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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发布 

 

本地创科女将扬威硅谷 

研发创意应用程序助脑退化症患者 

 

香港，2017 年 9 月 11 日 –数码港、阿里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及年青创客学会 Young Makers & 

ChangeMakers (YMCM) 携手培育本地创科女将，拔萃女书院团队首次代表香港出战八月在硅谷举行

的「创新科技环球挑战赛」(Technovation Challenge) ，于全球 1,100 队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凭借

其针对脑退化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的流动应用程序，勇夺初中组大奖。 

 

拔萃女书院队伍成员廖天蓝、雷雅雯、吴昕岚、蒙恺欣和曾心仪所研发的「脑退化护理之 -- 友伴同行」

流动应用程序，透过互动游戏为脑退化症患者提供个人化训练，同时让照顾者紧贴患者的训练进展和

身处的位置，而其家庭成员亦可通过游戏中的数字统计，来监测病情进展情况。 

 

高中组方面，圣保禄学校亦以「到访队伍」身份成功入围半准决赛。这两支女将队伍由阿里巴巴创业

者基金赞助、年青创客学会 YMCM 创办人陈华利 (Brian Tang Wha-Li)率团，代表香港出战于 Google

位于硅谷山景城总部举行的焦点创科比赛，展示本港女生的非凡创科实力。Technovation 是目前世界

上规模最大，专为 10-18 岁女孩而设的数码科技创业挑战赛，旨在鼓励年轻女生结合创意及流动应用

程序科技，开发不同方案，以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香港青年首次参加国际性创科比赛便勇夺佳绩，成绩令人鼓舞。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表示：

「Technovation HK: #GirlsMakeTech 以崭新模式，推广 STEM 教育 (科学、科技、工程、 数学) ，培

育新一代创科专才，重点是把科技融入生活。在互联网驱动的经济环境中，STEM 教育是推动科技生

态系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政府将继续支持新一代开创思维，培育年轻人在 STEM 教育上的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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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萃女书院队伍所研发的「脑退化护理之 -- 友伴同行」流动应用程序，勇夺「创新科技环球挑战赛」-- 初中组

大奖。 

 

 

今年 5 月，首届 Technovation HK: #GirlsMakeTech 在数码港举行香港区总决赛，参赛的香港女生共

创作了 22 项应用程序。为了让参加者认识业界领袖，了解实际工作环境及商业应用，年青创客学会

YMCM 特意增补课程内容，加入一系列培训工作坊，安排学生参观联邦银行创新实验室、创业加速器 

- INFINITI LAB、共享工作间 WeWork 及于香港大学举办训练营等。透过一系列活动，近 300 名来自

40多所本地学校的女生得以从业界领袖、演讲嘉宾、导师等身上学习如何于三个月内构思意念、制作

原型、编写程序，并运用麻省理工学院的「AppInventor 视觉编程语言系统」创作解决方案。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从香港学生所取得的佳绩可见，他们不单拥有卓越的创科实力，而且关心

他人和整个社会。教育局将继续培育更多 STEM 人才，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在数码科技相关领域开展

事业，栽培成更具创造能力的科技专才，支持香港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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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香港女将队伍于 Google 位于硅谷山景城的总部与各国参赛队伍较量。 

 

Health-tech是近年香港女孩创造流动应用程序的热门科技题材，主要针对解决不良饮食习惯、体重和

情绪等问题。其他参赛队伍的创新解决方案包括为行动不便的人提供 GPS 定位服务，其他服务对象

包括喂哺母乳的母亲、清理塑料废物的社福机构以及需要处理紧急医疗服务的人员等。这些参赛队伍

建立的平台可以帮助学生们搜寻学习资料、导师和工作经验，以及衣服回收或食物捐赠等。其他创新

意念包括 Team T-Time 的 Walker 应用程序联系活动和筹款活动、以及 Team HKIS Dragon 的 Black 

Box 应用程序处理外佣的安全。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秘书长苏启龙先生表示：「我很高兴看到香港女生在『创新科技环球挑

战赛』中获奖。她们研发的流动应用程序有助舒缓脑退化症患者及其家人所面对的挑战，结合科技，

创造力和爱心，造福社会。我期望今后更多学生参与 Technovation HK: #GirlsMakeTech，鼓励更多

女生在数码创科行业发展。」 

 
首届 Technovation HK: #GirlsMakeTech 于今年 5 月在数码港举行香港区总决赛，参赛的香港女生共创作了 22

项应用程序，分别就解决教育、环境、平等、健康、和平与贫困等问题研发数码解决方案。 

 

今年 13 岁，来自拔萃女书院团队的吴昕岚表示：「我们很荣幸赢得这场比赛，我们将进一步开发

『脑退化护理之 -- 友伴同行』流动应用程序，改善应用程序中的误差，编写更好的版本，帮助更多有

需要的人。」 

 

年青创客学会 YMCM 的创办人陈华利说：「除了获奖队伍外，其他总决赛得奖队伍均展示香港年轻

数码科技人才的潜能，包括庇理罗士女子中学、德望学校、乐善堂顾超文中学、圣保罗男女中学、港

湾学校、香港国际学校、Nord Anglia 国际学校和西岛中学；并非常感谢多位行业领袖、老师和学生

的大力支持。见证着参加者于短时间内成长和发展她们的创新项目，我感到非常雀跃。我期望同学们

的创意发明和解决方案，有助启发更多社福机构和相关单位广泛地采用创新科技，应对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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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港企业发展总监林淑芬女士表示：「我们很高兴见证香港女生于国际科技赛事取得佳绩，并以她

们为荣。数码港一直致力启发年青人开创思维，提升对创新科技的认识与兴趣，鼓励他们投身数码科

技行业。数码港将一如既往，继续举办多元化和具启发性的活动，助他们成就非凡。」 

 

# # # 

 

关于年青创客学会 Young Makers & ChangeMakers 

Young Makers & ChangeMakers 是一个融合教育平台和小区，旨在培养年轻创客及推广创客思维模

式，推动 STEAM 教育和培植 21 世纪的技能，为年青人的未来打下基础。自 2014 年以来，YMCM 举

办了一系列工作坊，包括迷你 Young Makeathons - 小型创客马拉松，「Maker Faire 香港 造大世

界」、「Hour of Code - 星球大战时代」和「Global Cardboard Challenge」- 全球纸板挑战赛等。作

为多元平台，YMCM 与众多香港的创客组织（MakerBay、Dim Sum Labs、MakerHive），大学（理

大设计学院，CityU AppLab 及香港大学)，创新中心（数码港，CoCoon 和 WeWork），学校及慈善

机构例如 Teach4HK，为不同学生共同策动创客课程和进行师资培训。 YMCM 亦与 Google 合作，于

香港拓展 CS First Code Club ，并获邀参加 Microsoft ImagineHack Hackathon 和 ESF CoCo 

Hackathon 等创科比赛的评审工作。 在 2017 年，YMCM 策划了 TechnovationHK：#GirlsMakeTech

计划，培育了香港 40 多间学校的女生，透过创新创业，协助并发展联合国倡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有意参加 Technovation 2018 的学生和老师可于此连结注册并留意 Young Makers & ChangeMakers 

Facebook 专页了解计划详情。如欲支持 #GirlsMakeTech 众筹活动，请按此连结。 

 

有关 TechnovationHK：#GirlsMakeTech 创科创业及教育融合试验计划，请浏览以下学生制作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G8ehJKS3gs&t=1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NL9XemH310&t=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wBcWoLtT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zqbTVnoUgU&t=11s  

 

关于数码港 

数码港为一个创新数码小区，云集超过 900 间数码科技公司，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

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数码港的愿景是扶助初创企业，推动数码科技发展，为香港缔造崭新的经

济动力。数码港一直竭力培育青年和创业家、扶植初创企业；透过连系策略伙伴及投资者，促进协作、

创造机会；同时加快中小企及商业应用数码科技。 

http://technovationchallenge.org/
https://www.facebook.com/YoungMakers.ChangeMakers/
https://www.facebook.com/YoungMakers.ChangeMakers/
https://www.nextchapter.com.hk/campaign/technovationhk-girlsmaketec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G8ehJKS3gs&t=1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NL9XemH310&t=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wBcWoLtT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zqbTVnoUgU&t=1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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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港集中发展四个数码科技的范畴，包括金融科技、电子商贸、物联网/可穿戴科技、大数据/人工

智能，以推动香港的智慧城市发展。数码港拥有专业团队竭尽所能提供全面增值服务，配合顶尖科技

设施，致力成为香港数码科技业的旗舰。 

详情请浏览 www.cyberport.hk      

关于阿里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 

阿里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由阿里巴巴集团在 2015 年创立的非牟利项目。我们成立的目的，是希望协

助香港的创业家和青年人实践梦想和愿景，推动他们的事业，并促进香港的发展。现时基金透过两项

计划以实现这些目标。投资计划为香港创业家提供资金和企业策略指导，并通过阿里巴巴强大的生态

系统，协助他们拓展业务，打进环球市场。实习生计划向就读高等院校的香港学生与毕业生提供机会，

助他们在阿里巴巴集团和其生态系统内的公司获取宝贵的工作经验。更多详情可浏览：www.ent-

fund.org 

 

更多详情可浏览：www.ent-fund.org  

 

传媒查询 , 请联络 : 

年青创客学会 Young Makers & ChangeMakers 

Brian Tang 

Email: youngmaker.changemaker@gmail.com  

 

数码港 

Elsa Lee                                                                                 Tiffany Lau 

Email: elsalee@cyberport.hk                                                    Email: tiffanylau@cyberport.hk  

Tel.: +852 3166 3829                                                              Tel.: +852 3166 3905 

 

http://www.cyberport.hk/
http://www.ent-fund.org/
mailto:youngmaker.changemaker@gmail.com
mailto:elsalee@cyberpor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