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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入境人士的限制、須作的申報及檢疫措施 
(截至 2020 年 5 月 5 日) 

 
日期 事件 

2020 年1 月21 日
(星期二) 

 衞生署由凌晨零時起於武漢市來港航班實施旅客健

康申報表制度 
 

2020 年1 月24 日
(星期五) 

 擴大入境者健康申報制度至高鐵西九龍站 
 無限期暫停往來武漢市的航班和高鐵 

 
2020 年1 月25 日
(星期六) 

 行政長官主持記者會及宣布加強管制出入境 

2020 年1 月27 日
(星期一) 

 除香港居民外，所有湖北省居民以及任何過去14 日
到過湖北省的人士即日起不獲准入境香港直至另行

通告 
 

2020 年1 月29 日
(星期三) 

 擴大內地入境人士的健康申報至所有從內地來港航

班 
 

2020 年1 月30 日
(星期四) 

 自2020 年1 月30 日起， (1)因應沙頭角和文錦渡

管制站的旅客檢查服務暫停，使用該兩個管制站的

跨境巴士及出租車服務暫停，跨境私家車亦不能使

用該兩個管制站;(2)全面暫停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及

城際直通車所有班次; 及(3)中國客運碼頭及屯門客

運碼頭跨境渡輪暫停服務 
 

2020 年1 月31 日
(星期五) 

 透過行政長官主持記者會，政府宣布進一步實施防

控疫情措施：要求在14 天內曾往湖北省的香港居

民，入境時必須聯絡衞生署港口衞生科人員，並在

該人員作出健康評估後，安排入住檢疫中心觀察1 
 

2020 年2 月4日 
(星期二) 

 整合口岸措施，把所有陸路和海路跨境旅客集中到

深圳灣口岸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暫停在羅湖、落馬洲支線、落馬洲和港澳客輪碼頭

四個口岸的旅客清關服務。落馬洲管制站的跨境巴

士、穿梭巴士（ 皇巴）和出租車服務暫停，跨境私

家車亦不能使用該管制站 
 

                                           
1 就已抵達並尚未離開香港的湖北省居民，衞生署安排他們入住檢疫中心，或安排沒有病徵者盡快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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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2020 年2 月8日 
(星期六) 

 衞生署早前已為「世界夢號」有病徵的船員和乘客

進行新型冠狀病毒的測試。政府在聽取專家的意見

後， 決定為船上1 800 多名船員進行新型冠狀病毒

的測試 
 

2020 年2 月9日 
(星期日) 

 衞生署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完成為「世界夢號」郵

輪全體1 800 多名船員進行的新型冠狀病毒測試，

所有樣本呈陰性反應。所有船上旅客可以登岸 
 

2020 年2 月12 日
(星期三) 

 受強制檢疫人士若未能於邊境管制站以其手機進行

實時地點分享，將即時要求他們配戴電子手環，以

監察他們在檢疫期內有否留在居所 
 

2020 年2 月20 日 
(星期四) 

 106 名在「鑽石公主號」郵輪上的香港居民由東京

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機抵港。所有乘客被送往駿洋邨

的檢疫中心接受14 天檢疫 
 

2020 年2 月22 日 
(星期六) 

 第二批共84 名在「鑽石公主號」郵輪上的香港居民

由東京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機抵港。所有乘客被送往

駿洋邨的檢疫中心接受14 天檢疫 
 

2020 年2 月23 日 
(星期日) 

 第三批共5 名在「鑽石公主號」郵輪上的香港居民

由東京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機抵港。所有乘客被送往

駿洋邨的檢疫中心接受14 天檢疫 
 

2020 年2 月24 日 
(星期一) 

 政府宣布安排包機將在湖北省的香港人分批接載返

港 
 

2020 年2 月25 日
(星期二) 

 由上午6 時起，限制從韓國來港的非香港居民入境

 由上午6 時起，衞生署港口衞生科根據《預防及控

制疾病規例》(第599A 章)，向所有於抵港前14 天曾

到韓國大邱或慶尚北道的香港居民發出檢疫令，並

安排他們入住檢疫中心進行檢疫 
 由韓國其他省市回港的香港居民須進行14天家居檢

疫及醫學監察 
 

2020 年3 月1日 
(星期日) 

 由凌晨起，衞生署港口衞生科根據《預防及控制疾

病規例》(第599A 章)，向所有於抵港前14 天曾到意

大利艾米利亞—羅馬涅、倫巴第或威尼托地區或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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朗的人士(不論是否香港居民)發出檢疫令，並安排

他們入住檢疫中心進行檢疫 
 

2020 年3 月8日 
(星期日) 

 由凌晨起，香港國際機場的入境健康申報措施將由

內地抵港航班擴展至所有抵港航班。所有從香港國

際機場抵港的入境旅客須填寫及提交「健康申報表」

 
2020 年3 月14 日 
(星期六) 

 由凌晨起， 衞生署港口衞生科人員會根據《預防及

控制疾病規例》（第599A 章），要求所有於抵港前

14 日曾到意大利（ 艾米利亞－ － 羅馬涅、倫巴

第及威尼托地區除外）、法國布爾岡－ 法蘭琪－ 康
堤及大東部地區、德國北萊茵－ 威斯特法倫州、日

本北海道，以及西班牙拉里奥哈、馬德里及巴斯克

地區的人士（ 不論是否香港居民）接受家居強制檢

疫 
 

2020 年3 月17 日 
(星期二) 

 由凌晨起， 衞生署港口衞生科人員會根據《預防及

控制疾病規例》（第599A 章），要求所有於抵港前

14 日曾到韓國（ 大邱及慶尚北道除外）（ 亦適用

於非香港居民）、歐洲神根地區，即奧地利、比利

時、捷克、丹麥、愛沙尼亞、芬蘭、法國、德國、希

臘、匈牙利、冰島、意大利（ 艾米利亞－ － 羅馬

涅、倫巴第及威尼托地區除外）、拉脫維亞、列支敦

士登公國、立陶宛、盧森堡、馬耳他、荷蘭、挪威、

波蘭、葡萄牙、斯洛伐克共和國、斯洛文尼亞共和

國、西班牙、瑞典及瑞士的人士（ 不論是否香港居

民）接受家居強制檢疫 
 

2020 年3 月19 日 
(星期四) 

 由凌晨起，衞生署港口衞生科人員要求所有於抵港

前14 日曾到所有海外國家／ 屬地的人士（ 不論是

否香港居民）接受14 日的強制檢疫 
 

2020 年3 月23 日 
(星期一) 

 行政長官主持記者會並公布進一步加強防疫抗疫的

措施， 包括:全面要求每一位由英國、歐洲其他國家

和美國抵港的人士進行病毒測試 
 

2020 年3 月25 日 
(星期三) 

 由凌晨起，所有非香港居民從海外國家或地區乘搭

飛機抵港將不准入境；從內地、澳門和台灣入境香

港的非香港居民，如在過去14日曾經到過任何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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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地區，亦不准入境；香港國際機場停止一切

轉機服務；及所有從澳門和台灣入境香港的人士，

包括香港居民和非香港居民，須接受強制檢疫14 
日。有關安排暫時為期14 日 
 

2020 年4 月5日 
(星期日) 

 亞洲國際博覽館內的檢測中心將集中為有上呼吸道

感染徵狀的入境人士安排檢測。檢測中心亦已為由

衞生防護中心轉介的懷疑個案進行檢測，包括正進

行家居檢疫的入境人士或確診個案的密切接觸者等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旅檢大樓的旅客清關服務時間

縮短至每日上午十時至晚上八時；私家車清關服務

時間縮短至每日上午六時至晚上十時，直至另行通

告。貨物清關服務時間則不受影響，維持不變，即

每日二十四小時運作 
 65 名乘搭特區政府安排專機從秘魯回港人士安全

抵港，並在抵港後送往衞生防護中心設於亞洲國際

博覽館的檢測中心接受2019冠狀病毒病測試 
 

2020 年4 月6日 
(星期一) 

 政府宣布將會延長限制所有從海外國家或地區乘搭

飛機抵港， 或在抵港前14 日曾經到過任何海外國

家或地區的非香港居民入境的安排。香港國際機場

亦會繼續停止一切轉機服務， 直至另行通告 
 

2020 年4 月9日 
(星期四) 

 由2020 年4 月9 日起， 乘坐由英國抵港航班及沒

有出現病徵的人士除了必須在衞生署臨時樣本採集

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亦必須在場等候結果 
 

2020 年4 月13 日 
(星期一) 

 由2020 年4 月13 日起，衞生署要求乘坐由歐洲和

美國抵港航班的乘客須在亞洲國際博覽館的臨時樣

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後在場等候結果 
 

2020 年4 月19 日 
(星期日) 

 衞生署要求於上午抵港航班的乘客須在亞洲國際博

覽館的臨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後在場

等候結果(跟由英國、美國和歐洲其他地區抵港航班

的安排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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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年4 月20 日 
(星期一) 

 衞生署試行向所有到亞洲國際博覽館臨時樣本採集

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的抵港人士提供額外樣本

瓶，以要求他們進行家居檢疫期間第十二天自行收

集深喉唾液樣本，進行另一次病毒檢測 
 

2020 年4 月22 日 
(星期三) 

 衞生署在富豪東方酒店內設立的等候檢測結果中心

啟用。同日起，乘坐下午或晚上抵港航班的乘客，

由於他們的檢測將不會在同日完成，他們須在衞生

署臨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後，轉至上

述等候檢測結果中心等候檢測結果 
 

2020 年4 月29 日 
(星期三) 

 一班載有約170 名自行從巴基斯坦返港的香港居民

的航班從多哈抵港。有關香港居民在抵港後立即在

臨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並入住火炭

駿洋邨的檢疫中心進行14 天強制檢疫 
 

2020 年4 月30 日 
(星期四) 

 接載滯留巴基斯坦香港居民的專機從伊斯蘭堡抵達

香港國際機場。機上共有319 名乘客，在抵港後立

即在臨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並入住

火炭駿洋邨的檢疫中心進行14 天強制檢疫。同日，

另一班載有約60 名自行從巴基斯坦返港的香港居

民的航班從多哈抵港，有關乘客亦須遵從相同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