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飛天車規格
飛行模式 汽車模式

引擎 Rotax 912 Rotax 912
機翼 可摺疊 不適用
極速 每小時 每小時

200公里以上 160公里以上
最低要求速度 每小時60公里 不適用
起飛速度 每小時130公里不適用
續航距離 約700公里 875公里
耗油量 每小時15公升 每100公里8公升
結構 鋼造機身 鋼造車身

及碳塗層 及碳塗層
尺寸 長6米、 長6米、

闊8.2米 闊1.6米
機身/車身重量 450公斤 450公斤
載客量 2人 2人

第三大郵輪拓華市場
皇家加勒比郵輪公司旗下的全球第三大郵輪「海洋

量子」號(Quantum of the Seas)，將於下月啟航，由
英國南安普敦前往美國紐約，明春會駛至上海的母
港。船艙頂層設有以巨型吊臂控制的觀光玻璃艙，可
將乘客升至300呎高空俯瞰景色。船上還有機械人酒
保、碰碰車等設施，愛乘搭郵輪的人將可獲得新體驗。
「海洋量子」號被譽為最高科技郵輪，它以電子腕帶作

門匙，而無窗戶的房間會有虛擬露台。船上娛樂設施豐富，
包括攀石牆、溜冰場、跳傘及衝浪模擬裝置等，另設有現場
表演音樂劇《Mamma Mia》等節目。
「海洋量子」號共有18層，足以容納4,180名乘客，排水量近

17萬噸。郵輪將於明年進駐亞洲，以上海為母港，展開連串亞洲
之旅，期望開拓亞洲尤其中國的旅遊市場。 ■《每日郵報》

半空玻璃艙觀光

獼猴閱報睇股市獼猴閱報睇股市嚇到O嘴
不少股民非常關注股
市一舉一動，原來猴子
也關心股市。印度南部
城市班加羅爾動物園內
一隻獼猴，日前收到遊
客拋給牠的水果時，被
包裝的報紙吸引，一邊
讀一邊露出驚訝表情，
場面令人發笑。
獼猴當時「翻閱」股市消息時一臉凝重，其後甚
至張開嘴巴，似乎被股市波動嚇壞。愁眉深鎖的牠稍
後更把頭埋在報紙中，猶如損失慘重的股民。

■《每日郵報》

美國印第安納州上周六上午舉行馬拉松賽事，
比賽路線橫跨一段路軌，大會做好交通安排，
確保賽事不受影響。不過在賽事進行之際，竟
有一輛載貨列車駛過，有健兒爬草地繞道及

從車廂間穿過，也有不少人不願停步，
趕在列車抵達前一刻衝過。

■網上圖片

馬拉松火車攔路馬拉松火車攔路

鄰居拉消防喉救命
美國夏威夷檀香山一名8歲男童，周一在8樓住所走廊丟棄垃圾

期間意外滑倒，整個人跌進垃圾槽裡，從8樓飛墮至2樓，跌在垃
圾堆上。一名男鄰居聽男童呼救，立即拉出消防喉管伸進垃圾
槽，讓男童抓着逃生。男童頭及雙手受傷，由救護車送院，並無
大礙。
英勇救人的男子表示，男童當時受驚大叫，數次握不緊喉管滑

落。他於是叫男童用雙腳頂住牆壁，拉着喉管向上爬。 ■路透社

美童墮6層垃圾槽

■男童跌進垃圾槽裡，從8樓飛墮
至2樓。 網上圖片

■「海洋量子」號設有觀光玻璃艙。
網上圖片

飲咖啡提神度飲咖啡提神度人體基因話事
有人飲咖啡可提神，有人飲多少也不會感到分別，原來

人體內有一種「咖啡因基因」，控制身體對咖啡因的反
應。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分析了20多份、累計參與
人數超過12萬的研究報告，發現人體內有4組基因與咖
啡因直接產生反應，決定身體分解咖啡因或加強其效
果的能力，或有助醫生建議病人攝取咖啡因的份量。
研究結果前日於《分子精神病學》期刊發表。研究

採用的數據包括受訪者每日咖啡飲用量及脫氧核糖核酸
(DNA)分析，探討飲用咖啡多寡對DNA造成的微小分
別。研究員發現飲用咖啡後，DNA會出現8組變化，其
中2組是已知的，其餘6組是新發現，當中4組直接與咖啡
因有關，餘下2組則與膽固醇水平及血糖有關，令研究員震
驚。 ■《每日郵報》

■睇報紙睇到O嘴

遇上交通擠塞確實非
常苦惱，不少人都希望
汽車能立即飛起，避開
塞車。斯洛伐克一家汽
車公司最近研發出新一代
飛天車「AeroMobil」，
不單慳油，而且車身輕
巧，只需停泊於標準車
位。飛天車將於本月29日
在奧地利維也納的科技界
盛事「先鋒節」(Pioneers
Festival)亮相。

飛天車採流線形設計，外形新
穎，車身僅闊1.6米，能輕易

停泊在一般車位。它在路面行走及
加油均與一般汽車無異，只要啟動
飛行模式「變身」，展開機翼，汽
車便可變身小型飛機升降，續航距
離達692公里，時速約200公里。
汽車公司發言人表示，期望飛
天車能廣泛使用。該公司自1990
年起已開始研發飛行汽車，
「AeroMobil」屬於第三代。

■《每日郵報》

■■飛天車車身僅闊飛天車車身僅闊11..66米米，，能輕能輕
易停泊在一般車位易停泊在一般車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飛天車變身避塞車
月底面世

有片睇：
youtu.be/plNO7fntQ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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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身變身」」展翼展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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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
敦警方前日採

取反恐行動，拘捕4
名年齡介乎 20歲至
21歲的青年，懷疑他
們是極端組織「伊拉
克和黎凡特伊斯蘭
國 」 (ISIL) 聖 戰 分
子，涉嫌策劃在英發
動槍擊或斬首襲擊，
警方相信已粉碎英國
首宗直接涉及ISIL的
恐襲陰謀。
警方前日在倫敦中

部及西部，搜查4名
疑犯的住所及車輛，
其間警員曾用電槍制
服其中一名疑犯。消
息人士透露，其中一
名疑犯最近從敘利亞
回國。■路透社/美
聯社/《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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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擊無證黑人 美警被控濫用武力

砸
窗

電
擊

美國印第安納州哈蒙德市一名黑人男子因未有攜
帶身份證，遭截查的警員擊碎車窗及使用電槍攻
擊。他入稟法院指控警方濫用武力、無理拘捕
及毆打。
47歲黑人女子馬洪上月24日下午得悉男
友瓊斯的母親病重，遂與他及兩名子女驅
車趕赴芝加哥醫院探望，其間遇上警方
路障，馬洪及瓊斯因未有佩戴安全
帶，警員要求兩人出示身份證明文

件，瓊斯因沒攜帶身份證，只能出示
一張記錄其個人資料的傳票，但警員拒絕

接納，要求瓊斯下車不果。
擾攘約一分鐘後，警員見瓊斯轉身到後座，立即用

警棍擊碎車窗，導致玻璃碎四濺，嚇得馬洪的女兒尖
叫。警員隨後用電槍制服瓊斯。馬洪立刻打911報警，
14歲兒子約瑟夫則用手機拍下過程，把短片上
載YouTube。
馬洪及瓊斯被控阻差辦公。
代表律師庫爾茨批評警
方在毫無必要下
使用過度

武力，例如在瓊斯離開汽車後再電擊他。庫爾茨翻查資
料，發現兩名涉案警員曾有非法拘捕及濫權前科。
哈蒙德市警方發聲明，指警方有權在路障命令

任何人離開汽車，瓊斯當時拒絕服從，更往
後座尋找物品，警員憂慮瓊斯可能拿武
器，決定以武力拘捕他。■印第安
納波利斯《星報》/《紐約每日
新聞》/《每日郵報》/美聯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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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發現新斷層 可釀7.1級地震
新西蘭國家水及大氣研究院(NIWA)昨日公布，於首都惠靈

頓發現新斷層，足以引發黎克特制7.1級地震。有地質學家則
認為當地有數十個活躍斷層，當中最大的斷層甚至可引發8.5

級地震，新斷層相比之下威脅較小，市內建築物足以抵禦。
總理約翰基指出，以新斷層帶來的地震威脅為由提出遷都是
「不切實際」，因惠靈頓尚有其他大型斷層。 ■法新社

德國漢堡約400名庫族人前日示威，其後在
一間清真寺外聚集，與約400名薩拉菲派

穆斯林爆發衝突。警方指，涉事者大部分手持
鐵棒、木棒、開山刀，並互相擲石及玻璃樽。
防暴警察使用胡椒噴霧、水炮及警棍驅散，共
14人受傷，其中4人傷勢嚴重，警方拘捕22
人。同日在下薩克森州策
勒市，數百名 情緒激

動的雅茲迪族人和來自車臣的穆斯林移民發生
衝突，4名警察及5名示威者受傷。

土萬人上街 5省宵禁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約50名示威者打破歐

洲議會的玻璃門，衝入大樓。他們獲議長舒
爾茨接見，舒爾茨承諾會與北約及歐盟領袖
商討解決危機。荷蘭、法國、奧地利亦有庫
族人和平示威，要求政府加強打擊ISIL。
土國有成千上萬民眾響應人民民主黨的號

召，上街抗議政府未有出兵對付ISIL。主要
城市伊斯坦布爾及安卡拉均有大規模示威，
伊斯坦布爾有30人受傷，警方拘捕98人。東
部及東南部有大量庫族人聚居的省份，包括
穆什、鍚爾特、凡城、馬爾丁及迪亞巴克
爾，更爆發嚴重警民衝突。示威者衝擊警方
車輛及商舖，又攻擊政府建築物。警方出動
催淚彈及水炮驅散，當地政府前日起在上述5
省實施宵禁。
土國目前已接收20萬名來自科巴尼的難

民。國會已授權政府越境打擊在敘利亞及伊
拉克的ISIL分子，並允許外國軍隊取道土國
進行打擊，但土國軍方只向邊境地區增派坦
克戒備，未作越境打擊。

美官員：失科巴尼非主要憂慮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引述美國官員表

示，科巴尼可能落入ISIL手中，但並非美方
主要憂慮，保住伊拉克是更重要的戰略目
標。■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

���%
��

� ��
*��

+	%

��%

���

���� 

��

���

%5��	� �����

�	

%��

5��� 

< �
8  

� �
&�

�!�.�1	(�����#�

���

�=	�

?�
�+

����

�)��

���*�

��� ����7

■■防暴警察拘捕一名防暴警察拘捕一名
示威者示威者。。 美聯社美聯社

土土
1919
死
德
死
德
2323
傷傷

極 端 組 織
「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蘭國」(ISIL)圍攻敘
利亞接壤土耳其邊境重鎮科巴

尼，觸發當地大量庫爾德族難民逃
亡。土國境內連日發生支持庫族的大規模示

威，抗議土國政府應對不力，部分地區更爆發警民
衝突，至少19人喪生。示威更蔓延至其他歐洲國家，德國北

部兩個城市前日有庫族及雅茲迪族人與激進穆斯林發生暴力衝突，最
少23人受傷。

■■防暴警察施放催淚防暴警察施放催淚
彈驅散示威者彈驅散示威者。。

A23 國際新聞/環球 SO FUN ■責任編輯：孔惠萍 / 曾綺珺 2014年10月9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