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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需要女性 不讓男士專美
科大首位女副校長葉玉如助女學者平衡家庭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編者按︰近年香港女性地位不斷提高，在特區政府
編者按︰近年香港女性地位不斷提高，
層面，
層面
，繼去年誕生首位女特首
繼去年誕生首位女特首，
，新上任的律政司司
長亦為女性。
長亦為女性
。在匯聚專才精英
在匯聚專才精英、
、長年為社會創造
及累積知識的高等教育界，
及累積知識的高等教育界
，雖然 8 大院校仍未出
現本土的大學女校長，
現本土的大學女校長
，但其高層管理亦漸多女
士身影，
士身影
，可見她們面對傳統上較不利女性的
大學歷史及制度下，
大學歷史及制度下
，仍能作出重要貢獻
仍能作出重要貢獻。
。
香港文匯報今次推出「
香港文匯報今次推出
「 高教女性領
袖」系列
系列，
，特邀多所大學的女副校長
接受專訪，
接受專訪
，分享她們不平凡的成長
經歷、
經歷
、在職場打拚的辛酸及不為
人知的故事，
人知的故事
，也介紹各人為推
動大學、
動大學
、社會男女平等所作
的卓越貢獻，
的卓越貢獻
，及對香港高
教界相關議題的觀察和
思考，
思考
，為社會發展
為社會發展、
、
女性自我實現提供
啟示。
啟示
。

柴婧）大學高層女少男
多，是全球普遍現象，

;

9. 

而在尖端科研領域，男
女失衡情況同樣嚴重。

科技大學首位女副校長葉玉如，或者算是一個
「異數」，她中學開始對生物學萌生興趣，後來
專注神經生物學領域發展，最終成為世界知名的
科學家，不讓男士專美。女校出身的她，成長未
有因性別而受到局限，但她目睹當今許多女性需
要更公平的發展環境，而且「科學需要女性」，
為此她致力於科大推行多項政策，為女性學者鬆
綁，並與港大、中大的女副校聯手組織研討會，
助女教授發展領導能力。

葉玉如為科大首位女性學院院長及副校長，在美國藥廠
做研究時，亦是當時唯一的女高層，更是香港第一位

獲得被譽為「女性諾貝爾獎」的歐萊雅—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不過，雖然她科研成果豐
碩、事業順風順水，卻感嘆女科學家發展「較為困難」。

「升呢」做爸媽 教書任務減輕

■科技大學首位女副校長葉玉如專注神經生物學領域發展，最終成為世界知名的科學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承－先－啟－後

中學
「劏小強」啟發科研興趣

葉玉如為香港最頂尖女科學家，
她對科研的興趣亦是自小培養，而
啟蒙者正是她中學時的生物科老
師，「上課要解剖蟑螂（小強），
當時老師講解得很好，啟發了我開
始好奇和思考那些器官究竟怎樣控
制功能。」有關經歷令她希望自己
亦能培育新一代科學家，所以毅然
放棄在美國藥廠的光明發展前景，回流香
港並加入科大。
除積極培養大學本科以至碩士、博士
等研究生外，她還關注基礎科普教育，
「在新一任特首領導下，香港開始更加大
力資推動創新科技，小學生亦開始接受
STEM教育（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的熏陶，雖然不會立竿見影，但相信這會
讓未來選擇科學的學生增多。」亦因如
此，公務繁忙的她雖然一度推卻香港電台

《我們的科學家》電視節目系列的邀約，
但思前想後還是答應下來，因為「如果我
參與的話，可能真的會啟發一些學生
呢」。
事實上，葉玉如暫時亦是該節目系列
中唯一的女科學家代表。她坦言︰「香港
學生缺乏這方面的榜樣，我希望讓他們看
到其實在香港土生土長都可以成為一個世
界知名的科學家，亦希望女學生能以女教
授為榜樣，相信自己未來也可以成為女教
授。」後來，葉玉如聽說真的有中學生反
映看過節目後，增強了在港發展科學的信
心，令她感到頗為欣慰。
她說：「我讀書的時候，讀理科的學
生多過現在。」她分析，主要原因是出路
問題，希望政府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可吸引
更多科技企業來港，增加就業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返港多年，葉玉如培育了大批科研人員。

■葉玉如（中）與母親（左）
和二家姐（右）畢業照合影。
受訪者供圖

家－庭－支－持

■葉玉如（手抱女孩）是家中
最小的孩子。
最小的孩子
。 受訪者供圖

葉玉如認為，家庭支持對女性科研工作者
尤為重要，家中 6 名孩子中排尾的她，則算
是這方面的幸運兒，「小時候家裡環境不是
很好，大家姐為了屋企放棄了入讀中大的機
會轉為打工，其他幾個家姐也十分支持我，
這讓我能夠安心讀書。」自小學畢業升中試
起，葉玉如已是全港首 100 名的尖子，從中
學到博士一路拿獎學金，她笑言︰「從小到
大我沒有交過學費。」

祝盛女光棍早日
「脫光」
小時候，曾聽到
長輩稱那些到了適
婚年齡但仍未婚的女性為「老姑婆」，
如幾位沒結婚的女性合夥住在一起，那
房子就被叫為「姑婆屋」。可是最近十
多年，「老姑婆」一詞在香港的使用率
已大大減少，取而代之，「剩女」一詞
出現了。不管是「老姑婆」還是「剩
女」，一般都帶有貶義。
國家教育部在 2007 年 8 月公佈的 171
個漢語新詞中，「剩女」是其中之一。
內地的朋友更會根據「剩女」的年齡為
她們分等級，衍生出一系列的新詞組，
如「剩鬥士」（25 歲至 28 歲，屬初級剩
女）、「必剩客」（28 歲至 32 歲，屬中
級剩女）、「剩者為王」（32 歲至 35
歲，屬高級剩女）、「齊天大剩」（35
歲或以上，屬特級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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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改盛女 單身亦開心

由於大部分女生也不喜歡「剩女」一
詞，因此，漸漸有的作者或電視劇集，
取其諧音，把「剩女」改為「盛女」。
雖是同音詞，但「盛」有豐盛的意思，
比「剩」給人更正面的感覺，單身的女
生，還是可以過豐盛、開心的人生。
有「剩女」，自然就會有「剩男」一
詞出現。相較起來，「剩男」的使用率
較低，因為形容這一類男性的詞語較
多，除「黃金單身漢」、「單身貴
族」、「鑽石黃老五」外，近年在香港
流行的還有「光棍」。
在香港人的語言生活中，「光棍」一
詞有兩個意思，分別是單身男子和無
賴。在香港，以往一般用作無賴的意
思。如在香港的歇後語裡出現的「光
棍」，一般解釋為無賴的有：「財到光
棍手」（一去無回頭）；「光棍佬教
仔」（便宜莫貪）。不知從什麼時候開

家境雖不寬裕，但其中三位家姐都當了老
師，令葉玉如在求知方面受到很好的熏陶，
「從小我就對讀書有興趣，她們亦影響我做
事要負責，要盡力做到最好。」直到現在，
她依然對科研充滿熱誠，「我每天 7 點半至
8 點到辦公室，開始和學生討論科研，每天
都覺得很充實、很開心。」而她對科研的全
心付出，亦得到丈夫和一對兒女的支持，
「他們的支持是最重要的，讓我可以安心投

始 ， 人 們 便 將 11 月 11 日 定 為 「 光 棍
節」，內地的單身男士希望能早日「脫
光」（脫離光棍的行列），於是民間會
在當天舉辦大型的相親活動。
從 2009 年開始，內地的購物網站更將
11 月 11 日宣傳為「狂歡購物節」。於
是，「光棍節」便成為了一個網上瘋狂
購物的日子。據報在 2017 年的光棍節，
全網單日的總銷售額達2,539億元。「光
棍」作為單身男子的用法，漸漸便為香
港人所熟悉，「光棍」一詞在香港便活
躍起來。
在新的一年，祝願各位「盛女」和
「光棍」能早日「脫光」，找到自己的
另一半。
■秦嘉麗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創辦於 1979
年，宗旨是通過研
究、出版、教學、
交流、合作等方式
促進中國語文工作
的發展。

鼓勵聘女教授 多元才有火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三位姐姐執教鞭「幼受庭訓」喜求知

在科大，負責研究和教書任務的女教授、女副教授和女助
理教授僅佔約20%，研究型碩士和博士女生佔約30%，本科
女生佔40%。葉玉如認為，「女性能力一定不差，我們的特
首亦是女性」，但不少女性同行都受家庭和社會價值觀等因
素影響，比男性科學家承受更大壓力，「我有一個兒子和一
個女兒，他們出生後，我特意停了一年工作照顧他們。」
為幫助員工平衡家庭與工作的關係，葉玉如指科大正積極
推動多項政策，「懷孕或剛剛有子女的女助理教授，可延遲
一年申請升為副教授，而剛剛升級為父母的男女教授，都可
有一個學期暫停或減輕教書任務。」此外，科大近年亦成立
女教授協會，組織各式活動和講座，令女性學者獲得支持。

為爭取多元化，科大鼓勵不同學系，盡量多聘請女性教
授，「聘請教授時高層會問，是否有花力氣在外尋找合資格
的女教授，申請人裡有多少是女性，任何學系若聘請到合資
格女教授人選，可向大學申請額外教授席。」
事實上，科大去年初曾宣佈，期望未來5年至10年，可將
大學女性正教授比例由不足10%增至25%，而現時女性教員
比例偏低的工學院和理學院，能將比例增至30%，為女學生
樹立榜樣，鼓勵她們投身科研。
葉玉如深信「科學需要女性」，但她強調︰「這不是說女
性能完成的任務男性完成不了，而是任何一個環境都一定要
多元化。」她認為，多元化的環境，才可令大家不同角度的
觀點相互碰撞，擦出火花，並增加收穫。
此外，葉玉如亦與港大女副校長區潔芳、中大女副校長張
妙清攜手，於 3 間大學推動高校女性領導力發展，決定於 3
間學校每年舉辦一次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傑出女教授與每間
學校十餘位女教授分享經驗。活動去年於中大舉行，今年和
明年將陸續於港大和科大舉辦。

入時間在我喜歡做的事情上。」
不過，葉玉如每天一定會抽時間，一家人
在一起，「吃完飯我繼續工作，孩子們做功
課，這對他們也產生影響，令他們從小就慢
慢明白要勤力、要付出、要投入、要有耐
心、有熱情，他們都把我當成榜樣。」已經
成為醫生的兒子曾坦言，葉玉如的個性和生
活方式以及關顧他人的特質，都很具感染
力；從商的女兒亦認為母親令她明白，「做
事要選自己所喜愛的，那樣才會做得好、做 ■ 葉 玉 如 兒 子 和 女
得開心。」
兒的兒時照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受訪者供圖

中大馬會獲聯國確認
設持續發展網港分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促
進社會可持續發
展，包括消除貧
窮、實現平等和
應對氣候變化
等，都是近年全
球關注點，中文
大學和賽馬會早
前獲聯合國可持
續發展解決方案
中大圖片
網絡（SDSN）確 ■啟動禮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主禮。
認，成立 SDSN 香港分會，跨界別推動可持 貸，除了研發創新科技，亦致力培育人才，啟
續發展。分會昨日舉行啟動禮，邀得行政長 迪新一代可持續發展領袖。林鄭月娥則說，期
官林鄭月娥、中大校長段崇智、馬會副主席 望SDSN香港能聯繫科學家和相關機構，發揮
創新思維和研究實際解決方法，有利香港以至
周永健等任主禮嘉賓。
段崇智表示，大學推動可持續發展責無旁 全球的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