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中大人奮力齊抗疫

「疫」流而上

中大校友自強線上分享系列
邀得九位校友分享 七集共錄得過十萬瀏覽量

中大人
同心抗疫
「疫」流而上

校友事務處
Facebook 專頁

由中大七個本地校友會（校
友評議會、校友會聯會、崇
基學院校友會、新亞書院校
友會、聯合書院校友會、逸
夫書院校友會及教育學院校
友會）及校友事務處攜手呈
獻：「疫」流而上 — 中大
校 友 自 強 線 上 分 享 系 列，
由 3 月 27 日 起， 每 逢 星 期
五晚上 7 時播放，整個系列
獲海內外校友鼎力支持，共
錄得超過十萬人次瀏覽量，
可喜可賀！錯過了七集節目
內容的校友，可留意以下文
字 簡 介， 並 到 校 友 事 務 處
Facebook 專頁重溫。

▲ 左起：陳家亮校友、方健儀
校友及校友評議會主席林偉
雄校友

醫學篇

疫風知勁草
首集由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家亮校友（88 崇基內
外全科醫學）主講，並由方健儀校友（99 聯合新聞與傳
播學）擔任主持。陳校友分享他和他的團隊最新的研究，
發現不論病情輕重，所有患者的糞便樣本均帶有新型冠

「疫」流而上七集總收視超過十萬！
醫學篇： 疫風知勁草

23.5k 人收看

經濟篇： 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下的

11.8k 人收看

香港經濟和金融前景及對策

狀病毒，即使呼吸道已沒有病毒樣本，糞便樣本仍有病
毒存在。此發現對於日常生活防範帶來重要啟示，如廁
後如果手部不潔淨，有機會將病毒傳給別人，因此個人
衞生十分重要，最低限度洗手時要用肥皂清潔至少 20
秒，並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要鬆懈。

運動篇： 家居 Keep Fit 錦囊

16.6k 人收看

陳校友亦提到中大醫科生的學習進度，也受今次疫情所

教育篇： 疫境中的親子家教

12.8k 人收看

影響，既要保障學生安全，又要讓他們有足夠的知識及

心理篇： 轉念看疫境

13.2k 人收看

保險篇： 疫境自助 投保索賠變輕鬆

11.3k 人收看

家乖乖留在家中，不要四處走動，

中醫篇： 如何在新冠的時代中絕處逢生 12.3k 人收看

雖然明白於家中是很苦悶，但為了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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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k人收看

技能，因此二月開始已安排學生於
網上學習，這樣的安排就是要讓大

個人、家人及社會健康，就請盡公
德心留在家中。

醫學篇

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下的
香港經濟和金融前景及對策

經濟篇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經濟活動和交通運輸減少，引發全球金融
動盪。第二集分享以經濟為題，邀請三位熟悉本港以至全球經濟、
金融及貿易市場的校友：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關家明校友（78
崇基經濟）、中國誠信（亞太）信用評級有限公司主席李永權校友
（73 崇基社會學）、中資投資銀行執行董事李俊蔚校友（05 崇基工
管），並由魏敬國校友（04 崇基計量財務學）主持，分享疫情期
間所觀察到的市場反應及啟示。
關校友指出這次的經濟危機絕對是「史無前例」，香港的經濟正

▲ 左起：魏敬國校友、關家明校友、李永權校友及李
俊蔚校友

面臨著策略性的轉型升級，即使這次疫情打擊了很多傳統行業，
但同時，不少小規模的公司卻以電子商貿、電子科技和電子付款
等方式，利用了新環境創業及發展。李永權校友則提醒在目前如
此困難的情況下，現金流是非常重要，投資方面也應分散投資，
但要留意如果是買基金投資，就要了解當中
組合，不要被其名字矇蔽。李俊蔚校友認為
應汲取 08 年的經驗，現時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未完全浮現，危機當中第一要點依然是 Cash
is King，要保本、保持流動性和償債能力，
有能力守住才有明天。

經濟篇

運動篇
家居 Keep Fit 錦囊
第三集分享以運動為主題，由前香港三項鐵人代表李致和校友（99
逸夫體育運動科學），分享如何在家中 Keep Fit，並帶領蘇嘉欣（14
新亞生物醫學工程學）及黃梓浩（15 崇基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兩
位校友一同親身示範，協助大家鍛鍊主肌肉群，以保持及增強肌肉力
量和耐力。
▲ 左起：蘇嘉欣校友、李致和校友及黃梓浩校友

李校友一口氣示範了五組動作，包括登山者（Mountain Climber）、
俯臥撑（Push Up）、分腿蹲（Overhead Split Squat）、俯臥推舉
（Prone Shoulder Press），以及蹲橫移步（Squat
Walk and Toe Tap），令 校 友 在 家 也 可 以 多 做
運動出一身汗，李校友更提醒在家做運動時，
也要穿着合適的運動服及運動鞋以保安全，
還要確保周圍環境有足夠的活動空間，以免
產生碰撞。

運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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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篇
疫境中的親子家教
新冠肺炎席捲全球，學童停課需要留在家中，減低外出受感染的機
會。第四集分享邀來精神科專家丁錫全校友（91 崇基內外全科醫
學），提供家居親子教育的意見，助家長及子女在疫情告急時，順
利渡過停課階段。丁校友指出只要善用四個「愛的教育」錦囊，就
可以全面照顧子女的心理健康。第一個是與小朋友相處，可以嘗試
放下手機，用心聆聽子女的需要，彼此分享所見所聞。第二個是父
母共同製作小玩意、小實驗，家人一起玩遊戲、
猜謎語，可以增添家庭歡樂！第三個是不只關注
學業成績，發揮子女的長處，以及利用此機會做
有趣的項目如實驗，停課不停學。第四個是要培
育子女同理心，幫助困惑有需要的人。丁校友還
即場接受校友提問，線上解答校友問題。

教育篇

▲ 前排中：丁錫全校友
後排左起：校友事務處助理處長許寶寶女士、
教育學院校友會會長許玉麟校友、校友事務處處長
鄭健文先生

心理篇
轉念看疫境
在疫症蔓延的非常時期，不少人在情緒、經濟、與家人關係上都
承受壓力。第五集分享以心理為主題，由香港健康情緒中心一級
執業臨床心理學家郭碧珊校友（95 新亞心理學）主講，並由連尉
君校友（新亞書院應屆畢業生）主持，分享如何用「轉念」的方
法，換個角度看事情。郭校友說第一步是要有一個良好的生活規
律（Have A Good Routine）；第二步就嘗試欣賞（Appreciate）多
一點，想一些我們珍惜的事情；第三步是關於我們能否轉變着眼點
（Put Things Into Perspective），令自己沒有那麼辛苦；第四步則是
刻意尋找自己做完之後是會開心的事情（Pleasure Seeking）；最
後一步是一個比較好的態度，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Yes I Can Do
It），五步加起來就是 HAPPY 一字，做完這五步可以感覺開心一點。
節目並邀得 17 年前沙士期間患上抑鬱症的康復
者 Ellen，分享康復經歷，她表示經過和郭校友
的接觸，深深體會到對方是很明白自己的傷痛，
並提示她不要看太多負面的東西，要看多些正
面的事情並記錄下來，腦內慢慢會充滿開心的、
正能量的事情，重拾幸福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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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篇

▲ 左起：連尉君校友、郭碧珊校友及 Ellen

中醫篇
如何在新冠的時代中絕處逢生
新型冠狀病毒所引起的肺炎疫情，有一種接近濕的特徵。
到底如何對付濕毒，預防新冠病毒？最後一集分享以中醫
為主題，由註冊中醫陳可昕校友（14 聯合中醫學）主講，
介紹正氣的重要性及分享有效的養生方法，助校友從生活
及飲食習慣方面對付濕毒，在新冠的時代中絕處逢生。
陳校友提出從中醫角度來看，年老體弱的新冠患者多數
會病重，主因是他們的正氣相對不足，因而提醒大家要
緊記，要不時調理讓自己的正氣回升，亦即是一般人所
講的養生。她進一步指出，由於新冠
▲ 左起：逸夫書院校友會會長區藹芝校友、
黃子遜校友

保險篇

肺炎與濕邪相關，要對抗濕邪就有三
種方法，一是多運動增加血氣循環，
二是適當補充水分，三是盡量吃清淡

疫境自助 投保索賠變輕鬆
新冠病毒扭轉了我們的生活，輕則未能出門令已計劃的
旅程受阻，如果一旦不幸感染確診的話，損失將會更大。

一點，並且減少進食牛奶、芝士、菇
菌及生冷食物。

中醫篇

第六集分享以保險為主題，邀得亞洲保險及 Avo 保險行
政總裁兼執行董事黃子遜校友（95 逸夫英文及翻譯）主
講，並由區藹芝校友（97 逸夫中文）主持，分析疫情下
的保險須知，如何配合不同人的保險需要。黃校友提到
沒有保險，很多經濟或者衣食住行的民生活動都會停頓，
現時已有很多保險公司特別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設計新
的額外保障，甚至有保險公司特別將新冠肺炎疫情保障
捐贈給醫護人員，保險業可說是與時並進。
她還分享了本港近年發展蓬勃的虛擬
保險，由於整個購買流程、理賠過程
全部在網上進行，所以產品設計偏向
簡單，而且會有更多新的產品，涵蓋
過往沒有保障過的範圍，消費者就能
靈活地因應個人需要，選擇一些適合
自己的保障方案。

保險篇
▲ 陳可昕校友

中大「同心抗疫」網站
為了令校友們可以掌握疫情期間的資訊，中大
特別設立「同心抗疫」網站，將最新防疫資訊、
專家分析、網上教學資源、校園公布等整合起
來，方便大家參考！
www.againstcovid19.cuhk.edu.hk

「同心抗疫」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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