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15年度「服務100」基金下獲資助的學生知識交流項目: 

學生團體/隊伍/組織 (如適用)
隊長姓名

系內導師 合作機構 項目 目標 

文學院

窮藝術
陳薌茗

陶格教授 (Greg M. THOMAS)
藝術系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下馬看花」社區藝術計劃 此項目旨在使大眾認識到西營盤傳統社區的價值和意義，

透過從區內舉辦外游和展覽的活動來加深港大學生與巿民

互動的關係。

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

志行會
向亮

Facil TESFAYE博士

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非洲研究)
Light for Children Ghana BTP Go2Africa Program 14-15

幫助非洲弱勢社群提高生活素質
透過為區內提供實際支援，例如建設衛生間、教學和電腦

實驗室等，並積極與當地的教師和大學生溝通，提倡人人

平等的價值觀和提高非洲加纳弱勢社群的生活素質。

SpeechExpress
宋明潔

Michael WILKINSON 教授

法律專業學系

• 筲箕灣崇真學校

•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 金文泰中學

• 梁式芝書院

• 福建中學(小西灣)

SpeechExpress 香港運動 透過舉辦定期的課程和活動，為那些沒有接受國際學校教

育的學生提供公眾演說的技能訓練。

林寶意 David BISHOP先生

商學院

公平僱傭中心 公平僱傭運動 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包括機構訪問，項目計劃，講座和展覽

，籍以提倡公平僱傭和商業道德的精神。

SpeechExpress
宋明潔

Michael WILKINSON 教授

法律專業學系

永春縣第一中學 SpeechExpress 永春英語夏令營  
2014

永春英語夏令營旨在提升當地中學生的英語能力以及加強

他們對公眾演說的信心。

志行會
陳奕眉

白錦文博士 (Robert PECKHAM)
人文學院(歷史)

Light for Children Ghana 「BTP Go2Africa Project」
幫助非洲弱勢社群提高生活素質

透過為區內提供實際支援，例如建設衛生間、教學和電腦

實驗室等，並積極與當地的教師和大學生溝通，提倡人人

平等的價值觀和提高非洲加纳弱勢社群的生活素質。



2014/15年度「服務100」基金下獲資助的學生知識交流項目: 

學生團體/隊伍/組織 (如適用)
隊長姓名

系內導師 合作機構 項目 目標 

牙醫學院

Arthur MAN      姚嘉榕教授

牙醫學院(兒童齒科)
• 難民聯會                                    
•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 殘疾兒童中心                            

「A Reason to Smile」
兒童牙科保健教育計劃

為香港弱勢社群 (例如難民，新移民和殘障人士)中的 
三至五歲孩子和他們的父母提供關於口腔衛生的知識。

鄭蔚慈 曾昭舜博士

牙醫學院(口腔診斷與診所)
心光恩望學校 為弱視學生提供牙科檢查和口腔健

康教育
透過為弱視學生進行牙科檢查，教授正確的口腔衛生習慣

和提供口腔健康教育服務，減低他們對牙科檢查的恐懼和

焦慮，從而提高他們對口腔健康的了解和關注。

詹婧彧    盧展民教授

牙醫學院(牙齒公共衞生科)
聖巴拿巴會之家 為露宿者推廣口腔健康計劃 此計劃旨在提高露宿者對口腔健康和衛生的知識和關注。

林珮盈 王海明醫生

牙醫學院(兒童齒科)
基督教思源協會 幫助廣西孤兒評估年龄 透過牙齒評估幫助廣西孤兒推算年齡，並且為他們提供有

效而可靠的牙科檢查，預防治療和氟化物治療，再以遊戲

方式說明口腔衛生的重要性，從而提高他們對口腔健康的

了解和關注。

廖智熙 梁超敏醫生

牙醫學院(口腔復康科)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齒之以恆 透過鼓勵中學生義務為長者提供為期六個月的口腔保健計

劃，提高長者和學生對口腔健康的了解和關注。

教育學院

黃智敏 林同飛先生

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部)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幫助非華語小學生學習漢語」計

劃
此計劃旨在幫助非華語小學生學習漢語和提升他們對中國

文化的興趣。



2014/15年度「服務100」基金下獲資助的學生知識交流項目: 

學生團體/隊伍/組織 (如適用)
隊長姓名

系內導師 合作機構 項目 目標 

David WOO 過偉瑜博士

教育學院(英國語文教育部)
東莞市常平豫添小學 全球公民與中國教育 為東莞市常平豫添小學小五及小六生推動以融入科技為材

的創新教學方式，並提升學生對高等教育的熱誠，提高他

們的英語能力，介紹全球一體化和全球公民等知識。

曾昭瀚 林同飛先生

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部)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幫助非華語兒童學習漢語」計劃 以閱讀故事書/圖片來幫助非華語兒童學習漢語，提高他們

朗讀和聆聽的能力，以及介紹有效的方法來學習中國文字

。

工程學院

Pathfinder - Cambodia Volunteer 
Service
黎惠僖

高永賢博士

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

何耀棣體驗學習中心總監

Clear Cambodia Pathfinder-柬埔寨服務之旅 改善柬埔寨食水和衛生情況，並教授兒童有關健康教育的

知識。

法律學院

微笑兒童關愛社團
梁凱晴

Kwok Fan CHEUNG 博士

內科學系

• Children &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CDO)
• Children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 (CIO)
• 耀陽行動

為柬埔寨兒童建立健康美好的生活
和未来

為柬埔寨兒童改善生活環境，包括提供清潔的水源，舉辦

教學和教育活動，以及提供基本身體檢查服務。

李嘉誠醫學院

陳嘉琪 陳抱弟博士

護理學院

觀塘浸信會彩明幼稚園 DASH 
教授如何以正確的飲食方法預防高
血壓

透過舉辦研討會和個別輔導，教授如何以正確的飲食方法

預防高血壓，藉以增強市民對預防高血壓的意識。

醫心
陳旻琛        

梁卓偉教授

李嘉誠醫學院院長               
Watoto 烏干達醫療服務之旅 這十五天的烏干達醫療服務之旅透過為弱勢婦儒提供醫療

服務，來喚起國際對當地衛生問題的關注。



2014/15年度「服務100」基金下獲資助的學生知識交流項目: 

學生團體/隊伍/組織 (如適用)
隊長姓名

系內導師 合作機構 項目 目標 

憧現
鄧子俊

陳振勝教授

生物化學系

中國燭光教育基金 VOICE 
湖南兒童健康教育推廣計劃

為中國湖南兒童改善生活環境，包括舉辦教學和教育活動

，以及提供基本身體檢查服務。

Pharmacy Exhibition
王詠汶

陳潁琳女士

藥理及藥劑學系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藥物資訊日 -
「服藥有序，藥物有理」

透過舉辦展覽，研討會，健康檢查和諮詢來傳遞藥物知識

與安全的訊息給廣大市民。

謙行者
李曉霖

羅鳳儀教授

護理學院

•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 聖雅各福群會中西區長者地

  區中心

「The Poem」
長者心理健康促進計劃

透過出版「懷舊治療」，促進長者心理健康的發展。

葉國樑 陳抱弟博士

護理學院

觀塘浸信會彩明幼稚園 食品標籤教育 通過舉辦健康講座和研討會，幫助大眾理解和運用食物標

籤上的營養資訊。

2014健康展覽籌備委員會
何采樺

劉嘉珮臨床教授

微生物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消化疾病研究所 2014健康展覽 「護胃腸征」 此健康展覽包括多個講座，研討會和身體檢查服務，籍此

喚起市民對腸胃病的關注。

香港大學基層健康關顧會
顏善儀

羅鳳儀教授

護理學院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 
九龍社區中心

「Love in Society」
少數民族健康資訊知多D

透過了解少數民族的健康和衛生狀況，傳遞有關健康的知

識和為病患者提供個人化的支援。

任翺晴 裴偉士教授 (Malik PEIRIS)
公共衞生學院院長

Children's Hope 「Project Saukya 2014」　
斯里蘭卡醫療衛生保健項目

通過舉辦健康講座和改善當地醫療設施，提高斯里蘭卡人

民的保健知識。

袁嘉韻 何世賢博士

公共衞生學院

香港遺傳性乳癌家族資料庫 乳治今時 透過舉辦學校講座和互動展覽攤位，讓高中學生認識如何

分辨良性和惡性乳腺癌，提高他們對預防乳腺癌的關注。



2014/15年度「服務100」基金下獲資助的學生知識交流項目: 

學生團體/隊伍/組織 (如適用)
隊長姓名

系內導師 合作機構 項目 目標 

理學院

香港大學科學外展隊
梁芷寧

梁美儀教授

生物科學學院

蒲公英計劃 「Science in Need」　
讓台南弱勢兒童初嘗科學教育

為一些沒有接受適當教育的台南弱勢兒童推廣科學教育。

社會科學學院

Social Service Interest Group @ 
Graduate House
劉天音

謝午穎博士

教育學院(學習、發展及多元教育

部)

昭悅教室 「Act to Change」　
讓小學生從戲劇中學習人生道理

以戲劇訓練的方式讓小學生認識教育方面的迫切議題。

博謇青年智庫
何家騏

劉康慧博士

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

黃以恆先生

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

Campus Policy 博謇青年智庫 此項目提倡青少年為社會改革而參與政策制定。透過「諮

詢一點通」和「暑期公共政策研究所」的項目，舉辦講座

和發行出版刊物，藉以提高中學生對公共政策研究的興趣

和寫作的能力。

「芝麻開門」
李芷君

林同飛先生

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部)
新家園協會 香港大學「芝麻開門」﹣南亞裔學

生中文學習支援計劃
透過參與各種中國文化和節慶活動，促進在香港生活的南

亞裔學生的社會融合和文化交流。

Mind Workers
連雅琪

冉茂盛博士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西環綜合

社會服務處

给年青人的藝術治療 通過藝術治療來引起各界對年青人心理健康的關注。

香港大學社會及健康心理學研究所
李伊琳

鄭思雅教授

心理學系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

學

向沉迷說不: 
預防子女網絡成癮家長培訓課程

此課程旨在引用Baumrind家庭教養模式理論，為小學生和家

長提供一些幫助兒童健康成長的知識，讓他們認識所需的

態度和技能，藉以預防小學生綱絡沉溺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