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 单位 项目负责人 部门及职位 项目名称 概要 

建筑学院 朱慰先博士 建筑学系 
助理教授 

基健与想像：香港未来之
都，1972-1988 

此项目将举办一个公开展览，介绍1972至1988年间完工的基建工
程，藉此宣传香港基建发展的历史。透过摄影丶模型丶口述历史
丶公众论坛以及学校探访等多种展示和活动形式，希望引起公众
就城市的历史转变以及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更广泛的探
讨和讨论。 

建筑学院 
 

王维仁教授 建筑学系 
教授 

历史建筑与社会触媒：松
阳界首村老街空间保育及
地景与社区改善策略 

浙江界首村是古驿道沿着松阴溪进入松阳平原发展成的街道聚落，
沿着老街由北到南存留大量的历史建筑。此项目旨在对界首的公
共建筑展开「针灸式」的改造和提出使用建议，期望在改善村民
公共空间的同时，也逐渐带动起界首的文化生态旅游，重塑界首
以往的生活形态与文化地理。 

建筑学院 王维仁教授 建筑学系 
教授 

菜园生态村公田与社区空
间改善规划设计 

此项目旨在改善菜园村的社区空间和地理环境，完成生态建村与
有机耕种的理想。项目与村民合作，透过由港大团队提出的规划
策略，将有机耕种与社区空间结合，同时落实菜园分隔规划，协
助修筑灌溉渠道丶座椅和步道等公共设施。 

建筑学院 
 

邓颖博士 房地产及建设系 
讲师 

纪念港岛大潭笃水塘水坝
建成一百周年——跨学科
考古证据一览 

为纪念大潭笃水塘水坝（1917）建成一百周年，此项目将举办主
题展览丶微型纪录片丶知识交流研讨会和导赏游等活动，向公众
展现并诠释一系列水坝建造时期的跨学科考古证据。活动对象包
括1）本港中学师生丶2）水利工程及建筑遗产专家丶相关历史学
者和爱好者丶3）古迹保育及旅游政策决策者和从业员，以及4）
生态游或文化遗产游的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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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高马可教授 文学院 
副院长（外展） 

建立属於文学院的成果影
响力案例图书馆 

此项目旨在收集研究影响力的证据，并为文学院建立成果影响力
案例图书馆，以准备於2020年进行的研究评审工作（RAE）。 

文学院 Olga ZAYTS 
博士 

英文学院 
助理教授 

强化Mind HK：扩展香港
获取精神健康网络信息资
源之途径 

此项目旨在进一步扩大Mind HK网站的影响范围，透过建立多媒体
视频和添加与香港情况相关的资料，为弱势群体和低学历人仕提

供获取精神健康知识的途径，以助改善面临精神健康问题人士的
权益，以及增加这些群体可获取的医疗和社会支援和资源。 

文学院 蔡宽量教授 人文学院教授及
音乐系主任 

《弥赛亚》社区歌咏交流
计划 

此项目是由香港大学音乐系丶声蜚合唱节及港大 Cultural 
Management Office共同筹划的大型社区学习交流计划，汇聚港大
学生丶本地音乐家及公众人士，活动包括一系列的工作坊丶彩排
及讲座，并会於2017年12月李兆基会议中心大会堂举办一场「社
区歌咏」音乐会。 

商學院 David BISHOP 
先生 

商学院 
首席讲师 

Soap Recycling 

Across Asia 
（只有英文版）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Mr Bishop and students from HKU School of 

Business started Asia’s first and largest soap recycling initiative. As that 

initiative has grown, Soap Cycling has become a thought leader in the 

field. This project aims to inform interested actors about the benefits and 

impact of recycling soap, and empowering them to act accordingly. The 

project team hopes to facilitate soap recycling efforts throughout Asia by 

presenting possible social venture models under which soap can be 

collected, processed, and distributed to underprivileged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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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医学院 Michael M. 
BORNSTEIN 
教授 

临床教授 牙科X光：辐射风险的事
实与迷思 

创新科技例如三维影像改善了口腔颌面放射学的诊断能力，但辐
射剂量亦因此大幅提高。此项目旨在增加公众对接触牙科辐射的
相关风险的了解和关注，透过制作资料册及举办论坛和分享会，
向参加者（普罗大众和牙科医科医护人员）宣扬正确资讯及纠正
风险谬误。 

牙醫學院 Michael George 
BOTELHO 
醫生 

臨床副教授 Empowering an NGO to 

deliver tobacco cessation 

and oral cancer awareness 

as part of a general oral 

health program awareness 

among factory workers in 

Tamil Nadu, India 
（只有英文版） 

印度是全球口腔癌症患病率最高的国家，每年仍有75000至80000
个新发病例，这主要是因为烟草的使用。此项目旨在促进印度本
地一间NGO组织有效地向当地工厂工人宣传戒烟和口腔癌症知识
（包括饮食和牙科健康知识），以作为普通口腔健康项目的一部
分。 

牙醫學院 朱振雄教授 臨床教授 透过调查学童与口腔健康
相关的生活质素及改进，
以收集数据评估香港大学
幼儿口腔健康计划对学童
造成的影响 

此项目旨在评估和收集「香港大学幼儿口腔健康计划」对儿童口
腔健康相关生活质素的影响。该计划是一个综合龋病管理计划，
主要通过牙科检查和使用银二胺氟化物以减缓香港学龄前儿童蛀
牙的情况。项目的评估结果可作为加强学校执行幼儿口腔保健计
划的依据，并最终将影响与健康或教育相关的公共法律丶指导方
针或政策。 

牙醫學院 鄭翰聖教授 教授 Empowering school 

teachers to enhance 

awareness of areca 

nut/smokeless tobacco 

related oral cancer 

among school children in 

Sri Lanka（只有英文版） 

Sri Lanka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th the highest incidence 

of oral cancer, and the highest incidence of mortality from oral cancer in 

Sri Lankan population is reported among the adults who are continuous 

users of betel nuts. It is also reported the habits of chewing betel 

nut/smokeless tobacco are picked up at young age. Therefore, this 

project aims to enhance the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among school 

children to prevent addiction to areca nut/smokeless tobacco, and to 

eventual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or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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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医学院 梁耀殷医生 临床副教授 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以流动
牙科诊所持续地为社区提
供外展牙科服务 

此项目旨在评估名为「爱牙洁齿日」的知识交流计划。该计划始
於2014年，目的是要改善香港市民的口腔健康丶牙科常识及个人
保健能力。此项目将透过以下方式达致目标：1）赋予香港医药援
助会之流动牙科诊所技术以提供基本及预防性的口腔卫生保健；2）
向医药援助会的牙科护理团队提供培训；3）评估及总结计划对参
加者的影响，希望藉此提升计划的质素丶成效丶可持续性及可扩
展性。 

牙医学院 卢展民教授 谭华正基金教授
及讲座教授 

教授非政府及非牟利机构
给予老人护理中心提供具
有成本效益的循证外展牙
科护理 

此项目旨在赋予一间非政府非牟利机构（志莲净院医疗部门辖下
牙科服务）技术去为超过60间安老院舍中超过3,000名长者提供具
成本效益的循证外展口腔服务。经培训的外展牙科医生将在安老
院舍提供循证外展口腔服务和口腔护理服务，以及协助提高长者
对认知障碍症的认识。 

牙医学院 Prasanna 
NEELAKANTAN
医生 

临床助理教授 教授非政府组织以改善香
港少数族裔及移民劳工的
口腔健康情况 

此項目旨在向少數族裔及移民勞工提供口腔健康診斷，以改善他
們的牙齒健康及提高他們的口腔健康知識及自理能力，形式包括1）
賦予醫護行者（非政府組織）技術去提供基本口腔保健服務；及2）
透過合作舉辦口腔健康和牙科保健的公衆推廣活動，以加强與醫
護行者、印度協會、巴基斯坦協會和Nepali Social Service Hong 
Kong的合作關係。 

教育学院 贝磊教授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比较教育讲座
教授 

补充教育中的公私合作夥
伴关系：东亚社会的经验
与分享 

此项目将企业丶非牟利机构丶政府丶学校及科研机构滙聚一起，
让他们相互学习和交流，并共同探讨补充教育公私合作夥伴关系
的有利模式。活动包括为期两天的政策论坛，与会者将分享中国
大陆丶香港丶日本及韩国各社会公私合作的不同模式及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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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 朱启华博士 资讯及科技教育
部副教授 

培养阅读测验库及儿童文
学课程中最优异成绩学生
成为未来作家 

为了应付大众对具创造性和有趣的双语儿童故事的需求，此项目
将从完成的优质教育基金（QEF）项目及儿童文学课程中，选出
大约20至40名高绩效学生，以单人或组合形式与项目团队共同撰
写儿童故事。这些故事将结集成电子书，分发给幼稚园和小学学
生，并上载到网络平台。 

教育学院 Magda Nutsa 

KOBAKHIDZE 
博士 

政策丶行政及社
会科学教育部 

助理教授 

缅甸课外补习及教师角色 此项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缅甸办事处及仰光教育大学合作，评
估一项缅甸课外补习研究对当地社区产生的影响，旨在提高缅甸
对课外补习关键问题的重视，并通过学校工作坊，将研究成果反
馈给非学术界团体，包括政策制定者丶教师丶校长丶家长丶缅甸
教师联盟及民间机构。  

工程学院 刘智满教授 计算机科学系 

教授及 

工程学院副院长 

看不到的紫外线辐射 藉着举办「紫外线量度仪设计比赛」，本项目旨在1）加强学生综
合和应用工程及气象学的知识；2）培养他们的创造力丶协作和解
难能力，引发他们对工程学的兴趣；及3）加强大众对紫外线辐射
的关注，更了解紫外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及防御的正确态度。 

工程学院 霍伟栋博士 电机电子工程系
首席讲师丶 

助理院长（外务
关系及知识交流）
及电子学习发展
实验室总监 

电子学习发展实验室的技
术和知识交流对教育界的
影响研究 

此项目旨在收集数据和证据以展示自2010年起，香港大学电子学

习发展实验室在香港丶中国内地及海外电子学习技术的发展丶创
新教学法和建设用户社群各方面的影响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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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学院 陈淑仪女士 法律学系 

首席讲师 

自助住宅租约一站通 此项目旨在为市民大衆提供一款住宅租赁协议范本，这是一份影
响普罗大衆日常生活的重要文件；并指导市民在签订有效租赁协
议时所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支付印花税和注册事宜），让市民
在无需聘用律师的情况下，仍能自行草拟及签订有效住宅租赁协
议。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向社区提供免费法律支援，并促进有关租
赁事宜的知识交流。 

法律学院 张善喻教授 法律学系 

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条约电子
图书馆 

此项目旨在设立一站式全面的资料库，供可搜索适用於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国际公约及协议，为香港市民提供免费的法律资讯。项
目的主要目标是要支持社区及进行知识交流。 

法律学院 凌嘉莲女士 法律学系 

副教授 

儿童问题论坛和香港儿童
及家庭法法律改革 

此项目旨在收集和评估研究和知识交流计划「儿童问题论坛和香
港儿童及家庭法法律改革」所产生的影响的证据。该计划设立了
一个多学科论坛，协助改善儿童权利的政策和香港法律改革的问
题。此项目将通过定量和质量的措施，评估计划对提高公众对儿
童问题意识的有效程度，以及对改变香港儿童和家庭司法制度的
影响和为相关法律政策所带来的改革压力。 

法律学院 胡惠生博士 法律学系 

副教授 

透过体验式学习啓发本地
学校老师对普通法概念及
价值观的了解 

此项目是一个跨学科的先导计划。合作成员包括香港大学法律学
院和社会科学学院的学者及另外两所本地大学的学者。此项目以
本地学校老师为对象，利用体验学习的方式，例如个案讨论丶视
觉媒体丶资深律师的个人分享等，让他们了解香港普通法的制度，
并且提升他们对一般的普通法，以至特定的普通法律价值（例如
公义和平等）的认知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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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 
医学院 

胡钊逸教授 微生物学系 

临床教授及 

系主任 

分享港大为中东呼吸综合
症早期诊断所研发的方法 

此项目旨在向中学生们介绍诊断早期中东呼吸综合症的快速抗原
检测方法，并透过展示相关检测报告丶安排实验室参观访问和进
行讨论互动，以激发中学生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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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患者对颈椎病的知识 此项目旨在增强患者对颈椎病的知识，并向患者提供在手术前需
要知道的资讯，以助决定治疗决策。这些资讯会透过不同媒体或
单张向患者及其家庭分发。 

李嘉诚 
医学院 

周佩馨博士 护理学院 

助理教授 

提升长者对心脏病发病徵
及适当求医行为的认识 

此项目旨在透过简明的短片，提升本港长者对心脏病发病徵及适
当求医行为的认识，从而减少日後长者如遇上心脏病发时延迟入
院的情况。 

李嘉诚 
医学院 

Jay Jung Jae 

LEE 博士 
护理学院 

助理教授（研究） 

新兴烟草替代品的
YouTube视频健康教育 

此项目旨在利用YouTube视频，教育年轻人关於新兴烟草替代品
（包括水烟和电子烟）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和提高相关意识。 

 

李嘉诚 
医学院 

林晶霞博士 护理学院助 

理教授（研究） 

静观其心 思觉其变 此项目旨在以工作坊的形式，教授思觉失调患者及其照顾者用静
观的方法减少压力以及抑郁情绪，帮助他们更好的处理自己的负
面情绪，提高应对情绪的能力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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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 单位 项目负责人 部门及职位 项目名称 概要 

李嘉诚 
医学院 

方少萌博士 公共衞生学院 

助理教授 

儿童动起来：一个促进动
作协调障碍儿童健康和体
适能的运动治疗计划 

此项目旨在通过培训工作坊丶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和YouTube视频，
加强动作协调障碍儿童及其家长对运动和健康的了解，并教授他
们以实证为本的新颖运动。 

李嘉诚 
医学院 

蓝咏德博士 公共衞生学院 

副教授 

帮助妇女选择乳腺癌手术
的网络决策辅助 

乳腺癌有不同的手术治疗选项，这或会引起决策冲突，并为妇女
带来可持续多年的困扰和遗憾。此项目旨在将项目团队编制的决
策辅助小册子转化成网络应用程式，使其能更广泛地被使用，帮
助防止这些问题，并减少与癌症存活相关的痛苦和代价。 

理学院 潘振声博士 物理学系 

首席讲师 

关注光污染的源头和影响 此项目旨在1）建立一个网上平台，展示社区中良好和不良的灯光
装置，推广能减少光污染的灯光装置；2）向本地业馀天文社群分
享影响天文观测的光污染研究；及3）向海外推广由港大技术研发
的Globe at Night － Sky Brightness Monitoring Network项目，

此为一项全球性监测网络，以统一方法测量和研究光污染，实践
国际性的知识交流。 

理学院 谢茂海教授 物理学系 

教授 

构建物理系新的研究成果
影响力案例 

此项目旨在构建物理系新的研究成果影响力案例，专题包括铅吸
附材料丶LED器件以及核安全和核政策。 

理学院 邹国昌教授 生物科学学院 

教授 

构建生物科学学系研究成
果影响力案例 

此项目旨在收集生物科学学系以往的研究成果，从而组织及构建
有效出色的研究成果影响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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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 单位 项目负责人 部门及职位 项目名称 概要 

社会科学 
学院 

郑思雅教授 心理学系 

教授 

针对香港脆弱群体的网络
犯罪受害之了解和预防 

通过开展人口调查和设计循证的预防网络犯罪计划，此项目旨在
展示网络犯罪受害的普遍程度，以及提高公众对本港弱势群体所
遭到的网络犯罪类型的关注。 

社会科学 
学院 

胡晓晴博士 心理学系 

助理教授 

增强学生抗干扰的能力来
提升学习效果 

此项目旨在通过知识手册和认知训练工作坊，传授中学生及其家
长有关注意力和记忆的科学知识，并提高中学生的专注力和抗干
扰的能力，从而可以提升他们的学习效率和保护情绪健康。  

社会科学 
学院 

李馨博士 心理学系 

助理教授 

全城兴「瞓」——社区性
的睡眠健康推广计划 

此项目旨在通过制作关於健康睡眠的网站和教育宣传小册子，以
及在社区内提供公众和学校讲座，帮助公众认识睡眠健康的重要
性，了解常见的睡眠问题和处理方式，向公众推广良好的睡眠卫
生习惯。 

社会科学 
学院 

吴兆文博士 社会工作及社会
行政学系 

副教授 

勤做气功抗疲劳：培训导
师帮助慢性疲劳人士建立
气功锻炼和自我健康管理
的健康生活方式 

此项目旨在为慢性疲劳人士提供有用的网上自我健康管理资讯，
和通过在香港复康会开展一系列气功导师培训课程，帮助推广气
功锻炼，支持慢性疲劳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社会科学 
学院 

Julie HAM 博士 社会学系 

助理教授 

项目名称：周日环保时装：
家佣与「升级再造」设计
师 

此项目将会展出由在港工作家佣Elpie A. Malicsi利用经回收改造

的物料（包括汽水罐盖掩和咖啡滤纸等）所设计和制作的服装。
此服装展览将成为1）可持续性丶2）艺术与时尚丶3）在港家佣的
文化生产，及4）性别与移民等议题的公众参与活动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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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 单位 项目负责人 部门及职位 项目名称 概要 

社会科学 
学院 

汤浩然博士 社会学系 

助理教授 

有关社交媒体与全球化的
高质量中学教学材料的设
计项目——以香港与英国
两地为例 

此项目旨在为香港和英国两地的中学生设计一套创新的教学材料，
以帮助他们了解和探索社交媒体在日常生活与全球化过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及其带来的影响。此教学材料将可以填补香港中学文凭
（HKDSE）通识教育学科的不足，亦可进一步充实英国高级程度
课程（A-Level）社会学学科的教学资源。项目还将藉助社交媒体
作为沟通和传播管道，为香港和英国中学之间的资讯交流和知识
共用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社会科学 
学院 

谢浩麟博士 社会学系 

助理教授 

不流血的觉醒：减少香港
的动物消费 

此项目旨在透过举办素食午餐丶研讨会及烹饪课程，减少本地学
生消费动物。学生和家长可以通过参与此计划，明白如何实行绿
色生活，并了解减少食肉为动物权益丶健康丶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带来的好处。 

社会科学 
学院 

楼玮群博士 副教授及 

香港大学秀圃老
年研究中心总监 

研发「义工协助长者提升
灵性健康计划」实践指引
套装及後援工具包 

此项目旨在编制一套执行「义工协助长者提升灵性健康计划」
（VSAI）的教材和工具包，以及为完成VASI训练的社工或社会服
务人员丶医疗服务人员丶义工等提供持续後援。 

社会科学 
学院 

白景崇教授 教授及 

社会科学研究中
心总监 

香港开放数据试点项目 The proposed project will pilot an “Open Data Institute - 

Hong Kong” (ODI-HK) to assist the Government to become 

more open and transparent and to support the specific 

policy measure of opening more Government data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re 

evidence-based social policy.（只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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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 单位 项目负责人 部门及职位 项目名称 概要 

社会科学 
学院 

叶兆辉教授及 
程绮瑾博士 

教授及 

香港赛马会防止
自杀研究中心 

总监 // 

研究助理教授 

好心地——与全港分享助
人的乐趣 

项目团队在「助人与福祉关系追踪研究」中开发了一个名为「好
心地」的手机应用程式。这应用程式原是用於研究目的，但经传
媒报导後，有不少公众开始下载使用。此项目希望对程式进行优
化，使它更方便普罗大众使用，并藉此机会扩展程式的功能，增
加通过程式与公众分享我们的研究发现的机会。此外，团队亦将
为该程式开设一个脸书页面，以吸引更多人使用该程式。 

教与学促进
中心 

陈嘉玉博士 

 
副教授 发展及推动香港学生全人

发展能力 
此项目旨在让学生参与影视及教学资源的制作，从而协助提升香
港学生的全人发展能力。 

传讯及公共
事务处 

马妙华女士 传讯总监 有关港大知识交流表现传
媒报道的数据平台 

由2009/10开始，港大开设一个有关知识交流表现的传媒报道数据
平台，收集和分类本地传媒有关香港大学的报道，数据结果供大
学管理层丶各学院和学者们参考。 

发展及校友
事务部 

黄佩瑶女士 助理总监 

（校友事务） 

梦想捕手 「梦想捕手」旨在通过各类活动丶设施及资源空间，以启发丶支
援及连结学生丶校友及港大友好人士的创新及创业精神，从而在
社区及香港建立及推动创新丶创意及创业气象。在2017/18学年中，

「梦想捕手」将举办十万元创业种子基金大赛及一系列创业学堂
工作坊，继续建构及推动港大「国际化丶创新性及跨范畴，从而
发挥出影响力」（3+1 Is）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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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 单位 项目负责人 部门及职位 项目名称 概要 

通识教育部 黄志淙博士 通识教育 

助理总监 

香港二十加一 此项目旨在透过放映描绘回归後香港的纪录片，以及与电影工作
者和影评人的深入对话，从而为大众提供额外渠道去重温香港历
史和讨论香港的社会丶经济及文化，并提高他们对纪录片的理解
和赏析。此外，此项目亦会透过一个纪录片师友计划，去纪录年
轻一代眼中的香港当下。 

技术转移处 金信哲博士 技术转移处 

处长 

建立商业方案范本和有关
业务发展的进阶培训 

此项目旨在协助技术转移活动及初创公司的业务发展规划，为他
们提供标准化的指引和规划工具。 

香港大学 
美术博物馆 

罗诺德博士 总监 Arches缅甸分部 此项目将在现有Arches亚洲协作联盟的基础之上，建立发展一套
关於缅甸文化遗产资源及更全面的数据库，尤其聚焦於仰光和蒲
甘。该数据库的目标使用群体为专业研究员丶实地考察历史学家
和保育专家，以及香港大学学生。 

香港大学 
美术博物馆 

 

罗诺德博士 总监 公共教育工作坊 此项目将给予大衆机会在2至3小时的课程中，了解艺术家所运用

的素材和技巧及其创作过程。课程以粤语丶英语及普通话进行，
包括教授基本艺术概念及艺术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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