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院 / 單位 項目負責人 部門及職位 項目名稱 概要 

建築學院 趙麗霞教授 城市規劃及設計
系主任； 
城市研究及城市
規劃中心主任 

老齡化社會住屋問題－ 
公眾參與計劃 

此項目旨在將老齡化社會的房屋趨勢和需求及長者住屋模
式的研究成果發布給政府官員、相關專業人士、長者住屋
供應機構和大眾，使香港及內地更能夠掌握和處理社會老
齡化下的住屋問題。 

 

建築學院 

 

杜鵑女士 

 

建築學系 
副教授； 
建築學院 
副院長 

可移動的盛宴－ 
香港仔水面人文化傳承示範
項目 

此項目旨在利用大眾對食品的興趣，以食品工作坊的形式，
打造一個「具生命力的博物館」，去喚起他們對歷史遺產
和香港水面人現今生活狀態的關注，以及令他們意識和醒
覺到不可持續的消費主義對社會和環境造成的潛在影響。
項目的最終目的在於為香港仔多個居民社區加強文化認知、
環境意識和社會活動。 

建築學院 

 

祁宜臻女士 
及 
王維仁教授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建築學系 
系主任 

慈善遊樂場原型－ 
柬埔寨社區建築 

此項目旨在建立遊樂場的原型及研究模型，並成立學生工
作坊，與建築專業及非建築專業的學生交流知識。項目的
目標是生成一系列的分析和原型模型，惠及柬埔寨的貧困
農村地區茶膠省。 

 

建築學院 祁宜臻女士 
及 
王維仁教授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建築學系 
系主任 

星下建築－ 
西貢西灣觀星臺及休憩空間
設計 

此項目旨在為西貢西灣地區設計和建立觀星臺及休憩空間，
並透過工作坊和展覽，讓建築專業學生與大眾交流知識；
還有與鄉村合作，舉行論壇及建築展覽等一系列公眾參與
活動，讓市民認識及了解郊野公園的發展、建築設計及園
境設計。 

建築學院 祁宜臻女士 
及 
王維仁教授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建築學系 
系主任 

了解促進對城市休憩空間－ 
從建築方向出發全民參與 

此項目旨在與一些本地機構如非牟利組織及學術團體合作，
建立一個互動學術平台，探討「城市休憩空間」如何塑造
城市及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市民如何拓展這些休憩空間等
問題；還有舉行論壇及建築展覽等一系列公眾參與活動，
讓市民認識及了解城市發展的方向。 

第一頁 



 學院 / 單位 項目負責人 部門及職位 項目名稱 概要 

建築學院 祁宜臻女士 
及 
王維仁教授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建築學系 
系主任 

築跡：油麻地與馬頭圍的文
化遺產 

此項目旨在發布一系列雙語小冊子和網站，藉以展示油麻
地及馬頭圍這兩個社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歷史和社
會意義和其他內在的聯繫，從而記錄、分析和繪製社區民
生和空間傳統。描繪社區歷史的目的是為了使公眾了解有
關地區和香港的文化保育問題。 

 

建築學院 

 

麥詠詩女士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大地藝術在荔枝窩 此項目旨在透過「大地藝術工作坊」－在環境中創作藝術
的學習模式－以向市民大眾推動環境保護認知及意識。 

 

建築學院 

 

吳蓬輝博士 房地產及建設系
副教授 

評估關於名為「回眸香港基
建發展」的知識交流項目在
大中學生和建造業從業者中
所產生的社會和文化效應 

此項目旨在對「回眸香港基建發展」的知識交流項目在社
會和人文方面所產生的效應進行量化和質化的系統性評估，
對象包括港大建築學院學生、中學學生及建造業從業人員。 

 

建築學院 吳蓬輝博士 房地產及建設系
副教授 

應用便攜式電子設備提高建
造業從業者的施工安全知識
和信息管理 

此項目旨在提供一個跨領域和多功能的實驗性知識交流平
台，藉以（一）與建造業和公眾分享項目團隊的一項最新
研究的進展，即關於影響建造業前線從業者應用便攜式電
子設備傳播施工事故防範知識的主要因素的研究，及 
（二）透過網絡、宣傳單張及研討會，增進建造業和學界
在這一新領域的交流互動，發掘新見解，獲取新建議。 

建築學院 

 

盧連新教授 
（Professor 

Steve 

ROWLINSON） 

房地產及建設系
教授 

香港建築工地熱應激研究－ 
新指引對工人健康和安全的
影響 

受香港建造業議會委託，盧連新教授對香港建築工人的熱
應激反應進行研究，並在這基礎上對原來的熱應激指引進
行了修改，此項目旨在研究修改後的熱應激指引對建築工
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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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高馬可教授
（Professor 

John 

CARROLL） 

 

文學院 
副院長（外展） 

二世紀講座系列 此項目旨在舉辦一系列由國際知名人文學科學者主講的公
開免費講座，作為百周年慶祝活動的延續。第四場講座會
聯同社會科學學院和香港國際文學節合辦。 

文學院 

 

莊莉博士 現代語言及文化
學院 
講師 

輕鬆學德文－ 
中學生語言和文化項目 

此項目旨在向香港社會推廣德語及德國文化，透過為中學
生舉辦公眾活動，例如語言及文化工作坊，以加深他們對
德語及德國文化的認識。 

文學院 Cathryn 

DONOHUE博士 

人文學院 
（語言學） 
助理教授 

消失的聲音：香港正在式微
的方言 

此項目旨在透過製作資訊性視頻，向社會廣泛傳播有關本
地瀕危方言的知識、其對語言學的重要性及語言和文化的
關係，並藉以糾正對非正統語言的負面態度，避免方言進
一步消失。 

文學院 

 

劉國權博士 

 

應用英語中心 
助理教授 

E³ (Engage, Empower & 

Enhance):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ProWriteHK （只有英文版） 

此項目旨在向「ProWriteHK」網頁的用家及專業人士索取
意見，藉以量化及質化網頁之成效。 

文學院 林麗素博士 英文學院 
副教授 

＃香港少數民族語言網 
＃外展活動 

此項目旨在推動《香港少數民族語言網》的外展學校活動，
透過在中學和專上學院舉辦講座和活動，並在《語言網》
中加入學生的相關作品，藉此提高學生的意識，引起更仔
細的討論和反思，並啟發香港青少年從正面和多角度回應
語言多樣性和對少數族裔的包容性。 

第三頁 



 學院 / 單位 項目負責人 部門及職位 項目名稱 概要 

文學院 吳雅珊博士 中文學院 
講師 

傳譯資源網－加強版 此項目旨在進一步發展《傳譯資源網》
（www.interpreting.hku.hk），加入更多傳譯的相關資訊，
擴大雙語詞彙資料庫，提升網站的功能及效用。 

文學院 

 

張維良博士 現代語言及文化
學院（日本研究）
助理教授 

中日生死觀：靖國神社與當
代中日關係－公共論 

此項目旨在引領學生以至社會大眾，進一步了解日本政治
人物到靖國神社參拜此各方爭論已久的中日關係議題。透
過公開論壇及工作坊等活動，參加者將檢視中日兩地文化
如何為「罪」、「死亡」與「追憶」等概念賦予不同的意
義，藉以打破中、日、港三地人民的隔膜，認識彼此，拉
近距離。 

經濟及工商管
理學院 

周昭瀧博士 商學院 
副教授 

社會企業商業諮詢 此項目旨在提供具可持續性、獨到及可行的解決辦法給社
會企業和慈善機構，在社福界作出貢獻。 

經濟及工商管
理學院 

 

Abhishek 
KATHURIA 博士 

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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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學院 

 

朱振雄醫生 牙醫學院 
臨床副教授 

 

教授非牟利機構有關認知障
礙症患者的口腔護理方法，
讓知識伸延至病人和護理者 

此項目旨在透過傳授香港認知障礙協會護理團隊相關知識，
以提供家庭口腔衛生保健知識和技能給認知障礙症人士及
其照顧者。項目亦會在協會的四個服務中心舉辦公開活動，
教育大眾市民認識認知障礙症及預防相關口腔疾病，為懷
疑有腦退化或認知障礙的人士及其照顧者提供免費諮詢、
面談和訓練，同時提供免費牙科初級保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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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學院 

 

梁耀殷醫生 牙醫學院 
臨床助理教授 

傳授非政府非營利性組織提
供初級牙齒護理服務給大埔、
黃大仙及葵興民居 

此項目旨在提升香港居民的牙齒健康、口腔健康知識和自
我保健能力。項目將透過培訓香港醫藥援助會流動牙科診
所的口腔護理團隊，以提供初級口腔衛生保健給大埔、黃
大仙及葵興居民。此外，大埔、黃大仙及葵興區區議員和
其團隊亦會協助推廣口腔健康的公開活動。 

牙醫學院 Nikos 

MATTHEOS醫生 

牙醫學院 
臨床副教授 

編制一本以循證醫學為依據，
有助於患者了解種植牙相關
信息的手冊 

此項目旨在編制一本以循證醫學為依據且按照「國際病人
臨床宣教工具標準（International Patient Decision Aid 

Standards，IPDAS）」所制定的手冊，為患者就種植牙
治療提供簡易但確切的信息。 

牙醫學院 徐傑漢博士 牙醫學院 
助理教授 

從香港推廣口腔健康到世界：
斯里蘭卡 

此項目旨在促進口腔健康和交流牙科知識予斯里蘭卡的公
民和牙科醫生，利用團隊的專業知識，為他們提供免費的
牙科檢查，促進學術合作，並影響遠程社區。 

教育學院 貝磊教授 
（Professor 

Mark BRAY） 

比較教育研究中
心 
聯會國教科文組
織比較教育首席
教授 

影子教育與公眾利益 此項目旨在傳播課外補習政策比較分析之成果，這將有助
政府人員及課外補習產業的從業者識別出規範課外補習的
有效方法，維護公眾利益。 

教育學院 朱啟華博士 教育學院（資訊
及科技教育部）
副教授 

在香港中學宣傳「學生無抄
襲式探究專題研習」的良好
做法 

此項目旨在透過研討會/工作坊、電子學習分享和網上群組，
向香港中學教師推廣「學生無抄襲式探究專題研習」的良
好實踐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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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馮俊樂博士 教育學院 
（數理教育部） 
助理教授 

媒體可信度：於香港中學通
識教育科加入新聞自由審視
的課程 

此項目旨在提高學生對大眾媒體在法律制度上的定位的理
解，透過在香港中學通識教育課程內（一）加入新聞自由
權的介紹及（二）倡導對當前時事的討論，從而發展他們
評估、分析和批判新聞內容的能力。 

教育學院 JCW VAN 

AALST博士 

教育學院（資訊
及科技教育部）
副教授 

建構強大學習環境聯網 此項目旨在透過網絡研討會、專題討論會、與夥伴學校合
作及創新教學的到校支援等，協助老師應用有關在校學習
的研究發現，有興趣的教育工作者、政府及非謀利機構將
因此受惠。 

工程學院 張偉犖教授 工程學院 
副院長； 
計算機科學系 
教授 

 

機械人在生活中 此項目旨在透過簡介會、訓練、新聞發布、教育材料、展
覽、技術參觀及參與本地與國際的大型賽事等，為大眾市
民提供機械人發展及應用的最新資訊，以及與本地和外地
研究團體作出交流。 

工程學院 崔俊傑博士 計算機科學系 
講師 

創意編程從小起 此項目旨在透過設立網站平台，與中小學教師交流和分享
電腦編程教育上的教學和實踐，並透過舉辦活動和編程比
賽，讓學生們學習和享受電腦編程的樂趣 ，從而培育學生
的創意思維與邏輯思考能力。 

工程學院 霍偉棟博士 工程學院 
助理院長； 
電機電子工程系 
首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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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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學院 

 
劉智滿教授 工程學院 

副院長； 
計算機科學系 
教授 

中小學創意編程 透過舉行工作坊和比賽，此項目旨在教授中小學生編寫程
式，利用低價電腦板製作出可實際應用於學校的產品。 

法律學院 紀佩雅女士 
（Ms Puja 

KAPAI） 

法律學院 
副教授； 
比較法及公法研
究中心總監 

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學生
研究及學術創作網誌 

此項目旨在建立和啟動一個提供法律知識的網上平台，並
發展一套可搜尋索引，選錄港大學生在法律、政治、社會
科學、醫學倫理和跨學科研究方面的傑出論文。論文須在
影響力上具備潛質，而又能幫助普羅大眾理解廣義上與公
共利益相關的事項和專門學術材料。 

李嘉誠醫學院 陳志偉博士 公共衛生學院 
助理教授 

港大流感小博士 此項目的對象是對科學有濃厚興趣的小學五、六年級學生，
旨在增加學生對人體呼吸系統的基本了解，認識流感病毒
的傳播途徑，引發他們的興趣，促進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李嘉誠醫學院 鍾培言醫生 矯型及創傷外科
學系 
臨床助理教授 

加強脊柱側彎的知識 此項目旨在改善公眾對脊柱側彎的理解和認識，並提供一
個渠道讓公眾與大學的專家討論。 

李嘉誠醫學院 梁綺雯博士 
及 
余懿德醫生 

護理學院 
助理教授// 
家庭醫學及基層
醫療學系 
臨床助理教授 

跟進前期糖尿病人士使用港
大DRS應用程式後生活方式
之改變 

此項目旨在支援社區成年人使用港大DRS應用程式，以評
估患有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之風險，繼而協助糖尿病
高危人士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及鼓勵他們定期參與體育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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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醫學院 

 
李磊博士 中醫藥學院 

副教授 

推拿工作坊－ 
中風偏癱病人的推拿康復 

此項目旨在透過與本地非營利機構合作，為中風偏癱病人
的親屬或護理者，舉辦一系列免費中醫推拿手法訓練工作
坊，從而提高護理水準，促進中風偏癱病人的康復。 

李嘉誠醫學院 李磊博士 中醫藥學院 
副教授 

認識中醫文化 此項目旨在透過舉辦一系列免費公開講座，使普羅大眾瞭
解中醫和中醫文化的基本內容，以及中醫與西醫之間的主
要差異，並免費派發一本由李磊博士撰寫，介紹中醫文化
的普及性著作《中醫文化史話》，使更多的普羅大眾瞭解
中醫和中醫文化。 

李嘉誠醫學院 潘寶華博士 護理學院 
講師 

腦退化症新資 此項目旨在透過跨專業的合作，利用網上學習形式，將最
新腦退化症實証資料傳授給醫護人員，從而提升醫護人員
對腦退化症的正確認識。 

李嘉誠醫學院 沈蔚瑄醫生 眼科學系 
臨床助理教授 

研製病人決策輔助工具予青
光眼患者 

此項目旨在為青光眼患者編製一套病人決策輔助工具，供
他們在面臨選擇治療方案 （藥物、激光或手術）時使用。
團隊將為病人決策輔助工具進行評估，評核其於中國青光
眼患者中的可接受性和實用性。 

李嘉誠醫學院 沈蔚瑄醫生 眼科學系 
臨床助理教授 

充分的準備乃成功之母－ 
替病人為眼科會診作好準備 

此項目旨在設計和製作病人教育材料，替病人為眼科診症
做好準備，並提高病人的認知、知識和參與度，由此可提
高門診的運作效益及醫療保健服務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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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醫學院 

 
黃婉霞博士 護理學院 

助理教授 

仍要認識的一個人 此項目旨在建立首個以研究證據為基礎去宣揚健康戀愛關
係的互動網頁。網頁為初顯成人而設，目的是為增強他們
對戀愛暴力的認知與醒覺，阻止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行為，
讓他們建立健康的戀愛觀及戀愛關係。 

理學院 吳俊熙博士 理學院 
講師 

香港大學數理藝坊（SMART） 此項目旨在透過舉辦與科學、數學和藝術有關的工作坊，
培養市民大眾（尤其是初中生）對科學的興趣，啟發更多
初中生去欣賞科學、數學和藝術的關聯，讓他們更全面地
發展。 

理學院 潘振聲博士 物理學系 
首席講師 

光污染研究及短片製作比賽 此項目旨在鼓勵中學生 （一）參與實地考察，親身感受光
污染對環境的影響；及（二）以比賽方式進行光污染研究，
及製作短片以推動他們在其社區中倡議減少光污染。 

社會科學學院 陳凱欣博士 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 
助理教授 

從撫育子女到父母的身心健
康：透過整合性身心靈模式，
幫助改善濕疹兒童患者及其
父母的生活質量 

此項目旨在舉辦一系列以社區為基礎的教育課程，透過整
合性身心靈模式，提升公眾對濕疹兒童患者及其父母身心
健康的認識。 

社會科學學院 陳濬靈博士 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颱風海燕後長期心理健康服
務與培訓 

此項目旨在於菲律賓提供颱風海燕後長期心理健康評估及
諮詢技巧的培訓。培訓方法包括工作坊及臨床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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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學院 

 
鄭思雅教授 社會科學學院 

副院長； 
心理學系 
教授 

Ｚ世代智多Kid網絡成癮預防
計劃 

此項目旨在透過主動提供外展服務給本地小學，實踐團隊
提出的證據為本的理論，以解決現有的網絡成癮問題。 

社會科學學院 賴寶珍教授 地理系 
教授 

推行長者安全步行城市計劃 此項目旨在向公眾提倡長者安全步行城市計劃，透過與社
區醫院及區議會合作，舉辦一系列講座及街道視察，提高
社區長者的安全步行意識，並在活動結束後向區議會反映
街道安全問題。 

社會科學學院 羅亦華博士 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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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項目旨在（一）制作實證為本的網上訓練及應用手冊，
讓社工了解以小組工作介入手法的實際操作；和（二）提
供在職專業訓練，推動前線社工在機構推行類似的小組工
作，維持長遠知識傳遞，以及加強研究和實踐的融合。 

社會科學學院 李煜紹博士 地理系 
副教授 

推動大眾對大珠三角地區水
資源的保護與關注－從凝聚
及灌注公民社會力量出發 

此項目旨在鞏固環保組織成員在水資源保護議題的相關知
識，以協助環保組織更有效發揮公民社會的力量，去策劃
及落實不同的教育活動，並借助環保組織的力量來提升公
眾對大珠三角地區的水資源保護的關注。 

社會科學學院 盧佩瑩教授 地理系 
教授 

提升香港的單車安全：青少
年單車培訓項目及其研究 

此項目旨在透過提供青少年單車培訓課程，探討單車培訓
對青少年及其家長在單車安全的態度和駕駛單車的技巧上
的影響，進而推動單車培訓，提升香港的單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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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學院 

 
樓瑋群博士 秀圃老年研究中

心總監； 
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 
副教授 

結合科學與科技提升長者生
命意義：運用移動應用程式
工作坊 

此項目旨在透過「福樂滿心」流動應用程式，向長者推廣
靈性健康的自我評估及自助提升方法。項目將為社區護理
人員提供有關靈性健康的知識及技術培訓，讓他們協助長
者使用相關流動應用程式，提升長者的靈性健康，使有更
豐盛的生活。 

社會科學學院 葉兆輝教授 香港賽馬會防止
自殺研究中心 
總監 

建立關於福祉方面知識交流
的網上平臺 

此項目旨在集合科研、健康與社會服務、政策制定及公衆
等在内的社會各界，建立一個以加強香港市民和社會整體
福祉爲宗旨的知識交流網絡。透過建立不同的網上平台，
提供適時及與個人和社會福祉相關的資訊和知識，鼓勵和
協助各界相互交流和合作，從而使香港市民的福祉得到全
面性的提高。 

傳訊及公共事
務處 

馬妙華女士 傳訊及公共事務
處 
傳訊總監 

有關港大知識交流表現傳媒
報道的數據平台 

此項目旨在支援港大傳媒報道數據平台，收集本地傳媒
（包括報章﹑部分電子傳媒和網上媒體）有關港大的報道，
以供大學管理層、各學院及學者們參考和分析大學的知識
交流表現。 

運動及潛能發
展研究所 

方少萌博士 運動及潛能發展
研究所 
助理教授 

強身健體詠春拳社區推廣計
劃 

此項目旨在透過健體詠春拳訓練，以促進社區長者的身體
健康。項目的跨專業團隊包括物理治療師、護士、醫生及
運動訓練專家，將提供健體詠春拳訓練，監察參加者的身
體健康指標，以及推廣此獨有的詠春運動訓練計劃給廣大
群眾。 

新聞及傳媒研
究中心 

陳婉瑩教授 新聞及傳媒研究
中心 
教授、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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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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及傳媒研
究中心 

 

傅景華博士 新聞及傳媒研究
中心 
副教授 

香港網上新聞資料庫及分析 此項目旨在建立「香港網上新聞資料庫」，並採用一系列
網上工具及網站，向公眾發布。 

圖書館 顧錦明博士 大學圖書館 
助理館長 

關聯數據應用－香港特藏知
識庫 

此項目旨在開發一個支持香港特藏的「知識本體
（ontology）」框架，在利用現有合適的知識本體的同時，
如有需要將加入香港獨特的增補；並實施一個系統原型，
擷取開放的關聯數據（如OCLC的WorldCat 、Dbpedia

等），以便搜索和瀏覽各個特藏。 

圖書館 尹耀全博士 大學圖書館 
副館長 

香港報章創刊號終刋號資料
庫 

此項目旨在建立一個開放獲取的網上香港報紙資料庫，掃
描2,200多份於1842至1996年間在香港出版的報紙創刊號、
特刊及終刊號，供研究人員、歷史學者及普羅大眾使用。 

香港大學美術
博物館 

Florian KNOTHE
博士 

香港大學美術博
物館 
總監 

香港大學保育工作坊 此項目由保育工作組策劃，包括一系列訓練課程，涵蓋了
文化保育諸多方面，專為專家和學術社群而設，匯聚和組
織了許多致力於文化保育的人士。 

發展及校友事
務部 

 

黃珮瑤女士 發展及校友事務
部 
助理總監（校友
事務） 

夢想捕手 此項目旨在透過各類活動、設施及資源如論壇、課程、共
用工作空間、資金和人才等，在社區及香港建立及推動創
新、創意及創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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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蘇德毅先生 大學圖書館 
館長 

香港大學學術庫內研究生的
研究員頁面 

此項目旨在為研究生在香港大學學術庫中建立研究員頁面，
展示學生過往及現在的研究項目、 研究成果及獎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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