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 单位 项目负责人 部门及职位 项目名称 概要 

建筑学院 祁宜臻女士 建筑学系 
助理教授 

慈善学校原型－ 
柬埔寨社区建筑 

此项目旨在制作慈善学校的原型及研究模型，并举办学生
工作坊，与建筑专业及非建筑专业的学生交流，透过一系
列的分析报告和原型模型，惠及柬埔寨茶胶省的贫困农村
地区。 

建筑学院 Olivier 

OTTEVAERE 
先生 

建筑学系 
助理教授 

Earthquake 

Reconstruction for Jintai 

Village: A Bamboo 

Formwork Cast 

Community Center 

请参阅英文版。 

建筑学院 潘新华博士 房地产及建设系 
首席讲师  

回眸香港基建发展 就应否和如何保留在旧启德机场出土相信是宋代的遗迹成
为社会热门话题，此项目旨在为基建工程专业人士丶历史
学者及有兴趣的公众人士提供互动平台，传承香港丰富多
彩的基建文物遗产。 

文学院 朱耀伟教授 现代语言及文化
学院（香港研究
课程） 
教授及课程统筹
主任 

百感交织： 
重塑香港多元文化  

以香港多元文化内涵及身份认同作经纬，为香港中学丶教
育机构及有志探讨香港多元文化特色的公众人士，以讲座
丶论坛丶文化营及网上交流等渠道，缔造香港文化传承及
知识共享的契机。 

文学院 蔡宽量教授 人文学院（音乐） 
教授 

「磬合」艺术交流计划 此项目由香港大学嘉美兰乐团丶香港大学敲击乐团，联同
香港创乐团及香港大学Cultural Management Team共同
筹划，举办一系列的工作坊及讲座，并以一场音乐会作结。
普罗大众及弱势阶层的学生将受惠於这项艺术及教育合作
交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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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顾德诺教授 
（Professor 

Douglas KERR） 

院长 二世纪讲座系列 文学院联同社会科学学院和香港国际文学节，举办由国际
知名人文学科学者主讲的公开讲座，让公众人士有机会参
与知名学人的讲座，并藉此推动本港的知识文化。 

文学院 刘彦方博士 人文学院 
（哲学系） 
副教授 

「思方网」网站内容和 
设计更新 

此项目旨在更新 「思方网」的内容和设计，网站载有过百
个有关逻辑思维的网上学习资源，让每月平均逾四万名来
自香港和海外的浏览人士可从流动装置获取资讯。 

文学院 刘国权博士 应用英语中心 
助理教授 

一按「职」升： 
互动专业写作平台 

为有意提升专业写作技巧的人士提供一个互动网上平台作
自学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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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项目旨在向中学生推广德语及德国文化，透过由香港大
学德语系师生主办的公众活动，例如讲座和工作坊，加深
中学生对德语及德国文化的认识。 

文学院 

 

林丽素博士 英文学院 
助理教授 

香港少数民族语言网： 
说他们的话 

此项目旨在为「香港少数民族语言网」建立中文版，让华
语人士亦能浏览及运用「语言网」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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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吴雅珊博士 中文学院 
讲师 

传译资源网 透过设立网站，项目旨在提供各种与传译相关的资讯及训
练资源，并建造中英时事辞汇资料库，在职或有志投身传
译工作的人士丶教研人员丶修读翻译及传译的学生，乃至
广大市民包括学习语言或需要传译服务的人亦可受惠。 

文学院 Ria SINHA博士 人文医学中心 
博士后研究员 

香港的疟疾历史：公众展览 此项目透过举办展览丶公开讲座和教育论坛，以及提供网
上互动资源，与大众探索疟疾在香港的历史，提高社会对
疟疾持续威胁全球的意识，并带出根除疟疾所面对的种种
问题。 

文学院 司徒薇博士 人文学院 
（比较文学系） 
助理教授 

新界上水古洞的社会文化遗
产与历史地景保育计划 

此项目旨在评估古洞村的历史景观与社会文化地境的保育
价值与可能性，并就倡议保育古洞村的课题，提交报告予
香港发展局的古物谘询委员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在过程中，将对村民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并会
编写与派发宣传册，以及组织文化导赏团和座谈会。 

文学院 丘静美博士 人文学院 
（比较文学系） 
副教授 

多元的语音，相连的足迹 此项目旨在透过阅读及讨论相关文学丶电影丶视觉艺术等，
激发非华语人士的创意思维，鼓励他们以书写丶影像戓语
音的方式，呈现他们在香港的生活和相连的点滴。作品将
透过数码平台分享，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了解到大家在香
港生活的相连足迹。 

文学院 Olga ZAYTS博士 英文学院 
助理教授 

向外拓展「医疗话语（LiH）」
网站计划：扩展网上资源及将
「医疗话语」带进社交媒体 

此项目旨在为「医疗话语（LiH）」网站建立中文版丶增加
网站资源及向公众和医护人员推广网站，藉此为目标群组
带来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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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医学院 朱振雄医生及 
何经纶医生 

临床副教授 （口
腔诊断及综合治
疗）// 
临床助理教授
（牙周病学） 

传授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提
供初级牙齿护理服务给东涌
居民 

此项目旨在培训香港医药援助会流动牙科诊所的口腔护理
团队，让他们提供初级口腔卫生保健给东涌三个公共屋邨 ，

以改善东涌居民的牙齿健康丶口腔健康知识和自助保健能
力。东涌逸东邨区议员和其团队亦会协助推广相关促进口
腔健康的公开活动。 

牙医学院 李晓雯医生 临床助理教授
（儿童齿科） 

推广幼儿口腔健康及预防蛀
牙计划 

透过发布一套以实证为本的香港儿童预防及治理蛀牙临床
指引，旨在提高本港幼儿丶家长及幼儿教师对口腔护理知
识的认知及接触牙科护理的机会。将可有助幼儿在更早阶
段预防蛀牙，改善本港儿童口腔健康状况。 

教育学院 贝磊教授
（Professor 

Mark Bray）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比较教育讲座教授 

影子教育与公众利益 此项目是2013至14年度工作的延续，旨在制作由香港大学
比较教育中心与联合教科文组织联合出版的小册子之中文
版，并在中国教育联盟教育培训从业者年会上发布。 

教育学院 冯俊乐博士及 
张善喻教授 

助理教授 （科学
丶数学及电脑教
育部）//  
法律学系 
教授 

增益通识教育课程并提升香
港中学生对立法会和普选的
认识 

此项目旨在为中学通识教育科提供可靠及有系统的教学资
源，加深学生对香港立法会的宪制功能和选举制度的认识，
从而唤醒他们参与投票和公共事务的意识，并提升他们分
析时事的能力。 

教育学院 关艳莲博士 助理院长（学校
－大学夥伴计
划）；副教授 

知识交流的成全：提高不同
学习领域的教师对他们的英
文教学语言意识 

透过讲座和工作坊，项目旨在提高需以英语教授数学丶科
学和个人丶社会及人民教育之教师的英文语言意识，藉以
帮助学生有效地以英文为第二语言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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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 姚文礼教授 教授（言语及听
觉科学部） 

透过中医体质分类应用程式
推广声线护理及治疗方案 

此项目旨在利用互联网及应用程式（包括智能手机丶平板
电脑和电脑）进行自我测试和分析所属中医体质，从而推
广声线护理常识丶体质食疗丶以及声线治疗方案，预防声
线病变或减低其影响。经常使用声带的人士如老师丶家长
和销售员尤其受惠。 

工程学院 钱玉麟教授 副院长； 
计算机科学系  
讲座教授 

机械人在生活中 透过简介会丶训练丶新闻发布丶派发教材丶展览及技术参
观等，为大众提供机械人发展及日常应用的最新资讯。 

工程学院 邹锦沛博士 计算机科学系 
副教授 

CRISIS－关键基础设施事故
模拟器 

通过模拟演习和知识共享，加强本港关键基础设施对网络
攻击（特别是恶意软件攻击）的应对能力。 

工程学院 霍伟栋博士 助理院长； 
电机电子工程系 
首席讲师 

齐来港大用电子书学电脑与
数学 

请参阅英文版。 

工程学院 刘智满教授 副院长； 
计算机科学系 
教授 

人人可制海平面量度装置 透过举行比赛和工作坊，让中丶小学师生及大众认识工程
学丶天气及气候变化，继而设计一台低成本的海平面量度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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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医学院 陈振胜教授 生物化学系 
教授 

「小个子，大作为」 关爱行动 罕有骨骼疾病患者（部份俗称侏儒症或矮小症）成长中遇
上不少困难，包括大众对疾病的误解及欠缺适合的学校或
公共设施，透过举办工作坊及出版资讯手册等，项目旨在
增加公众人士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及年轻一代对罕见骨骼疾
病及其患者的需要的了解。 

李嘉诚医学院 陈俊彦医生 内科学系 
临床助理教授 

全方位认识皮肤病 透过一系列的专题硏讨会，以及与本地中学生合作举办的
健康展览，提升公众对常见皮肤病及其对身体丶心理影响
的知识，并鼓励年轻一辈参与健康教育及医护服务。 

李嘉诚医学院 陈立基医生 医学及卫生教育
研究所 
解剖学系 
副教授 

出版医学生的大体解剖反思
文章：对医疗专业和公众的
生死教育 

将港大医科生於学习人体解剖中所写的反思文章结集出版，
藉此表达对「大体老师」（即遗体捐赠者）的敬意，同时
配合一系列推广新书的活动，以增加大众对遗体捐赠的认
识和讨论，促进他们与医护人员之间的互信和尊重。 

李嘉诚医学院 陈抱弟博士 护理学院 
助理教授 

「小学生反胖大行动」知识
交流计划 

透过训练小学高年级的同伴为义务导师，增加家长或监护
人关注其超重或肥胖孩子的健康，让他们了解到肥胖对孩
子的健康有负面的影响，以及提供同伴支持，逐渐调整生
活模式。 

李嘉诚医学院 锺侃言医生及 

Olga ZAYTS博士 

儿童及青少年科
学系 
临床副教授 //  
英文学院 
助理教授 

提升香港儿童及青少年对遗
传学和基因医学关注的跨媒
体教育资源平台 

此项目旨在制作一本双语免费的教育卡通小册子，向普罗
大众传递有关遗传学和遗传疾病的医疗知识，惠及儿童丶
青少年和遗传病患者的家人或照顾者；同时举办一系列活
动如小组会谈丶工作坊和为提供医学遗传服务的人员而设
的座谈会，提供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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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医学院 许建名医生 内科学系 
临床助理教授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慢性阻
塞性肺病和肺康复物理治疗
计划 

此项目旨在针对深圳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推行肺康复
和物理治疗计划；吸烟人士或上述患者的亲属及大众亦是
计划的服务对象。 

李嘉诚医学院 许建名医生 内科学系 
临床助理教授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戒烟和
公众教育计划 

此项目旨在为深圳的吸烟人士提供全面戒烟门诊服务和公
共资讯，向其推行吸烟认知计划；吸烟人士或上述患者的
亲属及大众亦是计划的服务对象。 

李嘉诚医学院 刘巨基医生 内科学系 
临床助理教授 

给医护人员的脑神经放射造
影指南 

为医护人员提供方便的平台，让其加深了解和学习临床诊
断中有关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像特性。 

李嘉诚医学院 李浩铭医生 精神医学系 
临床助理教授 

提升思觉失调患者的认知能
力：FitMind瑜伽 

透过提供免费瑜伽课程和自助训练资讯，向未学习过瑜伽
或未能负担学费的早期思觉失调患者推广瑜伽，以提升患
者的认知能力。 

李嘉诚医学院 李燕苹医生 放射诊断学系 
临床助理教授 

破解医学影像辐射之谜 透过举办一系列的公开讲座和建立本地医学影像辐射的网
络资料，加深公众对医学影像辐射的认识，阐述医学影像
辐射对诊断和治疗的作用和相关风险，从而认识医学影像
辐射防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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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医学院 李磊博士 中医药学院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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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为中风偏瘫病人的亲属或护
理者举办一系列免费的中医推拿手法训练工作坊，从而提
高护理水准，促进中风偏瘫病人的康复。 

李嘉诚医学院 李登伟教授 干细胞与再生医
学研究总监 

干细胞知识交流计划：体验
科学顶尖领域 

透过不同活动，提高中学生对干细胞的认知及促进干细胞
知识的传承。活动包括与顶尖干细胞研究专家出席午餐会
作个别交流丶参观干细胞及再生医学研究组实验室丶举行
有关干细胞议题的辩论比赛及海报设计比赛等。 

李嘉诚医学院 潘宝华女士 护理学院 
讲师 

跨代口腔护理先锋 透过护理学生丶牙科学生和中学生的培训和合作，教育社
区长者及其照顾者日常口腔护理的知识和方法。 

李嘉诚医学院 黄婉霞博士 护理学院 
助理教授 

社区妇女健康大使计划 此项目旨在培训一百名基层妇女为社区妇女健康大使，以
（一）促进妇女掌握基本的健康知識；及（二）在沙田区
宣扬妇女健康讯息。培训课程将由香港大学不同学科（护
理丶物理治疗和营养系）的教员担任讲师。 

理学院 吴俊熙博士 讲师 港大x为食起革命2015－ 
科学厨神挑战赛 

通过为期两天的活动，包括互动讲座丶即场烹饪示范丶参
选作品汇报及科学厨神挑战赛，以培养初中生对食物科学
丶化学及营养的知识，及启发他们对科学及健康饮食的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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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 潘振声博士 物理学系 
首席讲师 

推动国际光污染教育和研究
技术交流 

此项目旨在（一）将港大研发的夜空光度测量方法推展到
海外，例如日本东京和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二）推动设
立光污染监测国际网络，及在港大成立网络的数据中心；
（三）透过维持现有的公众教育网站丶在本港的夜空光度
测量和与香港天文台的数据交换合作项目，持续在本港就
光污染进行公众教育。 

理学院 Thiyagarajan 

VENGATESEN 
博士 

生物科学学院 
副教授 

Sustainable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spat for 

Hong Kong oyster growers  

请参阅英文版。 

社会科学学院 陈凯欣博士 社会工作及社会
行政学系 
助理教授 

IVF CARE－一个为接受体外
受精／胚胎移植的不孕人士
而设的医疗及心理教育流动
应用程式 

与公私立医院妇产科丶本地辅助生育诊所和香港生殖医学
会合作，共同研发「一站式」的流动应用程式，为正在或
将会接受体外人工受精（IVF）的妇女提供疗程日记丶医疗
及心理资讯及病人情绪管理的互动平台。 

社会科学学院 陈浚灵博士 心理学系 
助理教授 

台风海燕後心理健康评估及
服务 

此项目旨在向菲律宾受台风海燕所侵袭的灾区提供人才及
物资，透过工作坊及临床督导，令灾区非专业的志愿组织
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仍能为灾民提供灾後心理健康评估及
咨询。 

社会科学学院 郑思雅教授 心理学系 
教授 

为中小企雇员而设的实证为
本的压力管理辅导计划 

此项目旨在为中小企员工建立以实证为本的压力管理辅导
计划，以及训练中小企的培训员推行「内部」辅导计划；
还有建立最佳实践准则以供其他心理卫生专业人员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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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院 陈丽云教授 社会工作及社会
行政学系 
系主任及教授 

赋尊严及慈爱的临终关顾 透过出版有关赋尊严及慈爱的护理自助手册丶建立相关网
站和配合社交媒体的宣传，提高社会对晚期病患者及其家
人的慈爱和同理心，并加强宁养中心丶医护人员和社工的
培训和意识，以促进赋尊严的临终照顾。 

社会科学学院 萧惠文博士 心理学系 
助理教授 

香港大学中文字 
结构认识计划 

透过认识中文字的结构和组成，加强非华语学生对中文字
的认知。训练课程内容将供教授非华语学生的教师或教育
工作者参阅，并上载到网站。 

社会科学学院 许志超博士 心理学系 
副教授 

恋爱的科学 此项目旨在於互联网发放以易明及轻松手法拍摄的影片，
传播关於爱情和亲密关系的循证科学资讯，并藉此加深公
众认知和引起讨论。 

社会科学学院 林一星博士 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总监 

健康有为：长者健康辅导友
伴计划 

透过培训丶讲座和派发小册子，让长者成为健康教育友伴，
提高社区年迈居民的健康生活意识，并推广「健康晚年」
与「老有所为」的讯息。 

社会科学学院 曾洁雯博士 社会工作及社会
行政学系 
副教授 

建构「家庭活动助数学及相
关障碍」资源网 

透过建立网站丶制作小册子及举办跨学科的研讨会，针对
本地有数学和相关学习困难的儿童及其家庭，分享有效减
轻其学习困难的在家学习教育资源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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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院 黄凯茵博士 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研究） 

长者服务主管培训工作坊及
实践指南：认知障碍症患者
与家属照顾者的循证非药物
疗程 

透过为长者服务机构的主管举办工作坊，并将工作坊的交
流成果辑录成实践手册，从而有系统地於本港开展认知障
碍症患者及家属照顾者的循证非药物疗程。 

社会科学学院 叶兆辉教授 香港赛马会防止
自杀研究中心 
总监 

联合传媒同仁 共同防止自杀 此项目旨在让传媒及新闻系学生成为防止自杀的合作夥伴，
改变大众对自杀的认识与态度，从社会层面上预防自杀。
项目内容包括提供相关工作坊；持续监察传统媒体及网上
自杀新闻；积极与传媒保持沟通及更新实践指引，提醒并
协助他们负责任地报导自杀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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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港大传媒报道数据平台，以供大学管理层、各学院及
学者们参考和分析大学的知识交流表现。 

运动及潜能发
展研究所 

Tanja SOBKO 
博士 

助理教授 提升家里有二至四岁孩子的
家长及其家务助理的工作能
力，以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
（体能活动和饮食） 

此项目旨在以需要照顾二至四岁孩子的家务助理及家长为
对象，提升其有关健康生活的意识。活动包括（一）培训
家务助理协助建立适合孩子年龄的饮食丶运动和睡眠习惯;

（二）加强家长与家务助理之间的沟通及（三）协助制定
家庭内的共同目标，为孩子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运动及潜能发
展研究所 

黄伟龙博士 助理教授 开发关於促进香港长者参与
防跌运动的流动应用程式 

透过开发一个流动应用程式，促进本港长者参与防跌运动，
并有助物理治疗师作出指导及监察长者们参与防跌运动的
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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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及传媒研
究中心 

傅景华博士 助理教授 香港网上舆情指数 透过项目的网页及社交媒体，向公众介绍及发布「香港网
上舆情指数」。 

图书馆 Jody BEENK 
女士 

文献保护及修复 
主管 

纸质文物保育指引（香港） 於大学图书馆的网站建立一系列向公衆开放的双语（中英
文）文献保护指引，主要内容包括一般书籍或档案文献的
处理技巧及保存方法，并设立互动专区，回应公众人士提
问，提供有效的文献保护指导与建议。 

图书馆 宗树朝先生 
（Mr David 

PALMER） 

助理馆长 香港大学学术库－ 
进一步发展 

此项目旨在提高及增强香港大学学术库的功能丶实用性及
曝光率，以供查找研究伙伴丶传媒访谈对象及研究论文导
师。 

香港大学美术
博物馆 

罗诺德博士 
（Dr Florian 

KNOTHE） 

总监 Clay Classes 请参阅英文版。 

香港大学美术
博物馆 

罗诺德博士 
（Dr Florian 

KNOTHE） 

总监 Early Mona Lisa 请参阅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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