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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青少年糖分攝取量較建議多出40%，造成嚴重
癡肥問題。有專家建議，父母應在進餐時只提供清水，汽水果汁一律
禁止，以減少攝取糖分。專家指出，大部分父母都知道汽水無益，但
不少人誤以為果汁健康，呼籲只在特別日子才讓子女飲含糖飲
品。

政府處理癡肥問題首席顧問、牛津大學飲食及人口健
康教授傑布表示，雖然低脂奶也有益，但家長應鼓勵
子女只飲水，限制子女只可在早餐時飲一小杯果
汁。倫敦國王學院糖尿病及營養科學部主管桑德斯
亦認為父母應只提供水。
英國上月一項全國性研究指出，2/3成年人有

超重或癡肥問題，20歲以下女性更是西歐地區
超重最嚴重一群。

■《每日電訊報》/《每日郵報》

癡肥嚴重
專家促只許孩子飲水

西班牙最新研究發現，每日看電視超過3小時的人，早死風險較
看不到1小時高出一倍。研究前日刊於《美國心臟病學會期

刊》。
納瓦拉大學調查了逾1.3萬名平均年齡

為37歲的西國大學畢業生，其中
60%是女性。在平均8.2
年的跟蹤研究中，共有97
人死亡，其中19人死於
心血管病，46人死於癌
症，32 人死於其他原
因。
紐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醫學院副教授阿育伯推
測，看電視增加早死風險
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人們
不知不覺吃太多零食，形
成不健康生活。現時美國人
平均每日看電視約 4.5 小
時 。
■法新社/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汽車作業系統「Android Auto」則
可透過語音指令或軚盤按鈕控制系
統，以便在安全情況下使用應用程式
(app)，而系統懂得為司機導航。公司
表示，首批搭載這系統的汽車將於今
年面世。
「Android Auto」會知道用戶是否

在車上，系統可與汽車連接的智能手
機協調。當系統在手機運作時，便

會將界面顯示於汽車儀表板的
觸控屏幕上。它懂得基於

Google

或Google Now所掌握的用戶資料，
自動顯示用戶駕車習慣相關資訊。
用戶可利用語音指令或按動屏幕使

用導航、搜尋目的地和聯絡方法，以
及回覆短訊和電郵。若手機收到短
訊，屏幕會顯示通知，系統同時讀出
內容，司機說出「回覆」便可講出回
覆內容。
Google表示，逾40家車廠已加入1

月成立的行業組織「開放汽車聯
盟」，以推廣有關技術。
■《華爾街日報》/CNET網站

Android AutoAndroid Auto知道用家習慣知道用家習慣

智能手錶x2
Google 在會上介紹由 LG製造的
LG G智能手錶及韓國三星電子製造
的Gear Live智能手錶，兩者均使用
「Android Wear」平台，是首批使用
這操作系統的裝置。用家使用智能手
錶時，可快速訂購薄餅、發送訊息及
進行語音指令，現已可在網上商店
Google Play訂購。摩托羅拉360智能
手機則在今夏推出。

睇電視打機
大會亦介紹「Android TV」機頂
盒，懂得顯示節目相關訊息、向用戶
推介節目，用戶不但可用語音搜尋節

目 ， 還
能在電視玩從
Google Play下載的遊戲。
索尼、LG等公司更正就此
與Google合作。

775元廉價手機
新版作業系統「Android L」色
彩更鮮艷，具有動畫效果，且配備
「殺機」防盜功能。為協助生產商
製造廉價智能手機攻新興市場，
Google推出「Android One」計劃，
預計今秋率先在印度推出售價低於
100美元(約775港元)的智能手機。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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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在前日的

年度開發者大會

上，介紹多項新產

品，包括Android作

業系統升級版，以

及使用Android的電

視機頂盒、智能手機

和汽車操作系統，實

行「撈過界」，將Android更廣

泛融入用戶生活，務求無處不在。有

分析直言，Google正試圖擴張王國。

科網巨頭林立的美國矽谷近來推動員工多元化運動。繼雅虎、Google、LinkedIn後，
facebook(fb)前日也首次公布員工組成結構，按性別分類，女性僅佔31%，女性高層更低
至23%，顯示高科技產業仍然由男性主導。

74%高層為白人 亞裔僅19%
Google女性員工比例為30%，雅虎37%，LinkedIn39%。另據統計，fb高層中
多達74%是白人，亞裔只佔19%；整體員工以白人最多，佔57%其次為亞裔
(34%)，拉丁裔與非洲裔分別只佔4%與2%。

■彭博通訊社/《泰晤士報》

fb女性員工只佔31%

日看電視3小時 較易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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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歲 的 尤 里 克 ． 陳 (EuricoChin，譯音)上月24日在三藩
市日落區，散步至一間Safeway超
市，對自己說「反正已在這裡，
何不試試手氣」，於是買了5美元
的電腦選號超級樂透彩票，數字
組合是13、11、23、27、29，特
別號碼10。
後來尤里克看新聞，發現頭獎由他買
彩票的超市售出，上網一查竟發現自己6
個號碼全中，「我驚呆了，難以置信，
整晚無法睡覺」。他低調前往彩票局報
到，不願公布照片或受傳媒採訪。尤
里克還未決定一次過領取除稅前的
4,100萬美元(約3.2億港元)獎金，或
分30年領取全額7,000萬美元。

開頭獎超市獲271萬
至於售出頭獎彩票的超市，可獲35萬

美元(約271萬港元)獎金。加州彩票局發
行的超級樂透上次開出7,000萬美元以上
大獎已是2009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三藩市紀事報》

陪女警查案
美國波特蘭市一個住宅發生爆竊案，警方接報到場調

查，發現浴室和地庫地板上滿布玻璃碎。屋內一隻家貓走
來走去，女警克爾溫擔心貓咪踩到玻璃碎受傷，便把牠放
在自己肩膊上，結果貓咪全程站在那裡不肯走。
警員搜查後未有發現，按目擊者描述正追捕一名年約30
歲、身高約5呎9吋、瘦身材的白人男子。

■《每日郵報》

肥貓報恩美國密歇根州男子塔利1979年購入一輛雪
佛蘭Corvette跑車，怎料新車落地不足2年，
就在底特律被盜去。事隔33年，警方為他尋
回失車，令他重溫當年風馳電掣的歲月。
71歲的塔利在家看電視時突然收到警方電
話，指他的跑車在1,000公里外的密西西比
州被尋回，車輛狀況良好，仍能運作。
雖尋回座駕，但塔利不知如何把它運回
家，於是致電電台希望有人伸出援手。事有

湊巧，雪佛蘭母
公司通用汽車的
執行副總裁羅伊
斯聽到廣播，提
議由公司出錢，
將跑車送回塔利
家中。
■美國廣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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瞓薄餅床單好滋味瞓薄餅床單好滋味
滿布油光的辣腸，金黃色芝士……紐約藝術家曼格尼
耶羅夢想睜眼就能吃到薄餅，於是將寢具打造成逼

真的巨型辣肉腸薄餅。薄餅床套現時尚未發
售，但有興趣的讀者可考慮購買薄餅睡

袋，保證也能讓你睡得「香甜」。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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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錢」遊戲巴黎禁大熱

■■貓咪站在貓咪站在

女警肩膊上女警肩膊上

不願走不願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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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白領常抱怨辦公室工作枯燥，只要看看羅
馬尼亞一名清潔工人的工作，便會知自己何等幸
福。羅馬尼亞蒂米什瓦拉一名男工人只靠繩索
綁腿便鑽進街邊污水渠，倒豎蔥清理渠道淤
塞物，過程不見天日及面對難聞惡臭，一不
小心更隨時受傷，堪稱世上最厭惡工作。
影片分享網站YouTube一段短片顯示，

兩名身穿藍色工作服的技工不斷向上拉扯繩
索，約過30秒後，有一雙鞋連紅色褲管從渠
口冒出，始知有一名清潔工在渠內工作。兩
名同僚用力將同事扯出污水渠，只見對方回到
地面後，僅鬆鬆肩膊及拍掉褲管污垢，便準備
下一輪工作。 ■《每日郵報》

有片睇：youtu.be/CPckGtMNa6Y

■■通渠後拉出通渠後拉出 ■■回歸地面回歸地面

華裔男失業變退休華裔男失業變退休中中55..44億億
彩金彩金

美國三藩市一名華裔失
業男子上月散步時，心血
來潮用5美元(約39港元)
買樂透彩票，竟中了7,000
萬美元(約5.4億港元)頭獎。
然而他沒即時露面，而是花
一個月籌備如何花這筆錢後，
本周一才去彩票局報到。他打
算用獎金買車、樓並退

休，大部分錢將用
來投資。

■■售出頭獎彩票的超市可獲約售出頭獎彩票的超市可獲約271271萬萬
元獎金元獎金，，成為另一贏家成為另一贏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尤里克．陳(譯音)中頭獎的彩票。
網上圖片

■■塔利興奮地塔利興奮地
駕駛愛車駕駛愛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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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寶有錢執■■同類雪佛蘭同類雪佛蘭CorvetteCorvette跑車跑車

美國房地產投資者布齊帶起的
「執錢」熱潮席捲多國，但未能在
法國巴黎展開。當地警方前日表示，
由於法國刑事法例禁止在公眾地方
派錢，因此拒絕讓布齊在周末展開
藏寶活動。
警方去信布齊，告知他若違法
可被監禁半年及罰款3萬歐元(約
31.7萬港元)。警方表示，巴黎
一家企業5年前嘗試舉辦類

似活動，但因擾亂公眾秩序，活動最後
取消。布齊指巴黎是他最喜愛的城市，
「不想讓期待已久的巴黎人失望。」
身家豐厚的布齊一向有捐錢做善事，

為增添趣味，想出與網民玩尋寶遊戲，
在社交網站 twitter 發起#Hidden Cash
(隱藏現金)遊戲，公布藏寶地點的提
示，讓網民尋覓藏有現金的信封，引來
全球各地仿傚。

■法新社/《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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