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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國家，伊斯蘭教義規
定信徒不能通姦，然而中爪哇省卻有一座神秘的「性
山」，每年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已婚男女、政府官員
和妓女，在山上與陌生人亂交，相信此舉可實現「性
交轉運」，帶來好運及財富。
位於古農克穆克斯的「性山」起源眾說紛紜。
一說是16世紀時，一名年輕王子與繼母通姦，經
常前往古農克穆克斯偷歡，有次被當場捉姦並打
死，現場成為今日性山的聖壇。
當地相傳，每隔35天上山朝聖，連續7次與陌
生人性交便可「轉運」。不少人明知此舉犯通姦

罪，但為了改運仍冒險上山。寡婦馬爾迪婭表示
朝聖後，她的經濟狀況明顯好轉。
「性山」習俗不存在於其他伊斯蘭國度，分析
指是因爪哇島歷史上長期受印度教、佛教和伊斯
蘭教3教影響，從而發展出獨特的習俗。當地政府
見每日多達8,000人上山，竟順道開徵登山費5,000
印尼盾(約3港元)斂財。
研究性山逾30年的社會心理學教授蘇帕爾諾直斥

當地政府「虛偽」，為利益背棄教義。除道德問題外，
由於上「性山」過半女性是妓女，令山上淪為性病傳
播溫床。 ■《每日郵報》/澳洲特別廣播服務公司

印尼荒唐印尼荒唐「「性山性山」」77次與陌生人性交次與陌生人性交「「轉運轉運」」

■「性山」淪為性病傳播溫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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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一名香港移
民周日被推落地鐵
路軌，慘遭輾斃。
紐約警方前晚公
布，經連日追緝，
涉案非裔無業男子
達登當晚在布朗克
斯區落網。
探員在布朗克斯

區疑犯母親住所附近拘捕達登，他被捕
時身上沒攜帶武器，也沒有反抗。警方
指達登現年34歲，無業，有30多次被
捕紀錄，涉及搶劫、襲擊、吸毒等罪
行，他也是月初曼哈頓區另一宗地鐵襲

擊案的疑犯。
61歲香港移民郭偉權(譯音)與妻子周
日早上在布朗克斯地鐵站候車時，突然
被一名陌生男子推落路軌，遭一輛正駛
入月台的D線地鐵列車輾斃。警方翻查
案發地點附近的閉路電視，鎖定達登為
疑犯。達登並涉嫌本月6日傍晚在地鐵
站襲擊另一名亞裔男子。51歲受害男子
表示，他在曼哈頓西四街地鐵站被達登
推倒在月台上。
警方正調查達登犯案動機，外界猜測

他是隨機犯案。一名據稱為達登母親的
婦人表示，達登是流浪漢，已數月沒回
家居住。 ■美聯社/中新社

日黑寡婦疑殺7伴侶
吞五千萬遺產

日本一名67歲女子涉嫌於去年12月毒
殺75歲的第四任丈夫，昨日被警方逮捕。
報道指，該女子在第一任丈夫病逝後，通
過婚姻介紹所先後與6名男性交往以至結

婚，但6男隨後均因不同原因猝逝，估計
至今她一共從這些關係中，繼承總額高達
8億日圓(約5,283萬港元)的遺產。
被捕女性名為千佐子，1969年與首任丈

夫相識並結婚，後者在1994年病逝。2006
年，千佐子透過婚姻介紹所，與任職藥品
經銷公司的第二任丈夫結婚，男方同年8
月在家中去世，死因判斷為「腦梗塞」。
她2008年2月與一名農夫再婚，但男方3
個月後因「心肌梗塞」過身。據悉千佐子
繼承了3人大部分遺產。
千佐子之後透過婚姻介紹所認識男性。

2009年與一名男性交往，未幾對方因末期癌
症病死；2012年3月，與她訂婚僅半年的未
婚夫，駕駛電單車時突然暴斃，千佐子其後
以未婚妻身份，獨攬死者所有遺產。

亡夫血液驗出山埃
去年9月，千佐子與另一名患癌男友外

出晚膳後，男方病情急轉直下，不久離
世，千佐子隨後把死者物業變賣。同年11
月，千佐子再跟第四任丈夫筧勇夫結婚，
男方12月在家中突感不適，送院後不治，
法醫在他的血液內驗出山埃。
千佐子昨日在京都被捕，她否認與筧勇

夫的死有關，當局則懷疑千佐子殺夫奪
產，並會同時調查她過去的伴侶死因是否
有可疑。 ■法新社/時事通信社

■千佐子講述筧勇夫死亡前在家中的情
況。 網上圖片

■疑犯(後中)被警方拘捕。 網上圖片

推港移民落路軌輾斃
紐約積犯落網

■被捕的達登

紐約脊椎手術及康復中心在《國際外科科技》
期刊發表報告，指出不同低頭幅度，會

令頸椎承受不同重量。人體維持垂直站立姿勢
時，頸椎承受重壓為10至12磅，當頭向下垂
15度時，壓力便會倍增至27磅，30度時40磅，

45度時49磅。若低頭角度達60度，頸椎更要承
受60磅的巨大重量。

嚴重需動手術 應耳肩垂直並排
研究指頸部長時間彎曲，可導致頸椎損傷和提早

退化，嚴重者需動手術。專家指，最好的解決方法
是減少低頭時間，若難以避免，也應改善姿勢，例

如保持耳朵與肩膀垂直並排，肩骨向後擴展，以保
持胸部及頸部挺直。
早前有報告指姿勢不良除引致背痛外，更會造成

體重增加、便秘、火燒心、偏頭痛及呼吸系統問題。
新西蘭9月時有研究顯示，不當坐姿更可造成精神
問題，令人抑鬱、憤怒，甚至性慾不振，換言之良
好姿勢可保持身心健康。
專家建議坐直身讓血液及氧氣在體內流通，有助

消化，同時令腦部製造有「快樂分子」之稱的安多
芬，減少壓力荷爾蒙皮質醇。

■《每日郵報》
■■頸部長時間彎曲頸部長時間彎曲，，可導致頸可導致頸

椎損傷和提早退化椎損傷和提早退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低頭族經常低頭看手

機，容易導致稱為「短

訊頸」的肩頸痛。美國

有研究發現，若玩手機

時姿勢不當，更可能令

頸椎承受多達60磅的

重壓，比一個7歲小孩

還重。

如如77歲童壓頸歲童壓頸
低頭低頭6060度玩手機度玩手機

根據計劃，登月器將會在月球的南極着陸，並鑽出一個100米
深的洞，在洞內每隔15厘米抽取一次土地樣本，估計最終

抽取的樣本將可追溯至45億年前。
策劃今次登月任務的艾恩已在集資網站Kickstarter開始籌募資
金，初步目標是60萬英鎊(約730萬港元)，到明年進一步擴大集

資規模，希望2018年開始建造登月器，2024年成行。

料吸引千萬人 有望籌243億
雖然捐款人的頭髮有機會登月，但艾恩不保證DNA能否在

月球完好無缺地保存。他稱，根據他們進行的市場研究，估
計約1,000萬人會有興趣讓頭髮「登月」，有望為計劃帶來近
20億英鎊(約243億港元)的資金。 ■《每日郵報》/《衛報》

盛惠六千四
微博twitter的影響無遠弗屆，其特

色標籤「#」(hashtag)早已成為潮流象
徵，多個品牌曾推出「#」飾品，但最
奢侈的莫過於新品牌 Khai Khai 的
「#」戒指，售價達825美元(約6,398港
元)，皆因採用18K金打造，「#」符號更使

用了合共 1 卡鑽
石。

「#」戒指是Khai Khai的
「數碼靈感」系列其中一
款，同系列尚有「#」鑽石耳
環及吊墜頸鏈，以及其他常見社交
網站符號及簡語，例如「@」、「!」及「FU」
(Follow Us)等飾品，售價介乎600至1,650美元(約
4,653至1.3萬港元)，在美國高級百貨公司布盧明
代爾發售。 ■《紐約每日新聞》

twitter「#」鑽戒20002000萬元鉑金聖誕樹萬元鉑金聖誕樹 閃爆銀座
日本田中貴金屬珠寶公司昨日在東京銀座展示
繪有動畫《冰雪奇緣》人物形象的純鉑金聖誕
樹，價值3億日圓(約1,978萬港元)，即日起至12

月 25 日在銀
座 總 店 展
示。
八角錐形

聖誕樹高2.6
米，使用約
31 公斤純鉑
金製成，每
一面描繪影
片中不同場
景。此外，該
店還展示設計
上幾乎相同、
高約 28厘米
的銀製聖誕
樹，售價 45
萬日圓(約3萬
港元)。
■法新社

英工程師集資升空

球場咁大廣告板球場咁大廣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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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時代廣場一塊超大數碼廣告板前晚舉行
亮燈儀式，吸引不少遊客冒着嚴寒駐足觀看。廣
告板設於馬奎斯萬豪酒店外牆，樓高8層，面
積超過2,320平方米，幾乎等同一個美式足
球場，解析度為2,400萬像素，是全球同
類尺寸中解析度最高的LED影像顯示

器，據報4周廣告費索價超過250
萬美元(約1,939萬港元) 。

■網上圖片

富豪邀遊中東5歲萌妹百萬粉絲
韓國5歲小女孩布里安娜原
本生活於一個普通家庭，因27
歲母親喬斯林把她的照片上載
社交網站facebook，令她意外
地紅遍天下，半年前其個人
Instagram賬戶面世後，至今
追隨者更多達110萬，粉絲遠
至中東。她幾乎每天都收到
世界各地網民寄來禮物，包
括 LV 手 袋 、 Chanel 和
Tiffany首飾等，甚至有中東富

豪邀請她一家到迪拜豪遊嘆世界。

父親是韓國人、母親是菲律賓人
的布里安娜，被媒體形容或許是
「網上最可愛的孩子」，網民都愛
死她了，有的甚至留言稱：「我喜
愛她多過自己女兒。」
喬斯林表示，不明白為何這麼多

人喜歡女兒，指她除了跳舞不錯外
就沒什麼才華。為了回覆大量中東
網民的留言，喬斯林特別讓女兒學
習阿拉伯語，並把她說四種語言的
片段放上Instagram。

■《每日郵報》■布里安娜晒名牌

美國經典科幻喜劇《回到未
來續集》中的電動綁鞋帶運動
鞋成真！這對鞋將於明年面
世，與片中男主角馬蒂乘坐
時光車前往的未來年份相
同，適逢明年亦是電影
30 周 年 紀
念，令這款
鞋 別 具 意
義。
續集中馬

蒂穿上自動綁
鞋帶的Nike波
鞋。 Nike 早
於 2011 年已
推出同款波
鞋，不過只

有LED發光功能，加拿大有設計師研發電動鞋帶波鞋Power-
Lace，款式和馬蒂的不同，類似行山鞋，僅得數條尼龍鞋帶覆
蓋腳面。PowerLace腳踭位置藏有按鈕，穿上時會感應重量啟動
電動綁鞋帶功能。設計師正在募資網站Kickstarter籌集資金，預
計明年5月付貨，售價175加元(約1,198港元)。 ■《每日郵報》

自動綁鞋帶自動綁鞋帶

■八角錐形的每一面展示《冰雪
奇緣》人物和場景。 法新社

英國一名工程師發動群眾集資，目標在
2024年把登月器送到月球上鑽洞，抽取樣本
進行分析，希望探究月球、地球以至太陽系的
起源。除了研究外，登月器還會把記憶卡等物
件放進完成鑽挖的洞底，形成「時間囊」。支
持者只要捐逾60英鎊(約730港元)，便可上載
文章、相片或影片到記憶卡，捐約200英鎊(約
2,432港元)甚至可額外把頭髮帶上月球保存。

捐捐24322432元讓頭髮登月元讓頭髮登月任務負責人任務負責人
艾恩艾恩

■■預料預料20242024升空升空

《回到未來》鞋面世

■PowerLace預
計售175加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