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名稱 相關主題 應對資訊 網址 二維碼

同心抗疫 2019冠狀病毒專題網站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新聞中心
有關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

病最新資訊﹑醫院安排及相關資源

https://www.ha.org.hk/visitor/ha_visitor_index.asp?Content_ID=254

422&Lang=CHIB5&Dimension=100&Parent_ID=10000&Ver=HT

ML

Hospital Authority - Ethnic

Minority Website

Provide HA information, Corporate News,

Service Arrangement and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OVID-19

https://www3.ha.org.hk/em/

醫管局病人專頁

為病人及照顧者提供在2019冠狀病毒

病疫情下醫院管理局的服務安排和相

關健康資訊

https://www.ha.org.hk/covid/tc/

收集深喉唾液樣本 收集深喉唾液樣本病人須知 https://www.ha.org.hk/haho/ho/cc/Information_sheet_tc.pdf

港島東醫院聯網

抗疫錦囊

疫情最新資訊



機構名稱 相關主題 應對資訊 網址 二維碼

Information sheet for collection of early

morning deep throat saliva https://www.ha.org.hk/haho/ho/cc/Information_sheet_en.pdf

Information sheet for collection of early

morning deep throat saliva

 (In other languages)

https://www.ha.org.hk/haho/ho/cc/Information_Sheet_langs_en.pdf

收集深喉唾液樣本教學影片
http://videocwp.ha.org.hk/wmv/deep%20throat%20saliva%20v2.mp

4

抗疫資訊網站 掌握社區資訊 抗疫資訊 https://ac19.hkcss.org.hk/

疫情最新資訊

收集深喉唾液樣本



機構名稱 相關主題 應對資訊 網址 二維碼

疫境抒「情」篇

 (文字版)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4286/tc/Pam

phlet_for_Colleagues_nCoV_Feb_2020_revised.pdf

調節情緒，由身體出發﹗

(文字版)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4286/tc/Intro

_remark_to_the_2_relaxation_videos_(public).pdf

兒童遇到特殊事故的常見的反應

(文字版)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4286/tc/CPS

B1.pdf

處理新型冠狀病毒 - 心理篇(一

般市民)

(文字版)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4286/tc/CPSB2.pdf

支援被隔離人士

(文字版)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4286/tc/CPSB3.pdf

支援被隔離人士(家長篇)

(文字版)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4286/tc/CPS

B4.pdf

 2020抗疫心理資源

臨床心理服務科
 2020抗疫心理資源



機構名稱 相關主題 應對資訊 網址 二維碼

疫境中的情緒處理-醫護和前線

工作人員 (中文文字版)

https://www.redcross.org.hk/sites/redcross/files/media/ccs

d_files/%E7%96%AB%E5%A2%83%E4%B8%AD%E7

%9A%84%E6%83%85%E7%B7%92%E8%99%95%E7%

90%86_provider_CHI_final.pdf

疫境中的情緒處理-醫護和前線

工作人員 (英文文字版)

https://www.redcross.org.hk/sites/redcross/files/media/ccs

d_files/MHPSS%20during%20disease%20outbreak_provi

der_ENG_final.pdf

14天心理健康日誌(中文文字版)
https://www.healthyhkec.org/links/anti-epidemic/hkrc_well-

being_chi.pdf

14天心理健康日誌(英文文字版)
https://www.healthyhkec.org/links/anti-epidemic/hkrc_well-

being_eng.pdf

ReFresh多元輔導及

研究計劃
心靈抗疫線上系列 http://bokssrefresh.wixsite.com/refresh-counselling

 2020抗疫心理資源

心理支援服務

心理支援服務 (Link網址

https://www.redcross.org.hk/tc/ncov2

019.html)



機構名稱 相關主題 應對資訊 網址 二維碼

家庭發展基金 如何面對心中恐懼
https://www.facebook.com/86161170691/posts/101579330

46745692/

突破輔導中心 醫護同行情緒支援熱線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2628438134

106550&id=1477700869180288

 2020抗疫心理資源



機構名稱 相關主題 應對資訊 網址 二維碼

鬆弛練習 鬆弛及呼吸訓練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eht_r

e/eht_re.html

身心靈(330)小貼士 [影片] https://www.nlpra.org.hk/tc/pnp/feature-topics

不忘照顧心靈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vHNMADBeeQ

14天自處正念生活指南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egRUcGk9mNvJug952en

wzG9R3J0BUIZ/view

呼吸練習 https://youtu.be/Xs-b5J6XO-s

靜心步行練習 https://youtu.be/xlxA6dX_DjI

放鬆練習

靜觀練習

耆年服務部



機構名稱 相關主題 應對資訊 網址 二維碼

用五個步驟，維持身心健康　（

文字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BrVuGVcnCOPr133d2B

8ewKJQLnFtkyw/view

靜心分享　（影片）
https://www.facebook.com/tszshanbscc/videos/681618365

979586/

正念抗疫方法

放鬆練習



機構名稱 相關主題 應對資訊 網址 二維碼

newlife330手機程式Android https://goo.gl/xXcCSC

newlife330手機程式IOS https://appsto.re/hk/VtsA-.i

機構名稱 相關主題 應對資訊 網址 二維碼

輕鬆照顧三步曲(一)重「拾」樂趣

十個「五感」遊戲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vQK1MJfqkAmKcJncdn7we-0-

BT1f7Q9/view

輕鬆照顧三步曲 (二)  We Want 生活作

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wPQ5jDUqc&feature=youtu.

be

香港復康會 防疫貼士 https://www.e2care.hk/zh-hk/e2ctv/prevent-diseases

靜觀練習

實用資源 (下載手機程式)

耆年服務部

社區資源 



機構名稱 相關主題 應對資訊 網址 二維碼

心理支援服務  暖心抗疫平台 https://sites.google.com/view/bscc-care4u/

家中繼續玩 親子在家遊戲教學

https://playright.org.hk/%e6%9c%80%e6%96%b0%e6%b6%88%e6

%81%af/?fbclid=IwAR2J2txmXKl2A-

_x5Atru6rKcN3S2SGOj1ulm3qUS2bDXoyVhL6mzP6yhhc

第一集 病毒的剋星-前傳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Y5OIRlYbNQ&feature=youtu.

be

第二集 病毒的剋星-後傳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kbwpPrmvBQ&feature=youtu.

be

第三集 決鬥吧!來一場問答比賽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1lYSfWHQOc&feature=youtu.

be

社區資源 

醫院遊戲頻道



機構名稱 相關主題 應對資訊 網址 二維碼

口罩超人成長記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sxnd3BXAvE&feature=youtu.be

洗手大冒險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ro6ae81G7o&feature=youtu.be

洗手歌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CdgjT2-

4M&feature=youtu.be

互動遊戲，手工，故事，音樂遊戲集

於一身

https://www.healthyhkec.org/links/anti-

epidemic/playright_promotion.pdf

青少年情緒支援
《善待自己》本子

'Be kind to yourself' Booklet

https://www.healthyhkec.org/links/anti-epidemic/playright_be-kind-

to-yourself.pdf

醫院遊戲頻道

社區資源 



機構名稱 相關主題 應對資訊 網址 二維碼

利民會友樂坊（港島東）

Facebook 專頁

疫情資訊、中心服務安排、精神健康

資訊、網上活動及影片

https://www.facebook.com/pg/%E5%88%A9%E6%B0%91%E6%9

C%83%E5%8F%8B%E6%A8%82%E5%9D%8A%E6%B8%AF%E

5%B3%B6%E6%9D%B1-103298991344729/videos/

再造「藝文青」環保手創坊
https://www.healthyhkec.org/links/anti-

epidemic/BOKSS_program2.pdf

D.I.Y.復古日記
https://www.healthyhkec.org/links/anti-

epidemic/BOKSS_program1.pdf

鼓勵家長陪同小朋友一同

參與製作親子繪本、學習

禪繞畫及親子烹飪

聽聽故事 show funny (一)及(二)

親子齊學禪繞畫

童你放輕 Zoom

煮出我天地

https://ifsc.sjs.org.hk/?p=14815

高效習慣
https://www.healthyhkec.org/links/anti-

epidemic/hkfew_program1.pdf

愛之連線
https://www.healthyhkec.org/links/anti-

epidemic/hkfew_program2.pdf

與年青一代談環保 DIY

家長角色，從管教到相處

，與高小及初中學生的相

處之道

社區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