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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線一夾

店內顏色是顧客對店舖的第一
印象，藍色裝潢讓人感到受

款待，綠色是天然，紅色意味危險
或緊急，黃色則令人聯想到歡愉。
不同類型的顧客對顏色有不同反
應，衝動型顧客易受紅、橙、黑及
寶藍色吸引，精明顧客則喜歡深
藍、淺藍、粉紅及藍綠色，一般顧
客較喜歡淺藍、粉紅及玫瑰色。
顏色亦與食物味道有關，紅色代表
甜，綠色代表酸，藍色代表苦、黃色
則代表鹹。

花香味加慢音樂 令人買更多
除顏色外，店內氣味亦會影響消

費決定。花香味可令人在店內逗留
更久及消費更多，因此很多店舖使
用溫和的薰衣草及洋甘菊香氛，不
過氣味帶酸的柚子味有助提神，不
太適合店舖使用。
一般而言，古典樂及緩慢音樂可

增加購物氣氛，不過運動品牌
Nike會播放節拍鮮明的音樂配合
形象。蘋果公司專門店展示電腦
的角度其實是悉心調校的70度，
能吸引顧客觸摸，但又不會展露
所有內容。 ■《每日郵報》

20度擲出彈跳最多
「片石」原來不是靠撞手神，從

挑選石頭到擲石角度均有學問。美
國猶他州楊百翰大學研究發現，用片
狀石頭，配合20度角擲向水面，能使
石頭在水面彈跳最多次數。
原來片石原理最早可追溯至18世紀，

最初更被用做作戰策略。當時海軍炮手透
過調校發炮角度，使炮彈能在水面彈跳一段
距離，靠近敵方戰艦再將之炸毀。
楊百翰大學教授特拉斯科特在《今日物理》科

學期刊發表報告，指片狀石頭及20度投擲能達至

最佳效果，而投擲物愈重，角度便需愈平。他又指厚
身呈球狀的石頭，較片狀難做到片石效果。
目前片石世界紀錄，是美國人斯坦納在今年創下的

88次彈跳。 ■《每日郵報》

「片石仔」有學問

14磅超級巨B

一般初生嬰兒重約6至7磅，美國科羅拉多州女子埃
爾南德斯上周一剖腹生產第五名女兒，竟是重13磅13
安士的巨嬰，在場的醫護人員都大吃一驚。
女嬰米婭身長22吋，其父親加西亞表示，產房內的人

當時嚇呆了，一名護士誇張地呼叫他上前看看，他才猛
然發現女兒分量驚人。米婭的四位姊姊，出世時體重全
部正常，兩名孿生姊姊的體重總和甚至不及米婭。
不過，米婭雖是巨嬰，但身體虛弱，她因血糖過低及出現

呼吸問題而轉送另一間醫院，預料本周出院。 ■綜合報道

不買？
色香聲話事

日本東京葛西臨海
公園昨日舉行別開
生面的「聖誕老
人賽跑」，400
多名參加者扮成
聖誕老人一起衝
刺，迎接聖誕

來臨，有參加者更帶同悉心打扮的寵物犬
到場打氣。部分人跑畢2.5公里後，躺在地上呼

呼氣喘。 ■美聯社

任何物件皆變「鼓」
學打鼓最煩惱的事，莫過於難以
負擔購買一整套鼓或家裡沒空間
放置。日本電子樂器廠Korg設計
出新式鼓「Cliphit」，只需將4
條感應電線夾在任何物件上，該物
件被敲擊時便會發出鼓聲，且每
條線能發出不同聲音，十足真鼓
一樣。最重要是價格相宜，只需

99英鎊（約1,196港元）。
「Cliphit」的感應線可夾在釘書
機、雜誌、電話及桌面等物件上，
透過直徑8厘米的可攜式半球體播
放器發出鼓聲及鈸聲，讓鼓手能隨
時隨地練鼓。若嫌鼓聲太單調，播
放器更可供連接其他音樂播放器如
MP3，提供伴奏。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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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老人賽跑聖誕老人賽跑

時下不少人為健康、減肥、信仰等原因吃素，但原來很
少人可堅持到底。近日一項研究發現，84%的素食者會重
新吃肉，其中約33%更在3個月內「破戒」。他們不能
堅持的原因，不外乎抵受不住肉類的誘惑或不想被吃
肉的同伴排擠。另有研究發現，素食者較非素食者更
易患上抑鬱症。
動物權益組織「人道主義研究委員會」訪問超過

1.1萬名美國成年人，發現僅2%受訪者是素食人
士，88%的人常吃肉和魚，其餘10%曾嘗試食素，
但其後重新吃肉。65%前素食者吃素主要是為保持
健康，但63%前素食者放棄吃素是不想成為異類。
「破戒者」最不能抗拒的肉類是雞肉。
澳洲一項研究則發現，素食者即使吸煙喝酒數量少

於肉食者，但患抑鬱症的機會卻高18%，且多28%機
會患驚恐症和焦慮症。 ■綜合報道

不想做異類
8484%%素食者素食者「「破戒破戒」」

■米婭肥
嘟嘟，十
分可愛。
美聯社

市場調查機構Alternatives Finder發現，顧客

有95%的消費決定屬於無意識，令商家有極大空

間操控消費者的行為。有零售商為刺激客人的購

物慾，向他們的感官包括從眼、耳、鼻等埋手。買？

■片石仔
的最佳角
度 示 意
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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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懸」大陪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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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旱情1200年來最嚴重
美國地球物理學會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加州過去3年乾旱期間

的破紀錄高溫和零星雨水，造成1,200年來最嚴重的旱情。
加州過去經歷多場乾燥天氣，雨量甚至比過去數年更少。科學

家觀察氣溫、低降雨量和其他因素的累積效應，綜合所有因素
後，發現加州前年至今年期間的乾旱情況，為逾千年來最嚴重的
旱情，部分原因是由於「異常低」的降雨量和「破紀錄」的高
溫。
明尼蘇達大學與伍茲霍爾海洋學院合作，研究加州目前和過去

數百年來，降雨程度與旱情嚴重的差異。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助
教格里芬說，「乾旱會持續發生，這是未來可以看到的事情」。

■路透社

美國11月份就業數據強勁，刺激美股前
日高收，累計連升7個星期，道瓊斯工業
平均指數更一度迫近18,000點歷史大關。
有「恐慌指數」之稱的芝加哥期權交易所
波動率指數(VIX)回落至11.4的低位，反映
市場氣氛樂觀，分析指經濟數據持續造
好，令投資者開始相信即使聯儲局結束寬
鬆貨幣政策，美國經濟也有能力維持增
長。

標普新高 納指累升15%
道指前日高開後拾級而上，中段最高曾
升至17,991點，不過尾市高位缺乏支持，
升幅收窄，收報17,958點，升58點。標準
普爾500指數則收報2,075點新高，納斯達
克綜合指數報4,780點。3大指數今年至今
累積升幅分別達8.3%、12.3%及14.5%。
勞工部前日公布上月非農職位大增32.1

萬份，遠超市場預期的23萬份，已連續10
個月超過20萬份，是1994年以來最長升
勢，失業率維持於6年低位的5.8%。
近月歐洲和日本經濟增長放緩嚴重，令

市場擔心美國未必能獨善其身，或影響聯
儲局加息步伐，不過新一輪數據令投資者
大大放心。紐約Fiduciary Trust首席投資
官桑切斯表示，就業數據明顯強勁，意味
聯儲局可能再次考慮在明年中加息。

富國成美市值最高銀行
前日升市中，多隻銀行股造好，當中最

大贏家是「股神」巴菲特身為大股東的富
國銀行，富國市值前日收市後升至2,858
億美元(約2.21萬億港元)，超越花旗集團
2001年創下的2,834億美元(約2.19萬億港
元)紀錄，成為美國史上市值最高的銀行。

■路透社/美聯社/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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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徒火車舞刀傷4人 目擊者：瘋狂世界
美國警方表示，密歇根州小鎮尼爾斯

一列美國國家鐵路客運公司(Amtrak)火
車上，一名男子揮刀刺傷4人，警方已
拘留44歲的疑犯。鐵路公司表示正協助
警方調查。
案件於前日接近傍晚時分在由芝加哥

出發的364號列車上發生，當時列車載
有172名乘客。警方接報趕到尼爾斯車
站，登上列車用電槍制伏疑犯。

一名目擊者在微博twitter說，隔壁車
廂內有4人遇刺，他還上傳一張照片，
顯示一名身穿灰色外套的男子被鎖上手
銬，倒在地板上。他說：「我們活於瘋
狂世界。有一名男子剛剛在隔壁車廂刺
傷4人。」
尼爾斯約有1.2萬人口，位於印第安

納州南本德北面約16公里。
■路透社/美聯社

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區一名譯音姓梁的華

裔警員，上月20日執勤期間懷疑手槍走

火，導致一名無辜黑人男子死亡，大陪審

團稍後將就是否起訴該名警員進行聆訊。

鑑於近期警察殺害黑人和大陪審團裁決的

議題在美國不斷引起爭議，本案審訊時機

尤其敏感，引起關注。

▶案發梯間
留下血跡。
網上圖片

◀鄰居貼出
相信是梁姓
警 員 的 照
片。

網上圖片

■■喪命的格利與喪命的格利與
女友育有一名女女友育有一名女
兒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上月20日，與女友同行的28歲黑人格利，在布
魯克林一幢住宅大廈樓梯間被正在巡邏的梁

姓華裔警員射中胸部，送院後證實死亡。紐約警
察局長布拉頓事後表示，當時梯間燈光昏暗，梁
警手槍走火，形容事件為意外及「不幸的悲
劇」，承認格利是「絕對無辜的受害者」。

6.5分鐘沒回應無線電呼叫
不過有當地傳媒引述執法部門消息指，梁警及

一名同行警員在開槍後並沒即時以無線電通知總
部，反而先傳短訊給工會代表，其間逾6.5分鐘沒
回應無線電呼叫，「明顯是疏忽職守」。兩名警
員亦無即時上前治理中槍倒下的格利，最後由鄰
居召救護車到場。
布魯克林區地區檢察官湯普森表示仍在搜集證
據，未有確實開審時間，但認為有必要查清事件

真相。當地於昨日及今天分別舉行格利的悼
念會及葬禮，他的母親及女友表示希望得到公
平裁決。

100示威者蘋果店扮死
紐約、華盛頓、芝加哥及波士頓等地繼續有民
眾示威，抗議白人警察涉嫌槍殺及「鎖喉」殺害
黑人後不被起訴。示威前日進入第三晚，但受天
雨及寒冷天氣影響，人數明顯下降。示威者遊行
及佔領馬路令交通癱瘓，有百貨公司及電器公司
等提早關門，約100人在蘋果專門店集體「裝
死」約5分鐘後和平散去。
亞利桑那州今天原定舉行「5公里警察馬拉

松」籌款活動，但鑑於近日示威浪潮及社會對
警方反感，當局決定押後。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梁警手槍疑在梯梁警手槍疑在梯
間走火間走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疑犯就擒疑犯就擒
■■車廂染血車廂染血

美華裔警走火殺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