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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測風雲
2019年除夕夜，正當全球各地歌舞昇平，倒數
迎接新一個十年的開始，鮮有人意料到在不遠
處，一場風暴正在醞釀：一種據說來自蝙蝠、
和2003年在香港釀二百九十九死的沙士同族的
新型冠狀病毒，即將席捲全球，令鬧市頓變空
城，無數生命與生計毀於一旦。

汲取沙士沉重教訓的香港在新病毒苗頭初冒的
1月已嚴陣以待。香港中文大學以同樣的先見
之明及早備戰，山雨欲來風滿樓，屏氣凝神
無懼色。無論是網上教學、減低社交接觸還是
在家工作，大學果斷嘗試多項史無前例的運作
模式，臨危不亂，因時制宜。同時，這所高等
學府的專家學者日以繼夜為疫症覓良方、尋出
路，以實際援助抒解公眾燃眉之急，以專業知
識撥開層層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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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籌帷幄

新年伊始，大學已就武漢出現原因不明肺炎病例提高警
覺，嚴加防備。因應政府在1月4日啟動嚴重應變級別，
大學的健康促進及防護委員會密切留意疫情發展，並參
考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建議。大學保健處亦加強監察
校內人士的身體狀況。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呼吸科權威許樹昌教授加入
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團。他在1月22及23日發放
的兩段短片中提醒中大師生必須勤洗手、保持個人衞生，
並在人多擠迫處佩戴口罩。他呼籲，從內地返港的人如發
燒或有呼吸道病徵，應立即前往就近急症室求醫。

1月24日，大學宣布取消在內地進行的交換生計劃及暫
停短期學生交流活動。翌日，校方決定延至2月17日復
課，並提升應變級別至第二高的「緊急」，以示本港出
現新型病毒，人體健康受到新而嚴重影響的風險高而迫
切。所有員生須在返校前填寫及遞交相關表格，申報健
康狀況及連續十四日監測身體狀況。

另一邊廂，由校長段崇智教授帶領的緊急應變小組成
立，統籌大學防疫工作。大學高級管理層以及各學術、
行政部門主管定期開會，緊貼海內外疫情發展，商討防
疫措施與教研安排。小組也諮詢各書院和學院成員，徵
集校內外意見，達成共識，見機行事，以應付變幻莫測
的事態。	

許樹昌 教授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
系系主任

段崇智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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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的在線教學在Zoom視像會議平台進行，
平台支援一系列即時、預設和重溫活動，例如
講課和導修。資訊科技服務處處長丘智華女士
說：「Zoom平台採雲端方案，並非使用大學
內的伺服器，所以我們得加強頻寬，保證網絡
連接暢順。」為提高電子教學的效能，大學還
購入第三方的虛擬專用網路（VPN）服務，確
保即使跨地域連接也暢通無阻，這對於滯留在
內地各省市家中復課的師生尤為便利。

移師雲上

世界衞生組織2月11日正式將新型冠狀病毒命
名為COVID-19。此病毒傳染力極強，令面授
課堂負擔的健康風險倍增。幸好科技能助我們
跨過疫症威脅，在雲端繼續享受知識帶來的充
實和悅樂。在悠長的休課期，老師、學生和支
援人員忙於熟習線上的教與學，為2月17日復
課做好準備。

在2月11日致教學同仁的信中，常務副校長、
利榮森中國文化教授陳金樑教授闡述全面展開
網上教學的原因：「守護學生和教職員的身
心健康是我們的首要考慮。其次，當盡一切努
力，減低疫症在校園爆發的風險……第三，
須確保每一科達到其學習成果，先由網上教學
開始。」

陳金樑 教授

 常務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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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至2月14日期間共舉辦了二十二場網
上工作坊，各院系的九千二百多名學生和二千
七百多名老師、技術支援與行政人員紛紛學習
如何使用Zoom上課。校方亦推出「在線學習
特別資助計劃」供老師申請，鼓勵他們提出可
優化在線教學的項目，例如授課策略、利用
Zoom進行線上評分與準備教材的方法等。經
濟拮据的學生也可向大學借用筆記本電腦。

許多老師是在家中或辦公室打開攝像鏡頭授
課。但考慮到不少老師更喜歡站在講台的實在
感，校園內部分教室加配網絡攝像器等設備，
供有需要的老師申請使用。

中大圖書館亦強化了網上資料與設備，並推出
嶄新的資源來支援在線教學。例如，師生可索
取圖書館現有印刷書籍的電子副本。至於那些
沒有電子版本的書籍或期刊，圖書館會視情
況，盡力取得其中章節或文章於網上的閱讀許
可權。

除了開首幾天略有窒礙，在線教學大致稱得
上圓融通暢，即使是過百人的課堂依然運作
無阻。有學生發現，一貫內向的同學也主動
參與討論，教學氣氛更活躍，因而更有助吸

收知識。連平時沉默寡言的學生也願意透過視
像平台的「聊天框」或用「舉手」鍵發問。
另有學生讚賞老師把所授內容錄下並上載到
Blackboard系統，方便學生細閱和溫習。自2
月17日以來，中大在每個教學日平均舉辦逾一
千一百場在線課堂，參與人數超過七萬人，平
均出勤率接近九成。

然而，對中大近一百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來說，把課業搬上雲端絕非易事。他們或有視
障、聽障，或有過動症、自閉症等學習困難，
需花上加倍時間和心力才能適應網上學習，幸
得學生事務處的殘疾服務統籌主任全力支援，
包括提醒授課老師留意照顧班上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資訊科技服務處也因應學生意見迅
速改善Blackboard、維誠檢測系統等網上教學
平台的無障礙功能。

領導大學全面轉為線上教學的副校長（教學）
潘偉賢教授有感而發：「我們的團隊群策群
力、士氣高昂，矢志為學生和老師多走一步，
使教與學臻於完善。中大師生的熱誠、上進、
信任、支持和鼓勵也予我們力量砥礪前行。這
段期間，同仁守望相助、共同克服挑戰，對團
隊源源不絕的鼓勵，使我感到窩心。」

丘智華 女士

	 資訊科技服務處處長

潘偉賢 教授

 副校長（教學）

1,100+ 每個教學日 
平均舉辦的 
在線課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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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同行

委託大學將其公司的非酒精消毒液贈予社福機
構。六十七位2000年畢業的醫科校友籌得三
萬三千五百元購買原料和膠樽，由我校校友營
運的實惠家居亦捐贈一萬個膠樽，俾能承載搓
手液。

兩個校友組織——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和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在此次行動中不遺餘
力。他們於2月尾至3月初在天水圍、深水埗和
馬鞍山舉行四場外展活動，校友和學生於早上
製作搓手液，在下午派發。每次攤位外均現排
隊人龍，而中大人亦會主動接觸長者和前線人
士，將手製心意送上。

一千九百公升的搓手液，看似杯水車薪，但只要
戮力同心，便能匯成洗滌雙手和人心的海洋。

疫病肆虐，保持雙手清潔雖是老生常談，卻能
救人一命。新冠肺炎於1月尾來襲之際，消毒
液一樽難求，中大着手調配一千九百公升七成
五酒精搓手液，分發大學各部門並贈予社會。

中大派贈搓手液的行動，緣起一念：本身是化
學家的副校長吳基培教授，想到運用大學的實
驗室和設施調製這些坊間已然稀缺的溶液。他
聯絡化學系的同事和學生，並聯同大學安全事
務處按世衞的配方製作搓手液。

過程由原料調配、混合、過濾至入樽拍成短
片，迴響廣泛，僅數日就有二十三萬次瀏覽，
不少社福機構來電查詢。其後博群全人發展中
心夥拍三十六個非政府組織，將搓手液送往護
老院、特殊學校和兒童之家。

「就算不足仍願意分享，這是我們想推動的
事，」吳教授說：「長者和基層易受感染，我
們堅持起碼一半搓手液要派到他們手上。」

與此同時，畢業生聽聞行動，紛紛付出金錢與
人力物力襄助。一位化學系舊生聯絡吳教授，

吳基培 教授

 副校長
 化學系教授

1,900
分發大學部門及贈與社會
的搓手液公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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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濫勿缺？

無論是搓手液還是清潔劑，罐頭湯還是衞生
紙，我們司空見慣的日用品在疫情爆發初期成
為港人競相搶購的貨物。「盲搶炎」怪象還傳
播到英國、美國、新加坡、澳洲等地，民眾爭
先恐後湧向當地商店，清空貨架。

這種集體現象令楊穎敏教授深感好奇。這位市
場學系副教授專研人類決策行為學，對行為科
學及關乎消費者福祉的研究抱有濃厚興趣。她
認為，這次的恐慌搶購潮歸根究柢是人類情感
在作祟。

「對不確定事物產生的情緒是搶購現象的關鍵所
在。」楊教授闡述道：「人類慣於躲避風險，
傾向為最壞的情況作打算，而非凡事向好看。
伴隨而來的是恐懼與焦慮。這些情感會驅使人
類的行為，影響我們對逆境的判斷與反應。」

她續以具體數據印證上述理論：一項研究於3
月8至18日期間訪問了約一千名香港市民，調
查他們的囤積模式及焦慮程度之關聯。研究發
現，愈是焦慮的人，其囤積意欲愈高。例如，
在所有囤積廁紙的受訪者中，高達五成人屬中
度焦慮。

楊穎敏 教授

 市場學系副教授

為何大眾如此憂心忡忡？經過一番論文研讀，
及對疫情時間線的爬梳整理，楊教授終於得出
答案。「這一切歸咎於2月5日的WhatsApp信
息。部分香港人收到一則關於新冠肺炎的短
訊，聲稱中國物流因疫情而癱瘓，導致衞生紙
嚴重短缺。」

楊教授續說，那段時間社交媒體上的照片滿是
武漢和中國各地空無一人的街道和搶購一空的
貨架，令香港民眾的恐慌情緒日漲，因此上述
WhatsApp短訊一出現，他們馬上深信不疑，
對沒廁紙可用的恐懼壓倒了理性分析。

她亦指出情緒的利弊：「恐懼和焦慮其實並非
壞事──儘管採取的行動有時不合常理，但這
些情感是人類適應周遭環境的本能反應，有助
我們逆境自保；只有長時間過度恐慌及焦慮才
會損害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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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無常

新冠病毒顛覆了我們生活各方面，辦公地點是其一。為
減少同事密切接觸，以免新冠病毒肺炎在校園擴散，大
學1月28日宣布特別安排部分員工於農曆新年假期後留
家工作。有鑑第一波疫情逐漸緩和，3月2日起大學嘗試
逐步恢復正常上班運作。但隨着海外人士返港觸發第二
波疫情，各單位於3月23日重推特別工作安排。直至5月
4日香港疫情趨向穩定，全體員工才得以重返辦公崗位。
然而兩個月後，新一波疫情來勢更洶，大學再次讓可於
辦公地點外處理工作的教職員毋需返回辦公室。

這段時間留在家遙理職務的同事靠着Office	365分享文
件、登錄VPN遙距上線，透過Zoom舉行視像會議。大學
運作不至停滯，有賴一眾中大人不捨晝夜，令山城在防
疫的同時，我們依舊昂首前行。

Photo  
by ISO

amytam@cuhkimages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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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han Wright繪 

即使不如往日熙來攘往，校內所有公共空間、自修室和
宿舍茶水間仍然嚴格執行限聚措施。除緊急及維持大學
必要運作的活動外，校園所有活動及任何形式的師生社
交聚會減至最低程度，阻止病毒傳播。

這期間，校園的餐飲僅維持有限度服務。營業的餐廳及
食堂必須在顧客進入前替他們量度體溫，每桌只能招待
限定人數，顧客也只有在進食時才能除下口罩。

人類天生群居，疫潮下卻為了互相躲避費盡心思，此情
此景，前所未見。「保持社交距離，要訣在於防止群
聚。」保健處處長陸偉昌醫生說。他解釋，兩人共處一
室，交叉感染機會大增；四人聚首一堂，機率更是以幾
何級數上升。

「社交距離充足，疾病或許不至傳遍大街小巷，癱瘓醫
療系統。」他說，患者一旦急增，災難便會接踵而來。
「要知道醫療系統崩潰只是前奏，這也是最令我們擔心
的。很多人不明白，醫療體系一旦爆破，整個城市亦會
陷入癱瘓。身患其它疾病的人無法得到救治，逝者難以
安息。」

息交絕遊的日子也許令人感到孤單、不便甚至害怕，但
在疫苗面世之前，保持社交距離就是遏止病毒散播、防
患於未然的上策。

陸偉昌 醫生

 保健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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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先士眾
香港抗擊新冠危機之際，中大絕無袖手旁觀，
疫情早期便率先調動學者專家出謀劃策，向公
眾鳴發警號，為政策制定提供理據，力阻狡猾
的病毒伺機而發。

1月23日本港出現首宗確診個案後的首兩個星
期，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
學院的研究團隊訪問了一千一百六十八名香港
市民，調查他們對疫情的風險感知及心理行
為反應。

調查發現，絕大多數受訪者有留意疫情最新發
展（99.5%），知道感染風險甚高（88%），

以及加強了個人衞生如配戴口罩、清潔雙手等
（90%）。研究結果於2月中旬發布，讓政策
制定者參考普羅大眾的心理行為及變化，製訂
有效的預防措施控制疫情。

研究團隊亦分析了香港首五十六宗新冠病毒確
診個案的人口統計學及流行病學資料。結果發
現，超過九成個案在堵截上有延誤情況，平均
在病發後約六日才隔離，最嚴重的個案更延誤
了十四天。此外，大部分患者在確診前都曾求
醫多於一次。鑑於新冠		病毒潛伏期較長而且發
病時症狀輕微，研究團隊呼籲政府落實限聚措
施，市民亦應盡量減少社交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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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闌風靜
疫潮來襲之初，世人猝不及防，一時踉踉蹌
蹌。然而跌碰過後，我們站穩了腳步，並在風
雨中重整旗鼓，為着與病魔長期作戰，厲兵秣
馬。我們退守家中，幽居蟄伏，志向卻仍遠在
千里。是以中大事職不懈，移師網上，繼續傳
道授業，同時為化解瘟疫，出謀獻策。



掃描重溫《藝術無間》

掃描重溫「博文在線」 網上公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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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無止境

為鼓勵成員及大眾在家學習，大學於3至5月間
舉辦八場「博文在線」網上公開講座。講座由
多名中大學者主講，深入淺出，涵蓋人文、商
學、教育、工程、法律、醫學與科學。誠如首
場講座「大學之道4.0」的講者、常務副校長
陳金樑教授所言，時局艱難，更要發奮求學。
從人工智能說到在線約會，再由重力波談到尋
寶；說過大都市的前世今生，再談機械人的教
學功能，最後道來一位外科醫生的心路歷程，
一眾學人論盡天南地北，求知若渴的我們在家
中聽着，咫尺天涯，依舊稱心。

各學院亦紛紛開設雲端平台，匯聚好學之人，
務求知識交流不斷。在疫症蔓延之際，中大的
人文學者、商業專家、工程學家、科學家、社
會科學家等現身線上，引領世界各地的觀眾遨
遊學海，並運用各自的專業知識，以嶄新角度
分析這場世紀危機。

法律學院「大中華區法律史研討會系列」來
到第五屆，疫情下便改於網上舉行。新形式
下，一眾講者侃侃而談，一如過往，其中副
院長（學術事務）Steven Gallagher教授便
從法律出發，暢論藝術買賣二三事。曾為古
玩經銷商的Gallagher教授於席上信手拈來，
以古今中外多件奇珍異寶為例證，縷述文物

與工藝品的收集、保存和處置問題，教人眼
界大開。

除了各教學單位，文物館亦不忘傳播知識、濡
養心靈。於5至7月間在網上播出的《藝術無
間》中，館方邀得多位來自各行各業的嘉賓，
偕同專家從不一樣的角度細看館藏。一件玉器
與一個醫生的工作有何關連？一幅荷花圖在一
位法師的眼裏又是怎樣？踏遍香港郊野的行山
領隊，能否在抽象的水墨中窺見新界群巒的氣
韻？走在潮流尖端的髮型師，又對清代的時尚
有何評斷？一連八集，藝術愛好者得以從全新
的視角，賞玩館中瑰寶。

溫故而知新，大學在傾力製作全新資源以外，
亦整合了多年來各方名士於中大發表的演講，
供大眾重溫。校方特意推薦廿一位諾貝爾獎得
主與文藝界精英的講座，望能一解居家避疫的
鬱悶。新知舊雨，雲端相會，縱隔千里，仍能
互通有無，豈不美哉？	

Steven Gallagher 教授

  法律學院副院長	
（學術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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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世安民

世人為抗疫足不出戶，醫護卻留守前線，爭分
奪秒，設法擊退疫症。醫學院一眾專家當然亦
未曾缺席，而其任務之一，是研發針對經飛機
到港兒童的糞便病毒測試。

此計劃源於院方一項針對患者糞便病毒含量的
研究。團隊發現，不論患者病情輕重，其糞便
一概帶有病毒。結果亦顯示，呼吸道不再驗出
病毒的患者中，兩至三成人的糞便仍見病毒。
有鑑於此，院方由3月29日起為抵達香港國際
機場的兒童提供糞便檢測工具，並安排中大實
驗室於一日內完成化驗。

兒童染病後或無徵兆，這些隱形患者能否被	
驗出，關係抗疫成敗。然而微生物學系系主任
陳基湘教授指出，常用的深喉唾液測試難以在
兒童身上進行，而假如樣本抽取方式不當，化
驗結果呈假陰性的機率將達四成。相比之下，
糞便樣本較易採集，測試結果也較為準確。截
至5月底，院方已進行超過七百次糞便測試。

除了追尋現存的隱形患者，陳教授亦着手招募
三千名市民，找出當中曾經受到感染的人，以
掌握本地隱性感染情況。研究團隊於志願者身

上採集血液和唾液，然後進行化驗，判斷樣本
是否帶有與病毒相關的抗體。陳教授指，追尋
隱形患者的用意之一，在於了解防疫政策是否
需要調整。

「假設研究發現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中有相當
比例的隱性感染，那就是說我們以往的策略未
能涵蓋這類人士。這樣的話，我們就應當考慮
加強在老人院的防範和檢測。」團隊也會留意
隱性患者的職業，從而了解個別工種所蒙受
的風險。

研究於4月下旬展開，首階段招募一千人。坊
間反應熱烈，計劃公布第一日已有超過二千人
報名。首階段的數據會用以評估本港隱性感染
者的數量，而團隊亦會在這些數據的基礎上，
計劃下一階段的行動，包括追蹤曾接觸患者的
人士、集中研究個別年齡組別等等。 	

陳基湘 教授

 微生物學系系主任

新冠實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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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腸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副主任黃秀娟
教授領導的團隊，專注研究患者腸道，發現當中
的微生態失衡。調查涵蓋過百名患者及一千五百
名健康人士，結果顯示患者腸道欠缺多種益菌。
腸道益壞菌比例失衡，可削弱免疫系統，增加身
體受病毒或細菌感染的機會。

有見及此，研究團隊開發出一道益生菌配方，
以保持腸道微生態平衡，增強免疫力。團隊借
助大數據，調製配方時顧及不同文化間生活形

黃秀娟 教授

  腸道微生物群	
研究中心副主任

態上的差異。醫學院已為配方申請專利，同時
與業界合作，按配方研發可配合日常膳食的補
充品。院方亦展開大型臨床研究，驗證腸道健
康對抵禦新型傳染病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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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醫學固然是應付這場瘟疫的主流方法，然而
沉澱上千年的中醫亦有其功用。大疫所至，人心
惶惶；視人體為有機整體、講求天人合一、順應
天時以達至臟腑平衡的中醫學，可與西醫互補不
足。中醫學院副院長、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
所所長林志秀教授稱，中醫在疫戰中舉足輕重。
他指出，中醫有助世人理解這神祕莫測的病毒，
也能助我們掌握人體的奧妙。

在缺乏疫苗和特效藥的情況下，中國內地在抗
疫早期便運用中醫藥診治疫症，武漢部分臨時
醫院甚至以中醫為主、西醫為輔。資料顯示，

林志秀 教授

  中醫學院副院長

中藥可改善發燒、咳嗽、疲乏等症狀，並有助
縮短病人住院時間、阻止病情惡化、提高康復
率及減低死亡率。全國六萬多名已出院的患者
中，大多數人曾接受中西醫結合治療，而接受
純中醫治療的病例，為數亦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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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遠弗屆

時間內適應教學模式的轉變，亦有一定困難。
研究團隊建議學校調整策略，考慮安排心理健
康活動、建立同儕支援小組、減省評估等措
施，切合學生需要。

而在醫療資源分配長期不均的情況下，全球各
地的低收入人士更是在疫潮中首當其衝。觀乎

疫症遺禍無窮，遠遠不止於影響個人身體。疫
潮波及的群體中，深受影響者，當數一眾教
師。教育學院5月一項針對幼稚園教師的研究
顯示，過半受訪者在遙距教學下精神耗竭，情
緒低落，其個人幸福感以至對學校、學生及教
育專業的承擔感也較低。

另一邊廂，莘莘學子亦飽受困擾。學院同期另
一項針對中學生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對網上教
學的價值整體評分不高，並在遙距學習下承受
巨大壓力和焦慮。領導研究的課程與教學學系
趙建豐教授指，現時網上教學大多聚焦於行為
參與，未能顧及學習的多樣性，而學生要在短

趙建豐 教授

  課程與教學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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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私家門診遠多於公營診所；公營醫療
機構不足，而求醫者眾，貧苦大眾因而比富人
面對更大風險。再者，前線工作多由弱勢社群
肩負，但他們往往是欠缺防疫知識與裝備的一
群。瘟疫久而不息，窮苦弱小者，可謂惶惶不
可終日。

有見社會不公窒礙醫療普及，中大於今年1月
成立健康公平研究所。針對今次疫潮，研究所
建議政府將疫症訂為職業病，促使僱主為員工
的安危負責。研究所亦正進行其它研究及政策
倡議，但求人人得以享用最優質的醫療服務，
不分貧富。

另外，大學於4月成立中大支援基金，向受疫
情影響的同學與同事提供實質支持及援助，並
期望能提升大學成員的抗逆能力，合力應對
當前及往後的挑戰。校長及全體七位副校長以
身作則，率先捐出本年餘下月份薪金百分之十
五。基金獲各界慷慨支持，推出僅兩個月，已
籌得經費為畢業生提供逾三百個就業及實習機
會。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霍泰輝副校長樂見中
大人精誠團結，共體時艱。他說：「很感謝社
會各界鼎力支持，更喜見中大人團結一致，跨
越輩分、部門和層級，共襄善舉，將中大精神
發揮得淋漓盡致。抗疫路漫漫，我們更應齊心
協力，振貧濟乏。中大社群一向守望相助，我
由衷感謝伸出援手的中大同寅和社會各界的善
長賢達。」

人類在疫情下受盡煎熬，動物亦不能倖免。2
月底，香港有狗隻接受測試，結果呈弱陽性，
成為全球首宗動物病例。及後，本地和比利時
陸續有貓狗確診。時至4月，紐約布朗士動物
園一隻馬來亞虎亦染病，月底美國再傳來兩隻
家貓確診的消息。

動物染疫的報導相繼不絕，一眾飼主自是憂心
忡忡。為此醫學院請來許樹昌教授提供針對寵
物的防疫資訊，並一如以往，透過社交平台傳
達公眾。許教授提醒，飼主應注意個人與環境
衞生。若主人抱恙，則不應直接接觸寵物。一
旦寵物不適，主人就應立即尋求獸醫協助。	

霍泰輝 教授

  副校長
	 	中大支援基金	
管理委員會主席

300+
中大支援基金為畢業生提
供的工作及實習機會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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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威脅下，世界陷於停頓，但這覆舟之水，
會否亦能載舟？乍看之下，這場瘟疫確實為
地球帶來養生休息的良機。地球系統科學課
程譚志勇教授便指出，在中國、紐約等地，
經濟放緩、交通癱瘓，二氧化氮、二氧化碳
等溫室氣體和污染物的排放量隨之急跌。

話雖如此，疫症長遠為環境帶來的禍害終究多
於益處。如環境、能源及可持續發展研究所顧
問劉雅章教授所言，環球經濟一時的收縮，本
來就不能解決氣候變化這個長線問題。地球系
統科學課程戴沛權教授所見略同。他指出，二
氧化碳排放量往往於危機後止跌回升，甚至出
現報復式增長。蕭條過後，人們必然急於收復
失地、追回生產總值。如此一來，溫室氣體排
放量的升勢或許比以往來得還要凌厲。

而我們為抗疫投下猛藥，亦大大加重環境的負
擔。綠領行動一項調查顯示，港人居家避疫，

令每週外賣銷售量增加百分之七十四；一週
下來，便有超過一億件塑膠餐具用完即棄。此
外，大批口罩遭胡亂棄置，堆滿沙灘和山徑，
危及海陸生態。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陳永勤更警告，疫症
將分薄各國在潔淨能源方面的投資以及業界在
減排上的心力。「經濟亟待恢復，發展可再生
能源、推動清潔生產之事或有阻滯。而世人集
中應付公共衞生問題，亦有可能削弱國際社會
在環境事務與氣候變化上的合作。」

疫潮席捲全球，社會、經濟、政治，無不受
創。與此同時，疫症暴露一連串隱伏多時的問
題。這災劫為世間萬物帶來傷害，但它亦帶給
我們一次痛定思痛、化濁為清的機會。中大矢
志與世人同行，戮力一心，在病疫遺下的瓦礫
上，建設光輝未來。	

福禍相隨

譚志勇 教授

  地球系統科學課程
助理教授

劉雅章 教授

  環境、能源及可持續
發展研究所顧問

戴沛權 教授

  地球系統科學課程
副教授

陳永勤 教授

  地理與資源管理	
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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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 Hiro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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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正當2020–21新學年重新開放校園的預備工
作穩步進展之時，本地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進
入嚴峻的第三波。7月初開始，香港不同社區
不同群體之間的確診數字大幅上升，世界其他
地區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不論本地或海
外，疫情仍然沒有減弱或受控的跡象。

假陽性的嗎？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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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疫情逆轉，並考慮到同學及教職員的安
全，校方緊急應變小組在徵詢健康促進與保護
委員會的意見後，仔細考慮各種可行選項，決
定將2020年9月7日開始的第一學期全面改為
網上教學。校方建議同學切勿返回校園，以減
少人群聚集增加病毒的傳播風險。這不是理想
的做法，但在保障大學師生健康，避免大學運
作進一步受影響的大前題下，卻是絕對必要的
安排。

校長段崇智教授及常務副校長陳金樑教授在7
月20日給大學同人的聯署公開信中宣布這個決
定，以及大學將會採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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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學生迎新活動將以網上形
式舉行。保持適當的社交距
離、避免群體聚集，以及盡量
減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可以
有助減低病毒的傳播。

⊲	 	大學強烈建議現正身處香港以
外地區的學生不要返回校園。

⊲	 	課堂將以網上形式進行，直至疫
情穩定為止。汲取了上一學年的
寶貴經驗，以及大學在電子教學
及網上同步學習方面持續投入資
源，網上教學相信能達至預期的
學習成果，同時讓同學和員工避
免受到病毒感染。

⊲	 	本地學生宿舍將暫時停止接受
申請，直至另行通知。大學建議
所有學生避免出席人多聚集的場
合，盡量遠離病毒的威脅。

Keith Hiro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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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大學他朝重啟面對面授課，又或舉行校園
活動，亦絕不會有半點鬆懈，必將嚴格奉行社
交距離守則，不論何時何地，不論與課業有否
直接關係，人與人之間都必須保持適當距離，
以防感染。這樣才可做到把病毒拒諸於校門
外，或在出現感染個案時，及時和有效地控制
疫情。大學已有計劃推出具體措施，保證學生
員工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學習和工作，包括：

⊲ 	 	所有人在校園，尤其是乘坐校巴或在室
內時，必須佩戴口罩。

⊲ 	 	大學將於個別地點設立體溫監測點，
並提供酒精搓手液，亦會設置口罩	
販賣機。

⊲ 	 	大學將定時清潔和消毒公眾場所與設
施，如課室、圖書館、體育場館、升降
機、校巴等。

⊲ 	 	為讓師生在授課和導修課時保持適當距
離，大家出入課室和實驗室以及座位方
面均有特別安排。

中大緊急應變小組轄下一個專責小組，發放了
一份有關疫情下舉辦社交及非教學活動的參考
指引，勾畫了籌備和舉辦校園活動的框架。為
了減低病毒傳染機會，大學不建議舉行大型活
動或任何提供飲食的聚會。即使有必要舉行，
活動也要考慮是否可以另一種形式進行，俾能
避免人群聚集，聚餐更是可免則免。

舉辦大型活動，應該有相應措施保證實行社交
距離，控制人群，並實施具體防疫措施，諸如
提供潔手液，安排量體溫，要求配戴口罩等。

本刊付梓之時，疫情尚未有絲毫退減跡象。新
冠肺炎病毒在香港及全球各地再次肆虐，顯示
世人目前對這種病毒所知仍然不多。疫情未來
可能仍然會起伏反覆。然而，我們深信，即使
面對任何逆境，都無阻中文大學追求教研卓越
的決心。中大上下必將一起熬過風雨，其間堅
守崗位，克盡己份，我們期待着雨後的彩虹，
和那藹藹的晨曦。 

Keith Hiro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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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增設的 
體溫監測儀和
口罩販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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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言疫語
疫潮肆虐以來，中大學者的觀察和建
言廣獲本地和國際媒體重視和徵引，
涵蓋各方面的言談或殷殷勸勉，俱以
學者的觸覺胸襟，撫定人心，揭示疫
世下防治和處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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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新加坡、澳門及 
台灣等地可見，市民愈是 
謹慎，感染個案相對愈少。 
事實勝於雄辯。
譯自Laignee	Barron，‘What	We	Can	Learn	From	Singapore,	
Taiwan	and	Hong	Kong	About	Handling	Coronavirus’，	
《時代》雜誌，2020年3月13日

一系列抗疫措施，包括全民戴
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
對控制新冠疫情至關重要。
譯自Victor	Ting，‘To	mask	or	not	to	mask:	WHO	makes	
U-turn	while	US,	Singapore	abandon	pandemic	advice	and	
tell	citizens	to	start	wearing	masks’，	
《南華早報》，2020年4月4日

每個人生存在世都有風險，
很難完全是零風險，只能盡
量減低它。我建議不要24小
時不斷看資訊，想想有其他
甚麼可以做，訂下一些可完
成的目標，如根據網上的指
示做運動，也可以做靜觀練
習，減少看資訊的時間，避免
不停思考最壞的情況。
⊲		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院長黃仰山教授

張綺霞，＜中大公共衞生專家黃仰山	教港人紓緩瘟疫焦慮情緒
方法＞，《信報財經新聞》，2020年3月20日

▲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許樹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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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了解病毒的機
理以及人體對其反
應是致勝關鍵。 
這樣我們才能全方
位攻克病毒。
			兒科學系黃永堅教授

譯自Katherine	J.	Wu，	
‘The	coronavirus	spares	most	kids.	
	These	theories	may	help	explain	why’，	
《國家地理》雜誌，2020年3月25日

數據反映，	
糖尿病患者感染新
冠肺炎的風險尤
高，這並非危言聳
聽。我們呼籲糖尿
病患者及早做足預
防，保護自己，以
免招禍上身。
		香港糖尿病及肥胖症研究所所長陳重娥教授

譯自Mike	Watts，‘Coronavirus:	I	have	diabetes,	am	I	at	
a	greater	risk?’，Diabetes.co.uk，20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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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很可能7月
前放寬限制。假若限
制持續，政府需要防
止糧食短缺、社會動
盪、人命傷亡和經濟
崩壞等騷亂。如果限
制取消，經濟自然會
復甦。
			經濟學系莊太量教授

譯自Karen	Yeung，‘World	at	risk	of	second	Great	
Depression	due	to	coronavirus,	says	Chinese	central	
bank’，《南華早報》，2020年4月5日

小朋友非常需要休息
和戶外活動。在狹窄
的室內空間很難長時
間待着。板間房住戶
更是處於社會經濟底
層，貧困與壓力交迫。
		心理學系Catherine	McBride教授

譯自Marta	Colombo，‘Home	Alone,	Hong	
Kong’s	Children	Face	Increased	Stress	During	
Pandemic’，《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2020年
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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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為重要的是及早
計劃嚴謹和主動的心理
支援措施，便利受壓員工
尋求幫助，防止二次傷害
發生。疫情過後，制定政
策預防醫護人員心靈繼
續受創是個重要議題。
		精神科學系周偉浩教授

譯自‘Who	will	heal	the	healers?	The	psychological	aftermath	
of	covid-19’，《英國醫學期刊》評論版，2020年4月17日

（葉靈鳳）對於一些風評不
佳或不見經傳的洋人中國見
聞之類，卻與學術專著及檔
案史料放在一起，形成獨特
的知識風貌。這種做學問的
mix	and	match，多少得歸
功於一種精神上的自由與隔
離。原來不是隔離才讀書，
是讀書要隔離啊！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黃念欣教授

＜隔離時看什麼書？＞，《明報》，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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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額外資助後， 
我們將開展新項目，
加深認識新型冠狀病
毒，亦會找出最受疫
情影響的醫學領域，
改善相關臨床指引。
		醫學院院長陳家亮教授

譯自Joyce	Lau，‘Huge	cash	injection	for	Hong	
Kong	universities’	Covid-19	research’，《泰晤
士高等教育》，2020年5月1日

考慮到健康資源和 
因疫情而死亡的人
數，佩戴口罩能夠
以低成本減慢新冠
病毒的傳播。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黃曦教授

譯自‘Countries	with	early	adoption	of	face	masks	
showed	modest	COVID-19	infection	rates’，《每
日科學》，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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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

新任 姓名 任期

副校長 岑美霞教授 1.8.2020–31.7.2023

理學院院長 宋春山教授 15.7.2020–14.7.2025

逸夫書院院長 梁耀堅教授 1.7.2020–30.6.2024

岑美霞教授 宋春山教授 梁耀堅教授

大學主管及高級人員

姓名 任期

新任

張宇人議員 5.6.2020–4.6.2023

劉國勳議員 5.6.2020–4.6.2023

麥美娟議員 5.6.2020–4.6.2023

續任 馮兆滔先生 18.5.2020–17.5.2023

張宇人議員 劉國勳議員 麥美娟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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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任 姓名 任期

副校長 潘偉賢教授 1.5.2020–30.4.2023

副校長 吳基培教授 1.8.2020–31.7.2023

副校長（行政） 吳樹培先生 1.4.2020–31.3.2023

協理副校長 王淑英教授 1.2.2020–31.7.2022

崇基學院院長 方永平教授 1.8.2020–31.7.2023

17.6.2020 1.8.2020 1.8.2020

何培斌教授
建築學院

張妙清教授
心理學系

梁永亮教授
心理學系

榮休教授

1.8.2020

李歐梵教授
文學院

Beverly	Jane	Jackson教授
英文系

Gerald	Anthony	Nelson教授
英文系

大學主管及高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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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20

Tony	Gin教授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

劉德輝教授
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

李子芬教授
那打素護理學院

黃捷教授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江紹佳教授
生命科學學院

王保強教授
生命科學學院

吳奇教授
化學系

許伯銘教授
物理系

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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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在手，感覺踏實。然而，為減少大量印刷對環境造成的損害，請與
朋友分享本冊，或上網（http://www.iso.cuhk.edu.hk/chinese/pub/
bulletin）閱覽。謝謝您愛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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