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疫須知問與答 - 非本地新生經香港國際機場抵港
(更新：2022 年 8 月 17 日)
出發前
1.
答

從哪裏可以找到有關新冠肺炎在港的情況及抵港檢疫的資訊？
請定期留意 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入境注意專頁及衞生防護中心 Facebook 專頁，
以獲取更多及最新的資訊。
有關大學就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措拖和公告，請瀏覽「同心抗疫」網頁。

2.
答

我應在出發前往香港前準備什麼？
出發往香港之前，應留意相關登機、檢疫及檢測安排。詳見一圖看清安排及此網頁。
所有入境人士必須完成衞生署健康及檢疫資訊申報表（www.chp.gov.hk/hdf）。
從海外地區或台灣登上來港航班的人士必須預先在網上遞交申報表(最早可於抵港當天
三天前)，完成網上遞交後，系統會發放一個健康申報二維碼。完成申報後，請保存你
的健康申報二維碼（可為二維碼的下載版本、屏幕截圖或列印本），並在辦理登機手續
時出示供航空公司查核，方可獲安排登機。
任何曾逗留台灣或海外地區登機來港的人士，均須遵守 3 項基本要求，包括：
a. 登機前必須持有（i）檢測陰性結果證明(在預定起飛到港當天是 3 歲以下的人士
除外)；及（ii）健康申報二維碼（如持粉紅色健康申報二維碼是，需要同時持有
指定檢疫酒店預訂房間確認書）；
b. 抵港後必須在機場進行「檢測待行」；以及
c. 在確定檢測陰性結果後，必須乘坐指定點對點專車前往指定檢疫酒店進行強制檢
疫。
詳情請瀏覽此網頁。

3.
答

現時有什麼針對抵港人士的衞生檢疫措施？
適用於抵港人士的要求將視乎：
• 如豁免檢疫安排適用於該抵港人士，應瀏覽相關網頁
o 「回港易」計劃
o 「來港易」計劃
• 抵港人士於登機/到港當天或之前 14 天曾逗留什麼地區；
• 曾逗留於海外地區的抵港人士，必須符合疫苗接種要求方可登機來港
詳見一圖看清安排。

所有抵港人士在入境時都應沒有病徵及通過體溫檢測；出現病徵者將交由衞生署另行處
理。若抵港人士所持簽證有效期不足，將會被拒入境。
4.
答

現時有什麼針對由海外抵港人士的衞生檢疫措施？
你必須已完成疫苗接種並持認可疫苗接種紀錄，方可登機來港。有關檢疫要求詳情，請
瀏覽此網頁。
最新焦點

由 2022 年 8 月 12 起，從海外地區或台灣抵港人士將以「3+4」模式進行檢疫，
即他們須在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疫三天，其後居家醫學監察四天，並在醫學監察
及其後觀察期進行多次檢測。

•

有關檢疫要求會因疫情發展而變，請留意政府公告以取得最新消息。
5.
答

如我只曾在中國內地或澳門逗留，我應跟從什麼檢疫安排？
a. (如 i.經機場抵港及 ii. 於登機/到港當天或之前 14 天曾在內地(廣東省以外)或澳門
逗留) 預定抵港當天或當天之前 3 天之內採樣進行的 2019 冠狀病毒病聚合酶連鎖
反應（PCR）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
b. 於指定地點（家居、酒店#或其他住所）接受 3 晚強制檢疫；
c. 其後 4 晚自行監察；及
d. 自行監察期間接受 2 次核酸檢測 (到達香港的第 4 及 6 天)
#

"指定檢疫酒店"不適用於只曾在中國內地或澳門逗留的人士，請選擇其他酒店檢疫。

@

進行該檢測的檢測機構須：
a. 獲粵港／港澳兩地政府認可 (在廣東省的醫療或檢測機構# / 在澳門的醫療或檢測
機構 / 在香港的醫療或檢測機構)；或
b. 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認可 (名單可於「國務院客戶端」小程序中
的「核酸檢測機構查詢」功能找到)。
- 廣東省內所有能夠上載 RT-PCR 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到「粵康碼」系統的醫療檢測
機構；或
- 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列於「國務院客戶端」小程序「核酸檢測機構查詢」功能或
上載至官方網站（http://bmfw.www.gov.cn/hsjcjgcx/index.html）的名單下的廣東
省醫療檢測機構。
#

• 有關適用於香港居民之回港易計劃，請參閱此網頁。
• 有關適用於非香港居民之「來港易」計劃，請參閱此網頁。
• 所有在入境前 14 天內曾到過「回港易 / 來港易計劃下的暫不適用風險地區」的人
士，並不符合「回港易」/「來港易」的相關指明條件，該些旅客須於抵港後接受
強制檢疫及強制檢測的安排。
有關檢疫安排的詳細資料，請瀏覽此網頁。
6.
答

如只曾在台灣逗留，我應跟從什麼檢疫安排？
所有台灣到港人士的檢疫期劃一為 3 晚，詳情請參閱此網頁及一圖看清安排。

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7.
答

檢疫期是如何計算的？
抵港人士到達香港的日數以抵港當天作第零天起計。例如，若抵港日期為 2022 年 8 月
12 日到達香港，則 2022 年 8 月 13 日是第 1 天，2022 年 8 月 22 日是第 10 天。

8.
答

抵達香港國際機場後，有關檢疫的程序是怎樣？
衞生署會向有關抵港人士發出強制檢疫令。相關政府部門會安排為他們戴上電子手環
(於指定檢疫酒店進行強制檢疫的人士除外)。
在到達香港國際機場後，你必須
a. 填寫健康申報表(www.chp.gov.hk/hdf) ，內容包括個人資料、外遊紀錄、聯絡方法
及家居檢疫安排；
b. 下載「居安抗疫」流動應用程式；及
c. 啟動由政府派發的電子手環
政府人員在確認你提供的手機號碼有效後（可於香港境內聯絡），便會向你發出「強制
檢疫令」。

建議事項：
1) 我們建議你準備香港電話卡或開通手機漫遊服務，以便在港進行強制檢疫期間，讓
衛生署人員與你保持聯繫。如果你沒有香港手機號碼，請預先下載“WhatsApp” 通訊
軟件， 衛生署人員或會透過 “WhatsApp” 語音通話或視像通話與你去聯繫。
2) 請小心調整電子手環的鬆緊度，避免不適，因為一旦戴上將無法重新調整。
9.
答

還有什麼必須程序嗎？
你於抵港後須立即前往設於機場禁區內的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並留在
該中心等候同日可完成的檢測結果，其後才可辦理入境手續。
由於你在完成相關程序後才可辦理入境手續和領取託運行李，而等候檢測結果的時間可
能長達十二小時或更久，你於上機前應準備隨身帶備足夠分量的必需品，尤其是藥物及
其記錄。

10.
答

若我或同機人士的測試結果為陽性，會有什麼安排？
若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衞生防護中心會盡快通知有關人士，並安排其入住公立醫院接
受治療。
衞生防護中心在接獲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通報後，會即時展開流行病學調查，
包括追蹤接觸者。衞生防護中心會為沒有病徵的密切接觸者安排檢疫，其他接觸者則會
進行醫學監察。

11.
答

若我被安排到政府的檢疫中心進行隔離，檢疫中心會提供哪些協助？
檢疫中心會提供膳食和必需的個人日常用品。如有需要，檢疫中心會提供可供上網的流
動電話卡。檢疫中心謝絕外界探訪。檢疫期間，醫護人員會為你評估健康狀況，如有需
要，會安排送往醫院治理。

12.
答

若我的檢測結果呈陰性，可以離開前往檢疫地點，我應該乘坐什麼交通工具？
我們會建議你乘坐的士到指定檢疫地點。請準備足夠的港幣以繳付交通費用。
你需紀錄交通資料，如日期、時間、車牌、司機姓名（如適用） ，並妥善保存此紀錄及
交通收據。

進行強制檢疫期間
13.
答

我要怎樣啟動電子手環？
在接受強制性隔離期間，你都必須戴上電子手環。 你必須將電子手環與「居安抗疫」流
動應用程式連接。 有關電子手環和「居安抗疫」流動應用程式的使用方法，請參閱網上
的用戶指南：www.coronavirus.gov.hk/chi/stay-home-safe.html。

14.
答

如果我在強制性隔離期間擅自外出，會有什麼後果？
擅自離開處所會構成刑事罪行。一經定罪，可被監禁及罰款。違例者最高可被罰款港幣
25,000 元及監禁六個月。
政府人員會透過突擊檢查、致電該人士及監察電子裝置狀況等方式來確定接受強制檢疫
的人士留在居所。

15.
答

除了佩戴電子手環，強制檢疫還有什麼要求？
受檢疫人士不能離開香港，同時必須在任何時候留在有關處所，並時刻保持個人和環境
衞生。
受檢疫人士須每天兩次自我量度體溫，記錄身體狀況，以監察個人健康
(www.coronavirus.gov.hk/pdf/inbound/Health_Monitoring_Checklist_for_Arriving_Travellers.pdf)。
當你有發燒或其他症狀，請儘快求診，不要自行服用成藥。你應即時聯絡衞生防護中心
提供 24 小時專線報告身體狀況，經評估後有需要時會立即安排送院處理。
有關醫療相關的查詢，請致電衞生署 2125 1133 (從內地、澳門及台灣抵港人士) / 2125
1999 (從海外抵港人士) 。
「2019 冠狀病毒病」WhatsApp 熱線：9617 1823 [直接進入 WhatsApp 對話]

16.
答

在強制檢疫期間，我需要再進行病毒檢測嗎？
因應疫情發展及需要，政府或會安排個別抵港人士另外再接受病毒檢測。詳情請留意相
關指示。
衞生署人員會在受限於上述檢測規定的人士抵港時向其派發檢測樣本收集瓶。受檢人士
須在指明檢測日期按指引使用該收集瓶，收集深喉唾液樣本，並於當天交回收集瓶作檢
測。
有關交回樣本收集瓶之途徑，請參閱此網頁。
任何人士就強制檢測安排有疑問，可致電熱線 6275 6901 查詢。

完成強制檢疫後
17.
答

完成強制檢疫後，我有甚麽重要事項需要辦理？
因應抵港時的強制檢疫要求，抵港人士需要接受病毒檢測。政府亦按照「疫苗氣泡」概
念，調整已完成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的來港人士（包括回港的香港居民）的登
機、檢疫及檢測安排。詳情請留意相關指示及以下網頁
(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以及此頁

(www.coronavirus.gov.hk/chi/high-risk-places.html)按風險所實施的登機及強制檢疫要求而
整理為不同組別的指明地區。
18.
答

若我在完成強制檢疫後身體感到不適，我該怎麼辦？
當出現發燒和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徵或身體不適，應戴上外科口罩及即時致電衞生署熱
線，按建議安排前往公立醫院求醫。
衞生署熱線：2125 1133（從內地、澳門及台灣入境人士）/ 2125 1999（從海外入境入
士）

健康資訊
19.
答

大學有什麼健康資訊提供給學生嗎？
如身體不適，特別是有發燒或咳嗽，不要出行。請戴上外科口罩及儘快求診。
大學的健康促進及防護委員會正密切留意新冠肺炎的發展情況，並參考衛生署衛生防護
中心不時公佈的建議。委員會強烈呼籲全體教職員及同學採取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的健
康建議，以保障自己及他人的健康，特別是以下事項：
a. 時刻保持個人和環境衛生，對預防個人受感染和防止病毒在社區擴散至為關鍵。
b. 個人層面上，應在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乘搭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擠逼的地方逗留
時佩戴外科口罩。
c. 必須時刻保持雙手清潔，用梘液及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揉擦雙手最少 20 秒，尤其在
觸摸口、鼻或眼之前。
d. 在日常生活中應儘量與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尤其應減少外出及避免聚餐或
聚會等社交活動，以減少接觸沒有出現病徵的感染者的機會，並減低社區出現群
組個案的風險。
e. 在家居環境衛生方面，如廁時亦要注重衛生，先將廁板蓋上才沖廁水，以免散播
病菌。
詳情請參閱：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Health_Tips

常用網址
1.
中大同心抗疫網站：
https://againstcovid19.cuhk.edu.hk/tc
2.
中大就新冠肺炎的宣佈事項與防疫措施：
https://www.cuhk.edu.hk/chinese/whats-on/faces/antivirus-annc.html
3.
抵港人士的家居檢疫 - 常見問題：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faq.html
4.
香港政府同心抗疫網站：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5.
香港國際機場：
https://www.hongkongairport.com/tc
6.
健康資訊：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Health_Tips
重要事項
有關香港政府就疫情採取的最新措施，請瀏覽：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