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醒目老鼠植人腦基因

超級任天堂

鐵甲奇俠水上飄鐵甲奇俠水上飄

�"
	! 電影《鐵甲奇俠》男主角只要穿

上戰衣，即可擁有飛天能力。美國
加州商人英尼斯3年前研發名為
「Jetovator」的水上活動器材，接

駁約50呎長的喉管，玩家利用水力推動，可輕
易飛騰至30呎高空，還能潛入水底10呎，
比穿上鐵甲奇俠戰衣更厲害。

■網上圖片

布魯克林4分鐘到曼哈頓搭纜車返工

美國麻省理工神經學家就動物大
腦局部「人類化」如何影響認知能
力，進行全球首項實驗，發現被植入
人腦基因的老鼠，學習在迷宮內找尋
食物所需時間比普通老鼠短，學習多種
技能的能力亦較高。
科學家前日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發表研究報告，指研究員在實驗中向數百隻
老鼠頭部，植入掌管語言功能的人類「Foxp2」
基因。 2009 年一項研究發現，帶有人類

「Foxp2」基因的老鼠，神經元會變得更複雜，腦迴
路更具效率。
研究員基於此研究結論，訓練老鼠在迷宮中找朱

古力，並教授兩種技能，一是利用地標，從迷宮內能
看到實驗室設備，記着「碰上分岔路便向看到椅子的
方向走」；二是憑地板的觸感決定方向，平滑就右
轉、凹凸就左轉。結果經基因改造的老鼠7天便學
會，普通老鼠則需11天。實驗結果證明人類獨有的
基因有助提升認知靈活性。

■■路透社

每天返工乘搭巴士或地鐵，實在太沉悶，有否想過搭纜
車？美國紐約交通擠塞嚴重，地產商利維提出「東河空中走
廊」計劃，興建連接布魯克林海濱及曼哈頓的空中纜車系
統，每小時可接載超過5,000人，4分鐘即可來往兩地，紓緩
地鐵、海面及道路交通壓力。
計劃共分3階段，每階段造價介乎7,500萬至1.25億美元(約
5.8億至9.7億港元)，成本遠低於擴建地鐵。

■■《紐約每日新聞》/am New York網站
■■坐纜車可盡覽沿坐纜車可盡覽沿
途景色途景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鐵頭男
日本遊戲機巨

擘任天堂生產的
「超級任天堂」
(超任)電視遊戲
機，是不少人的
集體回憶。為預
祝「超任」明年
迎來面世 25 周
年，一名遊戲機

迷日前帶同一台「超任」攀登富士山觀賞日出，並由網
上討論區2ch全程記錄這段奇特的旅程。
「超任」連同經典遊戲《神龍奇兵》及《天地創造》，
在當天中午開始登山，沿途小心翼翼地攀爬，終於在翌日
日出前成功登頂，得以觀賞日出美景，該名機迷更拿出啤
酒慶祝「創舉」。 ■■Rocket News 24網站

爬富士山預祝生日爬富士山預祝生日

■大地在我腳下

德國奇人艾
哈邁德開西
瓜不用刀，
而是用頭
一 劈 即
開。他
最近在
塞浦路
斯一個
城市成

功挑戰5秒內用頭開6個西瓜，刷新健力士世界紀
錄，當地市長更專程到場，見證其「鐵頭」威力。
桌上6個西瓜一字排開，艾哈邁德毫不猶豫逐個撼

爆，非常利落。他同時保持1分鐘內用頭破開43個西瓜
的紀錄。 ■■《每日郵報》

55秒撼爆秒撼爆66西瓜西瓜

有片睇：youtu.be/A0y05vWDKsA

■■艾哈邁德用艾哈邁德用
頭開西瓜頭開西瓜。。

越南蛋咖啡越南蛋咖啡

KaffeostKaffeost軟芝士咖啡軟芝士咖啡

最怪咖啡最怪咖啡 甜筒做杯雙重享受甜筒做杯雙重享受

朱古力甜筒咖啡朱古力甜筒咖啡

咖啡種類何其多，澳洲《信使郵報》

上周五選出「全球最怪咖啡體驗」，美

國、越南、新加坡、芬蘭、墨西哥及印

尼的咖啡均榜上有名，愛咖啡之人不容

錯過！

■電影
《鐵甲奇俠》

海鹽咖啡海鹽咖啡美國 洛 杉 磯
Alfred Coffee

& Kitchen以朱古力甜筒充當咖啡杯，內層
朱古力能作防漏層之餘，被咖啡熱力溶化後
與之融為一體，甜度最合女生口味。喝完咖
啡後，更可連甜筒一併吃掉，既環保，店
主又能省去洗杯時間。

蛋咖啡味道似咖啡蛋撻
越南蛋咖啡在首都河內到處可見，將

蛋黃及煉奶發打至厚身忌廉狀，再倒入
越南式齋啡，待咖啡沉底即成，味道像咖

啡味蛋撻。台灣連鎖餐飲店「85度C」的
海鹽咖啡亦別有風味，混合海鹽發打置於

咖啡頂的泡沫，提升咖啡天然甜味。

新加坡的防彈咖啡光聽名字已夠奇
怪，在即磨咖啡中加入牛油及中鏈三酸
甘油酯，是當地流行的健康飲料，據稱
在咖啡中加入脂肪，能緩減血液對咖啡因
的吸收，有益身體。這種咖啡由矽谷企業
家阿斯普雷從西藏引入，他回想第一次品
嚐加入牦牛脂肪的酥油茶時，簡直有「返
老還童」的感覺。
在天寒地凍的芬蘭，當地人喜歡品嚐

「Kaffeost」軟芝士咖啡，將經烤焗的芝士
切成粒狀，在半杯芝士上淋熱咖啡，非常
暖胃。

■《信使郵報》

A22 國際新聞/環球 SO FUN ■責任編輯：孫志賢/曾綺珺 2014年9月17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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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央行警告樓市過熱
外界料提前加息

澳洲央行昨日公布本月2日政策會議紀要，顯示
央行愈來愈擔心該國不斷飆升的樓價，是迄今對樓
價發出最嚴厲的預警。會議紀要公布後，市場解讀
央行的警告增加提前加息的可能性，澳元兌美元一
度上升0.15美仙。
央行稱，投資者對房地產需求激增，可能導致市

場過熱，並引發價格突然下跌。房地產市場崩盤或
嚴重擾亂央行支持脆弱經濟的措施。
會議紀要稱，樓價下跌可能令消費者恐慌及經濟

增長放緩。在這種情況下，主要風險或是宏觀經濟
的穩定性，尤其是家庭將削減支出以應對財富減
少。
央行同時表示，當前的利率處於合適水平，在未

來一段時間內維持利率穩定，可能是最審慎的做
法，但同時提醒隨着資產價格進一步大幅上漲，決
策者需意識到未來經濟增長面臨的風險。

■《華爾街日報》/彭博通訊社

微軟月底推視窗9
挽企業市場口碑

大學屠殺當設計 美時裝品牌捱轟 Jean Paul Gaultier放棄成衣系列
美國時尚服飾品牌Urban Outfitters最近推出一款印有「肯特州立大學」標誌
與假血跡的長袖運動衫，明顯引用1970年在該校發生、造成4名學生死亡的血
腥槍擊案，引來輿論強烈批評。該公司前日在微博twitter發表道歉聲明。
位於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學，於1970年5月4日發生俄州國民警衛軍向抗
議越戰的示威學生開槍事件，造成4死9傷，被媒體形容事件為「肯特州立大學
大屠殺」，更引發全美其他地區的大學生及高中生發動大規模示威。
報道稱，雖然公司事後緊急下架，不過運動衫早已售完，eBay網站更一度有

賣家以每件2,500美元(約1.9萬港元)出售。肯特州立大學對於廠商利用學校的
傷痛來宣傳與牟利，表示深受冒犯。

■《紐約每日新聞》

縱橫時裝界38年、有「時尚頑童」
之稱的法國殿堂級設計師 Jean Paul
Gaultier，前日宣布退出男女裝成衣系
列，專注發展高級訂造時裝及香水業
務，他批評現今的速食時裝文化，限制
了設計師的創作空間。

斥太商業化扼殺創意
Gaultier表示成衣界已變得瘋狂，太

多商業限制加上新系列推出太頻密，令

他沒有空間發掘新意念，反觀高級時裝
則讓他發揮創意。
Jean Paul Gaultier退出成衣系列，意

味本月底巴黎時裝周展出的2015春夏
成衣系列，將是他在成衣界的告別作，
據悉他會保持一貫大膽風格。擁有
Jean Paul Gaultier品牌的西班牙集團暫
未對消息置評。

■《華爾街日報》/
《獨立報》/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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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股市交投量近來有所減少，瑞信資料顯示，美
國股市今年第2季每日平均交投量僅60.3億股，

是過去7年來同一時期的最低數值。不過交投減少未有
影響股市升勢，上月首次升穿2,000點的標準普爾500
指數，今年已累升7.3%。分析普遍同意，回購股票猶
如提供一個保險，對支撐大市起一定作用。
企業回購股票的情況為金融海嘯後最積極。巴克萊數

據顯示，企業在第2季把31%現金流用作回購股票，是
2008年爆發以來最高；截至8月為止，有740家企業批
准回購計劃，亦是2008年以來最多。

可增每股盈利 恐誤導投資者
不少投資者歡迎企業回購股票，認為這是把多餘現金

退還給投資者的合適途徑，近似於股息但不會附帶稅
項。這做法可同時增加每股盈利，令業績更亮眼。
但反對者批評，回購變相是「人工催谷」業績，可能

誤導投資者對公司實際盈利情況的了解。有投資者亦認
為，這反映管理層沒善用企業資金再投資，對長遠業績
增長構成潛在風險。

■《華爾街日報》

全球經濟前景仍未明朗之際，美國股市卻持續上升，分析認為這可能與美企積極回購股票

有關。研究公司Birinyi Associates的數據顯示，今年首半年美企回購了總值3,383億美元(約

2.6萬億港元)的股票，較2007年以來任何一段6個月時期為多。在過去一年，蘋果公司出手

最多，斥資329億美元(約2,550億港元)回購股票。

美國軟件巨擘微軟公司前日發出邀請
函，宣布於本月30日在三藩市舉行發布活
動，函上註明活動將圍繞最新作業系統及
與企業有關的內容。知情人士透露，微軟
將介紹新一代視窗作業系統Windows 9專
為企業客戶而設的功能，據悉會分為手機
及平板電腦版本，以挽回微軟在企業市場
的口碑。
企業客戶佔微軟盈利

達2/3，但2年前推出
的Windows 8較適合觸
控式裝置，導致以桌面
電腦為主的企業客
戶群不滿。

■法新社/
《華爾街
日報》

撐起大市撐起大市

■Jean Paul■Jean Paul
GaultierGaultier的大的大
膽風格從其膽風格從其
衣可見一衣可見一
斑斑。。 法新社法新社

■■引起爭議的運引起爭議的運
動衣動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蘋果去
年斥巨資
回購股票，
撐起大市。
圖為行政總
裁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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