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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院 朱慰先博士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基健與想像：香港未來之
都，1972-1988 

此項目將舉辦一個公開展覽，介紹1972至1988年間完工的基建工
程，藉此宣傳香港基建發展的歷史。透過攝影、模型、口述歷史、
公眾論壇以及學校探訪等多種展示和活動形式，希望引起公眾就
城市的歷史轉變以及未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進行更廣泛的探討
和討論。 

建築學院 

 

王維仁教授 建築學系 

教授 

歷史建築與社會觸媒：松
陽界首村老街空間保育及
地景與社區改善策略 

浙江界首村是古驛道沿著松陰溪進入松陽平原發展成的街道聚落，
沿著老街由北到南存留大量的歷史建築。此項目旨在對界首的公
共建築展開「針灸式」的改造和提出使用建議，期望在改善村民
公共空間的同時，也逐漸帶動起界首的文化生態旅遊，重塑界首
以往的生活形態與文化地理。 

建築學院 

 

王維仁教授 建築學系 

教授 

菜園生態村公田與社區空
間改善規劃設計 

此項目旨在改善菜園村的社區空間和地理環境，完成生態建村與
有機耕種的理想。項目與村民合作，透過由港大團隊提出的規劃
策略，將有機耕種與社區空間結合，同時落實菜園分隔規劃，協
助修築灌溉渠道、座椅和步道等公共設施。 

建築學院 

 

鄧穎博士 房地產及建設系 

講師 

紀念港島大潭篤水塘水壩
建成一百週年——跨學科
考古證據一覽 

為紀念大潭篤水塘水壩（1917）建成一百週年，此項目將舉辦主
題展覽、微型紀錄片、知識交流研討會和導賞遊等活動，向公眾
展現並詮釋一系列水壩建造時期的跨學科考古證據。活動對象包
括1）本港中學師生、2）水利工程及建築遺產專家、相關歷史學
者和愛好者、3）古蹟保育及旅遊政策決策者和從業員，以及4）
生態遊或文化遺產遊的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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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高馬可教授 文學院 

副院長（外展） 

建立屬於文學院的成果影
響力案例圖書館 

此項目旨在收集研究影響力的證據，並為文學院建立成果影響力
案例圖書館，以準備於2020年進行的研究評審工作（RAE）。 

文學院 Olga ZAYTS 
博士 

英文學院 

助理教授 

強化Mind HK：擴展香港
獲取精神健康網絡信息資
源之途徑 

此項目旨在進一步擴大Mind HK網站的影響範圍，透過建立多媒
體視頻和添加與香港情況相關的資料，為弱勢群體和低學歷人仕
提供獲取精神健康知識的途徑，以助改善面臨精神健康問題人士
的權益，以及增加這些群體可獲取的醫療和社會支援和資源。 

文學院 蔡寬量教授 人文學院教授及
音樂系主任 

《彌賽亞》社區歌詠交流
計劃 

此項目是由香港大學音樂系、聲蜚合唱節及港大Cultural 

Management Office共同籌劃的大型社區學習交流計劃，匯聚港
大學生、本地音樂家及公眾人士，活動包括一系列的工作坊、綵
排及講座，並會於2017年12月李兆基會議中心大會堂舉辦一場
「社區歌詠」音樂會。 

商學院 David BISHOP 
先生 

商學院 

首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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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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學院 Michael M. 

BORNSTEIN 
教授 

臨床教授 牙科X光：輻射風險的事
實與迷思 

創新科技例如三維影像改善了口腔頜面放射學的診斷能力，但輻
射劑量亦因此大幅提高。此項目旨在增加公眾對接觸牙科輻射的
相關風險的了解和關注，透過製作資料冊及舉辦論壇和分享會，
向參加者（普羅大眾和牙科醫科醫護人員）宣揚正確資訊及糾正
風險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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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每年仍有75000至80000

個新發病例，這主要是因為煙草的使用。此項目旨在促進印度本
地一間NGO組織有效地向當地工廠工人宣傳戒煙和口腔癌症知識
（包括飲食和牙科健康知識），以作為普通口腔健康項目的一部
分。 

牙醫學院 朱振雄教授 臨床教授 透過調查學童與口腔健康
相關的生活質素及改進，
以收集數據評估香港大學
幼兒口腔健康計劃對學童
造成的影響 

此項目旨在評估和收集「香港大學幼兒口腔健康計劃」對兒童口
腔健康相關生活質素的影響。該計劃是一個綜合齲病管理計劃，
主要通過牙科檢查和使用銀二胺氟化物以減緩香港學齡前兒童蛀
牙的情況。項目的評估結果可作為加強學校執行幼兒口腔保健計
劃的依據，並最終將影響與健康或教育相關的公共法律、指導方
針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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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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學院 梁耀殷醫生 臨床副教授 與非政府組織合作以流動
牙科診所持續地為社區提
供外展牙科服務 

此項目旨在評估名為「愛牙潔齒日」的知識交流計劃。該計劃始
於2014年，目的是要改善香港市民的口腔健康、牙科常識及個人
保健能力。此項目將透過以下方式達致目標：1）賦予香港醫藥援
助會之流動牙科診所技術以提供基本及預防性的口腔衛生保健；2）
向醫藥援助會的牙科護理團隊提供培訓；3）評估及總結計劃對參
加者的影響，希望藉此提升計劃的質素、成效、可持續性及可擴
展性。 

牙醫學院 盧展民教授 譚華正基金教授
及講座教授 

教授非政府及非牟利機構
給予老人護理中心提供具
有成本效益的循證外展牙
科護理 

此項目旨在賦予一間非政府非牟利機構（志蓮淨院醫療部門轄下
牙科服務）技術去為超過60間安老院舍中超過3,000名長者提供具
成本效益的循證外展口腔服務。經培訓的外展牙科醫生將在安老
院舍提供循證外展口腔服務和口腔護理服務，以及協助提高長者
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 

牙醫學院 Prasanna 

NEELAKANTAN
醫生 

臨床助理教授 教授非政府組織以改善香
港少數族裔及移民勞工的
口腔健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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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院 貝磊教授 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比較教育講座
教授 

補充教育中的公私合作夥
伴關係：東亞社會的經驗
與分享 

此項目將企業、非牟利機構、政府、學校及科研機構滙聚一起，
讓他們相互學習和交流，並共同探討補充教育公私合作夥伴關係
的有利模式。活動包括為期兩天的政策論壇，與會者將分享中國
大陸、香港、日本及韓國各社會公私合作的不同模式及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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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朱啟華博士 資訊及科技教育
部副教授 

培養閱讀測驗庫及兒童文
學課程中最優異成績學生
成為未來作家 

為了應付大眾對具創造性和有趣的雙語兒童故事的需求，此項目
將從完成的優質教育基金（QEF）項目及兒童文學課程中，選出
大約20至40名高績效學生，以單人或組合形式與項目團隊共同撰
寫兒童故事。這些故事將結集成電子書，分發給幼稚園和小學學
生，並上載到網絡平台。 

教育學院 Magda Nutsa 

KOBAKHIDZE 
博士 

政策、行政及社
會科學教育部 

助理教授 

緬甸課外補習及教師角色 此項目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緬甸辦事處及仰光教育大學合作，評
估一項緬甸課外補習研究對當地社區產生的影響，旨在提高緬甸
對課外補習關鍵問題的重視，並通過學校工作坊，將研究成果反
饋給非學術界團體，包括政策制定者、教師、校長、家長、緬甸
教師聯盟及民間機構。  

工程學院 劉智滿教授 計算機科學系 

教授及 

工程學院副院長 

看不到的紫外線輻射 藉着舉辦「紫外線量度儀設計比賽」，本項目旨在1）加強學生綜
合和應用工程及氣象學的知識；2）培養他們的創造力、協作和解
難能力，引發他們對工程學的興趣；及3）加強大眾對紫外線輻射
的關注，更了解紫外線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及防禦的正確態度。 

工程學院 霍偉棟博士 電機電子工程系
首席講師、 

助理院長（外務
關係及知識交流）
及電子學習發展
實驗室總監 

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的技
術和知識交流對教育界的
影響研究 

此項目旨在收集數據和證據以展示自2010年起，香港大學電子學
習發展實驗室在香港、中國內地及海外電子學習技術的發展、創
新教學法和建設用戶社群各方面的影響或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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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 陳淑儀女士 法律學系 

首席講師 

自助住宅租約一站通 此項目旨在為市民大衆提供一款住宅租賃協議範本，這是一份影
響普羅大衆日常生活的重要文件；並指導市民在簽訂有效租賃協
議時所需要注意的事項（包括支付印花稅和註冊事宜），讓市民
在無需聘用律師的情況下，仍能自行草擬及簽訂有效住宅租賃協
議。項目的主要目標是向社區提供免費法律支援，並促進有關租
賃事宜的知識交流。 

法律學院 張善喻教授 法律學系 

教授 

香港特別行政區條約電子
圖書館 

此項目旨在設立一站式全面的資料庫，供可搜索適用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國際公約及協議，為香港市民提供免費的法律資訊。項
目的主要目標是要支持社區及進行知識交流。 

法律學院 

 

凌嘉蓮女士 法律學系 

副教授 

兒童問題論壇和香港兒童
及家庭法法律改革 

此項目旨在收集和評估研究和知識交流計劃「兒童問題論壇和香
港兒童及家庭法法律改革」所產生的影響的證據。該計劃設立了
一個多學科論壇，協助改善兒童權利的政策和香港法律改革的問
題。此項目將通過定量和質量的措施，評估計劃對提高公眾對兒
童問題意識的有效程度，以及對改變香港兒童和家庭司法制度的
影響和為相關法律政策所帶來的改革壓力。 

法律學院 

 

胡惠生博士 法律學系 

副教授 

透過體驗式學習啓發本地
學校老師對普通法概念及
價值觀的了解 

此項目是一個跨學科的先導計劃。合作成員包括香港大學法律學
院和社會科學學院的學者及另外兩所本地大學的學者。此項目以
本地學校老師為對象，利用體驗學習的方式，例如個案討論、視
覺媒體、資深律師的個人分享等，讓他們了解香港普通法的制度，
並且提升他們對一般的普通法，以至特定的普通法律價值（例如
公義和平等）的認知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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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 
醫學院 

胡釗逸教授 微生物學系 

臨床教授及 

系主任 

分享港大為中東呼吸綜合
症早期診斷所研發的方法 

此項目旨在向中學生們介紹診斷早期中東呼吸綜合症的快速抗原
檢測方法，並透過展示相關檢測報告、安排實驗室參觀訪問和進
行討論互動，以激發中學生們對科學研究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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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強患者對頸椎病的知識 此項目旨在增強患者對頸椎病的知識，並向患者提供在手術前需
要知道的資訊，以助決定治療決策。這些資訊會透過不同媒體或
單張向患者及其家庭分發。 

李嘉誠 
醫學院 

周珮馨博士 

 
護理學院 

助理教授 

提升長者對心臟病發病徵
及適當求醫行為的認識 

此項目旨在透過簡明的短片，提升本港長者對心臟病發病徵及適
當求醫行為的認識，從而減少日後長者如遇上心臟病發時延遲入
院的情況。 

李嘉誠 
醫學院 

Jay Jung Jae 

LEE 博士 
護理學院 

助理教授（研究） 

新興煙草替代品的

YouTube視頻健康教育 
此項目旨在利用YouTube視頻，教育年輕人關於新興煙草替代品
（包括水煙和電子煙）對健康的負面影響，和提高相關意識。 

李嘉誠 
醫學院 

林晶霞博士 護理學院助 

理教授（研究） 

靜觀其心 思覺其變 此項目旨在以工作坊的形式，教授思覺失調患者及其照顧者用靜
觀的方法減少壓力以及抑鬱情緒，幫助他們更好的處理自己的負
面情緒，提高應對情緒的能力和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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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 
醫學院 

方少萌博士 公共衞生學院 

助理教授 

兒童動起來：一個促進動
作協調障礙兒童健康和體
適能的運動治療計劃 

此項目旨在通過培訓工作坊、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和YouTube視頻，
加強動作協調障礙兒童及其家長對運動和健康的了解，並教授他
們以實証為本的新穎運動。 

李嘉誠 
醫學院 

藍詠德博士 公共衞生學院 

副教授 

幫助婦女選擇乳腺癌手術
的網絡決策輔助 

乳腺癌有不同的手術治療選項，這或會引起決策衝突，並為婦女
帶來可持續多年的困擾和遺憾。此項目旨在將項目團隊編制的決
策輔助小冊子轉化成網絡應用程式，使其能更廣泛地被使用，幫
助防止這些問題，並減少與癌症存活相關的痛苦和代價。 

理學院 潘振聲博士 物理學系 

首席講師 

關注光污染的源頭和影響 此項目旨在1）建立一個網上平台，展示社區中良好和不良的燈光
裝置，推廣能減少光污染的燈光裝置；2）向本地業餘天文社群分
享影響天文觀測的光污染研究；及3）向海外推廣由港大技術研發
的Globe at Night – Sky Brightness Monitoring Network項目，
此為一項全球性監測網絡，以統一方法測量和研究光污染，實踐
國際性的知識交流。 

理學院 謝茂海教授 物理學系 

教授 

構建物理系新的研究成果
影響力案例 

此項目旨在構建物理系新的研究成果影響力案例，專題包括鉛吸
附材料、LED器件以及核安全和核政策。 

理學院 鄒國昌教授 生物科學學院 

教授 

構建生物科學學系研究成
果影響力案例 

此項目旨在收集生物科學學系以往的研究成果，從而組織及構建
有效出色的研究成果影響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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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 
學院 

鄭思雅教授 心理學系 

教授 

針對香港脆弱群體的網絡
犯罪受害之了解和預防 

通過開展人口調查和設計循證的預防網絡犯罪計劃，此項目旨在
展示網絡犯罪受害的普遍程度，以及提高公眾對本港弱勢群體所
遭到的網絡犯罪類型的關注。 

社會科學 
學院 

胡曉晴博士 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增強學生抗干擾的能力來
提升學習效果 

此項目旨在通過知識手冊和認知訓練工作坊，傳授中學生及其家
長有關注意力和記憶的科學知識，並提高中學生的專注力和抗干
擾的能力，從而可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效率和保護情緒健康。  

社會科學 
學院 

李馨博士 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全城興「瞓」——社區性
的睡眠健康推廣計劃 

此項目旨在通過製作關於健康睡眠的網站和教育宣傳小冊子，以
及在社區內提供公眾和學校講座，幫助公眾認識睡眠健康的重要
性，了解常見的睡眠問題和處理方式，向公眾推廣良好的睡眠衛
生習慣。 

社會科學 
學院 

吳兆文博士 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 

副教授 

勤做氣功抗疲勞：培訓導
師幫助慢性疲勞人士建立
氣功鍛煉和自我健康管理
的健康生活方式 

此項目旨在為慢性疲勞人士提供有用的網上自我健康管理資訊，
和通過在香港復康會開展一系列氣功導師培訓課程，幫助推廣氣
功鍛煉，支持慢性疲勞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社會科學 
學院 

Julie HAM 博士 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項目名稱：週日環保時裝：
家傭與「升級再造」設計
師 

此項目將會展出由在港工作家傭Elpie A. Malicsi利用經回收改造
的物料（包括汽水罐蓋掩和咖啡濾紙等）所設計和製作的服裝。
此服裝展覽將成為1）可持續性、2）藝術與時尚、3）在港家傭的
文化生產，及4）性別與移民等議題的公眾參與活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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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 
學院 

湯浩然博士 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有關社交媒體與全球化的
高質量中學教學材料的設
計項目——以香港與英國
兩地為例 

此項目旨在為香港和英國兩地的中學生設計一套創新的教學材料，
以幫助他們瞭解和探索社交媒體在日常生活與全球化過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及其帶來的影響。此教學材料將可以填補香港中學文憑
（HKDSE）通識教育學科的不足，亦可進一步充實英國高級程度
課程（A-Level）社會學學科的教學資源。項目還將藉助社交媒體
作為溝通和傳播管道，為香港和英國中學之間的資訊交流和知識
共用創造更多的機會和可能。 

社會科學 
學院 

謝浩麟博士 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不流血的覺醒：減少香港
的動物消費 

此項目旨在透過舉辦素食午餐、研討會及烹飪課程，減少本地學
生消費動物。學生和家長可以通過參與此計劃，明白如何實行綠
色生活，並了解減少食肉為動物權益、健康、環保和可持續發展
帶來的好處。 

社會科學 
學院 

樓瑋群博士 副教授及 

香港大學秀圃老
年研究中心總監 

研發「義工協助長者提升
靈性健康計劃」實踐指引
套裝及後援工具包 

此項目旨在編制一套執行「義工協助長者提升靈性健康計劃」
（VSAI）的教材和工具包，以及為完成VASI訓練的社工或社會服
務人員、醫療服務人員、義工等提供持續後援。 

社會科學 
學院 

白景崇教授 教授及 

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總監 

香港開放數據試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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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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 
學院 

葉兆輝教授及 
程綺瑾博士 

教授及 

香港賽馬會防止
自殺研究中心 

總監 // 

研究助理教授 

好心地——與全港分享助
人的樂趣 

項目團隊在「助人與福祉關係追踪研究」中開發了一個名為「好
心地」的手機應用程式。這應用程式原是用於研究目的，但經傳
媒報導後，有不少公眾開始下載使用。此項目希望對程式進行優
化，使它更方便普羅大眾使用，並藉此機會擴展程式的功能，增
加通過程式與公眾分享我們的研究發現的機會。此外，團隊亦將
為該程式開設一個臉書頁面，以吸引更多人使用該程式。 

教與學促進
中心 

陳嘉玉博士 

 
副教授 發展及推動香港學生全人

發展能力 
此項目旨在讓學生參與影視及教學資源的製作，從而協助提升香
港學生的全人發展能力。 

傳訊及公共
事務處 

馬妙華女士 傳訊總監 有關港大知識交流表現傳
媒報道的數據平台 

由2009/10開始，港大開設一個有關知識交流表現的傳媒報道數據
平台，收集和分類本地傳媒有關香港大學的報道，數據結果供大
學管理層、各學院和學者們參考。 

發展及校友
事務部 

黃珮瑤女士 助理總監 

（校友事務） 

夢想捕手 「夢想捕手」旨在通過各類活動、設施及資源空間，以啟發、支
援及連結學生、校友及港大友好人士的創新及創業精神，從而在
社區及香港建立及推動創新、創意及創業氣象。在2017/18學年中，
「夢想捕手」將舉辦十萬元創業種子基金大賽及一系列創業學堂
工作坊，繼續建構及推動港大「國際化、創新性及跨範疇，從而
發揮出影響力」（3+1 Is）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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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部 黃志淙博士 通識教育 

助理總監 

香港二十加一 此項目旨在透過放映描繪回歸後香港的紀錄片，以及與電影工作
者和影評人的深入對話，從而為大眾提供額外渠道去重溫香港歷
史和討論香港的社會、經濟及文化，並提高他們對紀錄片的理解
和賞析。此外，此項目亦會透過一個紀錄片師友計劃，去紀錄年
輕一代眼中的香港當下。 

技術轉移處 金信哲博士 技術轉移處 

處長 

建立商業方案範本和有關
業務發展的進階培訓 

此項目旨在協助技術轉移活動及初創公司的業務發展規劃，為他
們提供標準化的指引和規劃工具。 

香港大學 
美術博物館 

羅諾德博士 總監 Arches緬甸分部 此項目將在現有Arches亞洲協作聯盟的基礎之上，建立發展一套
關於緬甸文化遺產資源及更全面的數據庫，尤其聚焦於仰光和蒲
甘。該數據庫的目標使用群體為專業研究員、實地考察歷史學家
和保育專家，以及香港大學學生。 

香港大學 
美術博物館 

羅諾德博士 總監 公共教育工作坊 此項目將給予大衆機會在2至3小時的課程中，瞭解藝術家所運用
的素材和技巧及其創作過程。課程以粵語、英語及普通話進行，
包括教授基本藝術概念及藝術欣賞。 

第十二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