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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渥太華2012年6月揭發一宗操控雛妓集團案，15歲少女奧利
弗馬查多被控在facebook及twitter等社交網站，利誘少女參加「過夜
派對」，最少7名13至17歲少女上當，穿睡衣及帶着洋娃娃前往奧利
弗馬查多的淫窟，怎料墮進陷阱，被下藥迷暈、拍裸照及毆打，更被
迫賣淫。案件上周審結，法官形容奧利弗馬查多的行為「卑劣可
恥」，以成人刑法判處她監禁6年半。

操控雛妓網絡
現年18歲的奧利弗馬查多，被控聯同兩名當時分別15歲及16歲的

少女掌控賣淫網絡，3名被告中只有她否認控罪。奧利弗馬查多共被控
27項罪名，包括販賣人口、製造兒童色情物品、誘騙兒童、性侵及非
法禁錮等。 ■加拿大廣播公司

誘少女派對迷暈逼賣淫
15歲女囚6年半

從自動駕駛汽車到照顧老人的機械人，科技發展令許多原本由人類
負責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顧問公司世邦魏理仕及中國啟皓公司最
近發表報告，預言現有勞工市場的工種中，有半數在2025年將因為被
電腦取代而不復存在，部分人的生計或受威脅。
《2030年工作和工作場所》報告中，訪問了200名來自亞太區、歐
洲及北美的專家、商界領袖及年輕人，其中美國數據顯示，自2000年
起，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較
就業增長快，證明科技扼殺就業
機會多於創造。報告預計未來10
至15年間，客戶服務、加工及中
層管理等工種將「消失」。

創意社交技巧吃香
不過報告指「喪失職位不一定等

於喪失工作，只是改變人類負責範
疇」，屆時新職位空缺將趨向要求
應徵者更具創意、社交技巧及運用
人工智能的能力，會有更多自由工
作者，亦會衍生出一些20至40人
的小型企業，利用人工智能提升速
度及固有技術，挑戰大企業。
■《新西蘭先驅報》/《星期日郵報》

一半職位2025年「消失」
人工智能取代

最易及最難被取代工種(部分)
最高危
1. 電話推銷員
3. 污水渠工
4. 數學技術員
6. 鐘錶維修員
7. 貨櫃及運輸工
10. 初級會計文員
最安全
1. 脊椎指壓按摩師
6. 藝術總監
8. 室內設計師
10. 攝影師
12. 時裝設計師
17. 土木工程師

■奧利弗馬
查多(左圖)
利誘少女到
這 裡 參 加
「 過 夜 派
對」。
電視圖片

查加斯病又稱美洲錐蟲
病，由於這種蟲子喜歡

咬人的臉，因此又俗稱「接吻
蟲」(kissing bug)。吸血的錐蝽

咬人後，它攜帶的克氏錐蟲會進入人體，典型早期
病徵包括皮膚傷口、一隻眼的眼皮出現紫色腫脹
等，之後出現發燒、疲倦、疼痛、腹瀉、嘔吐等症
狀。受感染者初時很難察覺，甚至不少醫生都不了
解這種病，因此即使有病徵，也未能及時確診。

或致心臟衰竭 蟲咬輸血可感染
查加斯病發展至後期，可能引發心血管疾病、心

臟衰竭等，這時通常已是難以治療。除了被蟲咬，

輸血、器官移植也會感染查加斯病。由於傳染和發
病情況與愛滋病相似，因此也被稱為「新愛滋」。
流行病學家加西亞上周二在美國熱帶醫學及衛生

學會會議上發表查加斯病的最新研究報告，表示即
使患者驗血呈陽性反應，若醫生對疾病缺乏認識，
也令患者無法獲得適當治療。
專家此前分析血庫的血液後發現，美國每6,500

名捐血者中，就有一人的血液驗出有寄生蟲，較美
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估計的高出50倍。
CDC指，相信不少人是在墨西哥等中南美洲國家感
染後帶回美國。目前美國醫學界有兩種藥物治療查
加斯病，但尚未獲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批准。

■《每日郵報》

■■傳播傳播「「查加斯病查加斯病」」寄生寄生
蟲的吸血錐蝽蟲的吸血錐蝽。。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早期病徵包括一隻眼的眼早期病徵包括一隻眼的眼
皮出現紫色腫脹皮出現紫色腫脹。。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接吻蟲接吻蟲」」釀致命釀致命「「新愛滋新愛滋」」

日本神奈川縣相模原市昨日
發生街頭企圖謀殺案，一名
29歲女子在路上突然被一名
年約40歲的持刀男子襲擊，
女子胸、喉及背部被連刺7刀
重傷，送院搶救時仍然清醒，
無生命危險。男子事後逃去無
蹤，警方正追查其下落。
警方於昨日下午2時56分接
報稱目擊女子遇襲，救護員趕
到後將她送院，據稱她不認識
施襲男子，未知對方動機。

■日本《每日新聞》 ■事發後警方封鎖現場。 網上圖片

日女街上遭陌生男割喉重傷

美國模型
製作師哈特
的兒子科利
爾因為早產，
肺部發育未完
成，出生至今
4個月仍然在加護病房留醫，他
於是在萬聖節為兒子特製「鐵甲
奇俠」服裝，鼓勵兒子勇闖生命

難關。
哈特看見兒子身上插滿喉管，

想到《鐵甲奇俠》主角同樣需要
接駁儀器才可發揮超人力量，便
為兒子穿上鐵甲奇俠服，給予他
生命力量。他在網上下載鐵甲奇

俠面具紙
樣，用發
泡膠板製
作，雖然
兒 子 只
穿了一分
鐘便要脫
下，但哈

特認為目標已經達到。
■《紐約每日新聞》/

《赫芬頓郵報》

難偵測易斷錯症 美30萬人感染

伊波拉病毒登陸美國之際，另一

種來自拉丁美洲的「查加斯病」

(Chagas disease)近年在美國散

播，估計美國逾30萬人受感染。

它傳播的病原體是名為「克氏錐

蟲」的寄生蟲，進入人體後長期潛

伏，初時無病徵，大部分受感染者

不知情，但它最終可引發心臟衰

竭等致命症狀，故又有「新愛

滋」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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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利爾科利爾■■哈特哈特

美國
馬里蘭州
一名壯男，
萬聖節徹夜狂
歡 後 似 未 盡
興，翌晨起床後
只穿着短褲赤裸上
身，邊拖地邊勁歌
熱舞，伴着背景音
樂高歌1980年代天
后 Sheena Easton
名曲《9 to 5》。室
友趁他不為意，偷
偷從二樓拍下這一
幕 並 上 載
YouTube，短短
3 日便錄得近
140 萬 次 點
擊。
■網上圖片

49歲的康納斯早前買獎券贏得
500 美元(約 3,876
港元)，本月1日到
餐廳吃早餐時，
為一對陌生父子
結賬後便離開。
侍應生梅里亞姆
形容，那對父子
先是覺得難以置
信，然後也想為
別人結賬，於是又為
餐廳內另一對父子
埋單。
如是者，當天由早上
7時半到下午2時10分，繼
康納斯後，另有45張枱客
人接力請客，部分人付的錢
比所需更多，例如有客人只

點了約22美元(約171港元)食物，卻付
了50美元(約388港元)，還給了10美元(約78港元)貼士，引發其他人仿傚。
康納斯當天離開餐廳後，赴麻省出席去世父親的追悼會，翌日晚上回佛蒙特州上夜班

時，才從同事口中得知原來自己成了接力做好事的發起人，善舉傳至街知巷
聞。康納斯表示能令其他人開心是最好的事。

■美國廣播公司/《赫芬頓郵報》 坐車俯瞰互望
全球氣候變暖，北極熊等極地動物瀕臨絕

種，為增進人們對極地保育及環保工作的了
解，被譽為「北極熊之都」的加拿大馬尼托巴省
邱吉爾市考慮設立北極熊省級公園，讓更多遊客
近距離接觸北極熊等動物。
遊客坐在稱為「極地馬車」、高13呎的遊覽卡車

上，近距離觀察北極熊生態。體型龐大的北極熊站起
時，身高可達8呎，可以和遊客面對面地互望。邱吉爾
位處哈德孫灣沿岸，目前當地已發出18張生態旅遊許可
證。 ■《星期日郵報》

加擬設北極熊公園

fb新功能
厭倦 facebook動態消息上太多無關痛癢的更
新？fb上周五推出新功能，容許用家選擇較少地
接收一些經常胡亂更新的朋友的動態消息，毋須
取消追蹤不想看見的對象或「unfriend」對方。新
功能讓用家有更大自由度決定動態消息內容，相
信會受用家歡迎。
新功能下，fb會顯示
用家過去一周最關注的
朋友、專頁和群組消
息，並配備簡單概要，
然後用家可以從清單
中，選擇性地較少接收
個別朋友的消息，對方
不會知道，避免尷尬。
新功能已經在電腦版推
出，手機用戶未來數周
也可使用該功能。

■《星期日郵報》

掀45枱請客接力賽

本年度歐洲美鬚大賽前日在德國
施盧赫舉行，參賽者施展渾身解
數，將「二撇雞」和「羊咩鬚」捲
成五花八門的圈狀，再配上古典服
裝，散發濃濃的復古情調。參賽者
來自世界各地，是「十一鬍子月」
的重頭戲，宣揚男士健康意識。

■《星期日郵報》

捲出「鬚」FUN

平價充氣保溫箱
全球每10個嬰兒就有

1個早產，許多落後國家
醫院因負擔不起昂貴的
育嬰箱設備，使早產嬰
無法存活。英國23歲大
學應屆畢業生羅伯茨發
明充氣育嬰箱，透過減
少不必要功能，將成本
由3萬英鎊(約37萬港元)大幅降至250英鎊(約3,068港元)。這
項產品為他奪得本年度表揚創意發明的「詹姆斯戴森獎」，
被讚揚為「救回千萬小生命」的發明。
羅伯茨抽走育嬰箱大部分不必要功能，如磅重秤及氧氣

感應器，並以廉價零件代替原本的加濕器及恆溫儀，以及
用塑膠充氣箱取代鋁和玻璃製的箱身，製成可攜帶、低成
本的新版育嬰箱「母親」(Mom)。
「母親」採用陶瓷加熱技術，配備數碼屏幕監察溫度及濕

度，若溫度有變警鐘會響起，並有專門治療黃疸病嬰兒的
照燈功能。 ■《星期日郵報》/Wired網站

踢走煩人更新踢走煩人更新 助救窮國早產嬰助救窮國早產嬰

中獎幫陌生人埋單
好 事 傳 千

里！美國佛蒙

特州一名女護

士買獎券贏

了點小錢，

心情愉快，到

餐廳吃早餐時

忽發奇想為一對

陌生父子結賬，希

望分享快樂，想不到

對方又為另一桌陌生人

結賬，形成連鎖效應，

這間餐廳當天內竟有46

張枱的顧客為不認識的

人結賬，成功將快樂傳

開去，被當地電視台廣

泛報道。

■減少接收消息

■■保溫箱可拉上拉鏈保溫箱可拉上拉鏈，，方便攜帶方便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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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片睇：youtu.be/L7R35qjky7w

半裸拖地半裸拖地「「舞王舞王」」

■■人熊對望的生態旅遊人熊對望的生態旅遊。。

■■各人的造型千奇百趣各人的造型千奇百趣。。美聯社美聯社

■■成為請客發起人的成為請客發起人的
康納斯康納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客人慷慨付錢客人慷慨付錢
■■由食物分享快樂由食物分享快樂

■■餐廳當天有不少顧客為不認識的人結賬
餐廳當天有不少顧客為不認識的人結賬。。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