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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火箭載 衛星 史上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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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孔惠萍／孫志賢

偷《盜海豪情》橋段 西國旅遊巴作案

5 呎 9 軟骨賊

匿行李偷竊

■NASA 的手機微型衛星是升空衛星之
一，內置一部Android手機。
美聯社

29

/

美國軌道科學公司(OSC)前晚破天荒利用
一支火箭，將29枚衛星送上地球軌道，其
中包括第一個由高中生研製的微型衛星，
打破單一火箭發射最多衛星的紀錄。
29枚衛星包括由美國空軍斥資5,500萬
美 元 ( 約 4.3 億 港 元) 建 造 的 重 型 衛 星
「STPSat-3」和 28 個微型衛星，「STPSat-3」將進行 5 項實驗，內置的多個感
應器將量度太空不同數據。

包括高中生研發微型衛星
■案中賊仔用來藏身的大行李箱。網上圖片

其中一枚最矚目微型衛星是弗州高中
學 生 研 製 的 「TJ3Sat」 ， 長 闊 各 10 厘
米，高 12 厘米，重 0.89 公斤，內置語音
合成器，能將接收到的字串轉成語音，
再以無線電傳回地球。
美國太空總署(NASA)研發的一枚手機
微型衛星亦是一大亮點，長闊高各 10 厘
米，內置一部手機，將圍繞地球軌道運
行數年，然後跌入大氣層燒毀。科學家
希望藉此探討太空輻射對手機衛星的影
響。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來往西國赫羅納機場和巴塞羅那的一段
巴士路線是重災區，前年接連發生多

荷里活電影《
荷里活電影
《盜海豪情
盜海豪情》
》中一名
軟骨表演者藏身手推車潛入賭場偷
錢一幕，
錢一幕
，令人拍案叫絕
令人拍案叫絕。
。西班牙有
小偷有樣學樣，
小偷有樣學樣
，藏身大型行李箱

兒童少運動 體能不及父母

網絡科技時代的兒童寧在家打機上網看電視，愈來愈少
做運動。一項全球調查發現，現今兒童的體能和身體質素
普遍遜於父輩年輕時。中國亦面對同樣問題，專家歸咎孩
子疲於應付考試及沉迷打機上網。
南澳洲大學運動生理學家湯姆金森及其團隊，分析 28 國
共 2,500 萬名 9 至 17 歲兒童在 1964 年至 2010 年間跑步健身
的指標，研究他們的心血管健康和耐力。指標包括在 5 至
15分鐘能跑多遠、跑指定距離(1至2英里)需多久。
結果在身體質素上，歐洲、澳洲、新西蘭、北美等地兒
童普遍下降，反而日本兒童能長期保持。日本官員稱，原
來該國於 1980 年亦面對青少年體能下降情況，在政府呼籲
學校推廣體育運動後才扭轉趨勢。
美國心臟協會指出，現時兒童跑完 1 英里的時間，較 30
年前多 90 秒；9 至 17 歲兒童心臟相關健康指數，自 1975 年
以來每10年下降5%。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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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類似失竊案，後來一名乘客察覺同車某
乘客的行李太大，起疑報警，警員打開 90
厘米ｘ50 厘米的行李後，赫然發現一名 5
呎 9 吋高的竊賊瑟縮在內，他在一小時車
程中偷了不少東西，人贓並獲。
旅巴行駛期間，軟骨賊人自行打開行李，拿着電筒搜掠手提電腦、
現金等。受害人通常回到酒店後才發現行李內物品不翼而飛。

後多次侵犯受害人，他承認強姦、企圖強姦及性侵
犯罪名。由於未成年，當局沒公開其姓名。
檢察官指出，被告母親過去 7 年來一直疏於照顧
兒子，也沒理會他每天花數小時上鹹網，男童更曾
在家中目睹母親與男友做愛。
■《每日鏡報》/《每日郵報》

附設蘋果認證連接線 適用於 5S 5C

附設兩條獲蘋果公司 MFi 認
Foaster
證的 Lightning8 針接頭轉 USB 連接

式。設計師查爾斯

線，能一次過為兩部 iPhone 5、5S 或
5C 充電。充電器的主要用料是塑膠，
以鋁箔包邊；頂部有兩個用作放置手
機的長條形開口，側面設有按鈕狀小
把手作裝飾，上窄下闊的梯形形狀十
足一個小巧多士爐。不過用家按下小
把手不會令手機滑進槽底，充電後
iPhone也不會彈出來。

忽發奇想，設計了

捐600元可預訂 籌夠31萬即投產

筒形，就是座枱

名 為 「Foaster」

查爾斯正在 Kickstarter 網站籌募
生產資金，公眾只要捐款 79 美元
(約 612 港元)即可預訂一部，但
要待這個構思籌得 4 萬美元(約
31 萬港元)後，Foaster 才會
投產。
■Ubergizmo網站//
Technabob網站

的多士爐形狀充電
器，可同時讓兩部

■充電器與真正的多士爐
甚為相似，用家一不留
神，或會把多士放到充電
器內。
網上圖片

iPhone 充電，為用
家帶來一點新意。

■學生上課若
覺沉悶，恐難
吸收新知識。
網上圖片

5 種沉悶
1. 無所謂型沉悶：放鬆且稍為
正面的一種沉悶，近乎放空，
對外部世界反應模稜兩可。
2. 調整型沉悶：稍有不高興情
緒，會發白日夢，但樂意採取
任何方法改變沉悶現狀。
3. 尋出路型沉悶：會不斷尋求
脫離或減輕沉悶的方法，因而
感到紛擾。
4. 反應型沉悶：負面感覺強
烈，會離開或避開產生沉悶的
源頭。
5. 無助型沉悶：有強烈厭惡
感，但不太會直接和沉悶源頭
抗衡，故易感無助甚至抑鬱。

攬男友笨豬跳

不論上課、坐車或工作，人總有無聊放空
時，德國康斯坦茨大學教授格茨領導的研究
發現，「沉悶」原來分為 5 種，影響也有大小
之分，不過大部分人的悶只有一種，視乎該
人性格而定，不會在5種間轉來轉去。
對學生而言，沉悶不容小覷，可能導致專
注力不足甚至抑鬱。在課堂上易覺沉悶而放
空的學生，亦較易被踢出校及誤入歧途。這
類人亦較大機會以吸煙、酗酒或吸毒尋求紓
緩。
■《每日郵報》/《洛杉磯時報》

梵蒂岡早前大事修復約 2,000 年前建成的天主教
徒「普麗西拉」地下墓穴後，前日公開內部面貌，
互聯網巨擘 Google 的街景服務更推出新功能，讓
網民有限制地 360 度一窺奇觀。墓穴內有安葬前教
宗思維一世的長方形會堂，亦是教宗拜祭和安葬之
地，結合了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葬禮傳統，被外界
視為最有趣墓穴。
法新社/美聯社

垂直插水驚到震

美國密蘇里州
一個水上樂園正
興建一條全球
最高、滑速最
快的水上滑
梯，滑道與地
面 幾 乎 呈 90
度，高度相當
於 17 層 樓 。
玩家先要爬
■站在滑梯上向下望，膽量不夠隨時會
264 級樓梯，
嚇死。
網上圖片
再以時速約
104公里極速垂直「插水」，驚嚇度爆燈！
滑梯將於明年 5 月 23 日啟用，樂園雖無公布滑梯的實
際高度，但承諾會打破巴西一條 134.5 呎高滑梯的紀
錄，成為世界之最。滑道最後會有一個 5 層樓高的斜
坡，翻過斜坡後便到終點。
樂園規定，玩家要坐在一艘 4 座位充氣船滑下，並正研
發一種運輸裝置，將充氣船運到滑梯頂。發言人笑稱，新
滑梯的最大挑戰，是要有人夠膽玩。有網民表示：「總覺得
有一刻會飛出滑梯，絕不好玩。」
■《今日美國報》/Kansascity網站

嫌錢腥

沙膽女棄安全帶

研究：悶都分 5 種

Google 街景
看 梵 蒂 岡 地 下 墓 穴

17層樓最高滑水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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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薩福克一對夫婦去年贏得1.48億英鎊(約18.5億
港元)歐洲百萬彩彩金，躋身英國富豪榜第 516 位。他
們當時誓言不會因錢傷感情，今後會合力照顧兩名 6
歲和 8 歲的子女，可惜好景不常，兩人婚姻破裂，現
已分居。
阿德里與妻子吉利恩結婚 9 年，一夜致富後，女方
辭去醫療保健助理一職，男方開唱片樂器舖。店舖開
業短短半年，不停有人寫信向他討錢，最多曾一周收
到40封。二人去年底終於受不住滋擾結業。
坊間一直流傳 40 歲的吉利恩背夫偷漢，但她 7 月否
認，辯稱每個女人都會出街辦私事，但不代表與人有
染。阿德里已搬離二人的 600 萬英鎊(約 7,512 萬港元)
豪宅，住在10分鐘步程外的50萬英鎊(約626萬港元)4
房住宅。
■《每日鏡報》/《泰晤士報》

另外，警方也提醒遊客嚴防街上扒手，指他們會藉口目標身上
沾了鳥糞，聲東擊西扒走錢包等財物。
巴塞羅那 3 大酒店的職員在遊客指南中提醒，旅客到訪當地
時，應盡量避免接觸陌生人或被對方觸碰，例如問路者。當地最
近被點名為英國遊客最有可能遇上詐騙的城市。
■《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

英國一名 10 歲男童年幼時遭母親的男友虐待及
性侵犯，此後沉溺鹹網，為滿足性幻想，竟多次強
姦一名年僅 7 歲的女孩。法官聽取被告背景後，判
處接受更生令 3 年，並判入住兒童發展中心監管。
法官表示，若被告為成人，將判囚10年。
現年 13 歲的男童來自威爾斯北部，10 歲開始先

電器外形千篇一

■阿德里與妻子吉利恩當年誓言
不會為錢傷感情。
不會為錢傷感情
。
網上圖片

巴塞羅那重災 藉口沾鳥糞扒錢包

英10歲小淫蟲 姦7歲女孩

市面上的手機充

不能同富貴
英夫婦贏18億離婚

6萬英鎊河上漂

英國林肯郡一名狗主上月溜狗行經市中心附近
一條河流，赫然發現大疊英鎊鈔票漂浮於河上。
警方初步點算後，估計鈔票共值 6 萬英鎊(約 75
萬港元)，已徵詢英倫銀行協助檢驗鈔票，以及
計算實際金額，但鈔票誰屬仍是個謎。
■二人準
警方到場撈起鈔票後，發現很多鈔票因浸在水
備跳下的
中太久霉霉爛爛，有些沾有泥濘發黑，亦有部分
一刻。
仍然完好。當局未知鈔票從何處漂來，正考慮化
網上圖片
驗鈔票，並獲法庭授權調查來源。
這批錢暫由警方保管，若未能找到物主，法庭
■鈔票浸在河中，驟眼看可能被誤以
會考慮收歸國有。若有人自認物主，則需提出證
為是垃圾。
網上圖片
據。
■《每日郵報》

YouTube惡搞宣傳 黑熊坐林寶出巡

嫌笨豬跳不夠刺激？不妨看看這
對情侶的示範。他們日前在俄羅斯
熊出沒注意！美國加州一名男子日前駕駛黃
玩笨豬跳時，女方全程沒使用安全
色林寶堅尼戰車，載着一頭黑熊在市區出巡，
帶，只攬實男友及用腳夾實對方的
當座駕停下來時，牠的頭部伸出窗外，隨即引
腰，驟看仿如連體嬰，一起跳出橋
來途人注意。有人上前與黑熊合照，輕拍熊
面俯衝數百呎。
頭，亦有人奇怪牠為何會在汽車上。
過程被拍成短片，可見配戴安全帶
社交網站 Reddit 一名用戶其後自稱是林
的男子爬上橋邊準備，女方亦攀過欄
寶堅尼和黑熊「Yogi」的主人，並上載
杆，商量如何跳下後，2 人一躍而下，
「Yogi」在其車房的照片。不過這原來
沒有狂呼。影片上載短短數日後，點擊率
只是影片分享網站 YouTube 的惡作
已近4萬，不過有網民懷疑片段造假。
劇，為新推出的喜劇頻道作宣傳。
■ninemsn網站/《每日鏡報》
■Newsfeed網站/ ■黑熊探頭出窗，好不可愛。
網上圖片
《洛杉磯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