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院 / 單位 項目負責人 部門及職位 項目名稱 概要 

建築學院 

 

彭文輝先生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都市天台耕作網絡 香港現約有50個天台農莊，但它們大多分開運作。此項目
旨在建立一個網絡平台，以聯繫香港各個天台農莊。團隊
將紀錄現況，鼓勵各方分享成功經驗，並藉此爭取政府的
支持，同時向大廈業主推廣天台耕作，建立健康社區生活。 

建築學院 

 

王維仁教授 建築學系 
教授 

 

尼泊爾社區傳統寺廟建築設
計營造 

此項目旨在與尼泊爾工匠合作，將團隊於加德滿都世界木
文化論壇上，初步建造的一座木結構的神廟建築，進一步
完善設計與營建，並配合成為社區展示，推廣木建築文化，
及供居民和僧侶使用，也以此幫助當地工匠延續他們古老
的木結構建築技術。 

建築學院 王維仁教授 建築學系 
教授 

菜園生態村環境景觀與公共
空間改善設計與營造 

此項目旨在與菜園村村民合作，改善菜園村搬遷後的建築
環境，透過港大師生的設計策略，完成規劃村內的生態建
設及公共社區空間，興建公共廣場、亭子、行人路和有機
耕種的公田等。 

文學院 朱耀偉教授 現代語言及文化
學院 
教授 

香港關鍵詞：再造香港文化 此項目旨在鼓勵香港中學生透過創作展現本土文化的關鍵
詞，引發共鳴，思考香港文化的特色。項目將舉辦工作坊，
讓學生探究香港日常生活背後的文化及歷史基礎，並舉行
創作比賽，讓學生以文字、照片及或短片形式，構思具有
本土文化特色的關鍵詞。 

文學院 

 
Peter 

CROSTHWAITE

博士 

應用英語中心 
助理教授 

 

「語言大數據」入門－HKU 

CorpusMate 

此項目旨在為香港英語使用者開發一個線上及適用於流動
裝置的雙語語料庫培訓套裝。除了語料庫，此套裝還包括
一套網上課程，示範及鼓勵如何使用語料庫，作為傳統字
典或翻譯網站以外的語言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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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李芳琼博士 應用英語中心 
副教授 

自動化內容回饋和英語寫作 此項目旨在向大眾，尤其是中三至中六學生，推廣運用文
章自動化內容回饋系統（Essay Critiquing System; ECS）
來輔助英語文章寫作；並與英語專業人仕，如英文老師，
分享最新的電腦輔助寫作技術的研究和教學。團隊將於本
港多間學校舉行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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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項目旨在向大眾推廣德語及德國文化。團隊將為中學生
推行一系列公眾活動，例如語言及文化工作坊，亦會於港
大校園舉辦「German Fun Day」，提供平台讓參與的學
生相互以德語交流經驗及心得。 

文學院 

 

林麗素博士 英文學院 
副教授 

香港少數民族語言網：更大
的概念、更廣泛的議題 

此項目旨在為《香港少數民族語言網》（http://linguistic

minorities.hk/）建立資源，將香港少數民族的語言學現況
放在不同的全球議題上，例如移民、教育、健康、社會公
義和可持續發展等。團隊將到不同學校舉辦講座和活動，
啟發青少年對這些社會議題作正面和多角度的回應。 

文學院 

 

吳雅珊博士 中文學院 
助理教授 

傳譯資源網－手機應用程式
版 

本項目旨在持續發展及強化《傳譯資源網》網站（www.in

terpreting.hku.hk），增添關於傳譯的最新資訊及更新中
英雙語的時事詞彙，同時開發手機應用程式，方便用家及
迎合更多不同的需求。 

文學院 

 

Olga ZAYTS博士
及潘漢光先生 

英文學院 
助理教授 // 
中文學院 
副教授 

心靈香港：發展香港心靈健
康一站式網路資源平臺 

本項目旨在發展一個一站式漢英雙語網路資源平台，用於
宣傳心靈健康知識和面臨心靈健康問題人士的權益，以及
該群體可獲取的醫療和社會支授資源。項目將採取「病人
到病人」的方式，向數個目標群體傳達易懂易用、全面、
高質和可靠的健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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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工商管
理學院 

David BISHOP 
先生 

商學院 
首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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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學院 朱振雄教授 臨床教授 評估香港大學幼兒口腔健康
計劃對幼稚園、幼兒及其家
長的的影響及其擴展可行性 

此項目旨在評估「香港大學幼兒口腔健康計劃」的影響力。
此計劃始於2010年，目的是改善口腔健康教育及減緩香港
幼兒蛀牙情況惡化。評估結果可作為其他口腔健康計劃在
設計和推行上的参考，並期望可以影響有關香港及其他國
家之幼兒口腔健康的法律、方針、服務及政策。 

牙醫學院 

 

何經綸醫生 臨床助理教授 加強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從
而增強牙科知識交流活動在
社區的影響力，以提高市民
的口腔健康水平 

此項目旨在增援香港醫藥援助會的流動牙科診所團隊，協
助其在在四個不同地區提供初步口腔保健服務；並與其緊
密合作，加強與區議員聯繫，透過多方合作舉辦社區活動，
幫助更多弱勢社群。 

牙醫學院 

 

鄭翰聖教授 教授 傳授斯里蘭卡本地非政府組
織如何在口腔癌高危人群中
進行口腔癌症的預防 

斯里蘭卡是世界上口腔癌高發的主要國家之一，而其中最
高死亡率的是常嚼檳榔的茶園工人。此項目旨在提高斯里
蘭卡茶園工人對口腔癌病因的認識和預訪，為當地護理人
員提供專業培訓，並為高危人群提供持續的口腔健康教育
和篩查服務。 

牙醫學院 

 

梁超敏醫生 臨床副教授 傳遞口腔保健知識至居港少
數族裔長者 

此項目旨在為居港南亞裔長者提供口腔健康知識及提升他
們的口腔健康意識，從而改善他們的牙齒健康，預防牙齒
疾病。團隊將舉辦口腔健康展覽、老年牙病主題演講和諮
詢，及自我保健培訓，還會提供免費口腔和牙科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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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學院 梁超敏醫生 臨床副教授 教授非政府及非牟利機構有
關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口腔護
理方法，讓知識傳授至患者
及其護理者 

此項目旨在協助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推廣失智症及於他們
的長者護理中心提供口腔護理。團隊將為中心職員及護理
員提供有關失智症及認知障礙症口腔衛生護理的訓練，並
與協會合辦推廣口腔健康的活動。 

牙醫學院 

 

徐傑漢博士 助理教授 為香港牙醫「專業品評牙科
產品」 

此項目旨在客觀評估及測試市面上的牙科產品，為本港執
業牙醫提供以人為本、公正、合理、具臨床相關性和科學
上可靠的專業和專家意見。評估結果將發佈在三本專業期
刊和網站上，給予本港註冊牙醫瀏覽。 

教育學院 陳文琪博士 言語及聽覺科學
部 
助理教授 

講多D食多D吞嚥和溝通障礙
工作坊 

此項目與嗇色園合作，旨在改善長者的溝通和吞嚥技巧。
團隊將提供治療，和為長者及護理人員舉行工作坊，提升
他們對吞嚥和溝通障礙的認識及處理技巧。另外還會開發
一個手機應用程式，供市民及高危人士使用。 

 

 

教育學院 

 
朱啟華博士 資訊及科技教育

部 
副教授 

透過在線社區教育香港、中
國內地和世界各地家長培養
兒童的閱讀習慣和發展閱讀
能力 

此項目旨在透過各媒體平台，包括 Facebook專頁、
YouTube頻道、書籍、報章欄目和電視節目，教育香港、
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家長如何有效幫助孩子養成閱讀習慣
和發展閱讀能力。 

教育學院 

 

劉鵬博士 政策、行政及社
會科學教育部 
助理教授 

評價中國薄弱學校中名師工
作坊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影
響 

此項目旨在協助重慶薄弱學校的校長舉辦名師工作坊，並
評估工作坊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這些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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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馬珮雯博士 言語及聽覺科學
部 
副教授 

校園聲線綠化計劃 此項目旨在向同學、家長及老師傳遞有關學童聲線問題的
資訊，加強他們對保護聲線健康的認知。團隊將舉辦一連
串學校活動、工作坊及講座，為家長及教師提供培訓，讓
他們明白成為健康之「聲」所擔任的角色及方法。 

教育學院 

 

莫雅慈博士 數理教育部 
副教授 

豐富任務（初中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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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學院 霍偉棟博士 電機電子工程系 
首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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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學院 

 

劉智滿教授 計算機科學系 
教授 

 

香港有地震？ 藉著舉辦「地震探測器設計比賽」，以及講座、工作坊和
考察活動，此項目旨在給予中小學師生以至大眾關於地震
的知識，以及提升他們對工程學及氣象／海洋學儀器的興
趣；及喚起大眾對自然災害的關注關注，以提高警覺及有
所準備。 

法律學院 戴耀廷先生 法律學系 
副教授 

高中試後法治教育講座 此項目旨在透過教授高中學生與法律相關的概念，加強新
一代年青人的法律知識。團隊將訓練港大法律系學生，然
後於本港十至十二間中學向至少二千名學生進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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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 Amanda 

WHITFORT女士 

法律專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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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項目將為小學五、六年級學生舉辦名為「港大流感小博
士」的兩小時活動，旨在增加學生對人體呼吸系統的基本
了解，讓他們認識流感病毒的傳播途徑，還有引發他們對
生物醫學的興趣，以及促進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李嘉誠醫學院 

 

周珮馨博士 護理學院 
助理教授 

促進香港長者減少鈉攝取量 此項目旨在透過有互動元素的健康講座，以提升和增進本
港長者對減少攝取鈉的關注及知識。 

李嘉誠醫學院 

 

張正龍博士 藥理及藥劑學系 
助理教授 

基因醫學解碼（二）：精準
醫療 

此項目旨在設計一套手機應用程式及舉辦一系列公開研討
會和培訓，以提高藥劑師及公眾對精準醫療的認識與了解。 

李嘉誠醫學院 

 
何文英博士 生物醫學學院 

講師 

帶你玩轉生物醫學大觀園 此項目將為弱勢中學生舉辦為期一星期的夏令營，使他們
發現探索科學的樂趣，及了解到生物醫學是如何與日常生
活息息相關，活動亦有助開拓青少年對科普有更廣闊的國
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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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醫學院 

 

葉啟明醫生 公共衛生學院 
臨床助理教授 

幼童傳染病防禦 －公共衛生
習慣推廣計劃 

此項目旨在擴展現有的健康推廣計劃，在不同網絡平台發
佈學習視頻，以提高幼稚園（高班、5-6歳）及小學學童
（小一至小二、6-8歳）對預防常見傳染病的健康理念和衛
生措施。 

李嘉誠醫學院 

 

鄺靄慧醫生 外科學系 
臨床副教授 

乳健之旅 此項目旨在開發首個關於乳癌治療歷程的手機應用程式，
以助乳癌病人及其照顧者了解整個乳癌治療時間表，從而
減低不確定性所引起的不安及壓力，及加強病人對治療／
監察進度的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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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與本地非牟利組織機構合作，此項目旨在為中風偏癱
病人的親屬或護理者舉辦一系列的免費中醫推拿手法訓練
工作坊，從而提高護理水平，促進偏癱病人的康復。 

李嘉誠醫學院 

 

胡釗逸教授 微生物學系 
臨床教授 

香港新型冠狀病毒的發現 此項目旨在向中學生介紹檢測冠狀病毒的方法和相關報告，
以及安排實驗室參觀訪問和互動討論，以激發中學生們對
科學研究的興趣。 

理學院 Timothy C. 

BONEBRAKE 
博士 

生物科學學院 
助理教授 

一個整合的保育取證手段：
通過技術，分析和教育來減
少全球野生動物貿易 

此項目將驗証及整合港大在過去、現在及將來在保育取證
和減少野生動物貿易的先導經驗和成果。項目將設立一個
網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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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Aleksandra B. 

DJURIŠIĆ教授 

 

物理學系 
教授 

構建物理系研究成果影響力
案例 

此項目旨在收集和整理港大物理系以往的研究成果，從而
組織及構建有效出色的研究成果影響力案例。 

 

 

 

 

理學院 

 

潘振聲博士 物理學系 
首席講師 

社區光污染教育公眾路演 此項目將透過在公共空間進行路演和參與香港科學館舉辦
的年度「香港科學節」，教育公眾光污染對環境的影響；
亦會建立一個試驗性質的網上平台，展示社區中良好和不
良的燈光裝置，讓公眾了解如何適宜使用燈光；還有向海
外推廣港大研發的「Globe at Night – Sky Brightness 

Monitoring Network」項目。 

社會科學學院 

 

鄭思雅教授 心理學系 
教授 

認真玩樂高效工作：一個實
證為本的體驗計劃以提升中
港兩地員工之決策及團隊工
作成效 

本項目旨在為中港兩地中小企業員工在工作環境提供實證
為本的工作坊，以促進創造力和正面思維，並建立團隊精
神，還有訓練中小企培訓師如何推行「內部」輔導計劃，
亦會建立最佳實踐準則以供其他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和培訓
師遵循。 

社會科學學院 

 

周燕雯博士 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 
副教授 

重織愛‧念‧情：創新善別
輔導 

此計劃旨在協助喪親者運用創新和藝術的方式去處理哀痛，
並透過舉辦培訓工作坊、藝術展覽、公開講座和派發宣傳
小冊子，以加強社會大眾對不同處理哀悼方式的認識。 

社會科學學院 

 

徐永德博士 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 
副教授 

 

促進中國社工的專業效能 －
香港大學與廣州中山大學的
協作計劃 

此項目旨在利用新制訂的專業社工能力量表，以促進中國
社工的專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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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學院 

 
Julie HAM博士 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視覺呈現移民女工的聲音 此項目是由各地移民女工籌辦的共享媒體計劃，她們來自
荷蘭、尼泊爾、台灣、印尼和香港，旨在顯示本港移民和
非移民社群的社會及文化意義，亦希望為本地從事人權、
移民權利及婦女權利的各非政府組織帶來正面影響。除展
覽外，計劃活動還包括公開座談會和工作坊。 

社會科學學院 

 

何天虹教授 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 
教授 

 

 

「關愛身心靈」長者照顧者
支援計劃 

此項目旨在以工作坊的形式培訓「關愛大使」及義工團隊，
教授以實証為本的身心靈整全健康和相關知識。在項目團
隊的協助下，參與計劃的大使及義工將會參與社區服務，
向區內居住或院舍居住的長者推廣整全健康。 

社會科學學院 

 

李馨博士 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讓孩童做個安睡小天使 － 協
助家長改善自閉症孩童睡眠
的教育計劃 

此項目旨在建立一個關於睡眠健康的網站和製作教育手冊，
以推廣睡眠衛生，及傳授兒童睡眠問題的實用知識和建議，
從而幫助自閉症兒童的家長去認識和學會處理在自閉症兒
童中常見的睡眠問題。 

社會科學學院 

 

黃培烽博士 社會學系 
講師 

促進可持續社區發展：紀錄
及分享香港大學與薄扶林村
的近期合作的策略及實踐 

此項目旨在整理、審視及分享港大與明愛及其他非政府組
織在薄扶林村合作進行的社區參與工作。透過建立項目數
據庫、出版刊物及舉行公眾參與研討會，讓同學、社區及
大眾認識薄扶林村的歷史及「活傳統」。 

社會科學學院 葉兆輝教授 香港大學香港賽
馬會防止自殺研
究中心 
總監 

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攜手
端傳媒 – 從藍色到藍色的1 

cm 

本項目旨在帶出「我們只需踏出一小步去關心身邊的人，
便能將他們憂鬱的藍色變成開朗的天藍色」的訊息。項目
將製作一個多媒體互動網頁和開展觀影座談活動，亦會聯
繫「關鍵意見領袖（KOL）」去推介這多媒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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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促進中
心 

陳嘉玉博士 副教授 

 

由領先的研究大學，為工程
學、科學和工商管理學一貫
的教學思維、模式和文化帶
來改變 

此項目旨在為工程學、科學和工商管理學來建立一個國際
平台，與世界各地的學校、企業、學術界和認可機構交流
優秀教學模式和評估學生的方法，讓各地成員可以分享相
關經驗和討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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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項目旨在支援港大傳媒報道數據平台，收集本地傳媒有
關港大的報道，以供大學成員參考大學的知識交流表現。 

香港大學美術
博物館 

羅諾德博士 總監 Arches亞洲協作聯盟 此項目旨在成立首個使用Arches文物建築遺產數據庫的地
區工作組，致力擴展數據庫的內容，使包含各類具文化與
自然特色的有形或無形遺產。此項目將是香港大學美術博
物館與蓋蒂保謢研究的首次官方合作。 

香港大學美術
博物館 

羅諾德博士 總監 CollectionSpace 
（只有英文版） 

 

此項目旨在就博物館藏品建立一個獨立的網絡平台，以便
套用到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的新網站，並開放給香港大學
職員、研究員及公眾人士瀏覽，此將受惠港大及各香港機
構。 

技術轉移處 張英相教授 處長 轉化研究成果及對社會影響 此項目旨在讓科研人員認識良好的技術轉移方式和了解過
程中會面對的困難，從而鼓勵他們透過與業界協作，實踐
科研成果，最终達致貢獻社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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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校友事
務部 

黃珮瑤小姐 助理總監（校友
事務） 

夢想捕手 此項目旨在於2017年年中舉辦「夢想捕手」的大型論壇，
展現港大勇於創新及支持創業的形象，並繼續推動港大 

2016-2025「3+1 Is」的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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