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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打機直播遇劫
玩家代報警擒賊
現時很多知名

電玩遊戲玩家，
都會一邊打機一
邊在網上直播，
吸 引 不 少 人 觀
看，美國亞利桑
那州一名《Dota
2》女玩家在直播
期間，遇到兩名
持槍賊人闖入家
中打劫，網友發
現後大驚報警，警方到場拘捕其中一名賊人，另一人則
在逃。
遇劫女玩家網名為Sajedene。據網友錄下長約17分鐘

的片段可見，當時直播主畫面是遊戲內場景，左下角有
Sajedene的正面影像。但激戰期間，即片段的約3分13
秒，Sajedene突然離開，到約7分23秒，賊人更在鏡頭
出現，網友於是報警。被捕的27歲賊人馬丁內斯被控持
械行劫等多項罪名。 ■美聯社

■■被捕男子馬丁內斯被捕男子馬丁內斯

有片睇：youtu.be/-0X5GYkF_vo

落重藥治罕見癌症
英8歲女奇蹟痊癒

英國8歲女童克勞迪婭3年前被診斷患上罕見癌症「轉
移性松果體母細胞瘤」，因無法做手術治療，醫生預計
她時日無多，但就在她接受一項混合大量化療及電療的
實驗性療法後，腫瘤竟奇蹟地完全治癒，成全球首例。
克勞迪婭於2011年6月確診患癌後，家人曾先後向多

家醫院求醫，但醫生都束手無策，有些甚至估計克勞迪
婭只剩數小時命。在別無方法下，醫生決定採用意大利
的實驗性「米蘭療法」，以重藥治頑疾，奇蹟隨之發
生。
「米蘭療法」包括44次電療，以及兒童癌症治療中使
用過的最高劑量化療，藥力之重，使克勞迪婭腦部受
損，不過卻成功使腫瘤完全消失。 ■《每日鏡報》

智利亡命
15秒飛越30層

智利首都聖地亞哥上周六發生罕見升降機
意外，一棟住宅大廈的升降機懷疑故障，15
秒內極速爬升30層樓，直至撞向槽頂部，
男乘客頭和腳重傷，並因脊髓受損，可能永
久癱瘓。當局正調查事故原因。
肇事大廈落成只有8個月，閉路電視畫
面顯示，當晚約7時，31歲男住客阿塞韋
多走入升降機後，門關上又打開，同時
高速爬升，估計時速近80公里，阿塞韋多
不斷按掣試圖令升降機停下不果。閉路電
視鏡頭撞到槽頂部後，亦裂成碎片。

■《每日郵報》

辱紅衫軍惹圍攻
泰環姐棄后冠

泰國環球小姐冠
軍薇魯妮，早前因
在社交網站 face-
book批評親前總理
他 信 的 「 紅 衫
軍」，結果飽受批
評，不堪壓力的她
前日宣布放棄后
冠，以及不會代表
泰國參選年底的環

球小姐選舉。她聲淚俱下稱，外界對其政
治觀點及身材的辱罵令家人深受傷害。
22歲的薇魯妮原本就因身材較豐滿，上
月當選後已頻遭網民揶揄，泳裝照亦被拿
來開玩笑。後來有網民發現她在fb上常批
評紅衫軍，如指參與紅衫軍示威的人「應
被處決」，指國家沒有「骯髒」的紅衫軍
會較乾淨，令針對她的人身攻擊愈演愈
烈。
泰國環姐主辦單位表示，未來會檢討評
審佳麗的標準，包括候選人的社交媒體使
用狀況。至於是否由亞軍遞補，則要與每
名候選人商議過才決定。 ■美聯社

索尼微軟獨家電玩埋身肉搏索尼微軟獨家電玩埋身肉搏
白色PS4加入戰場

鑑於去年推出的Xbox One主機銷情不理想，微軟希望藉全
新獨家遊戲挽回劣勢，包括在12月推出多人連線的《Ha-

lo 5》測試版、《Halo》1至4代的Xbox One高清復刻版、以
及射擊遊戲《Sunset Overdrive》、賽車遊戲《Forza 2》等。
索尼重點大作則是9月推出的射擊遊戲《Destiny》，該遊
戲由《Halo》原開發商Bungie Studios 製作，被視為對抗
Xbox One的重頭戲。其他PS4獨家遊戲包括《The Order
1886》等。
索尼又宣布，已在亞洲地區發售的小型主機「PlaySta-
tion Vita TV」，將以「PlayStation TV」名義，於年底在
歐美推出。PS TV是在電視運作的掌上遊戲機PS Vita，
除了可玩遊戲，也有電視和音樂等功能。

分析：Xbox One嚇走傳統玩家
分析指，微軟原本想把Xbox One打造成家居多媒體娛樂平台，卻反而得失了傳統電玩玩家，結果高

不成低不就，故只好調整路線，回到遊戲功能。相反索尼PS4初期定位較清晰，現在獲得一定
支持後，再回頭拓展多媒體功能，發展較微軟順利。

至於另一家電玩大廠任天堂，則會於今日舉行WiiU新
遊戲發布會。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英國
《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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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門打開後急速上升，阿塞韋多不停
按電梯掣，希望將它剎停。 網上圖片

■薇魯妮哭訴自己的
慘況。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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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擊退癌魔勇敢擊退癌魔，，媽媽媽媽
喜上眉梢喜上眉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觀眾全神貫注看介紹觀眾全神貫注看介紹。。彭博通訊社彭博通訊社

PS TVPS TV

白色白色PSPS 44

■微軟的Halo 5

■Sunset Overdrive

酒量好不怕痛
眼珠顏色除了影響外觀，原來亦
暗藏玄機。研究發現人的眼珠顏色
深淺，決定其忍痛能力、思考速度、
反應快慢、喝酒是否易醉及患糖尿病
的機率，原因是決定眼珠顏色的基
因，同時影響身體其他部分發展。
匹茲堡大學研究指出，藍色或綠色等

淺色眼珠的白人女性，忍耐痛楚和受壓能
力較高。調查研究了58名孕婦，發現眼珠較
淺色者，分娩時感受較少痛楚，亦較少出現產
後抑鬱。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高級講師諾海萊

寧指出，其中一種導致深色眼珠的基因NCX-4，會
令痛楚感覺更深。
佐治亞州立大學研究1.2萬名男女後亦發現，淺色

眼珠的人酒量較好，原因是深色眼珠的人受體內較
多黑色素影響，對酒精較敏感。

深色眼珠反應快 糖尿病機會較小
不過深色眼珠也有好處，黑色素多使大腦思考更
快，故反應敏捷，擲飛鏢或打網球都會較好。深色
眼珠的人患糖尿病的機會亦較藍色眼珠的小。

■《每日郵報》

藍綠眼人

天時暑熱沙灘泳池人頭湧
湧，西班牙愛狗之人卡諾覺
得小狗也該有暢泳消暑的權
利，於是在巴塞羅那為牠們
打造狗狗專用游泳池。泳池
內有噴水池、滑梯、橡皮艇
及特別為小狗設計的斜坡，
設施比人類泳池更齊全，小
狗都玩到不願走。

■英國《都市報》

美國俄勒岡州本德上周六發生山火，一對新人沃爾貝和哈特利剛巧在離火
場不足10公里處舉行戶外婚禮，開始15分鐘便要腰斬。消防員到場指示

新人與親友離開，不過「不識死」的沃爾貝和哈特利，與攝影師決
定就地取材，利用山火及濃煙作背景，拍下特技無法比擬的

《亂世佳人》式照片。婚禮其後移師到遠處公園繼
續。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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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橡皮艇

英國Hello Kitty(吉蒂貓)
迷戈茲沃思多年來收集了過
萬件Hello Kitty精品，保守
估計總值5萬英鎊(約65萬
港元)，她要求男友必須愛
屋及烏，若不能包容她的
「Kitty王國」即被叮走。
29歲的戈茲沃思是練馬

師，14 歲開始愛上
Kitty，最大珍藏是 1
米高Kitty公仔，家中
上至牆紙飯枱下至水煲
圍裙全是Kitty。她指過
去有男友試過要她放棄
Kitty，但她寧願棄男友保
貓。 ■英國《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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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聰明人人皆知，但竟然也會愛
上人類？美國太空總署(NASA)1965年
資助進行海豚實驗，女訓練員豪伊嘗
試教導6歲樽鼻海豚彼得說英語，在
10個星期的相處中，與彼得發展出一
段情。事隔50年，她首次披露這段往
事。
當年23歲的豪伊在維爾京群島與彼

得與世隔絕日日相見，每天一起吃喝
玩睡，關係愈來愈親密。

實驗第4周，彼得表現突然異常，
不僅會嫉妒，甚至在與豪伊相處時性
興奮，以肚皮及生殖器官撞向她。大
嚇一跳的豪伊安排彼得回去與雌海豚
相處，牠因此稍為收斂，但仍不時挑
逗她，人豚感情不斷昇華。
但到第10周，實驗突然終止，人豚
被迫分離，不久後更懷疑因情傷太
重，彼得竟以閉氣潛水方式自殺。

■《衛報》

海豚戀人類 性挑逗女訓練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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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火中的亂世新人

■當時23歲的豪伊和6
歲海豚彼得。網上圖片

JD Williams
的「Nat-

ural Close」(自然貼服)
系列，採用輕薄物料及

矽膠科技製成，上下邊
位均加上矽膠邊以防胸圍
下滑，兩側位置亦加上額外

框線，讓女士更完美地呈現
集中的曲線。胸圍可加肩
帶，或以無肩帶、交叉
背、掛頸或單邊肩帶穿
着，且有多色選擇，配合任何
場合裝束。

新系列非常受豐滿女士歡迎，她們認為市
場以往一直忽略她們的需要，選購內衣只得

實用踏實款式。英國女性平均胸圍尺碼為
34DD，但過去數十年飲食及生活習慣改變，已使

女士胸部變得更大，JD Williams指有12%客人
需穿J Cup或以上。

■《每日郵報》

全球最大無帶全球最大無帶BraBra
50L「世界杯」

夏日來臨，英國有內衣公司考慮到身型較豐滿的女士，可能因

沒有承托力十足的無肩帶胸圍而無法穿露肩裝等衣服，故特別為

她們推出外觀與功能兼備的大碼無肩帶胸圍，最大尺碼為50L，

是全球最大碼無帶Bra。

■「Natural Close」
售價24至30英鎊
(約 312 至 390
港元)。

■女星Kelly
Brooke 可以
考慮幫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