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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花千元護膚男人三十最貪靚

鼠標本

英超級補習天后
富裕家長谷子女入名校 加國華裔賭后

A 17 SO FUN/ ■責任編輯：孔惠萍/曾綺珺新 聞

加拿大著名的滑鐵
盧大學以工科著稱，
並以電腦、數學和會
計等科目為專長，但
近年來卻因一批在
國際啤牌賽中脫穎
而出的年輕百萬富
翁而成為新焦點，
當中包括28歲華裔
畢業生劉萱(譯音)，
她在電視直播錦標
賽中贏得 140 萬加
元 ( 約 1,025 萬 港
元)。
劉萱是天津人，5歲隨家庭到了加拿大，就讀滑鐵盧大

學期間迷上啤牌。她表示：「我走堂很多次，比賽啤牌的
水平則提高了。」 ■中新社

愛靚不是女士專利！英國一項調查發現，30至39歲男士每月
花100英鎊(約1,270港元)買名貴抗衰老眼霜、保濕精華和水療療
程，相當於一般健身會費的3倍，比其他年齡組別多。他們傾向購
買碧咸等紅星代言的護膚品，1/10人承認會化妝出席聖誕派對。
調查訪問1,000名男士，20至29歲的每月平均花35英鎊(約444港元)買

護膚品，40至49歲的會花70英鎊(約889港元)，過了50歲，相關開支會減
至45英鎊(約571港元)，但仍遠超女士平均花11英鎊(約140港元)買保濕霜的
水平。 ■《每日郵報》

■Google街景車每次出沒，都會成為路人的拍照對象，最近在日本福島縣，就
有電單車手利用頭盔上的攝錄鏡頭，捕捉到對面行車線的街景車。有趣的
是，這名電單車手之後果然在Google地圖上找到自己的身影，兩張照片對
比之下形成奇怪的「互拍」場面，有網民笑稱，未來說不定會掀起追蹤街
景車熱潮。 RocketNews24網站

鐵 騎 士 遇 街 景 車 互 拍Google

■劉萱

美國佛羅里達州藝術家加西亞最
近製作一款國際象棋，所有棋子均
以實驗室老鼠的標本製成，網民見
到都大呼恐怖。但加西亞強調，這
些老鼠若不是製成標本，早便送去
餵蛇，而且這款「藝術品」亦有知

音人，在周一以450美元(約3,489
港元)售給了一位收藏家。
小鼠分別有啡白兩色，根據不同

棋子，穿上對應服飾和小道具，例
如皇冠、膠劍和盾牌。標本和道具
全由加西亞親手製造，每天花1至

2小時，共30天
才完成。他表
示，正打算製作
老鼠版《魔戒》
白袍巫師甘道夫
和名畫《最後的
晚餐》等。
■《赫芬頓郵
報》/CNET網站

你想吃什麼？
3D打印就得！西
班牙企業Natu-
ral Machines 發
明全球首部食物
打印機「Foodi-
ni」，可運用各種
成分打印鬆軟食
物，從朱古力糖到
意大利雲吞都做得
到。這款集技術、藝術

及設計於一身的廚房神器明年中上市，售價835英鎊(約1.1萬港元)。
從控制面板選取設計後，將食材置於面板，Foodini就會自動打

印，節省傳統烹調、烘焙時間，但前提是用家須對食材瞭如指掌。
■《每日郵報》

打印食物 朱古力雲吞乜都得

■Pizza都做到，上面的芝士則由人手灑上。

在香港，補習天王天后

身家動輒過百萬，但若論時

薪或待遇，可能也比不上英

國的私人補習精英。這些只

提供上門私人補習的天王天

后，時薪最高可達1,500英
鎊(約1.9萬港元)，聘請他們
的富裕家庭更不吝嗇提供酒
店或遊艇住宿、免費來回機票
及開銷等，令補習成為一門賺

大錢的專業。

這些超級補習教師通常是20至30歲的大學畢業生，
隨英國名校學位競爭加劇，有富裕的家長往往

不惜重金聘請私人補習，以催谷子女考上伊頓公學、哈
羅公學及哈佛大學等。

35歲的蘭代爾獲聘替一名10歲小孩補習，而小孩
的家庭大有來頭，住在摩納哥一艘遊艇上，蘭代爾也
住在遊艇，晚餐由遊艇大廚泡製，當這家人返回英國
時，她還可任意差遣船上7名傭人，待遇非一般補習
老師能比擬。

教劍橋生4個月賺61萬 保證合格
補習社Tutors International創辦人卡列爾曾收取
4.8萬英鎊(約61萬港元)學費，條件是擔保補習的
劍橋學生能在16周後，自然科學成績合格。他
稱價錢雖高但物有所值，因為他等於要在3
個月內令學生明白劍橋近半年課程，而且
私人補習是要求很高的工作，每天從下
午教至晚上，周末也要工作，與世隔
絕，不是人人能適應。
本科主修動物學及藝術的蘭

代爾則指，如果早知道私人補
習這麼好賺，她可能一早轉
行。 ■《每日郵報》

每小時收每小時收11..99萬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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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代爾蘭代爾((右右))和佩特和佩特
都是高薪補習老師都是高薪補習老師，，
到過不同國家工作到過不同國家工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英國上周遭風暴吹襲期間出現巨大風暴潮，諾福克
郡超過100隻與母親失散的小海豹被沖上岸，大部分
不足3周大，急需照料。接收牠們的野生動物中心面
臨爆滿，保育員呼籲民眾捐款，避免小海豹餓死。
獲救小海豹多數未戒奶，要靠飲母乳才有力游水和

生存。每隻小海豹料需5個月適應新環境，餵飼一隻
海豹的每周開支為22英鎊(約280港元)，保育員希望最
後將牠們放生。 ■《每日郵報》

英風暴沖上岸 100小海豹變孤兒

英國廣播公司(BBC)近兩年
接連爆出醜聞，包括節目製作
粗疏、向高層批出巨額退休金
及已故王牌主持被揭狎童。公
司決定大刀闊斧整頓，定於昨
天宣布多項調動，包括削減六
成的內部管理委員會，希望精
簡官僚架構，以加強運作效率
及問責。
BBC將削減36個管理委員會，改由營運BBC的董

事會作出決策。公司同時增加2名非執行董事，其中
一人為索尼(Sony)前總裁斯金格，他曾執掌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CBS)新聞部達10年，傳媒工作經驗豐富，目
前正為BBC如何吸引更多觀眾提供意見。
此外，BBC界定由彭定康任主席的BBC信託職權，
重申它無權干涉BBC日常運作，只負責維持公司策略
方向。 ■《衛報》/英國《金融時報》

BBC削六成委員會增效率

烏拉圭參議院前日通過法案，成為全球首個大麻種
植和銷售合法化的國家，當局更銳意要打造全球首個
大麻合法交易市場。大麻合法化引起輿論憂慮，但當
局強調有信心能透過行政單位監督，有效遏止濫用毒
品問題。
烏拉圭執政黨廣泛陣線利用在參議院的優勢，以16:13
票通過法案。根據民調，2/3烏拉圭民眾反對由政府監督
大麻產業。不過總統穆希卡認為，行政單位能做好遏止
毒癮問題，甚至比警方、軍隊和獄警更能打擊組織犯罪。
烏拉圭人口330萬，吸食大麻原本就合法，不過先
前並不允許民眾種植和銷售大麻。 ■法新社

烏拉圭大麻產銷合法化 全球首國

■與母親失散的小海豹。 網上圖片

■■斯金格斯金格

季節性流感一旦對抗流感藥物產生抗藥性，傳染力
會隨之降低。不過科學家研究發現，近期在中國內地
出現的新型變異H7N9禽流感病毒，雖然對第一線用
藥產生抗藥性，傳染力卻未有降低。研究員呼籲醫生
謹慎使用抗流感藥物。
紐約西奈山醫學院科學團隊早前分析從一名上海患
者取得的H7N9檢體，研究員在高度安全的環境中複
製H7N9禽流感病毒，發現病毒出現一種變異，能對
兩種前線抗流感藥物「特敏福」和「Peramivir」產生
抗藥性，並對第三種常用藥物「樂感清」產生部分抗
藥性。
新病毒有能力感染以培養皿培植的人類細胞，且在
實驗室動物間造成傳染，傳染力和未出現變異的病毒
株不相上下。
研究員表示，這不表示H7N9禽流感有更大機會演
變成人類大規模疫情，但醫生治療患者時，用藥應更
謹慎，除「特敏福」外，考慮使用「樂感清」等其他
藥物。研究在《自然通訊》期刊發表。 ■路透社

變異H7N9呈抗藥性
傳染力不減

加拿大一名
三 星 Galaxy
S4手機用家，
日 前 在 You-
Tube 上 載一
條手機充電起
火後的證據片
段，由於未過
保用期，他要
求三星更換新
手機，但公司
竟要求他先刪
除片段。該用
家不服，在

YouTube公開三星的信函，有關片段截至昨晚點
擊率接近100萬次，三星表示已為事主更換新機。
該用家在YouTube上名稱為ghostlyrich，稱三
星在信中要求他刪除影片、所有相關連結及內
容，並且不能就此再發布新影片或聲明，放棄向
三星追究一切法律責任，承諾將和解協議保密。
三星回應稱非常重視顧客安全，曾多次聯絡機
主 ， 希 望 回 收 手 機 作 進 一 步 調 查 。

■《每日電訊報》/《獨立報》

S4充電着火
三星要求封口才換機

指證：http://youtu.be/dc4duKuPrQ0
信函：http://youtu.be/2QHd-_qncEU

■S4充電着火位置。 網上圖片

美國得州一名16歲少年涉嫌醉酒駕駛撞死4人，以及導

致多人受傷，被控4項醉酒過失殺人罪名，最高可判囚20

年，但法官認同辯方聲稱，被告因其富裕父母過度縱容，

以為有錢便能解決一切，導致犯事，僅輕判他緩刑10年

及接受康復治療。死者家屬形容判決瘋狂，對被告犯下如

此重罪竟毋須入獄，感到非常憤怒。

案發於今年6月15日晚上，被告庫奇與多名朋友在商店偷酒飲至酩
酊大醉，再駕駛其小型客貨車兜風，途中失控高速撞向路邊行

人，並引發連環撞車。

血液酒精含量超標2倍
事發現場車速限制為每小時40哩，但庫奇的車速高達70哩。他被捕
後接受酒精測試，證實血液酒精含量為0.24，超過成人法定上限2倍。
庫奇前日在得州地方法院提堂，辯方律師傳召心理學家作供，指庫
奇的父母家境富裕，「給予兒子其他青少年不會有的自由」，令他染
上「富裕病」，做事不顧後果，即使傷害別人也從不道歉。心理學家
形容庫奇的「智力年齡」為18歲，但「情緒年齡」僅12歲。
法官博伊德認同辯方觀點，指庫奇要為所做的事負責，但歸咎其父
母從沒教導兒子要顧及後果，又指庫奇在獄中無法接受適當治療，遂
判他緩刑10年，但警告他若違反緩刑條件，將要入獄10年。
死者家屬對判決憤怒，在事件中痛失妻女的博伊爾說：「錢令他(庫

奇)免除一切麻煩，我今天終於感覺到錢的威力。若他不是這身份，情
況將截然不同。」一名在事件中癱瘓的受害者，他的兄弟盧馬斯對庫
奇被判緩刑感到難以置信。 ■《每日郵報》/myfoxdfw網站

富二代醉駕奪4命
美僅判緩刑

米切爾 24歲死者死者

詹寧斯，3子女之父
停車救米切爾遇橫禍

死者死者

博伊爾及女兒謝爾比
寓所距離現場不遠，幫忙
救人時喪命

死者死者

製國際象棋

卸責父母縱容卸責父母縱容 死者家屬怒死者家屬怒轟轟：：錢的威力錢的威力

醉駕撞死醉駕撞死44人人
庫奇庫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