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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多管齐下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  

引言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抗疫策略和目标，是以香港社会整体福祉为依归，包括考虑市民的期望及对经济的影

响。香港一直严格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策略，多管齐下「围堵」病毒，致力做到「早发现、早隔离、

早治疗」，以「动态清零」为目标。 

 

中央全力为香港抗击第五波疫情提供源源不绝的支援。在中央坚强后盾的支持下，特区政府会按国家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指示，切实负起主体责任，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

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 

 

特区政府会继续全力落实「减重症、减死亡、减感染」，亦会加强实施分层分流的治疗及隔离策略，根据病情缓

急轻重，向患者尤其是长者提供适切支援，同时提升「一老一幼」的疫苗接种率，并会密切监察疫情发展，联同

专家研判，广泛听取各界意见，为香港制定日后应采用的更有针对性防疫措施。 

防疫策略 

 
 

1. 遏止和控制疫情 2. 及早检测 推前诊断 

3. 防止输入个案 4. 与公众的沟通保持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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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遏止和控制疫情 

紧急应变安排 

⼆○二○年一月四日，政府启动「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应变计划）下

的严重应变级别。 

⼆○二○年一月六日，根据应变计划成立督导委员会。 

⼆○二○年一月八日，把 2019 冠状病毒病纳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 

⼆○二○年一月二十三日，随着本港发现首两宗 2019 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启动首个检疫中心。 

⼆○二○年一月二十五日，政府将计划下的应变级别提升至紧急。 

行政长官亲自领导督导委员会暨指挥中心，统领跨部门的抗疫工作，首次会议在⼆○二○年一月二十六

日进行。 

行政长官委任一个由三名国际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顾问团，务求直接及适时地向政府提供意见。 

在⼆○二二年二月十三日的内部高层会议上，行政长官敲定五个工作小组的特区政府召集人，与相关中

央部委和广东省政府代表对接，加紧落实具体工作，以应对本港愈趋严峻的第五波疫情 

订立《紧急情况（豁免法定规定）（2019 冠状病毒病）规例》，容许政府豁免某些人士或项目的相关

许可、注册及申请等法定要求，以便政府能够在有需要时更灵活迅速地善用内地的支援及资源，全速

开展关键的防疫抗疫项目。规例于⼆○二二年二月二十四日生效。 

政府透过过去两年的《财政预算案》的逆周期措施及防疫抗疫基金，为受疫情影响的市民和企业提供经

济援助，涉及总金额逾 4,600 亿元（约 590 亿美元）。二○二○二／二三年度《财政预算案》推出总承

担额逾 1,700 亿元（约 218 亿美元）的逆周期措施纾解民困，并大幅增拨资源加强控疫防疫。 

 

减少社交接触  

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中小学、特殊学校和提供非本地课程的私立学校已经恢复面授课堂。全体

教职员及学生必须完成快速抗原测试，获得阴性结果才能回校。 

下列社交距离措施生效至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任何人身处公众地方（郊野公园、在户外公众地方进行剧烈活动，或在体育处所及符合换气量

要求的健身中心进行运动除外）或公共交通工具上及港铁已付车费区域时，须一直佩戴口罩 

 禁止于公众地方进行多于４人的群组聚集（获豁免者除外）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6/14/P20220614007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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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餐饮处所和表列处所的顾客或使用者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及实施「疫苗通

行证」安排(65 岁或以上和 12 岁以下的人士；残疾人士及其他获政府或政府授权机构认可的人

士除外) 

 餐饮处所可于每天上午五时至下午十一时五十九分提供堂食，禁止现场表演或跳舞活动。每枱

最多 8 人，并容许进行不超过 120 人的宴会活动 

 酒吧或酒馆可于每天上午五时至翌日凌晨一时五十九分营业，每枱最多 4 人 

 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夜总会、卡拉 OK 场所、麻将天九耍乐处所、邮轮、泳池、体育处

所、健身中心、美容院及按摩院、公众娱乐场所、游乐场所、游戏机中心、活动场所、宗教处

所、理发店／发型屋、会址、酒店、宾馆、商场、百货公司、超级市场及街市或市集须在遵守

相关感染控制规定及限制下运作，包括「疫苗通行证」安排 

 顾客在进入酒吧、酒馆、夜店或夜总会前必须出示过去 24 小时内进行的快速抗原测试的阴性结

果证明 

 在符合相关要求的情况下，可恢复不超过 30 人的本地游活动 

 

接种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 

政府现为市民提供复必泰疫苗和科兴疫苗，两种疫苗均对减低染病后重症和死亡情况高度有效，而且安

全。 

政府已订立规例，为引入符合安全、效能及质素要求的疫苗作紧急使用提供法律框架，并成立保障基金

为接种疫苗后出现罕见或未能预见的严重不良反应的人士提供支援。政府亦已成立专家委员会，就接种

疫苗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情况进行持续监察，并在认可疫苗的安全监察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香港居民和合资格的非香港居民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接种科兴疫苗和复必泰疫苗的最低年龄分别为三岁

和五岁。合资格的人士可额外接种第三剂或第四剂新冠疫苗。 

市民可于多个地点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包括 18 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4 间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

心、13 间公立医院、79 个私营医护机构服务点、59 间医院管理局(医管局)辖下普通科门诊诊所、卫生

署辖下 11 间长者健康中心、19 间母婴健康院和 5 间学生健康服务中心、2 间地区康健中心、4 个流动

接种站及逾 1,000 个私家诊所；政府亦会安排外展队为有需要人士接种疫苗。 

自⼆○二一年二月二十六日 2019 冠状病毒病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政府已为市民接种超过 17,480,000 

剂疫苗。政府会密切监察疫苗的接种情况，并会继续重点推动「一长一幼」尽早接种疫苗。 

实施「疫苗通行证」，只有符合接种要求的人士方可进入或身处餐饮业务处所和指明的表列处所(除获

豁免外)。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2/21/P2022022100668.htm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Third_dose_supplementary_sheet_CHI.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3/20/P20220320003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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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推出专题网站一站式发放有关疫苗和疫苗接种的资讯。该网站亦会连结供香港居民预约的网上系

统。 

 

隔离和治疗及检疫安排 

政府按确诊人士的身体状况、家居环境和同住家人等，安排他们进入社区隔离设施或入院，并为在家尚

待进入设施或居家隔离的市民提供特别支援，包括抗疫物资包、医疗查询热线、「指定诊所」供预约诊

治及由专属车队接载往来诊所等。 

伊利沙伯医院及东华三院冯尧敬医院转作 2019 冠状病毒病定点救治医院，共提供约 1,600 张病床接收

新型冠状病毒病病人；天水围医院及北大屿山医院全院共约 460 张病床，改作接收新冠病人。 

邻近亚洲国际博览馆(亚博)的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提供容纳 816 张病床的负气压病房；位于

亚博的备用新冠治疗中心，在需要时可提供约 1,450 张病床，包括 20 个独立负压病房。 

医管局设有 7 间 2019 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指定诊所。 

位于落马洲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已经竣工，可提供约 1,000 张病床。中央亦为香港援建 9 个社区

隔离设施，合共提供约 50,000 个床位。 

社会福利署（社署）于亚博设立临时检疫中心／暂托中心，提供约 1,000 张病床，接收来自安老院或残

疾人士院舍的确诊或被界定为紧密接触者的住客。 

与 2019 冠状病毒病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但没有出现病征的人士，需入住检疫中心接受强制检疫。政府亦

推行「居安抗疫」计划，安排经评估为合适的密切接触者和密切接触者的同住家人进行为期分别 14 天和

四天的家居检疫。 

为确保进行强制检疫人士遵守检疫要求，部分受检人士须戴上本地研发的电子手环，并需连接配上的手

机。 

两间检疫中心现正运作，提供约 240 个单位。 

因应最新疫情发展和风险评估，已入住社区隔离设施的感染人士和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的人士若已接种

至少两剂新冠疫苗，可以在检测阳性后第六天及第七天进行快速测试。同样，已接种至少两剂新冠疫苗

的密切接触者在接受家居检疫第六天及第七天可进行快速测试。若这两天均取得阴性测试结果，将可以

于第七天提早离开社区隔离设施或家居。若他们在这连续两天的快速测试至少取得一次阳性测试结果，

及后可每日进行快速测试，只要连续两天的结果呈阴性，即可离开社区隔离设施或家居，如常生活。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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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及早检测 推前诊断 

  

 

政府按「须检必检、应检尽检、愿检尽检」三大原则，针对不同风险群组进行大规模的 2019 冠状病毒病

检测，以达致「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并尽可能及早切断社区传播链的目标。 

政府透过多个途径为市民提供便捷的检测服务，包括免费病毒检测服务，鼓励市民善用各区的社区检测

中心及流动采样站等不同途径进行检测，并已广泛派发快速检测包。 

由⼆○二○年三月九日起，卫生防护中心的「加强化验室监察计划」的免费 2019 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扩

展至所有私家诊所及医院，以尽早识别 2019 冠状病毒病患者及减低社区传播的风险。计划亦涵盖医管局

辖下普通科门诊诊所及 17 间急症室。 

公立医院会为住院病人进行 2019 冠状病毒病检测。 

自觉有较高感染风险及没有病征的市民可在 40 间医管局普通科门诊诊所、全线邮政局或设于 20 个港铁

站的自动派发机，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以进行病毒检测。 

政府自⼆○二○年七月中开始为高危群组进行特定群组检测计划，并基于风险考虑和防疫需要为个别群

组安排定期重复或抽样检测。 

十九间分布于全港多区的社区检测中心投入服务，为市民提供收费上限为 240 元的自费检测服务。政府

亦会在有需要时于检测中心为市民因公共卫生理由进行病毒检测。 

政府会视乎疫情根据相关规例要求某类人士接受强制检测，而按规例指明的医生亦可要求有症状的病人

接受检测。 

政府可按防疫需要发出限制与检测宣告，限制接受强制检测人士的活动，或封锁有疫情爆发的处所，直

至处所内所有人士已完成检测而有关检测结果已获确定。宣告为期最长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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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署推出「2019 冠状病毒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结果人士申报系统」，供有关人士作出申报，以加快支援

检测阳性个案。 

政府已设立网站供市民下载由卫生署、医管局及各社区检测中心所提供的 2019 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的电

子检测记录。市民亦可把电子检测纪录储存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内，方便有需要时展示。 

  

3. 防止输入个案 

由⼆○二○年二月四日起，除两个陆路口岸（深圳湾口岸及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外，政府暂停其他所

有海陆跨境口岸管制站的旅客清关服务，藉此减少跨境人流。所有来往内地和澳门的渡轮服务暂停。深

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香港国际机场继续运作，旨在集中海关和健康监测资源。 

海运大厦邮轮码头的出入境服务暂停。 

过去 14 天曾在海外地区逗留的人士必须（i）已完成疫苗接种并持认可疫苗接种纪录；（ii）持预定起

飞时间前 48 小时内采样进行的聚合酶连锁反应（PCR）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及（iii）持在指定检

疫酒店预订抵港后七晚或 14 晚房间的确认书（视乎他们是否符合相关条件，并按本地隔离及检疫安

排，选择提早完成强制检疫），方可登机来港。 

他们抵港后须在香港国际机场接受「检测待行」安排，在确认测试阴性结果后，会由指定车辆转送往指

定检疫酒店。检疫期间须每天接受快速抗原测试，并于抵港第五天、第九天及第 12 天接受 PCR 核酸检

测。如果他们在抵港第五天的 PCR 核酸检测和第六天及第七天的快速抗原测试结果均为阴性，便可提早

完成强制检疫，但其后须自行监察七天，并须在抵港第九天及第 12 天进行强制 PCR 核酸检测。 

在个别航线「熔断机制」下，如航班因有乘客未能符合登机条件来港而触及机制，相关航空公司会收到

警告并须罚款。如有关航线的航班在 10天内再次触及有关指标，则有关的航空公司从同一地点抵港的民

航客机航线将被禁止着陆香港五天，以避免短时间内从个别较高风险地区输入大量个案。 

在登机／抵港当天或之前 14 天只曾逗留内地或澳门的人士，如经机场抵港，须提供预定抵港当天或当

天之前 3 天内采样进行的 PCR 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如未完成疫苗接种，须在抵港后于指定地点接受

14 天强制检疫和 2 次强制检测；已完成疫苗接种人士，只须于指定地点接受七天强制检疫，其后七天自

行监察，并接受 2 次强制检测。 

在登机／抵港当天及之前 14 天曾逗留台湾的人士须在登机来港前出示 48 小时内的 PCR 核酸检测阴性结

果证明，抵港后于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 14 天，检疫期间每天接受快速抗原检测，并于抵港第五天、

第九天及第 12 天接受 PCR 核酸检测。已完成疫苗接种人士如果在抵港第五天的 PCR 核酸检测和第六天

及第七天的快速抗原测试结果均为阴性，便可提早完成强制检疫，但其后须自行监察七天，并须在第九

天及第 12 天进行强制 PCR 核酸检测。 

从海外地区或台湾来港而曾感染病毒的康复人士，如（i）持有有效文件证明其登机来港前 14 天至 90

天内曾感染病毒并已康复，以及（ii）登机前 24 小时内进行的快速抗原测试结果为阴性，亦可获准登

机来港。 

http://www.chp.gov.hk/ratp
https://www.evt.gov.hk/portal/zh-HK/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PredepartureTest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Predeparture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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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地或澳门返港的香港居民如符合指明条件，包括在回港前 14 天不曾到过香港、内地或澳门以外，

及「回港易／来港易计划暂不适用风险地区名单」的地区，并持有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等，可透

过「回港易」计划获豁免强制检疫。 

身处广东省或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如符合指明条件，包括在抵港前 14 天不曾到过香港、广东省或澳门以

外，及「回港易／来港易计划暂不适用风险地区名单」的地区，并持有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等，

可透过「来港易」计划获豁免强制检疫。 

为配合粤港澳三地日后「通关」之用，「香港健康码」系统已开通供市民申请注册帐户。 

由⼆○二○年七月二十九日起，所有客船及没有在港处理货物装卸的货船的船员换班安排暂停。 

由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起，豁免检疫安排全面收紧，包括取消绝大部分豁免类别，而外国领馆及机

构人员须于指定检疫酒店隔离。 

 

4. 与公众沟通保持公开透明 

 

每日举行简报会，向媒体和公众通报最新情况和措施。 

推出 2019 冠状病毒病专题网站，提供有用资讯和更新最新疫情发展。 

推行宣传活动，透过网上及实体媒体，及中、英文以外的多个少數族裔语言，发放个人卫生讯息。 

透过添马台 Facebook 专页提供资讯和澄清谣言。 

香港电台通过其电视和电台频道及网站，配合政府向社会发放防疫抗疫的即时资讯的工作。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return2hk-scheme.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come2hk-scheme.html
https://www.healthcode.gov.hk/maint.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TamarTal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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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连结 

 

2022 年 6 月 17 日 
 

2019 冠状病毒病专题网站– 

同心抗疫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 

专题网站 

   

卫生防护中心 2019 冠状病毒病 

本地情况互动地图 

 
香港品牌有关 2019 冠状病毒病 

最新消息的网页 

   

医管局病人专页–2019 冠状病毒病 

携手抗疫 

 
世界卫生组织有关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网页 

   

香港大学 2019 冠状病毒病本地疫情

概况（附本地个案即时有效繁殖率）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
https://chp-dashboard.geodata.gov.hk/covid-19/zh.html
https://chp-dashboard.geodata.gov.hk/covid-19/zh.html
https://www.brandhk.gov.hk/zh-hk/%E5%AA%92%E9%AB%94%E4%B8%AD%E5%BF%83/%E6%9C%80%E6%96%B0%E6%9B%B4%E6%96%B0/2019%E5%86%A0%E7%8B%80%E7%97%85%E6%AF%92%E7%97%85
https://www.brandhk.gov.hk/zh-hk/%E5%AA%92%E9%AB%94%E4%B8%AD%E5%BF%83/%E6%9C%80%E6%96%B0%E6%9B%B4%E6%96%B0/2019%E5%86%A0%E7%8B%80%E7%97%85%E6%AF%92%E7%97%85
http://www32.ha.org.hk/covid/tc/index.html
http://www32.ha.org.hk/covid/tc/index.html
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
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
https://covid19.sph.hku.hk/tc/dashboard
https://covid19.sph.hku.hk/tc/dashbo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