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染病系列
病原體

「2019冠狀病毒病」是指2019年12月起在湖

北省武漢市出現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組個案。

根據內地衞生部門的調查，病原體為一種新型

冠狀病毒。

治理方法

主要為支援性治療。

預防方法

最新外遊預防措施，請瀏覽專題網站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2019冠狀病毒病2019冠狀病毒病

病徵

根據內地衞生部門提供的資料，個案的病徵包

括發燒、乏力、乾咳及呼吸困難。其中部分患

者病情嚴重。年齡較大或有慢性疾病患者，有

較大機會出現嚴重情況。

傳播途徑及潛伏期

經呼吸道飛沫傳播是主要的傳播途徑，亦可

通過接觸傳播。現時對潛伏期的估計大多是

1到14天，最常見的是5天左右。

現時沒有預防這傳染病的疫苗。

市民應減少外出及避免聚餐或聚會等社交活

動，並盡量與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時刻保持個人和環境衞生，對預防個人受感

染和防止病毒在社區擴散至為關鍵：

健康建議

病人佩戴外科口罩可以預防傳播呼吸道病

毒，因此出現病徵（即使症狀輕微）的人

士佩戴外科口罩十分重要；

在搭乘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擠逼的地方逗留

時應佩戴外科口罩。正確佩戴口罩十分重

要，包括在佩戴口罩前及脫下口罩後保持

手部衞生；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或

眼之前；進食前；如廁後；觸摸扶手或門

把等公共設施後；或當手被呼吸道分泌物

污染時，如咳嗽或打噴嚏後；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把用

過的紙巾棄置於有蓋垃圾箱內，然後徹底

清潔雙手；

洗手時應以梘液和清水清潔雙手，搓手最

少20秒，用水過清並用抹手紙弄乾。雙手

洗乾淨後，不要再直接觸摸水龍頭（例如

先用抹手紙包裹著水龍頭，才把水龍頭關

上）。如沒有洗手設施，或雙手沒有明顯

污垢時，使用含70至80%的酒精搓手液潔淨

雙手亦為有效方法；

妥善保養排水渠管和定期（約每星期一次）

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U型隔

氣口），以確保環境衞生；

所有地台排水口在不使用時應蓋好；

如廁時亦要注重衞生，先將廁板蓋上才沖廁

水，以免散播病菌；及

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不

應上班或上學，避免前往人多擠逼的地方，及

盡早向醫生求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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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及醫院的資訊 緊急召喚救護服務

外遊預防措施

前往出現2019冠狀病毒病病毒活躍社區傳播的國家／地區，應避免與發燒或有呼吸道病徵的人士有密切接觸。如
果不可避免與他們接觸，應戴上外科口罩，並繼續佩戴直至回港後14天；

從外地回港後，若出現發燒或其他病徵，應立即求診，主動告訴醫生最近曾到訪的地方及有否接觸動物；並佩戴
外科口罩，以防傳染他人。

身處外地時，如身體不適，特別是有發燒或咳嗽，應戴上外科口罩，立即通知酒店職員或旅遊領隊，並盡快求診；及

注意食物安全和衞生，避免進食或飲用生或未熟透的動物產品，包括奶類、蛋類和肉類，或食用可能被動物分泌物、
排泄物（例如尿液）或產品污染的食物，除非已經煮熟、洗淨或妥為去皮；

避免到訪醫院。如有必要到訪醫院，應佩戴外科口罩及時刻注重個人和手部衞生；

避免接觸動物（包括野味）、禽鳥或其糞便；

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

避免近距離接觸患者，特別是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的患者；

切勿進食野味及切勿光顧有提供野味的食肆；

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

病人佩戴外科口罩可以預防傳播呼吸道病毒，因此出現病徵（即使症狀輕微）的人士佩戴外科口罩十分重要；

在搭乘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擠逼的地方逗留時應佩戴外科口罩。正確佩戴口罩十分重要，包括在佩戴口罩前及脫下
口罩後保持手部衞生；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進食前；如廁後；觸摸扶手或門把等公共設施後；或當手被呼
吸道分泌物污染時，如咳嗽或打噴嚏後；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於有蓋垃圾箱內，然後徹底清潔雙手；

洗手時應以梘液和清水清潔雙手，搓手最少20秒，用水過清並用抹手紙弄乾。雙手洗乾淨後，不要再直接觸摸
水龍頭（例如先用抹手紙包裹著水龍頭，才把水龍頭關上）。如沒有洗手設施，或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使用
含70至80%的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亦為有效方法；

妥善保養排水渠管和定期（約每星期一次）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U型隔氣口），以確保環境衞生；

所有地台排水口在不使用時應蓋好；

如廁時亦要注重衞生，先將廁板蓋上才沖廁水，以免散播病菌；及

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不應上班或上學，避免前往人多擠逼的地方，及盡早向醫生求診。

健康建議
市民應減少外出及避免聚餐或聚會等社交活動，並盡量與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時刻保持個人和環境衞生，對預防個人受感染和防止病毒在社區擴散至為關鍵：

衞生署強烈呼籲市民應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遊計劃。如果不可避免前往香港以外國家／地區，應戴上外科口罩，
回港後亦應繼續佩戴14天。市民應注意以下預防措施：



請謹記在以下情況
必須潔手：

潔手是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除要經常潔手
外，亦應時常提醒你的家人或身邊的人潔手。 

Hand hygiene should be part of everyone's daily 
routines. You should always perform and remind 
your family members or people around to 
perform hand hygiene as well.

很多傳染病都是透過接觸傳播的。若雙手被病原
體污染，尤其是被呼吸道分泌物或糞便弄污後，
便很容易把疾病如痢疾、霍亂、肝炎、流行性感
冒、手足口病等傳播。保持手部衞生是預防傳染
病的首要條件。用梘液及清水或酒精搓手液，均
可達致手部衞生。
Many infectious diseases can be transmitted 
through contact. If hands are contaminated with 
pathogen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soiled with 
respiratory discharge or faecal matters, diseases 
include dysentery, cholera, hepatitis, influenza, 
and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can be 
spread easily. Observance of hand hygiene is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prevention of the spread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Using liquid soap 
and water or alcohol-based handrub can 
achieve hand hygiene.

雖然你是沒可能保持雙手無菌，但
有些重要時刻必須潔手，以減低病
原體數量和傳播疾病的機會。 

1. 接觸眼、鼻及口之前和後
2. 進食或處理食物前
3. 如廁後
4. 當手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時，如打噴嚏或咳嗽後

個人衞生：

Always remember to clean your
hands in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Although it is not possible to keep your bare 
hands free of pathogens, there are times when 
it is critical to clean your hands to limit the 
number and the spread of pathogens. 

1. Before and after touching eyes, nose and mouth
2. Before eating or preparing food
3. After using the toilet
4. When hands are contaminated by respiratory
secretions, e.g. after coughing or sneezing

Personal Hygiene:

1. 為幼童或病人更換尿片，或處理被污染的物件後
2. 接觸動物、家禽或其糞便後
3. 處理垃圾後
4. 觸摸公共物件，例如電梯扶手、升降機按鈕或門柄後

接觸或處理受污染或不潔物件後：

1. 探訪醫院、院舍或護理病人之前和後
2. 任何時候當你發覺雙手骯髒

其他：

1. After changing diapers or handling soiled items 
from children or the sick

2. After touching animals, poultry or their droppings

3. After handling garbage

4. After touching public installations or equipment,
such as escalator handrails, elevator control
panels or door knobs

After contacting or handling
contaminated or dirty materials:

1. Before and after visiting hospitals, residential care
homes or caring for the sick

2. Any time you find your hands are dirty

Others:



It is advised to clean hands with liquid soap 
and water when hands are visibly dirty or 
visibly soiled with blood and body fluid, after 
using the toilet or changing the diapers. When 
hands are not visibly soiled, hand hygiene with 
70-80% alcohol-based handrub is also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正確潔手步驟：
甲 ) 用梘液和清水潔手：
1. 開水喉弄濕雙手。

注意：

2. 加入梘液，用手擦出泡沫。

4. 洗擦後用清水將雙手徹底沖洗乾淨。

5. 用潔淨的毛巾或抹手紙徹底抹乾雙手。

3. 離開水源，按潔手技巧 7 步驟揉擦雙手（包
括手掌、手背、指隙、指背、拇指、指尖及
手腕）最少 20 秒，揉擦時切勿沖水。

6. 雙手洗乾淨後，不要再直接觸摸水龍頭，例如
先用抹手紙包裹著水龍頭，才把水龍頭關上。

切勿與其他人共用毛巾。

抹手紙用後應妥為棄置。
妥善放置個人毛巾，並應每日至少徹底清洗
一次。如能預備多於一條毛巾經常替換，則
更為理想。

Steps for proper hand hygiene
a) Clean hands with liquid soap
and water:

1. Wet hands under running water.

Please note:

2. Apply liquid soap and rub hands together to 
make a soapy lather.

4. Rinse hands thoroughly under running water.

5. Dry hands thoroughly with a clean cotton 
towel or a paper towel.

3. Away from the running water, rub hands 
(including palms, back of hands, between 
fingers, back of fingers, thumbs, finger tips 
and wrists) according to the 7 steps of hand 
hygiene technique for at least 20 seconds. 
Do not rinse off the soap while rubbing.

6. The cleaned hands should not touch the water 
tap directly again. For example: using a paper 
towel to wrap the faucet before turn it off.

Never share towels with others.
Dispose of used paper towel properly.
Store personal towels properly and wash 
them at least once daily. Preferably, prepare 
more towels for frequent replacement.

乙 ) 用酒精搓手液潔手：
1. 把足夠份量的酒精搓手液倒於掌心，至覆蓋整
雙手。

2. 按潔手技巧 7 步驟揉擦雙手（包括手掌、手背、
指隙、指背、拇指、指尖及手腕）。 

3. 揉擦至少 20 秒直至雙手乾透。

b) Clean hands with alcohol-based
handrub:

1. Apply a palmful of alcohol-based handrub to 
cover all surfaces of the hands.

2. Rub hands (including palms, back of hands, 
between fingers, back of fingers, thumbs, 
finger tips and wrists) according to the 7 steps 
of hand hygiene technique.

3. Rub for at least 20 seconds until the hands are 
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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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雙手有明顯污垢或被血液、體液沾污、如廁後
或更換尿片後，應用梘液及清水潔手。如雙手沒
有明顯污垢時，可用含 70-80% 酒精搓手液潔淨
雙手。



  

  

 

 

 

 

我們還要注意什麼？ 
佩戴口罩只是預防呼吸道感染的其
中一個方法，我們應同時認真地採
取各項防範措施，預防感染：

1. 經常和正確地保持手部衞生。
2. 在接觸眼、鼻及口前應先潔手。 
3. 遵守咳嗽禮儀。
4. 若身體不適時，應留在家中休息
和避免與他人接觸。

 
 

5. 盡量遠離可能的傳染源：
 5.1 減少非必要的社交活動，及避

免到人多擠逼的地方。如必須
出席，應盡量縮短逗留時間。
此外，較易患上感染併發症的
高危人士，例如孕婦和長期病
患者，建議佩戴口罩。

 
   
   
   
   
  
 5.2 盡量避免近距離接觸受感染

患者。
 

  

 

What else to note?
Wearing a mask is just one of the ways to 
prevent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We 
should also adopt the following preventive 
measures vigilantly to minimise the risk of 
getting infection:

1. Perform hand hygiene frequently and  
properly.

2. Perform hand hygiene before touching  
eyes, nose and mouth.

3. Maintain respiratory etiquette/ cough  
manners.

4 Stay at home if got sick and minimise  
contact with others.

5. Stay away from possible sources of infection:
5.1 Minimise unnecessary social contacts  

and avoid visiting crowded places. If this  
is necessary, minimise the length of stay  
whenever possible. Moreover, persons  
at a high risk of having infection-related  
complications, e.g. pregnant women or  
persons with chronic illnesses are  
advised to wear a mask.

 
 
 
 
 
  
 

5.2 Avoid close contact with the infected  
persons.  

如欲獲得更多資訊，請瀏覽
衞生防護中心網站
www.chp.gov.hk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Website 
www.ch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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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口罩？ 
佩戴口罩可遮掩鼻和口，阻隔液體與飛沫微粒
通過。外科口罩（口罩）是一種較常用的口罩。 

What is a mask?
A face mask covers nose and mouth. It provides a 
physical barrier to �uids and large particle droplets. 
Surgical mask (mask) is a type of face mask commonly 
used.

為什麼要佩戴口罩？ 
若佩戴得宜，口罩能有效預防經飛沫傳播的疾
病。  

Why do we need to wear a mask?
When used properly, masks can help prevent 
infections transmitted by respiratory droplets.

何時要佩戴口罩？ 
1. 保護自己：當我們需
要照顧呼吸道受感染
的患者時；或在流
感大流行／高峰期期
間進入醫院或診所。

 
  
   
  
 
2. 保護他人避免受感染：
當我們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時，如發燒、流
鼻水、咳嗽或打噴嚏等。

  
 

When do we need to wear a mask? 
1. To protect ourselves: When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person with respiratory infection; or  
when we visit hospitals or clinics during  
pandemic or peak season for in�uenza.

  
  
 

2.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infection to others:  
When we have respiratory symptoms, e.g.  
fever, runny nose, cough or sneeze.

  
 

 

怎樣佩戴口罩？ 
1. 選擇合適尺碼的口罩，兒童可選擇兒童尺碼。 
2. 佩戴口罩前，應先潔手。
3. 要讓口罩緊貼面部： 
 3.1  大部份口罩由三層物料組成，外層防液體

飛濺，中層作為屏障阻擋病菌，內層吸收
佩戴者釋出的濕氣和水分。佩戴者必須依
照生產商建議使用口罩，包括如何存放及
佩戴口罩（如分辨口罩的前後）。一般而言，
有顏色／摺紋向下的一面向外，有金屬條
的一邊向上。

 
    
    
    
   
    
    
 3.2  如選用綁帶式口罩，將

綁帶繫於頭頂及頸後；如
選用掛耳式口罩，把橡
筋繞在耳上，使口罩緊
貼面部。

   
   
   
   
 3.3  拉開口罩，使口罩

完全覆蓋口、鼻和下巴。    
 3.4  把口罩的金屬條沿鼻樑

兩側按緊，使口罩緊貼
面部。

   
    

4. 佩戴口罩後，應避免觸摸口罩。
若必須觸摸口罩，在觸摸前、
後都要徹底潔手。

 
 

 
 

 

 
  
  
  

 
 

How to wear a mask properly?
1. Choose the appropriate mask size. Child size is  

available for selection as indicated.
 

 

2. Perform hand hygiene before putting on a mask.

3. The mask should �t snugly over the face:

3.1 Most masks adopt a three-layer design which 
includes an outer �uid-repelling layer, a middle  
layer serves as a barrier to germs, and an inner  
moisture-absorbing layer. Wearer should follow  
the manufacturers’ recommendations when  
using mask, including proper storage and  
procedures of putting on mask (e.g. determine  
which side of the mask is facing outwards). In  
general, the coloured side / the side with folds  
facing downwards of the mask should face  
outwards with the metallic strip uppermost.

 
 
 
 
 
 
 
 
 
 
 

3.2 For tie-on mask, secure upper ties at the crown  
of head. Then secure lower ties at the nape. For  
ear-loops type, position the elastic bands  
around both ears.

 
 
 

3.3 Extend the mask  to fully cover mouth, nose and  
chin.  

3.4 Mould the metallic strip over nose bridge and  
the mask should �t snugly over the face.   

 
 
 

 
  
 
  
 

 
 

4. Avoid touching the mask after wearing. Otherwise,  
should perform hand hygiene before and after  
touching the mask.

  
 

怎樣脫下口罩？
1. 適時更換口罩。一般而言，口罩不可重複使
用。另外，口罩如有破損或弄污，應立即更換。

2. 脫下口罩前，須先潔手。

3. 脫下綁帶式口罩時，應先解開頸後的綁帶，
然後解開頭頂的綁帶；脫下掛耳式的口罩時，
把口罩的橡筋從雙耳除下，並應盡量避免觸摸
口罩向外部份，因這部份可能已沾染病菌。

4. 將脫下的口罩棄置於有蓋垃圾箱內，然後立
即潔手。

How to take o� a mask properly?
1. Change mask timely. In general, mask should  

not be reused. Replace the mask immediately if  
it is damaged or soiled.

2. Before taking o� the mask, perform hand hygiene.
3. When taking o� tie-on mask, unfasten the ties at  

the nape �rst; then unfasten the ties at the crown  
of head. For ear-loops type, hold both the ear  
loops and take-o� gently from face. Avoid touching  
the outside of mask as it may be covered with  
germs.

4. After taking o� the mask, discard it into a lidded 
rubbish bin and perform hand hygiene immediately.



 

   

衞生署健康教育專線

Health Education Infoline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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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捷生

前言

由新型冠狀病毒引致的肺炎疫情
每日變化，令不少人措手不及，
身心均面對沉重壓力。

面對學校停課、防疫物資不足、
子女前程等，都令家長產生不同
負面情緒，包括恐懼、迷惘、擔
心、憤怒和不安等。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設計了「身
心抗疫小貼士」家長篇，提供一
些抗疫小錦囊，讓家長與子女一
齊裝備自己，同心抗疫。

2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目錄

親子活動齊抗疫

• 家長應鼓勵子女與自己一起多做
家居活動／運動來增強身體對疫
情的抵抗力

心靈抗疫

• 與子女分析疫情資訊

• 紓緩子女的壓力

• 紓緩自己的壓力

3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4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5

親子活動齊抗疫

家長可以和子女進行一些有趣而
有益的親子活動。
雖然在這段時間，大家都減少了
外出活動的機會，但就算足不出
戶，也可以一起進行家居活動／
運動，不但可以強健體魄，更可
以增進彼此的溝通和交流。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6

家長作為子女的榜樣，應以身作則，鼓勵
子女嘗試不同類型的家居活動／運動：

做家務
肌力鍛鍊運動（可參考身心抗疫小貼士（學生篇））

體適能遊戲（可參考身心抗疫小貼士（學生篇））

帶氧運動，如：跳繩、原地跑
培養子女對家居活動／運動的興趣，並一
起參與
多陪伴子女，與他們一同發掘一些有趣的
家居親子活動，並讓他們選擇喜歡的活動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親子活動齊抗疫



翁捷生 7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現今網絡資訊發達，子女停課在家，
難免會接觸大量資訊，家長必需鼓勵
他們理性分析，並教導子女分辨真偽，
減少子女的迷惘和不安。

8

與子女分析疫情資訊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當接收相關資訊時：

• 教導子女謹慎選擇適當資訊頻道

• 家長可多留意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所發布
的最新資訊，掌握疫情發展

• 留意子女每天瀏覽網絡的時間，避免他們
因長時間接收過量資訊而感到迷惘和不安

• 家長需小心分辨及查證社交媒體上流傳的
消息真偽，與子女一起討論，並提醒他們
不要胡亂轉發，減少不必要的恐慌

• 家長不應受未經證實的消息影響，而作出
非理性行為

9

與子女分析疫情資訊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子女停課在家，除了減少社交聚會及活動外，更因面對考試而感到恐
懼及不安，產生心理壓力，繼而影響身體健康。

家長應時刻留意子女的心理狀況，適時放下手上工作，多花時間與其
相處，鼓勵他們分享負面情緒，紓解壓力。

10

紓緩子女的壓力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當子女有壓力時，你可以：

• 開放自己，細心聆聽他們的分享

• 主動關心，了解他們的真實需要

• 雖然外出活動減少，但應鼓勵他們
透過社交媒體、電話或視訊與朋友
維繫感情，維持社交生活

• 有需要時，尋求專業協助及輔導

11

紓緩子女的壓力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當你有壓力時，你可以：

• 避免接收過多的資訊

• 和家人及朋友保持聯繫，互相
支援

• 進行鬆弛練習

12

紓緩自己的壓力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13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其他資源：

運動前須知：
https://www.chp.gov.hk/tc/static/90004.html

開展運動之旅：
https://www.chp.gov.hk/files/her/2561_doh_brochure_tc.pdf

肌肉鬆弛練習：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relaxation/relaxation.html

https://youtu.be/bDb8pUy-Xts

https://youtu.be/c5XYTGu5OKA

身體掃描練習 / 腹式呼吸法練習：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eht_re/eht_re.html

精神健康資源：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files/Mental_Health_QR_code_factsheet.pdf

https://www.chp.gov.hk/tc/static/90004.html
https://www.chp.gov.hk/files/her/2561_doh_brochure_tc.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relaxation/relaxation.html
https://youtu.be/bDb8pUy-Xts
https://youtu.be/c5XYTGu5OKA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eht_re/eht_re.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files/Mental_Health_QR_code_factsheet.pdf


 



翁捷生

前言

由新型冠狀病毒引致的肺炎疫情
每日變化，令不少人措手不及，
身心均面對沉重壓力。

面對學校停課、減少社交活動、
考試壓力等，都令學生產生不同
的負面情緒，包括恐懼、迷惘、
擔心、憤怒和不安等。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設計了「身
心抗疫小貼士」學生篇，提供一
些抗疫小錦囊，讓學生裝備自己，
抵抗疫情。

2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目錄

身體抗疫篇

• 體能運動的好處

• 肌力鍛鍊運動

• 體適能遊戲

• 健體舞

心靈抗疫篇

• 接收正確資訊

• 尋求心理支援

3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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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捷生 5

體能運動的好處

適當運動是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一環。
經常運動可以促進身體及精神健康。

為減低感染的風險，我們減少了外出
活動的機會，也要避免到人多擠迫的
地方。但就算留在家中，也可以做一
些簡單的體能活動，如站立、跳繩、
跳舞、行樓梯、做家務等，或做一些
伸展運動，如拉筋等。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促進身體健康：

• 增進心肺功能

• 強壯肌肉

• 增加肌肉的柔韌度，減少受傷機會

• 促進新陳代謝，消耗熱能，防止脂肪積聚

• 增強身體抵抗能力

6

體能運動的好處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促進精神健康：

• 有助舒展身心，消除精神壓力

• 提昇抗逆力

• 減少焦慮及抑鬱徵狀

• 釋放安多酚，令心情輕鬆愉快

7

體能運動的好處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 不用外出也能鍛鍊身體

• 不需加額外儀器來鍛鍊

• 可強化肌肉的力量和耐力

• 每星期平均做3次；每個動作可依照自己的
能力做10至25次；整套動作共做3次

• 在鍛鍊身體之前，記得做熱身運動啊！

8

肌力鍛鍊運動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9

肌力鍛鍊運動

（一）下肢

踏梯級 背靠牆，站立至微
屈膝，俗稱無形椅

四點跪，屈膝並
提高一腿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10

肌力鍛鍊運動

（二）背部俯臥，提升肩膊和雙臂

（三）腹部，仰臥起坐（屈膝）雙手
交叉於胸前，提升頭和肩膊至肩胛骨
離開地面）

（四）上肢，跪膝掌上壓。若然
不夠力，可轉做站立著用手推牆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11

體適能遊戲

左放右擺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1. 需維持俯臥撑動作完成整個活動。
2. 先用左手把球由左邊呼拉圈拿起，放到中

間呼拉圈。
3. 再以同一方式把球運到右邊呼拉圈。
4. 然後改換右手，以同一方法把球運回左邊

呼拉圈。
5. 可安排其他參加者在呼拉圈另一面同步進

行，增加競技元素。
影片連結

資料取材自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體育組網頁
註：以上只作參考。可調整遊戲以便在家中進行，請確保旁邊有足夠空間及沒有物件會從高處落下。同時，
緊記注意個人衞生及避免人多聚集。

http://vblc.eduhk.hk/vblc/secureWatch.php?pseudo=oISiqaM%3D&viewer_id=0f5c2b56ef0850690f3ee200d0d2a0e7&keygen=13&timestamp=1557194792


翁捷生 12

體適能遊戲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1. 每人有皮球2個。
2. 在指定空間一手拍球，一手拋接，左

右手動作可交替練習。
備註：可嘗試兩手同時分拍兩球。

影片連結

資料取材自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體育組網頁
註：以上只作參考。可調整遊戲以便在家中進行，請確保旁邊有足夠空間及沒有物件會從高處落下。同時，
緊記注意個人衞生及避免人多聚集。

左右為難

https://vblc.eduhk.hk/vblc/secureWatch.php?pseudo=oISiq6U%3D&viewer_id=08482aa44b964c8c8b93b546ac90b1d7&keygen=11&timestamp=1557195167


翁捷生 13

體適能遊戲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1. 兩位參加者面對而站，中間放4色飛
碟。

2. 收到顏色指令後，參加者立即把腳尖
輕觸同色飛碟。

備註：以直臂支撑，配合前後移動，觸
碰飛碟。

影片連結

資料取材自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體育組網頁
註：以上只作參考。可調整遊戲以便在家中進行，請確保旁邊有足夠空間及沒有物件會從高處落下。同時，
緊記注意個人衞生及避免人多聚集。

踩地雷

https://vblc.eduhk.hk/vblc/secureWatch.php?pseudo=oISjo6U%3D&viewer_id=9ec2627c9328a0282c8c5a8f217d7a45&keygen=6&timestamp=1557195533


翁捷生 14

健體舞

• 為照顧學習多樣性，片中各人的動作略
有不同，因此，學生可先看影片，再按
能力選擇適合自己的舞步作練習

• 熟練後，學生可因應自己的學習進度逐
一挑戰，例如自創舞步動作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影片連結
資料取材自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體育組網頁
註：以上只作參考。健體舞可在家中進行，請確保旁邊有足夠空間及沒有物件會從高處落下。同時，緊記注
意個人衞生及避免人多聚集。

https://vblc.eduhk.hk/vblc/secureWatch.php?pseudo=oISiqZ8%3D&viewer_id=6e681a89f848195829144d6a7b1cd7cd&keygen=11&timestamp=15574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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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捷生

要有效應對疫情變化，先要掌握最
新及正確的疫情資訊，適時作出應
對。

現今網絡系統發達，我們每天經由
不同途徑接觸大量資訊，必需理性
分析，辨別真偽。

16

接收正確資訊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接收相關資訊時，需要留意：

• 謹慎選擇適當的資訊頻道，多留意衞生署
衞生防護中心所發布的最新疫情資訊

• 坊間資訊多而混亂，為免因接收過量資訊
而無法消化，應「停一停，諗一諗」；同
時亦應避免花太長時間瀏覽

• 小心分辨及查證社交媒體上流傳的消息真
偽，不要胡亂轉發，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
慌

• 別受未經證實的消息影響，不要盲目作出
非理性行為

17

接收正確資訊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面對因疫情而出現的生活變化，容易
令人感到恐懼和不安，因而產生心理
壓力，繼而影響身體健康。

當你感到憂慮時，你可以：

• 與信任的人分享感受，如家長、同
學、朋友等

• 進行鬆弛練習，紓緩情緒緊張

• 有需要時，尋求專業協助及輔導

18

尋求心理支援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翁捷生

當你身邊的人感到不安時，你可以：

• 主動關心身邊人，了解他們的需要

• 即使外出聚會減少，亦可透過社交
媒體、電話或視訊與家人及朋友維
繫感情，互相支持

尋求心理支援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19



翁捷生 20

運動前須知：
https://www.chp.gov.hk/tc/static/90004.html

開展運動之旅：
https://www.chp.gov.hk/files/her/2561_doh_brochure_tc.pdf

肌肉鬆弛練習：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relaxation/relaxation.html

https://youtu.be/bDb8pUy-Xts

https://youtu.be/c5XYTGu5OKA

身體掃描練習 / 腹式呼吸法練習：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eht_re/eht_re.html

精神健康資源：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files/Mental_Health_QR_code_factsheet.pdf

其他資源：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https://www.chp.gov.hk/tc/static/90004.html
https://www.chp.gov.hk/files/her/2561_doh_brochure_tc.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relaxation/relaxation.html
https://youtu.be/bDb8pUy-Xts
https://youtu.be/c5XYTGu5OKA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eht_re/eht_re.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files/Mental_Health_QR_code_factsheet.pdf


「2019冠狀病毒病」對

精神及心理健康的影響和處理建議



香港正在受著「2019冠狀病毒病」的威脅。 不少市民也擔心自己或

親人可能會受到感染並出現不同程度的不安、焦慮和精神壓力徵狀

。 這些都是人們受到威脅而會產生的正常心理及情緒反應。 這些不

安固然會擾亂我們的日常生活，但也同時令我們提高警覺，執行相

應的預防措施去保障自己和親人的健康。

受到疫症威脅的人士若出現一些精神壓力反應（例如呼吸急速、心

跳加速、肌肉收緊、口乾、腹部不適、失眠、食慾不振、過度專注

負面資料及報導、思想以偏概全等) 和負面情緒（例如焦慮、寂寞、

抑鬱、內疚、憤怒、埋怨等）並有不信任別人或遷怒他人的行為也

是可以理解的。

以下是一些在面對疫症挑戰時有助處理相關負面情緒和心理壓力的

建議：

我們要避免：

‧ 怪責自己、孤立自己、自暴自棄，放棄保障健康的有效措施

‧ 不斷重複瀏覽或轉載一些令自己或他人不安的資訊（尤其是一

些未經確認的訊息）

‧ 思想鑽入牛角尖、將事情災難化、令自己及親人更加恐慌（例

如一時忘記配戴口罩便認為已經染病、在街上見到有人咳嗽便

認為社區已經有疫症爆發）

‧ 遷怒他人、引起不必要糾紛（例如怪責有患病者傳染他人、斥

罵家人偶然的無心之失、埋怨其他人爭先恐後地搶購物資或責

備店員未能供應所需）

‧ 向親人說謊或向醫護人員隱瞞問題



我們可以：

‧ 承認和接納自己正常的不安反應，不去抑壓或否認負面情緒

‧ 保障自己，執行相應的預防措施（例如勤洗手、外出時配戴口

罩等）

‧ 愛護自己，確保基本健康，包括保持均衡飲食、適當運動、充

足的睡眠和休息、放鬆的心情都可以增強身體的免疫能力，持

續對抗疫情

‧ 留意疫情發展同時理性分析，查證資訊來源的可信性，避免羊

群心態受到危言聳聽，應選擇接受資訊的次數及時間，宜同時

留意正面消息

‧ 與親友定時溝通，接受別人關心，互相支持（例如透過電話、

電子視訊等途徑保持聯絡，互相分享有用的物資、表達關懷等)

‧ 善用時間，令自己生活充實（例如做合適的運動，看書和電影

或享受其他合適的個人興趣）

‧ 做鬆弛練習，放鬆身心

‧ 建立正面想法，正面理解面對疫症挑戰的經歷（例如我可採取

預防措施有效地保障自己、親友和其他人、疫症威脅是暫時性

而非無了期、對平日能享有健康或有人關心自己而心存感恩、

計劃日後可如何與親人相處，享受天倫之樂）



若情緒困擾持續逾兩周，

則需主動尋求專業人士協助

欲了解更多關於「2019冠狀病毒病」的

最新情況和衞生指引，請瀏覽：

‧ 2019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

www.coronavirus.gov.hk

如因情緒困擾需要尋求協助，可查詢：

‧ 衞生防護中心精神健康資訊站
www.chp.gov.hk/mhi

‧ 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專線 2466 7350

‧ 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