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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lSpark 開營練出 IT女將
實戰平台改冷酷觀感 試將科技知識用到商業案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特區政府銳意推動創新科技發展，而人才是當中成敗關
鍵。現時香港中學女生整體成績比起男生更佳，但她們就讀大學工程與科技科的比率
卻有逐年減少的趨勢，影響創科行業吸納優秀人才。為向女生提供更深入了解資訊及
通訊科技（ICT）行業的機會，助其發揮潛能，微軟、婦女基金會與毅偉商學院合辦第
四屆 GirlSpark 訓練營，為女大學生提供實戰平台，以鼓勵其入行。有曾參與訓練營的
港大畢業生表示，訓練營令她首次將科技知識運用在真實的商業案例上，亦有中大女
生在訓練營為實現商業領袖目標成功汲取經驗。

■參加訓練
營的女大學
生，分享自
己實習成
績。
受訪者供圖

香港普遍的中學女生整體學業成績
優於男生，以去年文憑試為例，

有 35.3%女生最佳 5 科總績點獲 19 分
或以上，遠高於男生的 26.9%。但教
資會的數據顯示，近年入讀八大工程
科和科技科一年級的女生比例，除
2012/13 年學制改革「雙軌年」外卻
呈下降趨勢，由以往逾三成跌至
2015/16 學年的不足 27%（另圖），
反映不少成績優秀的女生並未選擇科
技相關學科，影響女性人才投身 ICT
行業。
上述的 GirlSpark 訓練營昨日順利完
成並舉行記者會，活動吸引了約 8 間

■為期四天的訓練營
為期四天的訓練營，
，讓女大
學生們收穫頗豐。
學生們收穫頗豐
。 受訪者供圖

大專院校的 60 名女生參加，當中接近
七成參加者並非修讀科學、科技及工
程等相關學科。

大學工程科技科陽盛陰衰
包括香港在內，現時全球已發展地
區 ICT 行業女性均屬於弱勢，只佔業
內不足四分一。Microsoft 香港及澳門
總經理鄒作基指出，當中主要涉及三
方面原因：「第一，大學入讀科技方
面專業的女生較少， 『源頭』供應不
足，因此入職者不多；第二，許多人
並不了解，我們不只請 IT 背景人士，
我有很多同事都並非學 IT 的；第三，

家長理解不足，認為IT沒有前途。」
香港大學信息系統及計算機科學畢
業生、現任職科技顧問分析師的張穎
怡曾一度認為「科技很冷酷，要對着
大屏幕不斷輸入」，但在 2014 參加了
訓練營後，她的想法有了改變。
她說：「我在訓練營遇到許多不同
專業背景的女生，我們一起分享行業
知識，一起做商業計劃，我第一次有
機會將科技知識運用在真實的商業案
例上。」
參加今年活動的中文大學環球商業
學課程學生 Radhika Narang 則提到，
活動讓她了解最新的雲端技術及企業

如何透過雲端進行數碼轉型，對希望
擔任企業管理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優秀者有機會赴微軟實習
今屆的 GirlSpark 活動安排參加者
與 26 名不同行業的高級領袖交流、
討論業界發展，並從真實商業個案
中尋找可行的雲端解決方案，表現
優 秀 的 10 名 參 與 者 有 機 會 在 「Microsoft 體驗中心」實習。
另 Microsoft 與多間機構亦將提供超
過 30 個 IT 科技相關的暑期實習及全
職工作機會，供曾參加歷屆訓練營的
200 多名女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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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偉雄：創科利城市管理







理大辦資訊日
介紹深造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在知
識型經濟的社會下，持續進修增值是
大勢所趨。理工大學將於本星期六
（14 日）下午於該校校園舉行授課
式深造課程資訊日，向有意報讀授課
式碩士及其他專業深造課程的人士提
供最新資訊。

金融學碩士學位正招生
理大於 2017 至 18 年度合共開辦 94
項授課式深造課程，包括新推出課程
金融學碩士學位（能源及環境金融經
濟），各課程現已接受申請。而在周
六的資訊日，該校轄下 8 所學院：應
用科學及紡織學院、工商管理學院、
建設及環境學院、工程學院、醫療及
社會科學院、人文學院、設計學院及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將舉辦超過
70 個課程講座或諮詢活動，詳情歡
迎 查 閱 網 上 節 目 表 ： http://www.
polyu.edu.hk/as/tpginfoday。 各 學 系
並將根據課程學額，依報名時序處理
入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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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儉訪北區
與青少年交流

口將增加 20 億人，令城市規劃變得極為重
要，亦是各地政府要面對的首要任務。當
中，發展智慧城市能改善公眾的生活質
素，「我們的目標是利用創新科技應對城
市挑戰，加強城市管理，令城市達至可持
續發展。 」

「智慧香港」研究年中完成
楊偉雄又指，為了解決香港所面對的獨
特都市挑戰，本港的智慧城市藍圖會「以人
為本」，政府已委託顧問公司為香港制定至
2030 年的智慧城市長遠發展計劃，結合科
技和開放數據，亦會參考其他城市的經驗，
提出策略及建議，預計今年年中完成。
其他會議主講專家包括：倫敦大學教授
Michael Batty、 聖 塔 菲 研 究 所 教 授 Luí s
Bettencourt、 阿 貢 國 家 實 驗 室 Charlie
Catlett、武漢大學測繪遙感信息工程國家重
點實驗室教授李德仁、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
教授 Gerhard Schmitt 及中大未來城市研究
所教授梁怡。

■吳克儉探訪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
學，與參與功課輔導的同學交談。

■楊偉雄（左三）昨出席以「融合城市科學及城市信息學的智慧城市建設」為題的裘
槎資深科研院會議2016-2017開幕禮，與其他嘉賓合照。

與
「完美先生」
講分手
「咚咚……咚咚……」
「請進。」
「小麗，你好！我聽社
工說，你想和我見面，查

詢一些問題？」
「是的。我應該怎樣稱呼你？」
「你可以叫我完美先生，或者英文名
Mr. Perfect……」
小麗是中一生，成績名列前茅。班主任
鼓勵她與「完美先生」見面，因發現她塗
改帶用得異常頻密，一星期可用掉兩支至
三支。其他老師亦發現小麗的作業有許多
擦痕，有些地方甚至擦得紙都近乎破掉。

升中壓力大 驚慌愈趨劇
言談間，「不夠好」是小麗常掛在口邊
的。她坦承升中後的壓力愈來愈大，在測
驗默書時尤其明顯。「不夠好」不但在學
業上產生影響，更會出現在一些生活小事
上，例如筆袋只能按某個角度擺放、家中
的滑鼠及鍵盤要放在適當位置等。這些生
活小節徹底地讓小麗感到懊惱，驚慌的感
覺愈趨嚴重。
有一次社工與小麗見面，她神色疲憊，
喃喃地哭着說壓力很大。她說有時已經覺
得字體寫得好好，但又禁不住認為「不夠

好」。這些矛盾的想法漸漸失控，迫得她
想逃學了。
小麗的表現，引起了社工的好奇心：
「不夠好」的源頭是什麼？是誰把這想法
放進小麗心中？是誰一直教導她好的標
準？在明查暗訪之下，社工發現原來這背
後作祟的人，就是「完美先生」。
社工安排了小麗和「完美先生」見
面，並讓她草擬一些問題向他查問。這
次會面讓小麗有機會明白「完美先生」
的故事，例如他為什麼迫切地灌輸「不
夠好」的想法給別人。原來他有渴望社
會進步的心願，想帶領別人一步一步做
好小事從而確保將來的大事也能辦妥，
又欲借助引入緊張、恐慌等情緒去推動
別人進步。
「完美先生」表示，最討厭讚賞以及覺
得自信的人，這令小麗印象最深刻。當
「完美先生」說聽到老師、社工或父母稱
讚學生時會毛管豎起，小麗更是忍不住笑
了起來。

港競爭激烈 「夠好」不容易
「完美先生」走後，社工嘗試和小麗聊
天。她分享說原來「完美先生」也有弱
點，也有讓他討厭的事，也會覺得疲乏，

這讓她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完美先
生」，並提出一個新想法：自己可以不需
要依賴「完美先生」太多。
香港是競爭激烈的社會，要自覺做得
「夠好」還真不容易，加上小麗家族有精
神病的歷史，很容易被想成焦慮症的徵
狀。把問題標籤為某種病，有時可能為事
主帶來更壞的影響。以小麗為例，如果被
告知自己的情況是病態，「不夠好」的想
法肯定更為困擾，更為失控。
後續：自從小麗和「完美先生」見面
後，社工和她再會面了 3 次。她說「完美
先生」幾乎沒再出現過，她有一種新的想
法，就是要鼓勵自己：其實已經夠好了，
必要時才出動的塗改帶和雪白的橡皮擦
吧！似乎，「完美先生」可以功成身退
了。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洪欣欣
查詢電話：25273171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吳克儉與北區區議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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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昨晨舉行開幕禮，約 150 多名嘉賓
出席，主禮嘉賓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
致辭時指，預料至 2035 年，全球的城市人











專家雲集中大 論大數據改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智慧城市是
香港以至全球社會討論熱點。香港中文大學
未來城市研究所獲裘槎基金會贊助，昨日起
一連三天（1 月 10 日至 12 日），於該校校
園舉辦「融合城市科學及城市信息學的智慧
城市建設」會議，邀得多位全球頂級城市科
學及城市信息學學者發表主題演講，讓參加
者了解智慧城市如何結合大數據技術以作實
踐。
是次會議將為研究人員、業內專家及學
生提供具啟發性的資訊，分享有關建立智慧
城市的城市理論和城市科學上具前瞻性的研
究，以讓參加者了解在大數據時代下，城市
信息學領域中的前沿信息和通信技術，並協
助制定智慧城市未來的研究方向及實踐計
劃。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下午到訪北
區，與北區區議員交流，包括了解他
們對於新學年即將推行的優質幼稚園
教育政策的意見，並探訪區內一間青
少年服務中心及一所小學，了解青少
年和學生的學習和活動情況。

與區會交流教育事宜
吳克儉在北區民政事務專員尤建中陪同
下，首先前往北區區議會，與主席蘇西智
及其他區議員會面，就教育及地區事宜交
換意見。他亦趁機介紹教育措施的最新進
展，包括在 2017/18 學年開始推行的優質
幼稚園教育政策。
吳克儉隨後探訪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
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聽取負責人
介紹中心為區內青少年提供的廣泛服務，
並與中心內參與活動的青年人對話，了解
他們的日常生活及對未來的看法。他勉勵
青年人要努力尋找自己的興趣和志向，朝
着理想和目標進發。
吳克儉亦探訪了位於上水香海正覺蓮社
佛教正慧小學的「333 小老師培訓計劃」
北區培訓中心。該計劃旨在幫助低收入家
庭的小學生改善學業成績，亦透過培養中
學生成為小老師，增強他們的自信和責任
感，促進正面的情緒和心理發展，受惠學
生逾 800 人。吳克儉對有關地區服務表示
讚賞，認為加強政府、學校、社區組織及
社會人士之間的合作，可以更好地培育兒
童及青少年健康成長。
■記者 鄭伊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