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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兒們做了什麼
英鎊的彩金被用來購買物業，這一數字相
當於14000間普通價位房屋的價格總和。33億

的中獎者仍然住在從前的居所。18%

的中獎者家中擁有熱水浴缸。29%

的中獎者未僱用家務助理。70%

3700個 親友的按揭獲中獎者還清。

7100鎊
是中獎者們最昂貴假期的平均日
消費額。

的中獎者繼續工作，2%的人減
少了工作時間。19%

英鎊的彩金被用來購買17190輛汽車。4.63億

的中獎者購買了篷車。10%

預測顧問公司 「牛津經濟」的專
家們所進行的這項調查顯示，雖然大部
分贏得超過100萬英鎊的人都會自動放
棄工作，但有近兩成人選擇繼續工作。

一成人用了一部分頭獎彩金去買一輛篷車
，1/3人則買一個熱水浴缸，32%度假時仍

然未有入住五星級酒店。此外，約 1/3 的得
主透過志願工作回饋社會。

為經濟貢獻7.5億鎊
3000 名自 1994 年以來誕生的百萬富翁

合共贏得85億英鎊彩金，當中47.4億英鎊經
已花去，其餘37.4億英鎊要麼用作投資，要

麼節省下來，以備不時之需。
從彩票中誕生的富翁們對社會做出了

貢獻：他們有 98%的開支都在英國使用。
因此，每位得主的開支一年可以為 6 個人

創造全職工作。
「牛津經濟」估計，他們給英國的經濟產出貢獻了7.5億英鎊，並透過

增值稅和印花稅給庫房貢獻了多達5億英鎊。此外，該3000人當中超過1/7
自行創業，他們所擁有的公司聘用了3195人。

其實改變人生的又豈止得主本人？他們給親友們贈送的現金據說創造
了另外3780名百萬富翁。送給至愛的禮物估計總值11.7億英鎊。報告作者
洛根形容： 「一次勝利的影響遠比我們所預計的更深更遠。」

得主們用他們的現金買下7958間住宅，即平均每位得主買下2.7個物業
。他們也給3700名親友支付按揭。八成頭獎得主買了新房子居住，平均每
間90萬英鎊。28%的人擁有一個寬敞得可以走進去的衣櫃。22%的得主有一
間遊戲室，1/4人的住處有電閘大門保護。

此外，得主們花了4.63億英鎊於
汽車上，其中以奧迪和Range Rover
最受歡迎。有2100萬英鎊用於度假。
最熱門的訪問國家是美國，較加勒比
地區、迪拜及加那利群島還要熱門。

幾家歡喜幾家愁
來自諾森伯蘭郡莫佩思的科金斯

21歲就贏得300萬英鎊。現在她28歲
了，放棄她的社會工作研究，在模特
兒及傳媒事業尋找機會。她給自己買
了一間有 5 個睡房的住宅，給父母買
了一間有 4 個睡房的住宅，又買了
Mini Cooper和Range Rover Sport等
座駕。她說： 「到目前為止，做百萬
富翁沒什麼不好——我每分每刻都喜
歡這樣。」

但也有得主理財不慎，來自諾福
克的清潔工邁克．卡羅爾雖然一次過
中得 970 萬英鎊彩金，但很快就消耗
殆盡；來自埃塞克斯的卡琳．弗盧克
很快花光了13萬鎊的彩金，一年後甚
至不能支付她的按揭。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21日報道：
現代女性不僅要努力工作，還要照顧孩子，兼顧
家庭瑣事，可以說是壓力重重。對於女性來說，
完美的一天應該是怎樣的呢？

研究人員向900名平均年齡為38歲的女性徵
集有關她們的每日行程以及對此的感受，並對她
們的答案進行分析，從而生成了一份女性完美生
活清單。

首先就是8小時不受任何滋擾的睡眠，接着
是專家稱之為 「親密關係」的時段，精確到分鐘
的話是106分鐘。然後是98分鐘的上網時間和82
分鐘的社交時段。此外，這樣的 「完美一天」還
包括 78 分鐘的放鬆，56 分鐘的購物，以及煲 57
分鐘的電話粥。該份研究結果的選項十分多元化
，它甚至還包括了 68 分鐘的運動時間和要做 36
分鐘的工作。

研究人員解釋說： 「我們詢問了眾多女性，
她們腦中的完美一天是什麼樣子的，但我們也要
認清一個頗為殘酷的事實──無論有些事情是多
麼有趣，但次數多了，時間長了，好像也沒那麼
有趣了。」這份調查結果刊登在《經濟心理學期
刊》上。

但如果允許女性完全放任自己、享樂至上的
話，她們的一天可以相當不一樣──她們會花上
619 分鐘與伴侶在一起，用 103 分鐘來交際，還
要有 74 分鐘的放鬆時間。她們不會在工作或是
上下班的交通上浪費一分鐘，同時只會拿出兩分

鐘來做家務，而孩子們也只能分到僅僅兩分鐘與
媽媽相處的時間。

來自德國不萊梅大學和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
的研究人員稱： 「安樂的生活需要多一點時間和
朋友共處，更大塊的時間和家人共度，盡量縮減

和老闆與同事在一起的時間。
「另一個問題是，有些事情之所以具有強大

的吸引力，正是因為我們很少有機會真正去做它
。比起工作，我們更享受與伴侶的親密關係，也
是 『物以稀為貴』的道理。」

歐空間局計劃月球找水
【本報訊】據中通社22日報道：歐洲空間局計劃於2018年進行

首次登月嘗試，以尋找月球上的水源。
按照計劃，歐洲空間局將斥資5億英鎊，派遣機器人探測器在月

球南極登陸，尋找月球表面下是否有冰存在。為這次探測任務設計部
分儀器的西蒙．謝里丹說： 「我們想看看月球上是否有資源讓太空人
維持生存。從此前任務獲得的大量證據顯示，月球上有易揮發的物質
，包括水。但此次任務將是首次在月球極地附近登陸進行探索。」

按照計劃，月球登陸器將有汽車大小，重約816公斤，被火箭送
入月球軌道後，獨立飛行12分鐘後到達月球表面。人工智能系統、直
系發動機以及火箭助推系統，將幫助探測器在着陸時避過隕石坑和圓
石。在着陸時，探測器會鑽入地面，英國科學家設計的儀器將分析土
壤，將結果通過無線電信號傳回地球。

報道稱，如果月球登陸器成功，將為開拓月球邁出重要一步。在
月球之旅中，運送水將是昂貴而沉重的，為此從月球表面獲取水將是
幫助人類在月球上居住邁出的一大步。

朱克伯格回顧創業史
臉譜若失敗轉投微軟
【本報訊】綜合科技媒體CNET及《每日郵報》22日報道：社交

網站 「臉譜」（Facebook）的創辦人朱克伯格透露，如果 「臉譜」沒
有發展起來，他有可能已經加入了微軟公司。

這位社交網絡鉅子20日在美國史丹福大學企業家及電腦黑客年會
「Startup School」的一次講座中，暢談他的創業經驗，又就企業家

近期面對的問題發表意見。
雖然 「臉譜」股價的落後表現是當天的特定話題，但朱克伯格反

而分享他早年在哈佛的故事，以及他成為矽谷最有權力人物之一的道
路，甚至幻想如果事情變得不一樣他可能會做什麼。

「臉譜」如今是最多人造訪的網站之一。它聘用了接近4000人，
在全球有10億用戶。儘管如此，朱克伯格透露，如果他的概念泡湯，
他就有可能到西雅圖去了。

朱克伯格在1700 名觀眾面前，對創業孵化平台Y Combinator共
同創辦人格雷厄姆說： 「我有可能接受一個工程方面的職位……（而
且）一直對微軟滿懷敬意。」他補充了一句： 「很多從哈佛出來的人
都在那兒工作。」

雖然有關朱克伯格攻讀學士學位經歷的電影《社交網絡》上映過
後，他在大學的經歷受到廣泛討論，但他還是自述他學生時代的往事
，而且首次承認自己不是模範生。

和一般人預期不同的是，朱克伯格其實在常春籐聯盟大學哈佛大
學主修心理學，而且享受學習古典語言，而非電腦科學或商學。儘管
他很有志向，但其實他甚少上課，反而把時間花在電腦程式方面。

朱克伯格20日對觀眾說，他的父母很早就明白，即使他2002年
在哈佛註冊，他也不可能留在那兒──這和微軟創辦人蓋茨的故事很
相似，他1975年離開哈佛，創辦微軟。

他說： 「我之所以開始建立 『臉譜』，就是因為我想要它在大學
裡。但那其實是一種諷刺，因為我此後離開大學了。」

朱克伯格在大學裡為 「臉譜」的概念工作時，這個網站越來越受
歡迎。他和他的老友們2004年夏天決定到科技業希望之鄉矽谷朝聖。
但他承認，當時自己也不確定 「臉譜」是否可以帶他走向成功。

女性完美一天 工作36分鐘最爽

購物 56 準備食物50 交通 33 休息78

打電話 57 親密關係 106 社交 82

鍛煉68 工作 36 吃東西75 使用電腦、電郵、上網 98

【本報訊】據美聯社22日消息：總部設於華盛頓的
國家地理協會22日表示，將首度拍賣部分珍藏的照片與
藝術品，拍賣時間訂於12月6日，地點在紐約的佳士得
拍賣公司。

國家地理協會指出，這次預計拍賣的相片與藝術品
約有 240 件，年份最早可追溯到 1900 年代，可望拍出
300 萬美元。拍賣所得將作為提升和保存協會資料庫的
經費。

國家地理協會擁有100多年歷史，以紀錄科學探險
、野生動物生態與世界各地文化聞名於世，該協會至今
收藏有1150萬張相片和原始插畫作品，另珍藏有大約1
萬2千件的藝術品或古玩。

這次拍賣的最著名作品，包括有魏斯的插畫、培里
海軍上將在1908年遠征北極探險的珍貴相片，以及一張
從月球拍攝到的藍色地球照片。大部分拍賣的相片，都
是國家地理協會長時間珍藏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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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彩票富翁英彩票富翁人生面面觀人生面面觀
兩成人續工作兩成人續工作 人均購人均購2.72.7物業物業

【本報訊】據英國
《每日郵報》22日報道：很
多晚餐上的討論，都由這
一條問題開始：如果中了彩
票，你會做什麼呢？日前，
從英國國家彩票誕生的百萬

富翁數目超過3000人，一項
調查便分析了這些幸運兒的
開支，或許可以為我們帶來點
提示。

▼來自諾森伯蘭郡莫佩思的科金▼來自諾森伯蘭郡莫佩思的科金
斯（中）斯（中）2121歲贏得歲贏得300300萬英鎊時萬英鎊時
與她的姐妹慶祝與她的姐妹慶祝 互聯網互聯網

▲2000年12月贏得250萬英鎊的芭芭拉和保羅夫婦 互聯網

▲一成的彩票頭獎獲得者購買了篷車 互聯網

◀ 「臉譜」
創辦人朱克
伯格日前透
露 ， 如 果
「臉譜」 沒
有發展起來
，他有可能
已經加入了
微軟公司

資料圖片

▲國家地理協會一張從月球拍攝到的藍色地球照片
將在紐約的佳士得公司拍賣 資料圖片

◀歐洲空間局
的月球登陸器
預計將於2018
年赴月球尋找
水源

資料圖片

▶來自諾福克的邁克．卡羅爾
（右）和來自埃塞克斯的卡琳．
弗盧克 互聯網

▲女性完美一天的生活清單及時間（分鐘）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