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 单位 项目负责人 部门及职位 项目名称 概要 

建筑学院 彭文辉先生 建筑学系 
助理教授 

都市天台耕作网络 香港现约有50个天台农庄，但它们大多分开运作。此项目
旨在建立一个网络平台，以联系香港各个天台农庄。团队
将纪录现况，鼓励各方分享成功经验，并藉此争取政府的
支持，同时向大厦业主推广天台耕作，建立健康社区生活。 

建筑学院 

 

王维仁教授 建筑学系 
教授 

尼泊尔社区传统寺庙建筑设
计营造 

此项目旨在与尼泊尔工匠合作，将团队於加德满都世界木
文化论坛上，初步建造的一座木结构的神庙建筑，进一步
完善设计与营建，并配合成为社区展示，推广木建筑文化，
及供居民和僧侣使用，也以此帮助当地工匠延续他们古老
的木结构建筑技术。 

建筑学院 王维仁教授 建筑学系 
教授 

菜园生态村环境景观与公共
空间改善设计与营造 

此项目旨在与菜园村村民合作，改善菜园村搬迁後的建筑
环境，透过港大师生的设计策略，完成规划村内的生态建
设及公共社区空间，兴建公共广场丶亭子丶行人路和有机
耕种的公田等。 

文学院 朱耀伟教授 现代语言及文化
学院 
教授 

香港关键词：再造香港文化 此项目旨在鼓励香港中学生透过创作展现本土文化的关键
词，引发共鸣，思考香港文化的特色。项目将举办工作坊，
让学生探究香港日常生活背後的文化及历史基础，并举行
创作比赛，让学生以文字丶照片及或短片形式，构思具有
本土文化特色的关键词。 

文学院 

 
Peter 

CROSTHWAITE

博士 

应用英语中心 
助理教授 

「语言大数据」入门－HKU 

CorpusMate 

此项目旨在为香港英语使用者开发一个线上及适用於流动
装置的双语语料库培训套装。除了语料库，此套装还包括
一套网上课程，示范及鼓励如何使用语料库，作为传统字
典或翻译网站以外的语言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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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李芳琼博士 应用英语中心 
副教授 

自动化内容回馈和英语写作 此项目旨在向大众，尤其是中三至中六学生，推广运用文
章自动化内容回馈系统（Essay Critiquing System; ECS）
来辅助英语文章写作；并与英语专业人仕，如英文老师，
分享最新的电脑辅助写作技术的研究和教学。团队将於本
港多间学校举行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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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项目旨在向大众推广德语及德国文化。团队将为中学生
推行一系列公众活动，例如语言及文化工作坊，亦会於港
大校园举办「German Fun Day」，提供平台让参与的学
生相互以德语交流经验及心得。 

文学院 

 

林丽素博士 英文学院 
副教授 

香港少数民族语言网：更大
的概念丶更广泛的议题 

此项目旨在为《香港少数民族语言网》（http://linguistic

minorities.hk/）建立资源，将香港少数民族的语言学现况
放在不同的全球议题上，例如移民丶教育丶健康丶社会公
义和可持续发展等。团队将到不同学校举办讲座和活动，
启发青少年对这些社会议题作正面和多角度的回应。 

文学院 

 

吴雅珊博士 中文学院 
助理教授 

传译资源网－手机应用程式
版 

本项目旨在持续发展及强化《传译资源网》网站（www.in

terpreting.hku.hk），增添关於传译的最新资讯及更新中
英双语的时事词汇，同时开发手机应用程式，方便用家及
迎合更多不同的需求。 

文学院 

 

Olga ZAYTS博士
及潘汉光先生 

英文学院 
助理教授 // 
中文学院 
副教授 

心灵香港：发展香港心灵健
康一站式网路资源平台 

本项目旨在发展一个一站式汉英双语网路资源平台，用於
宣传心灵健康知识和面临心灵健康问题人士的权益，以及
该群体可获取的医疗和社会支授资源。项目将采取「病人
到病人」的方式，向数个目标群体传达易懂易用丶全面丶
高质和可靠的健康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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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工商管
理学院 

David BISHOP 
先生 

商学院 
首席讲师 

Business Ethics, Social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sia（只有英文版） 

 

The project aims to educate the business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next generation of business leaders, concerning 

business ethics, social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seminars, a dynamic website, short 

articles (both print and social media), and other educational 

media so that meaningful change can be brought to 

businesses in Asia.（只有英文版） 

牙医学院 朱振雄教授 临床教授 评估香港大学幼儿口腔健康
计划对幼稚园丶幼儿及其家
长的的影响及其扩展可行性 

此项目旨在评估「香港大学幼儿口腔健康计划」的影响力。
此计划始於2010年，目的是改善口腔健康教育及减缓香港
幼儿蛀牙情况恶化。评估结果可作为其他口腔健康计划在
设计和推行上的参考，并期望可以影响有关香港及其他国
家之幼儿口腔健康的法律丶方针丶服务及政策。 

牙医学院 何经纶医生 临床助理教授 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从
而增强牙科知识交流活动在
社区的影响力，以提高市民
的口腔健康水平 

此项目旨在增援香港医药援助会的流动牙科诊所团队，协
助其在在四个不同地区提供初步口腔保健服务；并与其紧
密合作，加强与区议员联系，透过多方合作举办社区活动，
帮助更多弱势社群。 

牙医学院 郑翰圣教授 教授 传授斯里兰卡本地非政府组
织如何在口腔癌高危人群中
进行口腔癌症的预防 

斯里兰卡是世界上口腔癌高发的主要国家之一，而其中最
高死亡率的是常嚼槟榔的茶园工人。此项目旨在提高斯里
兰卡茶园工人对口腔癌病因的认识和预访，为当地护理人
员提供专业培训，并为高危人群提供持续的口腔健康教育
和筛查服务。 

牙医学院 梁超敏医生 临床副教授 传递口腔保健知识至居港少
数族裔长者 

此项目旨在为居港南亚裔长者提供口腔健康知识及提升他
们的口腔健康意识，从而改善他们的牙齿健康，预防牙齿
疾病。团队将举办口腔健康展览丶老年牙病主题演讲和谘
询，及自我保健培训，还会提供免费口腔和牙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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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医学院 梁超敏医生 临床副教授 教授非政府及非牟利机构有
关认知障碍症患者的口腔护
理方法，让知识传授至患者
及其护理者 

此项目旨在协助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推广失智症及於他们
的长者护理中心提供口腔护理。团队将为中心职员及护理
员提供有关失智症及认知障碍症口腔卫生护理的训练，并
与协会合办推广口腔健康的活动。 

牙医学院 徐杰汉博士 助理教授 为香港牙医「专业品评牙科
产品」 

此项目旨在客观评估及测试市面上的牙科产品，为本港执
业牙医提供以人为本丶公正丶合理丶具临床相关性和科学
上可靠的专业和专家意见。评估结果将发布在三本专业期
刊和网站上，给予本港注册牙医浏览。 

教育学院 陈文琪博士 言语及听觉科学
部 
助理教授 

讲多D食多D吞咽和沟通障碍
工作坊 

此项目与啬色园合作，旨在改善长者的沟通和吞咽技巧。
团队将提供治疗，和为长者及护理人员举行工作坊，提升
他们对吞咽和沟通障碍的认识及处理技巧。另外还会开发
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供市民及高危人士使用。 

 

教育学院 朱启华博士 资讯及科技教育
部 
副教授 

透过在线社区教育香港丶中
国内地和世界各地家长培养
儿童的阅读习惯和发展阅读
能力 

此项目旨在透过各媒体平台，包括 Facebook专页丶
YouTube频道丶书籍丶报章栏目和电视节目，教育香港丶

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地家长如何有效帮助孩子养成阅读习惯
和发展阅读能力。 

教育学院 刘鹏博士 政策丶行政及社
会科学教育部 
助理教授 

评价中国薄弱学校中名师工
作坊对於教师专业发展的影
响 

此项目旨在协助重庆薄弱学校的校长举办名师工作坊，并
评估工作坊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这些学校的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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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 马佩雯博士 言语及听觉科学
部 
副教授 

校园声线绿化计划 此项目旨在向同学丶家长及老师传递有关学童声线问题的
资讯，加强他们对保护声线健康的认知。团队将举办一连
串学校活动丶工作坊及讲座，为家长及教师提供培训，让
他们明白成为健康之「声」所担任的角色及方法。 

教育学院 

 

莫雅慈博士 数理教育部 
副教授 

丰富任务（初中数学） The project aims to promote the pedagogical model of rich 

tasks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in local junior secondary mathematics 

classrooms by hosting training workshops to secondary 

teachers on train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rich tasks.（只有英文版） 

工程学院 霍伟栋博士 电机电子工程系 
首席讲师 

Knowledge Exchange  

on Robotic and 

programming for STEM 

education（只有英文版） 

The project aims to disseminate the knowledge on 

mathematics,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robotic to local 

students. Around 100 underprivileged students will be invited 

to attend training workshops to learn and gain hands-on 

experience on new technology using the e-learning course 

materials developed by the e-Learning Development 

Laboratory.（只有英文版） 

工程学院 刘智满教授 计算机科学系 
教授 

香港有地震？ 藉着举办「地震探测器设计比赛」，以及讲座丶工作坊和
考察活动，此项目旨在给予中小学师生以至大众关於地震
的知识，以及提升他们对工程学及气象／海洋学仪器的兴
趣；及唤起大众对自然灾害的关注关注，以提高警觉及有
所准备。 

法律学院 戴耀廷先生 法律学系 
副教授 

高中试後法治教育讲座 此项目旨在透过教授高中学生与法律相关的概念，加强新
一代年青人的法律知识。团队将训练港大法律系学生，然
後於本港十至十二间中学向至少二千名学生进行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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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学院 Amanda 

WHITFORT女士 

法律专业学系 
副教授 

Wildlife Crime: Knowledge 

Transfer for Informed 

Sentencing（只有英文版） 

The project aims to assist informed sentencing for wildlife 

offences in Hong Kong by providing prosecutors with reliable 

data, for use at trial, assessing the ecological and 

conservation impact of offences on target species, both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只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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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项目将为小学五丶六年级学生举办名为「港大流感小博
士」的两小时活动，旨在增加学生对人体呼吸系统的基本
了解，让他们认识流感病毒的传播途径，还有引发他们对
生物医学的兴趣，以及促进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李嘉诚医学院 周佩馨博士 护理学院 
助理教授 

促进香港长者减少钠摄取量 此项目旨在透过有互动元素的健康讲座，以提升和增进本
港长者对减少摄取钠的关注及知识。 

李嘉诚医学院 张正龙博士 药理及药剂学系 
助理教授 

基因医学解码（二）：精准
医疗 

此项目旨在设计一套手机应用程式及举办一系列公开研讨
会和培训，以提高药剂师及公众对精准医疗的认识与了解。 

李嘉诚医学院 何文英博士 生物医学学院 
讲师 

带你玩转生物医学大观园 此项目将为弱势中学生举办为期一星期的夏令营，使他们
发现探索科学的乐趣，及了解到生物医学是如何与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活动亦有助开拓青少年对科普有更广阔的国
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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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医学院 

 

叶启明医生 公共卫生学院 
临床助理教授 

幼童传染病防御 －公共卫生
习惯推广计划 

此项目旨在扩展现有的健康推广计划，在不同网络平台发
布学习视频，以提高幼稚园（高班丶5-6歳）及小学学童
（小一至小二丶6-8歳）对预防常见传染病的健康理念和卫
生措施。 

李嘉诚医学院 邝霭慧医生 外科学系 
临床副教授 

乳健之旅 此项目旨在开发首个关於乳癌治疗历程的手机应用程式，
以助乳癌病人及其照顾者了解整个乳癌治疗时间表，从而
减低不确定性所引起的不安及压力，及加强病人对治疗／
监察进度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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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与本地非牟利组织机构合作，此项目旨在为中风偏瘫
病人的亲属或护理者举办一系列的免费中医推拿手法训练
工作坊，从而提高护理水平，促进偏瘫病人的康复。 

李嘉诚医学院 胡钊逸教授 微生物学系 
临床教授 

香港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 此项目旨在向中学生介绍检测冠状病毒的方法和相关报告，
以及安排实验室参观访问和互动讨论，以激发中学生们对
科学研究的兴趣。 

理学院 Timothy C. 

BONEBRAKE 
博士 

生物科学学院 
助理教授 

一个整合的保育取证手段：
通过技术，分析和教育来减
少全球野生动物贸易 

此项目将验证及整合港大在过去丶现在及将来在保育取证
和减少野生动物贸易的先导经验和成果。项目将设立一个
网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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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 Aleksandra B. 

DJURIŠIĆ教授 

 

物理学系 
教授 

构建物理系研究成果影响力
案例 

此项目旨在收集和整理港大物理系以往的研究成果，从而
组织及构建有效出色的研究成果影响力案例。 

 

 

 

 

理学院 

 

潘振声博士 物理学系 
首席讲师 

社区光污染教育公众路演 此项目将透过在公共空间进行路演和参与香港科学馆举办
的年度「香港科学节」，教育公众光污染对环境的影响；
亦会建立一个试验性质的网上平台，展示社区中良好和不
良的灯光装置，让公众了解如何适宜使用灯光；还有向海
外推广港大研发的「Globe at Night – Sky Brightness 

Monitoring Network」项目。 

社会科学学院 郑思雅教授 心理学系 
教授 

认真玩乐高效工作：一个实
证为本的体验计划以提升中
港两地员工之决策及团队工
作成效 

本项目旨在为中港两地中小企业员工在工作环境提供实证
为本的工作坊，以促进创造力和正面思维，并建立团队精
神，还有训练中小企培训师如何推行「内部」辅导计划，
亦会建立最佳实践准则以供其他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和培训
师遵循。 

社会科学学院 

 

周燕雯博士 社会工作及社会
行政学系 
副教授 

重织爱·念·情：创新善别辅导 此计划旨在协助丧亲者运用创新和艺术的方式去处理哀痛，
并透过举办培训工作坊丶艺术展览丶公开讲座和派发宣传
小册子，以加强社会大众对不同处理哀悼方式的认识。 

社会科学学院 徐永德博士 社会工作及社会
行政学系 
副教授 

促进中国社工的专业效能 －
香港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的
协作计划 

此项目旨在利用新制订的专业社工能力量表，以促进中国
社工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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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院 Julie HAM博士 社会学系 
助理教授 

视觉呈现移民女工的声音 此项目是由各地移民女工筹办的共享媒体计划，她们来自
荷兰丶尼泊尔丶台湾丶印尼和香港，旨在显示本港移民和
非移民社群的社会及文化意义，亦希望为本地从事人权丶
移民权利及妇女权利的各非政府组织带来正面影响。除展
览外，计划活动还包括公开座谈会和工作坊。 

社会科学学院 何天虹教授 社会工作及社会
行政学系 
教授 

 

 

「关爱身心灵」长者照顾者
支援计划 

此项目旨在以工作坊的形式培训「关爱大使」及义工团队，
教授以实证为本的身心灵整全健康和相关知识。在项目团
队的协助下，参与计划的大使及义工将会参与社区服务，
向区内居住或院舍居住的长者推广整全健康。 

社会科学学院 

 

李馨博士 心理学系 
助理教授 

让孩童做个安睡小天使 － 协
助家长改善自闭症孩童睡眠
的教育计划 

此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关於睡眠健康的网站和制作教育手册，
以推广睡眠卫生，及传授儿童睡眠问题的实用知识和建议，
从而帮助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去认识和学会处理在自闭症儿
童中常见的睡眠问题。 

社会科学学院 

 

黄培烽博士 社会学系 
讲师 

促进可持续社区发展：纪录
及分享香港大学与薄扶林村
的近期合作的策略及实践 

此项目旨在整理丶审视及分享港大与明爱及其他非政府组
织在薄扶林村合作进行的社区参与工作。透过建立项目数
据库丶出版刊物及举行公众参与研讨会，让同学丶社区及
大众认识薄扶林村的历史及「活传统」。 

社会科学学院 叶兆辉教授 香港大学香港赛
马会防止自杀研
究中心 
总监 

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携手
端传媒 － 从蓝色到蓝色的1 

cm 

本项目旨在带出「我们只需踏出一小步去关心身边的人，
便能将他们忧郁的蓝色变成开朗的天蓝色」的讯息。项目
将制作一个多媒体互动网页和开展观影座谈活动，亦会联
系「关键意见领袖（KOL）」去推介这多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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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学促进中
心 

陈嘉玉博士 副教授 由领先的研究大学，为工程
学丶科学和工商管理学一贯
的教学思维丶模式和文化带
来改变 

此项目旨在为工程学丶科学和工商管理学来建立一个国际
平台，与世界各地的学校丶企业丶学术界和认可机构交流
优秀教学模式和评估学生的方法，让各地成员可以分享相
关经验和讨论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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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项目旨在支援港大传媒报道数据平台，收集本地传媒有
关港大的报道，以供大学成员参考大学的知识交流表现。 

香港大学美术
博物馆 

罗诺德博士 总监 Arches亚洲协作联盟 此项目旨在成立首个使用Arches文物建筑遗产数据库的地

区工作组，致力扩展数据库的内容，使包含各类具文化与
自然特色的有形或无形遗产。此项目将是香港大学美术博
物馆与盖蒂保謢研究的首次官方合作。 

香港大学美术
博物馆 

罗诺德博士 总监 CollectionSpace 
（只有英文版） 

 

此项目旨在就博物馆藏品建立一个独立的网络平台，以便
套用到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的新网站，并开放给香港大学
职员丶研究员及公众人士浏览，此将受惠港大及各香港机
构。 

技术转移处 张英相教授 处长 转化研究成果及对社会影响 此项目旨在让科研人员认识良好的技术转移方式和了解过

程中会面对的困难，从而鼓励他们透过与业界协作，实践
科研成果，最终达致贡献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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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及校友事
务部 

黄佩瑶小姐 助理总监（校友
事务） 

梦想捕手 此项目旨在於2017年年中举办「梦想捕手」的大型论坛，
展现港大勇於创新及支持创业的形象，并继续推动港大 

2016-2025「3+1 Is」的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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