的中學女生 原名叫卡瑪
拉 汗 與其他 前輩 一
樣 她也擁有各種特異功能
包括伸縮自如的身體 甚至能夠
變形
原作者威爾遜和阿方納表示

希望透過Ms. Marvel從另一個角度
刻畫穆斯林在美國的生活 以及新一
代少女如何面對學校和家庭生活的種
種挑戰

iPad Air成本削13%
Ms.Marvel重出江湖 化身穆斯林少女

患有近視的女士化妝時往往
要除下眼鏡 但又看不清自
己的面容 增加化妝難度
一款新發明的 化妝眼鏡
此時便大派用場
它看起來像普通眼鏡
但其實只有一塊鏡片
鏡片可從右眼轉向左
眼 讓用家輕鬆地化右
眼妝 同時左眼能看清
楚妝容 由於眼鏡框中
間有特別的鉸位 右眼
化妝完成後 用家可將
鏡片轉向右邊 繼續為
左眼化妝 這款眼鏡的
閱讀強度分為正 1.50
2.00和2.50

近視化妝無難度

破紀錄805人集體裸泳

海灘比堅尼美女令人垂涎，但若換作
白花花屁股又如何？美國佛羅里達州一
個海灘上周日出現奇景，約805名裸泳愛

好者一絲不掛排
隊下海游水，希
望打破集體裸泳
健 力 士 世 界 紀
錄。
海灘上到處可

見裸男裸女，但
並非每個人都淡
定自如。70歲老
翁貝爾加米尼在
海灘揮舞國旗，
坦言與數百人肉

帛相見不甚自在。上一個集體裸泳世界紀
錄於去年7月在西班牙創下，當時有729人
一同裸泳。

神奇眼鏡左右轉

吸塵機最
大用途是清
潔家居，原

來也可當作嬰兒碰碰車！
一名叫CrazyFunnyStuff的
用家在 YouTube 上載視
頻，片中BB乘坐真空吸
塵機，在廚房、客廳
地板熟練地周圍轉，
一副自得其樂的樣子，逗得一旁
的大人笑呵呵。有大人見嬰兒

樂在其中十分羨慕，希望廠家快點推出
成人版本。

變萌B碰碰車吸塵機

據多明格斯的構想 移動都市 利用履
帶移動 平台上設有一切正常城市都有的設
施 例如運動場館 餐廳 大學 醫院和圖書
館 城市着重可持續性 採用風力 太陽能和
氫能發電

多明格斯指出 移動都市 可平衡郊區和

城市人口 增加就業機會 此外 城市
以移動取代放射式擴張 可減少對周
圍環境的破壞 鼓勵森林再植
過去也曾有人提出過 移動都

市 的構想 例如英國建築師赫倫便在
1960年發表論文 認為這些 移動都
市 之間可以合體為 移動大都
會 各取所需 也可隨時解
體 充滿彈性 雖然有人會認
為這構想太過天方夜譚 但
多明格斯覺得它在理論上
相當可行 而且未來可
能以某種形式成真

全民遊世界

英國地產大亨埃凱雷2005年邂逅華
裔女子李華曹(Li Hua Cao 譯音) 翌
年奉子成婚 但二人同年10月鬧離婚
後 懷孕22周的李華曹於10月23日離
家出走音訊全無 警方2007年2月才接
報指她失蹤 當局指 患有強迫症和抑
鬱症的埃凱雷曾懷疑胎兒是他人經手
要妻子測謊 又派私家偵探調查她 當
局認為埃凱雷殺妻棄屍 埃凱雷被控謀
殺
檢控官指 李華曹曾任職夜店舞孃的

身份 令埃凱雷猜疑她不忠 她受盡壓
力 結婚4個月便已4度出走 警方
2006年8月曾接報指夫婦吵架時 李華
曹遭丈夫拖出車外跌倒 導致手臂受
傷
李華曹平時經常聯絡中國及其在他國

的親人 但警方在英國 愛爾蘭 中國
和她曾留學的日本皆遍尋不獲
埃凱雷在妻子失蹤一周後 仍不斷致

電她及她在都柏林的朋友 又假扮妻子
向他人發短訊 假裝她還在生 她的家
人亦曾接獲電話指她誕下女嬰並跟人私
奔 埃凱雷否認謀殺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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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日的
美國紐約市
馬拉松 來
自加州 86
歲最年長女
跑手約翰遜
已連續 25
年參加 今

年儘管途中曾跌倒 撞傷頭部 但她拒絕入院
仍堅持下去 最後以7小時57分41秒跑畢全程
她翌日早上與家人到電視台受訪 下午返回酒店
休息 豈料一睡不醒 死因未明
其女兒表示 母親是退休體育老師和跑步及排
球教練 今年雖未能打破個人紀錄 比1988年首
次參賽時慢逾4小時 但仍很高興能完成賽事
她退休後才開始練長跑 女兒認為其母的故事能
激勵他人 證明任何年紀都能開始學習

英大學生低級趣味
英國切斯特19歲女

大學生蘭福德和科林
奇參加萬聖節扮裝比
賽時 竟以模仿紐約
世貿中心在 911 事
件遇襲的打扮 成功
勝出並贏得150英鎊
(約1,871港元)獎金
消息引起 911 死難
者家屬不滿 批評她

們和辦賽酒吧低級趣味 令人反感
二人分別穿上代表北塔和南塔的短裙 再加上裝飾模擬飛機撞向
大樓爆炸 甚至連跳樓逃生的人影也繪在裙上 頭上則戴着插有美
國國旗和疑似飛機殘骸的頭飾
蘭福德的父親原來是退休機師 911 時也在美國飛行 他表示
震驚 稱毫不知情 她知道我是機師 這打扮絕不有趣 我會跟
她談一談 兩人事後表示無意冒犯他人 願為事件致歉 大學和
學生會發聲明譴責她們 強調會調查事件

多倫多市長認吸可卡因
加拿大多倫多市長

福特早前被指曾吸
毒 但他一直矢口否
認 直至警方搜出錄
影帶 終迫使他前日
召開記者會認錯 坦
承去年曾吸食霹靂可

卡因 不過 他強調當時是酒後失態 堅稱不
是癮君子 拒絕下台 更計劃明年競逐連任
惹來議員狂轟
雖然大批網民對福特冷嘲熱諷 但在警方證

實他涉案後 他的支持度反而上升5個百分點
反映其票倉仍然穩固
福特認錯後 華裔市議員黃旻南計劃提出兩

項動議 分別要求凍結市長權力 以及要求福
特停薪休假 根據當地法例 除非市長入獄
否則不易下台

最老馬拉松女將

極熊每年途經邱吉爾北上 前往哈得孫灣覓食
高峰期鎮上一天出現多達20隻大大小小的北極

熊 這些體重可達2,000磅的食肉獸不時襲擊人類 故
當地人將舊飛機倉庫改建成熊牢 內有28個裝有鐵欄
及堅固牆壁的牢房

當局不會餵飼獄中北極熊 只供應水 床舖 則
是碎木 有居民認為熊牢太不人道 但馬尼托巴的天
然資源部門表示 希望盡量令熊難受 使牠們不敢再
到邱吉爾 又指北極熊在這個時期本就吃得不多 斷
糧影響不大 刑滿出獄的北極熊會由直升機運到65公
里外的地方放生 希望牠們盡量遠離城鎮
邱吉爾的居民自小被教導須時刻提防熊蹤 入夜後

更千萬不可在街上徘徊 以免成為獵物 多數居民習
慣讓車子或房屋的門不上鎖 讓被熊襲擊的人可跳進
車子或入屋暫避 幸運地 當地自1983年以來從沒發
生任何致命北極熊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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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SO 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