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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介及背景 – 2019 冠状病毒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网
页的数据显示，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于2019年12月
31日发现了若干不明肺炎病例，而该病毒与任何其
它已知的病毒皆不符。2020年1月7日，中国确认于
湖北省武汉市所出现的病毒是一种新病毒，属于冠
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当时把这一种新病毒暂时命
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冠状病毒是一个大型病毒家族，包括引
起普通感冒的病毒，以及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症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
病毒等。
至2020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为因新型冠
状病毒而引起的疾病正式定名为“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二) 以冠状病毒病 (COVID-19)

作为例子研习疾病地理

研习问题指引：

冠状病毒病爆发后的蔓延情况是怎样
的？ (知识及技能)



知多一点点… …

你知道甚么是传
染病吗？详情请
看本简报最后部
分的补充资料 (即
48-55页)

[注意：如你已在其
他课题或渠道对传染
病有所认知，则无需
重复阅读这部分的资

料 ]



现在，请完成
学生工作纸
第2-3页

从阅读中
学习



在中国哪个城市首 发现
冠状病毒病？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约于2019年12月至
2020年1月向世界卫生组织通布出现新的
冠状病毒病(图1)

图1

中国湖北省的
区位



你知道武汉在哪里吗？



中国及武汉地理资料站

在以下的几页简报，让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些有
关武汉，以至整个中国
基本的自然及人文地理

知识



(1) 武汉的区位及地形地势

武汉
及湖北省
区位图

武汉



 武汉的地理区位：
武汉市，简称「汉」，是湖北省的省会，
更是中国中部及长江中游地区的超级大城
市，是中国中部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
化中心，更是全国的交通枢纽，四通八达。
长江及其支流汉水穿越武汉的市区，将武
汉一分为三，形成武昌、汉口及汉阳三个
区域(武汉三镇)的基本地理格局。

 中国的三级地形地势及武汉的一般地势：
中国的地形地势，复杂多样，由西至东差
异甚大，大致可分为三级阶梯：



中国的三级地形地势及主要河流图(及相关资料)

河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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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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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
三级阶梯地势

特征及例子

第一级 • 第一级阶梯包括中国西南部海拔平均4,000

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等高山

第二级 • 第二级阶梯的高度约海拔1,000-2,000米，
部分地区可在500米以下。

• 这个跨越中国中部、北部及西北部的区域
分布着一系列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地，
例如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内蒙古高
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准噶尔盆地、
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及四川盆地等

第三级 • 越过大兴安岭至雪峰山一线，一直至中国
东部的海岸，是中国地势的第三级阶梯，
是一片高度在海拔500米以下的平原和丘陵
地

• 第三级阶梯的例子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
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东南丘陵等

从上图可见，中国的三级地形地势呈现「西高
东低」的大势，而各级阶梯的特征及例子如下：



根据上述中国的三级地形地势图，武汉位于第三
级阶梯，地势比较平缓。此外，中国的主要河流
(如长江及黄河)的流向，也大致反映了中国西高
东低的地形大势(参看下图)。而武汉位于长江中
游，所以水量充足、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故自
古以来皆是中国人口聚居的理想地方

海拔 (米)

(km)

武汉宜昌重庆

跳虎峡

<中国西面> <中国东面>

长江的
剖面图



(2) 武汉的气候及人口

武汉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全年降水量约
1,110毫米)、日照充足、四季分明。一年中，常以1

月的平均气温最低；而7月的平均气温则最高 (数据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武汉2018年各月的平均气温 (摄氏度)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由于地理区位、地势及气候条件俱佳，武汉人口众多。
根据《武汉统计年鉴2018》，武汉全市于2017年的
常住人口为约1,089万人，而该年年末的户籍人口却
只有8,536,517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1 5.9 12.9 18.7 23.5 26.6 30.3 29.4 24.3 17.1 11.9 5.2



 因为武汉是中国中部的地理中心城市，四通八达，所
以，它亦发展成中国客运量最大的铁路、航空及公路
的枢纽之一，更是中国最大的内河航运中心之一。

 中国的高速铁路，是目前世界上最长、以及最快的高
速铁路系统 。现已建成四条横贯东西和四条纵贯南
北的高铁线路 (即四纵四横)。从现在到 2030年，中
国计划将其高铁网络进一步扩展至八条东西线和八条
南北线 (即八纵八横) ，以使其网络能覆盖中国中部
及西部的更多地区。从高铁四纵四横及八纵八横中，
武汉皆处于全国的中心区位，是一个超级运输枢纽

(3) 武汉在中国运输网络
上的重要性



单在武汉市，就有三个超大的火车站 –

武汉、武昌及汉口火车站，包含有高铁、
城铁及普通列车的服务，可达度十分高

汉口火车站是
中国全国最大
的欧式火车站

根据以上武汉的地理、人口及运输网络数据，
你可否解释为何冠状病毒病在武汉爆发后会

扩散得那么快？

想一想



冠状病毒病爆发后的蔓延情况
是怎样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https://www.who.int/emer

gencies/diseases/novel-

coronavirus-2019/situation-

reports) ，图2显示2020年1

月20日冠状病毒病的蔓延情
况。

现时的蔓延情况又是怎样的？



图2  2020年1月20日有确诊冠状病毒病
个案的国家

日期：20-1-2020

有确诊2019冠状病毒病个案的国家



你(高中地理科学生)可利用一些
经核实(如世界卫生组织及香港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数据，
学会一些基本的地理技能，特别
是数据处理、展示及分析的能力

你可利用网上有关世界各地的(1) 

感染确诊数字及(2) 死亡数字，
并使用以下三种地理图表及地图
来展示数据：



1.点示图及比例符号图 (例如可用来展示香
港各区位的感染确诊数字) [注：本地层面]

2.加插了棒形图的地图 (例如可用来展示中
国各省的感染确诊数字及死亡数字(即两
组数据)) [注：国家层面]

3.等值区域图 (例如可用来展示全球各国的
感染确诊数字) [注：全球层面]

*教师应按其学生的能力、兴趣及需要，而
决定其学生需要绘画以上何种图表 / 完成
学生工作纸中哪些部分

**借着以上三种图表的绘制，教师可同时带
出地理科中(1) 本地层面、(2) 国家层面 及
(3) 全球层面 的学习架构及分析概念，以及
不同地区的互动关系



(1) 点示图及比例符号图简介：

点示图可显示某些事
物或现象(例如商店
和银行）的空间分布。
我们可以使用相同大
小的圆点或符号，如
图 3；也可以使用按
比例大小不同的符号
以显示不同的数值
（图 4）



图3  点示图的例子

日本主要活火山
及地震分布图

图例
地震
活火山



图4  点示图、比例符号图与等值区域图的分别

点示图 比例符号图 等值区域图 含比例符号的
等值区域图



(2) 等值区域图简介：

等值区域图是主题地图的一种，
它利用图例所示的数值绘制阴影
(或深浅颜色)区以配合主题。此
类地图适合显示如土地利用和人
口上的数据差异（图 5），它能
更好地展现出一个随空间变化的
视觉效果。



图5  等值区域图的例子



(3) 加插了棒形图的地图简介：

棒形图适用于显示不同类别的数值，
它有助比较不同地点所搜集得来的
数据(例如：图 6) 

图6  棒形图的例子

交通流量调查结果

区1

区2

私家车 的士 小巴 巴士 贷车



接迭式复合棒形图（图 7）把分
组数据放于不同的类别中，它能
清楚地显示各分组数据在不同类
别中的贡献

图7  接迭式复合棒形图的例子

分组数据

类别

人口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政府统计处 (香港特区政府)

年份



棒形图中的棒条
可以水平或垂直
排列。如果类别
的数量太多或类
别的名称太长，
水平式的棒形图
是较佳的选择

此外，我们更可
以在地图上加插
棒形图（图 8），
以丰富地图上的
资讯 图8  加插了棒形图的地图

的例子

地区A

地区B

地区C

车辆流量(每5

分钟)

私家车
巴士
的士
货车



建议可用来绘制图表的数据来源：

中国各省市及世界各地感染的数据：

 腾讯新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实时追踪

(数据来源：国家及各省市卫健委)

https://news.qq.com/zt2020/page/feiyan.htm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9冠状病毒病」专题

网页 (请参看网页中 “有2019冠状病毒病报告个案

的国家/地区” 部分)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香港确诊个案区位(过去14天内)的数据：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9冠状病毒病」专题

网页 (请参看网页中“过去14天内曾有确诊2019冠状

病毒病个案的大厦名单”部分)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现在，请根据以上数据 / 其他数据来
源，在以下三张不同层面的地图展示
你的数据(即2020年某一天[所获取]的

数据)，即是，完成学生工作纸第4-9

页：

本地
层面



国家
层面



全球
层面



绘画后，根据图
表资料，描述全
球于2020年的
某一天，冠状病
毒病在爆发后的
蔓延情况



为何冠状病毒病蔓延得这么快？

这与中国于2020年1月中正值农历
新年前的“春运” ，以及全球化及世
界各地交通运输的紧密连系有关吗？

延伸问题：

随着科技及运输的不断进步，运输速
度及运量定必日益提升，世界各地人
们间的交流、活动及出行亦会趋向更
为频繁。你认为各地政府及不同团体
在未来应如何加强合作联系，以应对
如疫症等的相关危机？



注意：

由于冠状病毒病正在全球蔓延及
疫情仍在发展中，你在研习本课
题时，应留意相关的数据每日都
会不断更新及变化，你应小心分
析各数据，并适时留意疫情的最
新数据及发展

现在，请完成学生工作纸的
第9-10页



注意：

在分析及解释数据时，你应留意：

 世界各国或城市的人口数量、密度及分布
等情况皆不尽相同，故不宜直接以各地的
感染人数来判断疫情的严重程度

 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及交通连
系程度皆不同，可影响其出入境及感染人
数，故解释数据时要谨慎小心

 世界各国/各地在应对冠状病毒病的谨慎程
度、态度、速度及策略等皆各异，因而令
各地出现不同的感染情况，故解释数据时
必须小心留意



(三) 通过研习冠状病毒病来训练
高中地理科学生的数据处理、
汇报及分析技能 (进阶训练)

高中地理科学生在完成前面第(二)部分的三
种图表后，请继续完成以下有关数据处理、
汇报及分析的进阶训练：

(1) 请分析及比较前面三种数据表达方式(即点
示图及比例符号图 、加插了棒形图的地图及等
值区域图 )在表达各种数据时的优劣之处

如有需要，可切换以等值区域图展示中国各
省的感染确诊数字；而加插了棒形图的地图
则改为展示全球各国的感染确诊数字及死亡
数字。之后，再比较各方法的优劣



(2) 前面第(二)部分所绘制的三幅图表，只
是2020年某一天冠状病毒病蔓延的情况

你可根据以下资料数据，以合宜的图表来表
达全球在2020年1月21日至2月5日期间任何
两天冠状病毒病的确诊感染及蔓延情况，并
描述疫情如何随时间而转变 / 疫情的发展趋
势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2019) situation reports (自
2020年1月21日起每天皆有报告，内有世界各地
的感染数据)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
vel-coronavirus-2019/situation-reports



(3) 还有其他展示数据的方法吗？可参
考以下数据/录像片段：

Geography - Stage 4 - Data Presentation

https://youtu.be/kmOasxyZemE



(4) 电子学习的建议

有没有电脑软件可用来绘制图表？

可利用任何地理
信息系统 (GIS)

可利用微软的
“小画家

(Paintbrush / 

Paint)” (如第(三)

部分的图1)

可利用微软的
“试算表” (Excel)



例子(1)：一般能力的高中地理科学生，可
考虑使用微软的“小画家”作简单的绘图及
填色，可参考以下步骤：

(1) 在“小画家”内
开启你想添加数据的

地图 (jpeg)



(2) 可按需要把地图
某一区填上颜色



(3) 可按需要按工具
栏中的 “A” 以添加

文字



(4) 完成后按 “档案” 

> “另存新檔” > 

“JPG 图片” 作储存



例子(2)：教师可着能力较高的高中地理科
学生，利用微软的“试算表”来表达冠状病
毒病的一些空间数据，详情可参考以下录像
片段：

 YouTube – “How to Make a Map Chart in 
Excel – Tutori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zB
faO7Mcqs)

 YouTube – “EXCEL Tutorial: Introduction to 
Dynamic Chart Ma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7l
msy77XvM)



现在，请完成
学生工作纸
第11-16页

电子学习：
利用电脑
软件绘画
地图及图

表

数据处理、
汇报及分
析的进阶
训练



<补充资料 ->
<传染病是甚么？>

根据香港卫生署卫生防
护中心的资料，传染病
是指一些可以传播而使
人受感染的疾病，它们
可以从一个人或其他物
种，经过各种途径传染
给另一个人或物种。此
类疾病是由于病原体侵
入人体或产生毒素所致，
并对正常细胞及其功能
造成破坏，严重时甚至
引致死亡



传染病的传播，除病原体外，还有
三个主要因素，即是传染源、传播
途径和宿主，组成所谓的“传染链”

病原体为可引致感染的微生物，如
细菌、病毒、真菌（霉菌）及寄生
虫

传染源是指任何病原体可赖以生存、
寄居和繁殖的环境。包括人类（如
病人、带菌者和隐性感染病者）、
禽畜、昆虫和泥土。病原体通常必
须倚靠传染源作为基地，伺机感染
人类



传播途径是指病原体由一处移动
或被带到另一处的传播方式

宿主是指易受感染者。有些人较
容易受传染病感染而成为宿主，
例如：幼儿、老年人及长期病患
者因身体抵抗力不足，故较容易
受到感染



一般而言，各种传染病的传播途
径可大约分为以下几类：

1. 空气传播

2. 飞沫传播

3. 食物及/或水传播

4. 接触传播

5. 母体/先天传染

6. 血液/体液传播

7. 病媒传播



传染病通常可借着直接接触已感染之
个体、或是其体液、排泄物及/或被其
所污染的物体而受到感染。此外，传
染病亦可透过水、食物、空气或其他
载体（vector）而散布及蔓延

根据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https://www.chp.gov.hk/tc/healtht

opics/24/index.html)显示，传染病
的种类繁多，单在该网页中，就罗列
了七十多种传染病，例如：艾滋病、
季节性流行性感冒及霍乱等



由于不同的传染病的生物性致病原在
人体外可存活的时间不一，其存在于
人体内的位置及活动方式皆有所不同，
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每种传染病的传染
及散播过程皆不尽相同

每一种传染病的病原为了生存和繁衍，
通常都有其特定的传播方式，例如某
些细菌或病毒可透过呼吸路径，引起
宿主咳嗽及/或打喷嚏等症状，藉此
重回空气以等待下一个宿主将其吸入

此外，有部分微生物则通过引起消化
系统异常(如腹泻及/或呕吐)，随着
排泄物散布于各处



冠状病毒病就是传染病的一个
例子：

至目前(2020年3月)，世界各
地的专家暂未完全掌握冠状
病毒病的传染来源、传播途
径及扩散程度

传染源：根据中国科学院的
资料，多种证据显示是次冠
状病毒病的传染源极有可能
是来自野生动物



至于冠状病
毒病的传播
途径：主要
是经呼吸道
飞沫传播，
也可以是接
触传播及空
气传播(气溶
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