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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歲的休斯2009年1月1日起程，從烏拉圭出發，走過25.75萬公里、遊歷201個國家及地
區，最終前年12月抵達終點南蘇丹，隨即開香檳慶

祝，結束1,426天環遊世界之旅。

每周僅用846元
休斯只準備每周平均65英鎊(約846港

元)旅費，全程僅搭巴士、的士、火車及步
行，要過海就搭「順風船」。

《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花14個月驗證100
萬個全球定位系統(GPS)定點、1萬張照片、400
小時錄影帶及192頁護照蓋章後，終確認休斯
「以最短時間循海陸路遊歷所有國家」，並向
他頒發證書。 ■《每日郵報》 V形機鵝陣

法國男子穆萊克與他訓練的鵝群在天空展
現有趣景致。他駕駛V形超輕型飛機升空
後，6隻鵝振翅高飛呈V形排開，恰似初生
飛鳥尾隨母親覓食的情景。穆萊克跟6隻鵝
感情深厚，過去17年通過各種方法令牠們視
他為母親，一同飛上藍天。 ■綜合報道

畢業禮中後空翻
大學畢業是值得高興的
事，但美國達文波特大學
一名男生從校長手中接過
畢業證書後，竟興奮地在
台上表演後空翻，結果失
手撻落地，當場出醜。
短片所見，一眾畢業生
依序上台與校長握手，這
名男生突然摘帽振臂，向
後發力躍起，一聲巨響後
整個人仆倒在地。

■綜合報道

加拿大溫哥
華 的 Score
on Davie 酒吧
推出一款特色凱
撒 雞 尾 酒
「Checkmate」 ，
杯上放了原隻燒雞和
漢堡包等美食，含多
達5,000卡路里，夠
一家大小吃飽，盛惠
60 美 元 ( 約 465 港
元)。顧客反應熱烈，
每日都售罄。

■網上圖片

自拍騷性感自拍騷性感潮爆「壞祖母」
祖父母通常予人慈祥端莊印象，美國肯塔基州一名自稱「壞

祖母」的86歲老婦卻相當佻皮，喜歡於社交網站大騷性感泳衣
照，連臥病在床也要穿粉色綢緞睡衣，對鏡頭擺出「V」手
勢。
溫克爾半年前迷上相片分享網站Instagram，從此不能自
拔，更憑一系列極具少女感覺的生活照，迅速在網絡竄紅。
她深信自己魅力依舊，自稱「生於1928年，從未停止偷
去你的男人」。 ■綜合報道

■6隻
鵝懂得

配 合 ，
呈 V 形排

開。
網上圖片

■溫克爾
愛於社交
網站展示
性感泳衣
照。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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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死人雞尾酒飽死人雞尾酒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天文學副教授
魯曼，早前觀察到一顆距地球僅7.2光
年的棕矮星，屬距離太陽第4近的星
系。這顆棕矮星溫度與北極相若，
介乎攝氏零下48度至零下13度，
是天文學家迄今發現溫度最低的
棕矮星。魯曼表示，此星體溫度
太低，無法支持生命繁衍。
魯曼利用美國太空總署

(NASA)的廣域紅外巡天望遠鏡
(WISE)，以及斯皮策(Spitzer)太空
望遠鏡發現這顆棕矮星，據悉其質
量僅為木星的3至10倍，估計是一
顆巨型氣態星體。 ■《每日郵報》

男生撻地勁瘀男生撻地勁瘀 最冷棕矮星 凍如北極凍如北極

準備準備

後空翻後空翻 旁人驚訝旁人驚訝

有片睇：youtu.be/FNhSlOKF0Y4

有片睇：youtu.be/-pdZhbsyOSw

英國利物浦一名男子花4年時間遊遍香

港、澳門等全球201個國家及地區，其間只

乘搭海陸交通工具，刷新世界紀錄。他將旅

途中的自拍片段剪輯成4分鐘短片，《國家

地理雜誌》更準備將其經歷拍成紀錄片。

破紀錄4年
踏踏遍遍202011地地

西藏西藏澳門澳門

萬里長城萬里長城

不飛英漢

作為頂級銀雕飾品的代名詞，
Georg Jensen一直秉持「力臻完美」
的理念，於銀雕藝術上奠定了無可取
代的地位；並以其獨特、充滿鑒賞藝
術氣息的北歐Scandinavian風格令這
個皇室御用的丹麥著名品牌家傳戶
曉，典雅卓絕的精緻銀製首飾為人
迷，成就超越時空的時尚永恆。
自 1904 年創立品牌至今的Georg
Jensen，今年為慶祝110周年，特別推
出一款極為罕貴的限量版110周年紀
念項鍊Pendant No.1，將品牌創辦人
於遠自1904年的經典創作重新呈獻。
而位於中環國際金融中心一期商場的
Georg Jensen專門店亦快將於4月底正
式開幕。
作為慶祝Georg Jensen品牌110年
非凡成就的復古設計，限量推出的
110周年紀念項鍊Pendant No.1絕對

能讓眾人見證這個品牌
帶領甚至創造潮流的威
力，並將Georg Jensen銀
飾令人迷的魅力和精
湛的工藝品質揮灑得淋
漓盡致。這紀念項鍊全
球只有限量110條，除了
經典的黑瑪瑙款式外，
另一款使用象徵奇蹟
的拉長石(Labradorite)的
Pendant No.1 同樣限量
生產110條，晶瑩的藍色
演繹出另一種味道。
同樣屬於品牌創辦人
Georg Jensen 第一批親

自設計的銀飾，Georg Jensen 110周年紀念純銀別針
Brooch No.1 亦以黝黑雅麗的黑瑪瑙作為飾品的靈魂，
散發含蓄而耀目的光芒。別針的形狀如夢幻般盛放的
花蕾，氧化純銀將橢圓的瑪瑙緊密圍繞；這些都是嘗試
突破傳統界限、跨時代設計的非凡魅力。這支110周年
紀念純銀別針Brooch No.1將於今年八月限量登場。
創立於1904年的Georg Jensen是丹麥皇室御用的銀

器品牌。時至今日，Georg Jensen於全球12個國家擁有
超過100家分店。品牌創辦人Georg Jensen本是一位專
門製作銀質器皿及首飾的銀器大師，將其獨特的設計及
力臻完美的工藝和超卓的品質製作出一系列的金器、銀
器、白金和鑽石首飾、鐘錶、餐具和器皿，更將銀器裝
飾藝術帶到家品設計和辦公室擺設裡。Georg Jensen的
簡約、高雅和北歐設計風格備受世界各地人士的熱愛，
也成為丹麥享譽全球的國際知名品牌。

由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與華港國
際展覽有限公司主辦的第9屆香港國際印

刷及包裝展（印包展），最後今天在亞洲國際
博覽館舉行。此次展會雲集逾400家參展商，
網羅各類印刷及包裝服務、材料、設備及物流
服務，展示多家專業的印刷及包裝公司，為美
容及其他高級消費品、飲食、電子、禮品等行
業的買家提供一站式印刷及包裝方案的貿易平
台。主題展區包括：印刷服務、包裝服務、食
品及飲料包裝方案、印刷耗材及包裝材料、高
級包裝及印刷專區，印刷及包裝設備及系統、
數碼印刷設備、綜合印前及貿易服務、綠色印
刷及包裝方案等。

打造重點專區
隨消費者的環保意識不斷提

高，市場對綠色產品的需求日
增，越來越多生產商願意投放更
多資源加強產品設計和開發，為
推動不同的新興產品，以迎合買
家的採購需要，今年印包展新增
「綠色印刷及包裝方案展區」，
網羅多項環保印刷及包裝方案，
緊貼綠色市場潮流；例如香港參
展商大鵬油墨(展位：3-F13)介紹
環保油墨印刷方案；雅典印刷包
裝(展位：3-F01)展示設計獨特的巧克力盒及月餅盒、可
循環再用改裝成首飾盒及燈籠。而重點展區「高級包裝
及印刷專區」今年規模大幅擴大，匯聚接近30家適合

高端消費品的特色印刷及包裝方
案和原材料供應商，協助企業提
升產品和品牌形象。其中，本地
大型國際印刷集團中華商務(展
位：3-B10)展示新研發的智能包
裝設計概念，透過體驗RFID智
能標籤、擴張實境(AR)等技

術，帶來品牌推廣、保護，以及產品追蹤等增值服務。

舉辦主題研討論壇
印包展期間亦有多場由行內專業人士主講的研討會及

論壇，探討21世紀熱門印刷技術、環保印刷能帶來的
利益和優勢、華麗印刷包裝設計等議題，講者來自多家
知名企業，包括靳劉高設計合夥人及中國區總經理高少
康、再春館有限公司市場業務部經理三木具隆等。今天
上午11時，大會舉辦「中國包裝工藝與文化怎樣向世
界傳播/懸念、包裝」研討會，為參觀者提供業內最新
技術及市場趨勢資訊。「香港印製大獎」及「香港數碼
印刷大獎」的參賽作品亦會在印包展中展出，相信會刺
激和發與會業界人士，鼓勵他們精益求精，開發更卓
越的產品。

全球最大禮品展
印包展於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

期間，香港貿發局香港禮品及贈
品展亦同時於灣仔的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舉行。大會安排免費穿梭
巴士往返兩個展覽場地，買家可
趁機參觀這個全球規模最大的禮
品展。

■責任編輯：陳 濤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王菀之(左二)，Georg Jensen行政總裁兼創意總監朱欽騏(右二)，
Georg Jensen零售總監陳嘉敏(右一)及IFC代表為Georg Jensen新店剪
綵及祝酒。

由道教香港青松觀主辦，屯門民政事務處協辦的「屯門盆景蘭花展
覽2014」，將於5月2日(周五) 至 5月8日(周四)屯門青松觀舉行，將展
出二百多盆珍藏之盆景予遊人參觀，費用全免。盆景運用蓄枝截幹及
山石點綴等技巧，展現出其蒼勁雄渾、流暢自然等萬千景色。展覽內
亦展出由香港蘭花會借出色彩艷麗的蘭花，以及盆栽及花卉比賽、寫
生比賽等優秀作品。眾多作品配以園林佈置及青松觀亭台樓閣，更相
得益彰。其他協辦機構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香港蘭藝會、香港中華蘭花協會及屯門區小學校長會。

雲集逾400家印刷及包裝企業
最後今天展示環保方案 緊貼綠色市場

網站：www.hkprintpackfair.com/ex/44 查詢: 1830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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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答謝買家的支
持，大會特別準備了
精美紀念品乙份。凡
持有印包展入場證的
買家，只要於展覽期
間到「買家推廣櫃」（展位：6-K01），
並出示此廣告正本、閣下的入場證及公司名
片（名片上之資料必須與買家證相同），即
可換取「三合一工具」乙份（數量有限，送
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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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人士現可透過下列渠道
預留免費入場證：
手機資訊站 – www.hktdc.

com/wap/printpack/T019；
智能手機資訊站 - 立即登入

iPhone App Store、 BlackBerry
App World 或 Google Play 下載
HKTDC Mobile；
手機短訊 – 以短訊發送電郵

地址至 (852) 6390 0702

■Georg Jensen 110 周年
紀念項鍊Pendant No.1

■

欣
賞
中
國
色
彩
盆
景
展
覽
，

費
用
全
免
。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2014 展出二百多盆珍藏盆景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
(香港)有限公司的產品

■雅典印刷包裝有限
公司的環保食品包裝
袋及紙盒

成就藝術銀品的時尚永恆
丹麥銀匠Georg Jensen 110周年慶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