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學者膺邵逸夫獎 嘉許卓越科研成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特

首林鄭月娥早前推出房屋新措施，今

年居屋4,400個單位定價由原來市價

的七折降至五二折，並將於下月3日

起重啟申請。房委會昨日率先派發申

請表，累計派出約共 9,800 份申請

表。有「廿四孝」父親見居屋大減

價，昨日到場為已婚兒子取表申請，

希望改善居住環境；也有大學生擔心

樓價高企不下，故打算申請居屋，

「就當買六合彩。」

申五二折居屋「當買六合彩」
首日累計派表近萬份「廿四孝」父見減價為兒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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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2018年度
「邵逸夫獎」頒獎典禮昨晚舉行，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擔任主禮嘉賓，向3位頂
尖科學家頒發天文學獎、生命科學與醫學
獎、數學科學獎，大會會向得獎者提供120
萬美元獎金，嘉許各人的傑出成就。

林鄭月娥譚鐵牛主禮
第十五屆「邵逸夫獎」頒獎典禮昨晚於灣
仔會展舉行，特首林鄭月娥與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邵逸夫獎」理事會理事及評審會
署理主席徐遐生等出席並主禮，約400位學
界和社會知名人士出席，場面熱鬧。

徐遐生盼推世界科研發展
徐遐生代表大會致辭時表示，「邵逸夫
獎」繼承了邵逸夫伉儷的遺志，不但表彰了
影響世界的頂尖科學家，更希望能推動世界

的科研發展。
本年度共有3位科學家獲獎，天文學獎由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及法國巴黎—薩克雷
大學奧賽太空天體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尚－盧
．普吉（Jean-Loup Puget）獲得，表彰他對
紅外到亞毫米光譜範圍天文學的貢獻。他探
測了在過去恒星形成過程中的星系所放出的
宇宙遠紅外背景，並提出星際物質含有芳香
族碳氫分子。通過普朗克太空計劃，他處理
了星際物質前景的影響，大大增加了人類對
於宇宙學的認識。
生命科學與醫學獎由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

系和基因組科學系美國癌症協會講座教授瑪
莉－克萊爾．金 (Mary-Claire King)奪得，
以表揚她繪製第一個乳腺癌基因的基因圖。
她利用數學模型預測並證明乳腺癌可以由單
個基因引起，該基因圖更促成了乳腺癌基因
的克隆，讓許多命懸一線的病人重獲新生。

數學科學獎由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
校數學教授路易．卡法雷（Luis A Caffarel-
li）獲得。
他在偏微分方程上有突破性工作，包括創

立關於諸如蒙日—安培方程等非線性方程的
正則理論，和自由邊界問題，例如障礙問
題，該獎項肯定了他在數學科學領域劃時代
的成就。
3位得獎者均在典禮上發表獲獎感言，

尚－盧．普吉對獲獎感到自豪，認為獎項是
研究團隊的合作成果，團隊裡的科學家、工
程師及技術員缺一不可。
瑪莉－克萊爾．金曾在中國進行教學工

作，她非常感謝當時的同事，給予她學術上
與生活上的支持。
路易．卡法雷除了感謝家人外，更希望獎

項能使社會關注科學發展，為青少年營造一
個學習科學的良好環境。

今年居屋項目長沙灣凱樂苑、啟德啟朗苑
及東涌裕泰苑共4,431個單位，將於下

月3日至16日起重啟申請，預料11月攪珠。
樂富房委會客務中心昨晨有大批市民於上班
前到場取表，大堂擠滿觀看展板和屋宇模型
的人潮。
已退休的劉先生居於順利邨一個200多呎
的公屋單位，現與妻子、兒子、媳婦和兩名
孫兒同住。他指家中環境擠迫，睡床要放出
客廳，出入容易撞到傢具受傷，因此為兒子
取表申請，盼能更換較大單位。

無懼多人爭 「唔抽就無」
他心儀長沙灣凱樂苑和啟德啟朗苑，因屋
苑位處市區，方便兒子到灣仔上班。他擔心
今次重啟申請會增加競爭，但他直言：「當
買個機會、唔抽就無。」
許先生和妻子現居於200多呎公屋單位，

希望以綠表申請新居屋。他指現居單位面積
太小，不便日常生活，即使有親友探訪，也
沒有足夠空間招待，「我女兒跟孫兒在上海
工作和居住，假期回港暫住也沒有地方。」
他們希望可以搬到面積較大的單位，以改
善生活環境，不介意歸還公屋單位。
許先生指，現時樓價高昂，即使之前的居
屋以七折定價亦難以負擔，其後政府將居屋
售價下調至市價五二折，才吸引他們決心申
請，「夠平嘛！抽唔到又無損失。」
23歲大學生鄧先生與父親居住公屋，單位

面積只有100多平方呎，希望以白表單人申
請。
他指現居單位面積太小，居住環境惡劣，
鄰居亦品流複雜，希望置業改善居住環境，
有屬於自己的生活空間。

大學生：唔介意住東涌居屋
他指，香港樓價高企，只負擔得起居屋的
售價，「四五年前呎價才1萬元出頭，今天
已飆升到1萬多至2萬元；一個400多平方呎
的單位都要價600萬元至700萬元。」因此即
使今次申請競爭大，亦會「博一博，當買六

合彩」。
他亦不介意入住東涌裕泰苑，「坐東涌線

十幾分鐘可到青衣，有很多巴士線選擇。」
房委會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時，樂富的

房委會客務中心累計派出約共9,800份申請
表，綠表、白表各半。
此外，累計約有3,200人次到訪客務中心參

觀居屋的模型和展出的資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
志剛）政府於今年6月底修
訂了資助出售房屋定價機
制，居屋單位由市價七折
降至五二折。公屋聯會與
獅子山智庫調查發現，在
新定價機制之下，三分之
一的受訪公屋戶表示會購
買居屋、綠置居，顯示居
民購買意慾較過往高。
公屋聯會與獅子山智庫

於 8月 19日至 9月 2日期
間，於房委會轄下18條公
共屋邨訪問了1,080名公屋
居民，了解他們對購買居
屋及綠置居的意向。結果
發現有33.1%受訪公屋戶表
示會購買居屋或綠置居，
需求較過往為高。
調查並發現，居屋較綠

置居受歡迎，有21.3%表示會買居屋，
19.1%表示會買綠置居，有16.8%表示
「兩樣都會買」，主要原因是期望改善
居住環境，以及擁有獨立的居住空間，
其中18歲至35歲青年組別，較多人期
望與家人分開居住。
對於轉售限制方面，正反意見相

若，有近45%受訪者認為應繼續維持
現有5年後可補價公開轉售的規定，
26.7%認為只可轉售給綠白表人士，
19.4%認為應延長禁售期至10年或以

上。
調查又顯示，若落實轉售限制措

施，有近四成公屋戶認為不會影響購買
單位的意慾。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表示，房委

會復售新居屋以來，只有約一成多公屋
居民入表申請，屬較低的水平，而今次
調查結果顯示有33.1%公屋戶考慮購買
居屋，反映居屋定價下調後，可引發居
民購買意慾。他預期今期新居屋重啟申
請後，不論綠表、白表的申請者也會相
應增加。
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補充，調查指

居屋較綠置居受歡迎，原因是居屋與綠
置居不論在單位面積、質素、設施和配
套方面都存在差距，而調查亦反映公屋
居民置業的主要原因是改善居住環境，
加上今次居屋定價下調幅度較大，故購
買居屋的意慾較高，「有條件都想買好
一啲。」

倡居屋綠白表上調至四比六
公屋聯會與獅子山智庫建議政府應

將公私營房屋比例，由現時六比四上調
為七比三，進一步增加公營房屋數量，
並用作興建更多資助出售房屋。
公屋聯會又建議在下期居屋項目

起，適量調整居屋綠白表的配額，由
現時各佔一半上調至四比六；並建議
綠置居單位在購入首5年內只限轉售
予綠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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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青協
青年創研庫昨日公佈「創科生活應用
與智慧城市」研究報告。機構於今年
8月期間以問卷訪問520名介乎15歲
至34歲的青少年，發現70%受訪者認
同「市民廣泛於生活中應用創新科
技」是智慧城市必須具備的元素，
86.5%受訪者認同發展智慧城市對香
港有正面影響，能提升市民生活素
質。不過有72.9%受訪者表示，沒有
聽過《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創研庫
建議政府製作一系列宣傳短片等，讓
公眾了解及積極參與智慧城市建設。
青年創研庫公佈一項研究報告顯
示，整體受訪青少年對於在生活中應
用創科的態度未算積極，願意使用的
程度，平均分為6.28（0分為非常不
願意，10分為非常願意）。

92.3%人指應用創科方便生活
問及在生活中應用創科的原因，超
過九成受訪者認為「方便生活所需」

（92.3%），其次是「能滿足個人興
趣」（56.9%)。至於表示不會採用
的，依次是認為「沒有必要使用」
（30.2%）、「科技項目價值昂貴」
（22.9%）等。有受訪個案更表示，
個人會否採用創科的因素眾多，其中
有關便利程度、價錢水平及保障個人
私隱安全為主要考慮。
不過，青年對於政府「智慧城市」

措施的認知度頗低，對於即將推出的
「數碼個人身份」及「多功能智慧燈
柱」，亦分別只有18.5%及7.7%受訪
者表示了解相關內容。較多受訪者認
為推行智慧城市應進行研究以掌握市
民需要（65.0%）、普及化的大眾宣
傳及教育（59.2%），以及提供網絡
安全保障（34.0%），有助促進市民
於生活中應用創科。
青年創研庫指出，青年是創新科技

的主要用家和受眾。要有效推動創科
在生活中普及應用並促進智慧城市發
展，青年對創科的充分認識及支持不

可或缺。並強調科學普及教育對推動
創科應用非常重要，注重啟發創意思
維及培訓解難能力的STEM教育，也
扮演重要角色。

團體倡促各地青年交流

創研庫建議特區政府支持民間團體
舉辦跨區、跨地域的創科交流活動，
例如創業計劃、外地實習及考察活動
等，促進本港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
交流，進一步在本地營造創科文化及
氛圍。

86.5%人認同智城升生活素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英國航空香港昨日分批約見香

港空中服務員，宣佈香港基地將於下月底結束運作，全數85
名員工隨即被解僱。
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昨晚召開記者會，工會表示，前晚
全體員工收到公司邀約面見，事前未知發生何事，料今次解僱
原因是在於成本問題。工會批評英航舉動惡劣，未有念及員工
過往的貢獻而粗暴解僱，工會呼籲員工暫時不要簽署英航發出
的補償同意書，並會再約對方見面。
工會代表表示，除了因工受傷的長工未被解僱，其餘的長工
已即時全部被解僱，員工獲一個月代通知金；餘下的24名合
約員工則工作至10月31日為止。
工會指，英航要求員工於3日半內簽署補償同意書，否則不
會獲發特惠金，以及強積金對沖長服金。
工會認為，英航做法只為節省開支，因為舊制年資較長的員

工薪金及福利條件較為理想，加上即時解僱的做法可以避免工
會發起罷工行動，批評英航做法不近人情，並說工會已舉行緊
急會議討論事件。
據了解，公司向員工稱因香港基地成本效益及生產力不符合
公司營運指標，故營運至10月31日後便會結束，但會繼續保
留香港飛英國的航線，只是日後不會再有香港員工在該航線提
供服務。

英航港炒85人
工會批不近人情

■不少市民昨日到場領取居屋申請表之餘，亦觀看示範單位影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今年居屋
4,400 個單
位定價降至
五二折，將
於下月初重
啟申請。房
委會昨日派
發申請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岑志剛 攝

■公屋聯會與獅子山智庫調查發現，三分之一受訪公屋戶表示會購買
居屋、綠置居，需求較過去的為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青協青年
創研庫昨日
公佈「創科生
活應用與智
慧城市」研究
報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翔 攝

■林鄭月娥（右二）頒獎予獲得「邵逸夫獎」的3位頂尖科學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