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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第15/082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7月18日

頭獎：-
二獎：$973,270 （2注中）
三獎：$58,320 （89注中）
多寶：$17,51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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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載體運基因治病 城大生奪歐科學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癌症和各類

遺傳病與基因缺陷或丟失息息相關，於是科學家
就以「基因治療」去補償「異常基因」的傷害，
並製造有益的蛋白質，但卻面對着「運送」的問
題。香港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科學系博士生金衛
紅想出以等離子技術及加入金屬元素，製成新型
基因載體，令基因載體的轉染率（外源DNA導
入細胞的效率）大大提升至58.6%，明顯較現有
的24%優勝。有關研究為癌症治療帶來新希望，
更令金衛紅獲得歐洲材料研究學會（E-MRS）頒
授「青年科學家獎」。
現時的基因治療是藉助某種載體，將裸露的脫
氧核糖核酸（DNA） 、小干擾核糖核酸
（siRNA）、信使核糖核酸（mRNA）、微核糖
核酸（miRNA）等治療用的基因，送到目標部位

的患病組織，以發揮其治療功效。不過，這些
「外來物質」往往會觸發生命體的自我保護機
制，令這些治療用基因很快會被核酸酶
（Nuclease）分解，大大降低了運載效率。

運DNA入細胞 轉染率大升
金衛紅在城大材料工程學講座教授朱劍豪指導

下，利用等離子體基技術將稀土元素「釹
（Neodymium）」添加入現時常用的載體「陽離
子聚合物」中，從而製成新型基因載體，可將
DNA運送入細胞內，而且所引起的毒性甚低。新
型基因載體的轉染率高達58.6%，明顯較未添加
「釹」之載體的12%轉染率及商業轉染劑的24%
轉染率優勝。
其後，金衛紅進一步研發「三層多功能納米載

體」，用以運載多重抗藥性基因（MDR-1）及阿
黴素（化療藥物），以加強抗癌功效。在浙江大
學的協作下，有關研究更已於患有腫瘤的實驗小
鼠身上試驗，並證明了在17天的觀察期內，腫瘤
生長速率降低，幾乎再無明顯的生長，顯示運用
了這個新方法後，有顯著的抗腫瘤療效，為癌症
患者帶來新希望。
是次研究已寫成題為「利用等離子體基技術改

進生物材料的性能」論文，並已作發表，在歐洲
材料研究學會於今年5月在法國里爾市召開的會
議上，金衛紅更因此獲頒「青年科學家獎」及獎
金。金衛紅表示：「我要感謝城大創造了良好的
研究環境，並提供了一流的設備，我才可能獲得
這一發現。我也要感謝朱教授這些年來給我的指
導和建議。」 ■金衛紅獲歐洲材料研究學會授予「青年科學家獎」。 城大供圖

教局網增課本供應搜尋功能 學友社放榜熱線收2149求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文憑試前日放榜，不少學生

都為升學出路而四處張羅。學友社的「放榜輔導熱線 2503
3399」至昨日下午4時已累積接獲2,149個求助，主要圍繞聯招程
序及策略、非聯招自資副學位課程作查詢，部分求助學生表現焦
急，約10%人諮詢時間逾半小時。該會提醒學生應以興趣為先，
再參照收生數據，冷靜思考最適合自己的安排。學友社又提醒有
意申請成績覆核的考生必須於下周一或以前提出申請，並指出學
校考生必須透過學校申請，故學生須留意學校具體安排及繳費程
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為協
助家長購買新學年印刷課本，教育局
昨日起在「教科書資訊」網頁增設
「新學年課本供應」資訊搜尋功能。
家長可在7月至9月期間經網頁查閱
由各出版社提供「適用書目表」內課
本的供應資訊。據局方的最新資料顯
示，在3,714項課本中，有191項、即
5%至今仍未有售。

每周更新 方便家長查詢
教育局於「教科書資訊」網頁

（www.edb.gov.hk/textbook） 增 設
「新學年課本供應」資訊搜尋功能，
以便家長查詢新學年課本供應資訊。
有關課本資訊會每周更新，並提供出
版社的聯絡資料。該網頁載有3,714
項課本資料，撇除部分有售、要經學

校或書局訂購的課本，其餘191項均
仍未有售，佔整體5%。
教育局提醒家長，各書店在7月的

課本存貨較為充足，若個別課本暫時
缺貨，部分書店會提供代訂課本服
務，出版社亦會因應供求情況加印課
本，以滿足需求。另外，家長應留意
書單所列的資料，包括書名、版次、
出版社等，以及舊版課本是否仍可沿
用，尤其是購買二手課本時，更應小
心核對上述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今年大學畢業生
就業市場發展尚算平穩，雖然空缺略減但薪酬有
所上升。根據八大院校組成的大學聯校就業資料
庫（JIJIS）顯示，今年3月至 5月期間，共有
1,495個僱主提供不足13,478個職位空缺，較去年
同期下跌6%，而有關職位入職中位數薪金達1.3
萬元，則比去年同期的1.2萬元高。
根據JIJIS最新季度數據顯示，今年3月1日至5

月31日期間，共有13,478個大學畢業生職位空
缺，較去年同期的14,333個，輕微下跌6%，不過
同期提供職位的顧主則由1,248個增至1,495個，
意味聘請大學畢業生的機構更多元。
按職位工作性質分類，其中提供最多職位的為

資訊科技或程式（1,322個）、其次為其他（945
個）、市場營銷（743個）和銀行及金融（648
個）。安俊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綺萍指
出，在香港資訊科技、金融、銀行業都是較受大
學畢業生歡迎的工種，相關行業提供的空缺也比
較多，有關數字反映市況。

薪金中位數達1.3萬升3.7%
在月薪方面，上述職位中位數為13,000元，比
去年同期高8.3%，而薪金平均數則為13,403元，
也比去年高3.7%。有關職位薪金分佈方面，月薪
30,000元以上的高薪職位明顯減少，由去年同期
的 45個下跌 4成至 27個，但月薪 20,000 元至
30,000元的中高薪職位則比去年增加逾7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近年部分激
進團體不斷挑起兩地矛盾，再加上「佔領」
行動後香港穩定形象變差，影響了內地生申
請入讀香港各大院校的意慾。香港6所院校
陸續公佈新學年本科課程的內地生報讀和錄
取情況，整體呈明顯跌勢。6間大學今年共
接獲約2萬份申請，共取錄1,065個內地生入
讀本科，較去年約2.5萬份申請及取錄約
1,077人，分別下跌約24%及約1.1%。其
中，以浸會大學和嶺南大學的申請人數跌幅
最大，分別下跌近40%及67%，香港科技大
學即使安排了60名教授北上招生，申請人數
和錄取人數亦告下跌。
今年最多內地生申請的院校是香港大

學，有9,400多份，但仍較去年逾萬份申請
下跌約6%，其次則是有5,000份申請的科
大，較去年的6,000份下跌約17%。不過，
申請跌幅最大的是浸大和嶺大，兩校的報
讀人數均下跌40%：前者由去年的3,885份
減至今年的2,319份，後者則由928份下跌
至556份。

教院「逆市」錄取反增
在錄取情況方面，以科大跌幅最大，由去

年的169人減少9%至154人。其次是理工大
學，去年取錄290人，今年則取錄280人，
下跌約3.4%。眾多院校中，只有教育學院錄
取內地生的人數有逐年上升的趨勢，2013年

和2014年分別取錄60人和80人，今年升至
90人。
今年各校接獲內地生申請下跌，但有院校

認為並不影響收生質素。港大和科大發言人
均指出，被取錄的學生除了學科成績優秀，
在運動等各方面亦有成就。
科大表示，今年錄取的154名內地生成績
優異，高考成績均為各省首0.5%。另該校
今年更安排了60名教授到北京、上海等地
進行招生，以揀選具質素的學生。科大發
言人又指，今年來自西部地區如甘肅、青
海和廣西的申請人數上升；河南、湖南和
湖北等人口較多的省份，申請人數亦較去
年多。
港大今年接獲9,400多份申請，來自內地

31個省、市、自治區，錄取學生中有22人
獲省、市或單科第一。教院發言人則表示，
今年有更多成績優秀的內地高考生獲該校取
錄。

「佔」累六大內地生報讀跌 浸大嶺大重災

請人前fb起底「搞政治」「激進」
僱主「佔」後主動查求職者「心態」不能赴內地將影響應聘

香港社會趨向分化，部分年輕人面對他人意見時不識尊重只懂「鬧
爆」，品德素養令人惋惜，更有傳聞指職場出現「唾棄潮」，很

多僱主都對聘請本地大學生有保留。安俊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
綺萍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未聽過有僱主刻意排除香港的大學畢業
生，但自從去年「佔中」起，部分僱主的確會更主動查看求職者的
facebook等社交平台，以得悉他們對政治的看法，及檢視求職者是否活
動的積極參與者。

最怕員工公司論政 影響工作環境
周綺萍表明，一般公司都不太喜歡員工過分積極參與有關政治的活
動，「怕他們太過投入，會影響工作，例如每天下班去參與，或者動
輒辭職、請假去參與。」同時，僱主也怕員工經常在公司和同事之間
談及政治話題，事事「批判」鬧爆，影響公司工作環境，甚至鼓吹其
他同事跟隨自己「搞政治」。

學生會光環不再 淪「激進」代名詞
周綺萍續稱，以往當過學生會幹事，會被視為有領導才能和組織能
力，但有關情況已不復再，不少僱主會留意求職者是否大專學生會的
幹事，認為參與學生會的都是「激進分子」。
資深獵頭人張慧敏則表示，普遍僱主對求職者政治立場等其實較為
包容，關注的是他們處理時的態度，而查看求職者社交網絡，主要想
從當中的事件及言論，透視求職者的性格，多過其政治立場是否與自
己一致。她說：「如果佢（求職者）係一個火爆又衝動嘅人，僱主都
會怕佢係一個唔鍾意同人合作嘅人，太過自我、又唔鍾意聽人講，僱
主自然唔想請佢。」
張慧敏又表示，有大學生和家長透過校務處向她求助，對曾參與「佔
中」感擔心，「有大學生去過『佔中』，但畢業後想考警察、考政府
工，所以會借故同家長試下去內地、去澳門，看看自己是否能順利過
關。」她續指，現時不少企業都有業務與內地有關，需要求僱員要到內
地工作，若果僱員因為任何原因不能出入境，對應聘會有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仲綺）踏入暑假又到應屆畢

業生搵工高峰期。近年部分年輕人傾向將日常生活泛政治

化，對現況不滿即於網上撰文「批判」鬧爆，無視對他人

的影響動輒要向制度「抗爭」，或自我過度膨脹容不下別

人看法，這些都可能成為順利投身職場的障礙。有人力資

源顧問指，現時部分僱主會透過查看求職者facebook等

社交平台，判斷其面對不同意見時是否「火爆」難以相

處，或會否「政治大過天」，動輒請假辭職去參與，而不

少企業都有業務與內地有關，倘僱員因為任何原因不能出

入境，對應聘會有影響。有部分求職者試圖刪除或過濾有

關留言，惟卻有可能被僱主認為是刻意隱瞞而起疑（見另

稿）。

六大內地生報讀申請全跌
院校

港大

科大

理大

浸大

嶺大

教院

註：中大和城大沒有自主招生
資料來源：各大院校及本報資料庫

製表：黎忞

2013年

12,513

近6,900

約4,000

4,873

977

709

2014年

逾萬

近6,000

約3,500

3,885

928

787

2015年

9,400多

約5,000

約2,300

2,319

556

747

六大近年取錄內地生人數
院校

港大

科大

理大

浸大

嶺大

教院

註：中大和城大沒有自主招生
資料來源：各大院校及本報資料庫

製表：黎忞

2013年

303

165

280

190

37

60

2014年

307

169

290

190

41

80

2015年

309

154

280

190

42

9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因應不
少僱主招聘時會查看求職者 facebook 或
Insatgram等社交平台，部分求職者會嘗試
刪除有關內容意圖「洗底」。有專家認
為，現今世代始終要維持正常社交，難以
全部隱藏，「如facebook連相都沒有，便
太假了。」這樣做更會令僱主認為屬刻意
隱瞞，難以獲取信任獲聘。對社交平台的
活躍用戶來說，要從數以千計的留言中逐
個選擇性刪除，更是費時失事，「倒不如
有條底線，不要所有事隨便也亂Post（發
表）。」
有部分求職者想向僱主隱藏其社交平台

內容，香港互動市務商會會長方保僑直
言，一般人也需要維持正常社交，求職者

難以將例如所有東西都刪除，「如facebook
連相都沒有，便太假了」，而那樣做更會
令僱主起疑，認定對方刻意隱瞞，難獲取
信任。
對於活躍的社交平台的用戶來說，要猜
度僱主想法並逐個留言選擇性刪除，更十
分費時，建議平日可先想清楚才留言，
「如一日十多個post，一年近千個，要如何
篩選、如何delete（刪除）？」
他又提到，社交平台用戶其實可先設定
為私人，或某些指定用戶和群組才可以查
看，避免將所有留言設定為公開，以保障
私隱，如用戶將不同的社交平台設定為同
步，更要特別注意，避免將太多私人內容
公開。

「洗底」變刻意隱瞞
專家籲發文前三思

就業空缺薪酬變化

職位薪酬分佈*

$8,000

$8,001至$10,000

$10,001至$12,000

$12,001至$14,000

$14,001至$16,000

$16,001至$18,000

$18,001至$20,000

$20,001至$30,000

$30,001或以上

*以職位數目計算，同一職位（Position）可提供多於一個空

缺（Vacancy）

資料來源：大學聯校就業資料庫 製表： 黎忞

2014年3月至

5月職位數目

52

867

1,411

1,013

822

255

111

86

45

2015年3月至

5月職位數目

47

760

1,429

1,202

888

356

213

151

27

變化

-9.6%

-12.3%

+1.3%

+18.7%

+8%

+39.6%

+91.9%

+75.6%

-40%

■近年部分年輕人傾向將日常生活泛政治化，對
現況不滿即於網上撰文「批判」鬧爆，無視對他
人的影響動輒要向制度「抗爭」。 資料圖片

▲▼早前激進本土組識「全國獨立
黨」於群組中發表大量暴力留言。

即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