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 单位 项目负责人 部门及职位 项目名称 概要 

建筑学院 赵丽霞教授 城市规划及设计
系主任； 
城市研究及城市
规划中心主任 

老龄化社会住屋问题－ 
公众参与计划 

此项目旨在将老龄化社会的房屋趋势和需求及长者住屋模
式的研究成果发布给政府官员丶相关专业人士丶长者住屋
供应机构和大众，使香港及内地更能够掌握和处理社会老
龄化下的住屋问题。 

建筑学院 杜鹃女士 

 

建筑学系 
副教授； 
建筑学院 
副院长 

 

可移动的盛宴－ 
香港仔水面人文化传承示范
项目 

此项目旨在利用大众对食品的兴趣，以食品工作坊的形式，
打造一个「具生命力的博物馆」，去唤起他们对历史遗产
和香港水面人现今生活状态的关注，以及令他们意识和醒
觉到不可持续的消费主义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潜在影响。
项目的最终目的在於为香港仔多个居民社区加强文化认知
丶环境意识和社会活动。 

建筑学院 祁宜臻女士 
及 
王维仁教授 

建筑学系 
助理教授// 
建筑学系 
系主任 

 

慈善游乐场原型－ 
柬埔寨社区建筑 

 

此项目旨在建立游乐场的原型及研究模型，并成立学生工
作坊，与建筑专业及非建筑专业的学生交流知识。项目的
目标是生成一系列的分析和原型模型，惠及柬埔寨的贫困
农村地区茶胶省。 

建筑学院 祁宜臻女士 
及 
王维仁教授 

建筑学系 
助理教授// 
建筑学系 
系主任 

 

星下建筑－ 
西贡西湾观星台及休憩空间
设计 

此项目旨在为西贡西湾地区设计和建立观星台及休憩空间，
并透过工作坊和展览，让建筑专业学生与大众交流知识；
还有与乡村合作，举行论坛及建筑展览等一系列公众参与
活动，让市民认识及了解郊野公园的发展丶建筑设计及园
境设计。 

建筑学院 祁宜臻女士 
及 
王维仁教授 

建筑学系 
助理教授// 
建筑学系 
系主任 

 

了解促进对城市休憩空间－ 
从建筑方向出发全民参与 

此项目旨在与一些本地机构如非牟利组织及学术团体合作，
建立一个互动学术平台，探讨「城市休憩空间」如何塑造
城市及影响市民日常生活丶市民如何拓展这些休憩空间等
问题；还有举行论坛及建筑展览等一系列公众参与活动，
让市民认识及了解城市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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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院 

 

祁宜臻女士 
及 
王维仁教授 

 

建筑学系 
助理教授// 
建筑学系 
系主任 

筑迹：油麻地与马头围的文
化遗产 

此项目旨在发布一系列双语小册子和网站，藉以展示油麻
地及马头围这两个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和社
会意义和其他内在的联系，从而记录丶分析和绘制社区民
生和空间传统。描绘社区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使公众了解有
关地区和香港的文化保育问题。 

建筑学院 

 

麦咏诗女士 建筑学系 
助理教授 

大地艺术在荔枝窝 此项目旨在透过「大地艺术工作坊」－在环境中创作艺术
的学习模式－以向市民大众推动环境保护认知及意识。 

建筑学院 

 

吴蓬辉博士 房地产及建设系
副教授 

评估关於名为「回眸香港基
建发展」的知识交流项目在
大中学生和建造业从业者中
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效应 

此项目旨在对「回眸香港基建发展」的知识交流项目在社
会和人文方面所产生的效应进行量化和质化的系统性评估，
对象包括港大建筑学院学生丶中学学生及建造业从业人员。 

建筑学院 

 

吴蓬辉博士 房地产及建设系
副教授 

应用便携式电子设备提高建
造业从业者的施工安全知识
和信息管理 

此项目旨在提供一个跨领域和多功能的实验性知识交流平
台，藉以（一）与建造业和公众分享项目团队的一项最新
研究的进展，即关於影响建造业前线从业者应用便携式电
子设备传播施工事故防范知识的主要因素的研究，及 
（二）透过网络丶宣传单张及研讨会，增进建造业和学界
在这一新领域的交流互动，发掘新见解，获取新建议。 

建筑学院 

 

卢连新教授 
（Professor 

Steve 

ROWLINSON） 

房地产及建设系
教授 

香港建筑工地热应激研究－ 
新指引对工人健康和安全的
影响 

受香港建造业议会委托，卢连新教授对香港建筑工人的热
应激反应进行研究，并在这基础上对原来的热应激指引进
行了修改，此项目旨在研究修改後的热应激指引对建筑工
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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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高马可教授
（Professor 

John 

CARROLL） 

文学院 
副院长（外展） 

二世纪讲座系列 此项目旨在举办一系列由国际知名人文学科学者主讲的公
开免费讲座，作为百周年庆祝活动的延续。第四场讲座会
联同社会科学学院和香港国际文学节合办。 

文学院 庄莉博士 现代语言及文化
学院 
讲师 

 

轻松学德文－ 
中学生语言和文化项目 

此项目旨在向香港社会推广德语及德国文化，透过为中学
生举办公众活动，例如语言及文化工作坊，以加深他们对
德语及德国文化的认识。 

文学院 Cathryn 

DONOHUE博士 

人文学院 
（语言学） 
助理教授 

消失的声音：香港正在式微
的方言 

此项目旨在透过制作资讯性视频，向社会广泛传播有关本
地濒危方言的知识丶其对语言学的重要性及语言和文化的
关系，并藉以纠正对非正统语言的负面态度，避免方言进
一步消失。 

文学院 刘国权博士 应用英语中心 
助理教授 

 

E³ (Engage, Empower & 

Enhance):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ProWriteHK（只有英文版） 

此项目旨在向「ProWriteHK」网页的用家及专业人士索取
意见，藉以量化及质化网页之成效。 

文学院 林丽素博士 英文学院 
副教授 

＃香港少数民族语言网 
＃外展活动 

此项目旨在推动《香港少数民族语言网》的外展学校活动，
透过在中学和专上学院举办讲座和活动，并在《语言网》
中加入学生的相关作品，藉此提高学生的意识，引起更仔
细的讨论和反思，并启发香港青少年从正面和多角度回应
语言多样性和对少数族裔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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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吴雅珊博士 中文学院 
讲师 

传译资源网－加强版 此项目旨在进一步发展《传译资源网》
（www.interpreting.hku.hk），加入更多传译的相关资讯，
扩大双语词汇资料库，提升网站的功能及效用。 

文学院 张维良博士 现代语言及文化
学院（日本研究）
助理教授 

中日生死观：靖国神社与当
代中日关系－公共论 

此项目旨在引领学生以至社会大众，进一步了解日本政治
人物到靖国神社参拜此各方争论已久的中日关系议题。透
过公开论坛及工作坊等活动，参加者将检视中日两地文化
如何为「罪」丶「死亡」与「追忆」等概念赋予不同的意
义，藉以打破中丶日丶港三地人民的隔膜，认识彼此，拉
近距离。 

经济及工商管
理学院 

周昭泷博士 商学院 
副教授 

 

社会企业商业谘询 此项目旨在提供具可持续性丶独到及可行的解决办法给社
会企业和慈善机构，在社福界作出贡献。 

经济及工商管
理学院 

 

Abhishek 
KATHURIA 博士 

商学院 
助理教授 

The Eureka Consulting Group 
Case Writer Internship  
（只有英文版） 

The project aims to develop high quality business 

cases in simple English. The cases would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a range of 

channels including the website and promotional 

materials and will be offered for free to CEDARS and 

other entities for disbursement. （只有英文版） 
 

牙医学院 

 

朱振雄医生 牙医学院 
临床副教授 

教授非牟利机构有关认知障
碍症患者的口腔护理方法，
让知识伸延至病人和护理者 

此项目旨在透过传授香港认知障碍协会护理团队相关知识，
以提供家庭口腔卫生保健知识和技能给认知障碍症人士及
其照顾者。项目亦会在协会的四个服务中心举办公开活动，
教育大众市民认识认知障碍症及预防相关口腔疾病，为怀
疑有脑退化或认知障碍的人士及其照顾者提供免费谘询丶
面谈和训练，同时提供免费牙科初级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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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医学院 

 
梁耀殷医生 牙医学院 

临床助理教授 

传授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提
供初级牙齿护理服务给大埔、

黄大仙及葵兴民居 

此项目旨在提升香港居民的牙齿健康丶口腔健康知识和自
我保健能力。项目将透过培训香港医药援助会流动牙科诊
所的口腔护理团队，以提供初级口腔卫生保健给大埔丶黄
大仙及葵兴居民。此外，大埔丶黄大仙及葵兴区区议员和
其团队亦会协助推广口腔健康的公开活动。 

牙医学院 Nikos 

MATTHEOS医生 

牙医学院 
临床副教授 

编制一本以循证医学为依据，
有助於患者了解种植牙相关
信息的手册 

此项目旨在编制一本以循证医学为依据且按照「国际病人
临床宣教工具标准（International Patient Decision Aid 

Standards，IPDAS）」所制定的手册，为患者就种植牙
治疗提供简易但确切的信息。 

牙医学院 徐杰汉博士 牙医学院 
助理教授 

从香港推广口腔健康到世界：
斯里兰卡 

此项目旨在促进口腔健康和交流牙科知识予斯里兰卡的公
民和牙科医生，利用团队的专业知识，为他们提供免费的
牙科检查，促进学术合作，并影响远程社区。 

教育学院 贝磊教授 
（Professor 

Mark BRAY） 

比较教育研究中
心 
联会国教科文组
织比较教育首席
教授 

影子教育与公众利益 此项目旨在传播课外补习政策比较分析之成果，这将有助
政府人员及课外补习产业的从业者识别出规范课外补习的
有效方法，维护公众利益。 

教育学院 朱启华博士 教育学院（资讯
及科技教育部）
副教授 

在香港中学宣传「学生无抄
袭式探究专题研习」的良好
做法 

此项目旨在透过研讨会/工作坊丶电子学习分享和网上群组，
向香港中学教师推广「学生无抄袭式探究专题研习」的良
好实践事例。 

第五页 



 学院 / 单位 项目负责人 部门及职位 项目名称 概要 

教育学院 
 

冯俊乐博士 教育学院 
（数理教育部） 
助理教授 

媒体可信度：於香港中学通
识教育科加入新闻自由审视
的课程 

此项目旨在提高学生对大众媒体在法律制度上的定位的理
解，透过在香港中学通识教育课程内（一）加入新闻自由
权的介绍及（二）倡导对当前时事的讨论，从而发展他们
评估丶分析和批判新闻内容的能力。 

教育学院 JCW VAN 

AALST博士 

教育学院（资讯
及科技教育部）
副教授 

建构强大学习环境联网 此项目旨在透过网络研讨会丶专题讨论会丶与夥伴学校合
作及创新教学的到校支援等，协助老师应用有关在校学习
的研究发现，有兴趣的教育工作者丶政府及非谋利机构将
因此受惠。 

工程学院 张伟荦教授 工程学院 
副院长； 
计算机科学系 
教授 

机械人在生活中 此项目旨在透过简介会丶训练丶新闻发布丶教育材料丶展
览丶技术参观及参与本地与国际的大型赛事等，为大众市
民提供机械人发展及应用的最新资讯，以及与本地和外地
研究团体作出交流。 

工程学院 崔俊杰博士 计算机科学系 
讲师 

创意编程从小起 此项目旨在透过设立网站平台，与中小学教师交流和分享
电脑编程教育上的教学和实践，并透过举办活动和编程比
赛，让学生们学习和享受电脑编程的乐趣 ，从而培育学生
的创意思维与逻辑思考能力。 

工程学院 霍伟栋博士 工程学院 
助理院长； 
电机电子工程系 
首席讲师 

Teache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Practice on HKU e-

Learning technologies and 

pedagogies（只有英文版） 

The project aims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training for 

teacher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latest technology of 

e-learning, promote the best practices and develop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CoP) so that teachers can 

exchange their technical and pedagogic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n e-learning with other teachers in 

Hong Kong, mainland and overseas.（只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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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院 

 
刘智满教授 工程学院 

副院长； 
计算机科学系 
教授 

中小学创意编程 透过举行工作坊和比赛，此项目旨在教授中小学生编写程
式，利用低价电脑板制作出可实际应用於学校的产品。 

法律学院 纪佩雅女士 
（Ms Puja 

KAPAI） 

法律学院 
副教授； 
比较法及公法研
究中心总监 

比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学生
研究及学术创作网志 

此项目旨在建立和启动一个提供法律知识的网上平台，并
发展一套可搜寻索引，选录港大学生在法律丶政治丶社会
科学丶医学伦理和跨学科研究方面的杰出论文。论文须在
影响力上具备潜质，而又能帮助普罗大众理解广义上与公
共利益相关的事项和专门学术材料。 

李嘉诚医学院 陈志伟博士 公共卫生学院 
助理教授 

港大流感小博士 此项目的对象是对科学有浓厚兴趣的小学五丶六年级学生，
旨在增加学生对人体呼吸系统的基本了解，认识流感病毒
的传播途径，引发他们的兴趣，促进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李嘉诚医学院 锺培言医生 矫型及创伤外科
学系 
临床助理教授 

加强脊柱侧弯的知识 此项目旨在改善公众对脊柱侧弯的理解和认识，并提供一
个渠道让公众与大学的专家讨论。 

李嘉诚医学院 梁绮雯博士 
及 
余懿德医生 

护理学院 
助理教授// 
家庭医学及基层
医疗学系 
临床助理教授 

跟进前期糖尿病人士使用港
大DRS应用程式後生活方式
之改变 

此项目旨在支援社区成年人使用港大DRS应用程式，以评
估患有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之风险，继而协助糖尿病
高危人士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及鼓励他们定期参与体育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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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医学院 

 
李磊博士 中医药学院 

副教授 

推拿工作坊－ 
中风偏瘫病人的推拿康复 

此项目旨在透过与本地非营利机构合作，为中风偏瘫病人
的亲属或护理者，举办一系列免费中医推拿手法训练工作
坊，从而提高护理水准，促进中风偏瘫病人的康复。 

李嘉诚医学院 李磊博士 中医药学院 
副教授 

认识中医文化 此项目旨在透过举办一系列免费公开讲座，使普罗大众了
解中医和中医文化的基本内容，以及中医与西医之间的主
要差异，并免费派发一本由李磊博士撰写，介绍中医文化
的普及性着作《中医文化史话》，使更多的普罗大众了解
中医和中医文化。 

李嘉诚医学院 潘宝华博士 护理学院 
讲师 

脑退化症新资 此项目旨在透过跨专业的合作，利用网上学习形式，将最
新脑退化症实证资料传授给医护人员，从而提升医护人员
对脑退化症的正确认识。 

李嘉诚医学院 沈蔚瑄医生 眼科学系 
临床助理教授 

研制病人决策辅助工具予青
光眼患者 

此项目旨在为青光眼患者编制一套病人决策辅助工具，供
他们在面临选择治疗方案 （药物丶激光或手术）时使用。
团队将为病人决策辅助工具进行评估，评核其於中国青光
眼患者中的可接受性和 实用性。 

李嘉诚医学院 沈蔚瑄医生 眼科学系 
临床助理教授 

充分的准备乃成功之母－ 
替病人为眼科会诊作好准备 

此项目旨在设计和制作病人教育材料，替病人为眼科诊症
做好准备，并提高病人的认知丶知识和参与度，由此可提
高门诊的运作效益及医疗保健服务的素质。 

第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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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医学院 

 
黄婉霞博士 

 

护理学院 
助理教授 

仍要认识的一个人 此项目旨在建立首个以研究证据为基础去宣扬健康恋爱关
系的互动网页。网页为初显成人而设，目的是为增强他们
对恋爱暴力的认知与醒觉，阻止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
让他们建立健康的恋爱观及恋爱关系。 

理学院 吴俊熙博士 

 

理学院 
讲师 

香港大学数理艺坊（SMART） 此项目旨在透过举办与科学丶数学和艺术有关的工作坊，
培养市民大众（尤其是初中生）对科学的兴趣，启发更多
初中生去欣赏科学丶数学和艺术的关联，让他们更全面地
发展。 

理学院 潘振声博士 物理学系 
首席讲师 

光污染研究及短片制作比赛 此项目旨在鼓励中学生 （一）参与实地考察，亲身感受光

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及（二）以比赛方式进行光污染研究，
及制作短片以推动他们在其社区中倡议减少光污染。 

社会科学学院 陈凯欣博士 社会工作及社会
行政学系 
助理教授 

从抚育子女到父母的身心健
康：透过整合性身心灵模式，
帮助改善湿疹儿童患者及其
父母的生活质量 

此项目旨在举办一系列以社区为基础的教育课程，透过整
合性身心灵模式，提升公众对湿疹儿童患者及其父母身心
健康的认识。 

社会科学学院 陈浚灵博士 心理学系 
助理教授 

台风海燕後长期心理健康服
务与培训 

此项目旨在於菲律宾提供台风海燕後长期心理健康评估及
谘询技巧的培训。培训方法包括工作坊及临床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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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院 
 

郑思雅教授 社会科学学院 
副院长； 
心理学系 
教授 

Ｚ世代智多Kid网络成瘾预防
计划 

此项目旨在透过主动提供外展服务给本地小学，实践团队
提出的证据为本的理论，以解决现有的网络成瘾问题。 

社会科学学院 赖宝珍教授 地理系 
教授 

推行长者安全步行城市计划 此项目旨在向公众提倡长者安全步行城市计划，透过与社
区医院及区议会合作，举办一系列讲座及街道视察，提高
社区长者的安全步行意识，并在活动结束後向区议会反映
街道安全问题。 

社会科学学院 罗亦华博士 社会工作及社会
行政学系 
助理教授 

Capacity Building for 

Social Workers on 

Working with Cyber Youth 

– leading to evidence-

based group work practice 
（只有英文版） 

此项目旨在（一）制作实证为本的网上训练及应用手册，
让社工了解以小组工作介入手法的实际操作；和（二）提
供在职专业训练，推动前线社工在机构推行类似的小组工
作，维持长远知识传递，以及加强研究和实践的融合。 

社会科学学院 李煜绍博士 地理系 
副教授 

推动大众对大珠三角地区水
资源的保护与关注－从凝聚
及灌注公民社会力量出发 

此项目旨在巩固环保组织成员在水资源保护议题的相关知
识，以协助环保组织更有效发挥公民社会的力量，去策划
及落实不同的教育活动，并借助环保组织的力量来提升公
众对大珠三角地区的水资源保护的关注。 

社会科学学院 卢佩莹教授 地理系 
教授 

提升香港的单车安全：青少
年单车培训项目及其研究 

此项目旨在透过提供青少年单车培训课程，探讨单车培训
对青少年及其家长在单车安全的态度和驾驶单车的技巧上
的影响，进而推动单车培训，提升香港的单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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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院 
 

楼玮群博士 秀圃老年研究中
心总监； 
社会工作及社会
行政学系 
副教授 

结合科学与科技提升长者生
命意义：运用移动应用程式
工作坊 

此项目旨在透过「福乐满心」流动应用程式，向长者推广
灵性健康的自我评估及自助提升方法。项目将为社区护理
人员提供有关灵性健康的知识及技术培训，让他们协助长
者使用相关流动应用程式，提升长者的灵性健康，使有更
丰盛的生活。 

社会科学学院 叶兆辉教授 香港赛马会防止
自杀研究中心 
总监 

建立关於福祉方面知识交流
的网上平台 

此项目旨在集合科研丶健康与社会服务丶政策制定及公衆
等在内的社会各界，建立一个以加强香港市民和社会整体
福祉爲宗旨的知识交流网络。透过建立不同的网上平台，
提供适时及与个人和社会福祉相关的资讯和知识，鼓励和
协助各界相互交流和合作，从而使香港市民的福祉得到全
面性的提高。 

传讯及公共事
务处 

马妙华女士 传讯及公共事务
处 
传讯总监 

有关港大知识交流表现传媒
报道的数据平台 

此项目旨在支援港大传媒报道数据平台，收集本地传媒
（包括报章、部分电子传媒和网上媒体）有关港大的报道，
以供大学管理层丶各学院及学者们参考和分析大学的知识
交流表现。 

运动及潜能发
展研究所 

方少萌博士 运动及潜能发展
研究所 
助理教授 

强身健体咏春拳社区推广计
划 

此项目旨在透过健体咏春拳训练，以促进社区长者的身体
健康。项目的跨专业团队包括物理治疗师丶护士丶医生及
运动训练专家，将提供健体咏春拳训练，监察参加者的身
体健康指标，以及推广此独有的咏春运动训练计划给广大
群众。 

新闻及传媒研
究中心 

陈婉莹教授 新闻及传媒研究
中心 
教授丶总监 

Documentary Literacy 

Programme（只有英文版） 
The project aims to enhance greater documentary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on and dialogue in the 

general public by engaging audiences in 

documentary film screenings and conversations with 

filmmakers and critics.（只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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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及传媒研
究中心 

 

傅景华博士 新闻及传媒研究
中心 
副教授 

香港网上新闻资料库及分析 此项目旨在建立「香港网上新闻资料库」，并采用一系列
网上工具及网站，向公众发布。 

图书馆 顾锦明博士 大学图书馆 
助理馆长 

关联数据应用－香港特藏知
识库 

此项目旨在开发一个支持香港特藏的「知识本体
（ontology）」框架，在利用现有合适的知识本体的同时，
如有需要将加入香港独特的增补；并实施一个系统原型，
撷取开放的关联数据（如OCLC的WorldCat 丶Dbpedia

等），以便搜索和浏览各个特藏。 

图书馆 尹耀全博士 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香港报章创刊号终刋号资料
库 

此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开放获取的网上香港报纸资料库，扫
描2,200多份於1842至1996年间在香港出版的报纸创刊号
丶特刊及终刊号，供研究人员丶历史学者及普罗大众使用。 

香港大学美术
博物馆 

Florian KNOTHE
博士 

香港大学美术博
物馆 
总监 

香港大学保育工作坊 此项目由保育工作组策划，包括一系列训练课程，涵盖了
文化保育诸多方面，专为专家和学术社群而设，汇聚和组
织了许多致力於文化保育的人士。 

发展及校友事
务部 

 

黄佩瑶女士 发展及校友事务
部 
助理总监（校友
事务） 

梦想捕手 此项目旨在透过各类活动丶设施及资源如论坛丶课程丶共
用工作空间丶资金和人才等，在社区及香港建立及推动创
新丶创意及创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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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苏德毅先生 大学图书馆 
馆长 

香港大学学术库内研究生的
研究员页面 

此项目旨在为研究生在香港大学学术库中建立研究员页面，
展示学生过往及现在的研究项目丶 研究成果及奖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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