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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多管齊下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  

引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抗疫策略和目標，是以香港社會整體福祉為依歸，包括考慮市民的期望及對經濟的影

響。香港一直嚴格按照「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策略，多管齊下「圍堵」病毒，致力做到「早發現、早隔離、

早治療」，以「動態清零」為目標。 

 

中央全力為香港抗擊第五波疫情提供源源不絕的支援。在中央堅強後盾的支持下，特區政府會按國家主席習近平

的重要指示，切實負起主體責任，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

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 

 

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落實「減重症、減死亡、減感染」，亦會加強實施分層分流的治療及隔離策略，根據病情緩

急輕重，向患者尤其是長者提供適切支援，同時提升「一老一幼」的疫苗接種率，並會密切監察疫情發展，聯同

專家研判，廣泛聽取各界意見，為香港制定日後應採用的更有針對性防疫措施。 

防疫策略 

 
 

1. 遏止和控制疫情 2. 及早檢測 推前診斷 

3. 防止輸入個案 4. 與公眾的溝通保持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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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遏止和控制疫情 

緊急應變安排 

⼆○二○年一月四日，政府啟動「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準備及應變計劃」（應變計劃）下

的嚴重應變級別。 

⼆○二○年一月六日，根據應變計劃成立督導委員會。 

⼆○二○年一月八日，把 2019 冠狀病毒病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二○年一月二十三日，隨着本港發現首兩宗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啟動首個檢疫中心。 

⼆○二○年一月二十五日，政府將計劃下的應變級別提升至緊急。 

行政長官親自領導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統領跨部門的抗疫工作，首次會議在⼆○二○年一月二十六

日進行。 

行政長官委任一個由三名國際知名專家組成的專家顧問團，務求直接及適時地向政府提供意見。 

在⼆○二二年二月十三日的內部高層會議上，行政長官敲定五個工作小組的特區政府召集人，與相關中

央部委和廣東省政府代表對接，加緊落實具體工作，以應對本港愈趨嚴峻的第五波疫情 

訂立《緊急情況（豁免法定規定）（2019 冠狀病毒病）規例》，容許政府豁免某些人士或項目的相關

許可、註冊及申請等法定要求，以便政府能夠在有需要時更靈活迅速地善用內地的支援及資源，全速

開展關鍵的防疫抗疫項目。規例於⼆○二二年二月二十四日生效。 

政府透過過去兩年的《財政預算案》的逆周期措施及防疫抗疫基金，為受疫情影響的市民和企業提供經

濟援助，涉及總金額逾 4,600 億元（約 590 億美元）。二○二○二／二三年度《財政預算案》推出總承

擔額逾 1,700 億元（約 218 億美元）的逆周期措施紓解民困，並大幅增撥資源加強控疫防疫。 

 

減少社交接觸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中小學、特殊學校和提供非本地課程的私立學校已經恢復面授課堂。全體

教職員及學生必須完成快速抗原測試，獲得陰性結果才能回校。 

下列社交距離措施生效至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任何人身處公眾地方（郊野公園、在戶外公眾地方進行劇烈活動，或在體育處所及符合換氣量

要求的健身中心進行運動除外）或公共交通工具上及港鐵已付車費區域時，須一直佩戴口罩 

 禁止於公眾地方進行多於４人的群組聚集（獲豁免者除外）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6/14/P20220614007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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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餐飲處所和表列處所的顧客或使用者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及實施「疫苗通

行證」安排(65 歲或以上和 12 歲以下的人士；殘疾人士及其他獲政府或政府授權機構認可的人

士除外) 

 餐飲處所可於每天上午五時至下午十一時五十九分提供堂食，禁止現場表演或跳舞活動。每枱

最多 8 人，並容許進行不超過 120 人的宴會活動 

 酒吧或酒館可於每天上午五時至翌日凌晨一時五十九分營業，每枱最多 4 人 

 浴室、派對房間、夜店或夜總會、卡拉 OK 場所、麻將天九耍樂處所、郵輪、泳池、體育處

所、健身中心、美容院及按摩院、公眾娛樂場所、遊樂場所、遊戲機中心、活動場所、宗教處

所、理髮店／髮型屋、會址、酒店、賓館、商場、百貨公司、超級市場及街市或市集須在遵守

相關感染控制規定及限制下運作，包括「疫苗通行證」安排 

 顧客在進入酒吧、酒館、夜店或夜總會前必須出示過去 24 小時內進行的快速抗原測試的陰性結

果證明 

 在符合相關要求的情況下，可恢復不超過 30 人的本地遊活動 

 

接種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 

政府現為市民提供復必泰疫苗和科興疫苗，兩種疫苗均對減低染病後重症和死亡情況高度有效，而且安

全。 

政府已訂立規例，為引入符合安全、效能及質素要求的疫苗作緊急使用提供法律框架，並成立保障基金

為接種疫苗後出現罕見或未能預見的嚴重不良反應的人士提供支援。政府亦已成立專家委員會，就接種

疫苗可能出現的不良反應情況進行持續監察，並在認可疫苗的安全監察提供專業意見和建議。 

香港居民和合資格的非香港居民可以免費接種疫苗。接種科興疫苗和復必泰疫苗的最低年齡分別為三歲

和五歲。合資格的人士可額外接種第三劑或第四劑新冠疫苗。 

市民可於多個地點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包括 18 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4 間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

心、13 間公立醫院、79 個私營醫護機構服務點、59 間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普通科門診診所、衞生

署轄下 11 間長者健康中心、19 間母嬰健康院和 5 間學生健康服務中心、2 間地區康健中心、4 個流動

接種站及逾 1,000 個私家診所；政府亦會安排外展隊為有需要人士接種疫苗。 

自⼆○二一年二月二十六日 2019 冠狀病毒病接種計劃開展以來，政府已為市民接種超過 17,480,000 

劑疫苗。政府會密切監察疫苗的接種情況，並會繼續重點推動「一長一幼」盡早接種疫苗。 

實施「疫苗通行證」，只有符合接種要求的人士方可進入或身處餐飲業務處所和指明的表列處所(除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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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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推出專題網站一站式發放有關疫苗和疫苗接種的資訊。該網站亦會連結供香港居民預約的網上系

統。 

 

隔離和治療及檢疫安排 

政府按確診人士的身體狀況、家居環境和同住家人等，安排他們進入社區隔離設施或入院，並為在家尚

待進入設施或居家隔離的市民提供特別支援，包括抗疫物資包、醫療查詢熱線、「指定診所」供預約診

治及由專屬車隊接載往來診所等。 

伊利沙伯醫院及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轉作 2019 冠狀病毒病定點救治醫院，共提供約 1,600 張病床接收

新型冠狀病毒病病人；天水圍醫院及北大嶼山醫院全院共約 460 張病床，改作接收新冠病人。 

鄰近亞洲國際博覽館(亞博)的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提供容納 816 張病床的負氣壓病房；位於

亞博的備用新冠治療中心，在需要時可提供約 1,450 張病床，包括 20 個獨立負壓病房。 

醫管局設有 7 間 2019 冠狀病毒確診個案指定診所。 

位於落馬洲河套區的中央援港應急醫院已經竣工，可提供約 1,000 張病床。中央亦為香港援建 9 個社區

隔離設施，合共提供約 50,000 個床位。 

社會福利署（社署）於亞博設立臨時檢疫中心／暫託中心，提供約 1,000 張病床，接收來自安老院或殘

疾人士院舍的確診或被界定為緊密接觸者的住客。 

與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患者有密切接觸但沒有出現病徵的人士，需入住檢疫中心接受強制檢疫。政府亦

推行「居安抗疫」計劃，安排經評估為合適的密切接觸者和密切接觸者的同住家人進行為期分別 14 天和

四天的家居檢疫。 

為確保進行強制檢疫人士遵守檢疫要求，部分受檢人士須戴上本地研發的電子手環，並需連接配上的手

機。 

兩間檢疫中心現正運作，提供約 240 個單位。 

因應最新疫情發展和風險評估，已入住社區隔離設施的感染人士和尚待入院或隔離設施的人士若已接種

至少兩劑新冠疫苗，可以在檢測陽性後第六天及第七天進行快速測試。同樣，已接種至少兩劑新冠疫苗

的密切接觸者在接受家居檢疫第六天及第七天可進行快速測試。若這兩天均取得陰性測試結果，將可以

於第七天提早離開社區隔離設施或家居。若他們在這連續兩天的快速測試至少取得一次陽性測試結果，

及後可每日進行快速測試，只要連續兩天的結果呈陰性，即可離開社區隔離設施或家居，如常生活。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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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及早檢測 推前診斷 

  

 

政府按「須檢必檢、應檢盡檢、願檢盡檢」三大原則，針對不同風險群組進行大規模的 2019 冠狀病毒病

檢測，以達致「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並盡可能及早切斷社區傳播鏈的目標。 

政府透過多個途徑為市民提供便捷的檢測服務，包括免費病毒檢測服務，鼓勵市民善用各區的社區檢測

中心及流動採樣站等不同途徑進行檢測，並已廣泛派發快速檢測包。 

由⼆○二○年三月九日起，衞生防護中心的「加強化驗室監察計劃」的免費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服務擴

展至所有私家診所及醫院，以盡早識別 2019 冠狀病毒病患者及減低社區傳播的風險。計劃亦涵蓋醫管局

轄下普通科門診診所及 17 間急症室。 

公立醫院會為住院病人進行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 

自覺有較高感染風險及沒有病徵的市民可在 40 間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全線郵政局或設於 20 個港鐵

站的自動派發機，免費領取樣本收集包，以進行病毒檢測。 

政府自⼆○二○年七月中開始為高危群組進行特定群組檢測計劃，並基於風險考慮和防疫需要為個別群

組安排定期重複或抽樣檢測。 

十九間分布於全港多區的社區檢測中心投入服務，為市民提供收費上限為 240 元的自費檢測服務。政府

亦會在有需要時於檢測中心為市民因公共衞生理由進行病毒檢測。 

政府會視乎疫情根據相關規例要求某類人士接受強制檢測，而按規例指明的醫生亦可要求有症狀的病人

接受檢測。 

政府可按防疫需要發出限制與檢測宣告，限制接受強制檢測人士的活動，或封鎖有疫情爆發的處所，直

至處所內所有人士已完成檢測而有關檢測結果已獲確定。宣告為期最長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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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推出「2019 冠狀病毒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結果人士申報系統」，供有關人士作出申報，以加快支援

檢測陽性個案。 

政府已設立網站供市民下載由衞生署、醫管局及各社區檢測中心所提供的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服務的電

子檢測記錄。市民亦可把電子檢測紀錄儲存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內，方便有需要時展示。 

  

3. 防止輸入個案 

由⼆○二○年二月四日起，除兩個陸路口岸（深圳灣口岸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外，政府暫停其他所

有海陸跨境口岸管制站的旅客清關服務，藉此減少跨境人流。所有來往內地和澳門的渡輪服務暫停。深

圳灣口岸、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和香港國際機場繼續運作，旨在集中海關和健康監測資源。 

海運大廈郵輪碼頭的出入境服務暫停。 

過去 14 天曾在海外地區逗留的人士必須（i）已完成疫苗接種並持認可疫苗接種紀錄；（ii）持預定起

飛時間前 48 小時內採樣進行的聚合酶連鎖反應（PCR）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及（iii）持在指定檢

疫酒店預訂抵港後七晚或 14 晚房間的確認書（視乎他們是否符合相關條件，並按本地隔離及檢疫安

排，選擇提早完成強制檢疫），方可登機來港。 

他們抵港後須在香港國際機場接受「檢測待行」安排，在確認測試陰性結果後，會由指定車輛轉送往指

定檢疫酒店。檢疫期間須每天接受快速抗原測試，並於抵港第五天、第九天及第 12 天接受 PCR 核酸檢

測。如果他們在抵港第五天的 PCR 核酸檢測和第六天及第七天的快速抗原測試結果均為陰性，便可提早

完成強制檢疫，但其後須自行監察七天，並須在抵港第九天及第 12 天進行強制 PCR 核酸檢測。 

在個別航線「熔斷機制」下，如航班因有乘客未能符合登機條件來港而觸及機制，相關航空公司會收到

警告並須罰款。如有關航線的航班在 10天內再次觸及有關指標，則有關的航空公司從同一地點抵港的民

航客機航線將被禁止着陸香港五天，以避免短時間內從個別較高風險地區輸入大量個案。 

在登機／抵港當天或之前 14 天只曾逗留內地或澳門的人士，如經機場抵港，須提供預定抵港當天或當

天之前 3 天內採樣進行的 PCR 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如未完成疫苗接種，須在抵港後於指定地點接受

14 天強制檢疫和 2 次強制檢測；已完成疫苗接種人士，只須於指定地點接受七天強制檢疫，其後七天自

行監察，並接受 2 次強制檢測。 

在登機／抵港當天及之前 14 天曾逗留台灣的人士須在登機來港前出示 48 小時內的 PCR 核酸檢測陰性結

果證明，抵港後於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疫 14 天，檢疫期間每天接受快速抗原檢測，並於抵港第五天、

第九天及第 12 天接受 PCR 核酸檢測。已完成疫苗接種人士如果在抵港第五天的 PCR 核酸檢測和第六天

及第七天的快速抗原測試結果均為陰性，便可提早完成強制檢疫，但其後須自行監察七天，並須在第九

天及第 12 天進行強制 PCR 核酸檢測。 

從海外地區或台灣來港而曾感染病毒的康復人士，如（i）持有有效文件證明其登機來港前 14 天至 90

天內曾感染病毒並已康復，以及（ii）登機前 24 小時內進行的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為陰性，亦可獲准登

機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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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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地或澳門返港的香港居民如符合指明條件，包括在回港前 14 天不曾到過香港、內地或澳門以外，

及「回港易／來港易計劃暫不適用風險地區名單」的地區，並持有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等，可透

過「回港易」計劃獲豁免強制檢疫。 

身處廣東省或澳門的非香港居民如符合指明條件，包括在抵港前 14 天不曾到過香港、廣東省或澳門以

外，及「回港易／來港易計劃暫不適用風險地區名單」的地區，並持有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等，

可透過「來港易」計劃獲豁免強制檢疫。 

為配合粵港澳三地日後「通關」之用，「香港健康碼」系統已開通供市民申請註冊帳戶。 

由⼆○二○年七月二十九日起，所有客船及沒有在港處理貨物裝卸的貨船的船員換班安排暫停。 

由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起，豁免檢疫安排全面收緊，包括取消絕大部分豁免類別，而外國領館及機

構人員須於指定檢疫酒店隔離。 

 

4. 與公眾溝通保持公開透明 

 

每日舉行簡報會，向媒體和公眾通報最新情況和措施。 

推出 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提供有用資訊和更新最新疫情發展。 

推行宣傳活動，透過網上及實體媒體，及中、英文以外的多個少數族裔語言，發放個人衞生訊息。 

透過添馬台 Facebook 專頁提供資訊和澄清謠言。 

香港電台通過其電視和電台頻道及網站，配合政府向社會發放防疫抗疫的即時資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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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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連結 

 

2022 年 6 月 17 日 
 

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 

同心抗疫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專題網站 

   

衞生防護中心 2019 冠狀病毒病 

本地情況互動地圖 

 
香港品牌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 

最新消息的網頁 

   

醫管局病人專頁–2019 冠狀病毒病 

攜手抗疫 

 
世界衞生組織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網頁 

   

香港大學 2019 冠狀病毒病本地疫情

概況（附本地個案即時有效繁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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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