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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檢疫期縮短⾄三⽇ 
持黃碼可參與商貿展會
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宣佈，由即⽇起，從海外或台
灣登機抵港持「黃碼」⼈⼠，在符合特定條件
下，可參與商貿展覽及會議，香港貿發局對此表
⽰歡迎。
2022年8⽉25⽇

在新規定下，從海外及台灣登機抵港⼈⼠的酒店檢疫期縮短⾄
三晚，隨後四晚於家居或⼀般酒店進⾏醫學監察。新措施將增
設安⼼出⾏「紅黃碼」制度，持黃碼者雖不能進入涉及不配戴
⼝罩或羣組活動的⾼風險場所，但可參與「企業對企業」會議
及展覽。為配合新檢疫措施及減省在香港國際機場所需逗留時
間，來港⼈⼠在登機前必須完成衞⽣署的網上電⼦健康申報並
取得⼆維碼，並在抵港10天內進⾏5次PCR核酸檢測及每天進
⾏快速抗原測試。（按此瀏覽詳情） 
 

中⼩企快訊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8/23/P2022082300484.htm
https://www.chp.gov.hk/h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8/08/P2022080800621.htm
https://hkmb.hktdc.com/tc/Section/%E4%B8%AD%E5%B0%8F%E4%BC%81%E5%BF%AB%E8%A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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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盼香港與國際正常交往 

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岳博⼠表⽰：「本局歡迎政府聆聽業界意
⾒後作出迅速回應，為有意來港參加國際會議及展覽的⼈⼠帶
來⽅便，亦為香港與國際恢復正常交往⾛前了⼀步。但會展業
不斷演化，為同時針對貿易及公眾客群，『企業對企業』及公
眾展覽以⼆合爲⼀的混合模式舉⾏，已成爲全球業界的趨勢。
因此，新安排只容許持黃碼的抵港⼈⼠在四天醫學監察期間參
加貿易展會，但不包括公衆展覽，對已經受到沉重打擊的會展
業界⽽⾔，仍然有⼀定困難。」 
 
林博⼠續說：「近⽇香港確診個案上升，我們理解特區政府需
要在公眾健康與經濟復蘇之間取得平衡。然⽽，貿發局於過去
兩個⽉成功舉辦香港書展及美食博覽兩項⼤型公眾活動，分別
錄得85萬和43萬⼈次入場，證明會展業界、參展商及活動參
與⼈⼠，都可以遵守及緊密配合政府的衛⽣措施，因此，我們
希望政府考慮容許持黃碼的抵港⼈⼠在四天醫學監察期間參與
公衆展覽。業界亦非常期望可以盡快實施。」  
 
林博⼠補充，貿發局會繼續與政府及業界保持緊密溝通，做好
協調⼯作，希望香港疫情儘快受控，讓我們與國際社會能早⽇
完全恢復正常交往。 
 
未來數⽉，香港貿發局舉辦的主要展覽及論壇包括： 

⼀帶⼀路⾼峰論壇（8⽉31⽇⾄9⽉1⽇）
國際名表薈萃、香港鐘表展（9⽉7⾄11⽇） 及 香港國
際時尚匯展（9⽉9⾄11⽇）
國際資訊科技博覽、香港國際秋季燈飾展、國際電⼦組
件及⽣產技術展、香港秋季電⼦產品展、國際⼾外及科
技照明博覽（10⽉13⾄16⽇）

https://www.beltandroadsummit.hk/conference/bnr/tc
https://www.hktdc.com/event/te/tc
https://www.hktdc.com/event/hkwatchfair/tc
https://centrestage.hktdc.com/home/tc/landing-tc/
https://www.hktdc.com/event/ictexpo/tc
https://www.hktdc.com/event/hklightingfairae/tc
https://www.hktdc.com/event/electronicasia/tc
https://www.hktdc.com/event/hkelectronicsfairae/tc
https://www.hktdc.com/event/hkotlexp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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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醫療及保健展（11⽉9⾄11⽇） 及 亞洲醫療健
康⾼峰論壇（11⽉10 ⾄11⽇）

 

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岳博⼠表⽰，該局希望政府考慮容許持黃
碼的抵港⼈⼠在四天醫學監察期間參與公衆展覽。 

來港⼈⼠須知 

香港特區政府最近調整抵港⼈⼠的檢疫安排，以下為相關參考
資料。要獲取最新資訊，請瀏覽同⼼抗疫專⾴，或按此參考常
⾒問題。 
 
計劃⾏程 
欲乘⾶機前往香港的⼈⼠在登機前必須： 

網上完成衞⽣署健康及檢疫資訊申報表及取得健康申報
⼆維碼；
提供預定起⾶時間前48⼩時內採樣進⾏的PCR核酸檢測
陰性結果證明，或登記來港前14天⾄90天內，曾感染病
毒的證明及預定⾶時間前24⼩時內採樣進⾏的快速抗原
測試陰性結果證明。
提供與所需強制檢疫期相應的指定檢疫酒店預訂房間確
認書；
提供認可疫苗接種紀錄文件（如適⽤）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medicalfair-tc
https://www.asiasummitglobalhealth.com/tc/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faq.html
http://www.chp.gov.hk/hdf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PredepartureTest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designated-hotel.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bound-travel.html#Vac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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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強制檢疫及醫學監察 

三天強制檢疫：抵港⼈⼠須在指定檢疫酒店居住三晚，
持續檢測陰性者可於第三天早上完成強制檢疫。
四天醫學監察：抵港⼈⼠其後須於家居或其他⾃⾏安排
處所居住四晚，期間接受醫學監察，持續檢測陰性者在
第七天早上完成醫學監察。
持續監察及檢測：抵港⼈⼠其後三天繼續⾃⾏監察⾝體
狀況，每天進⾏快速抗原測試⾄第⼗天，並於第九天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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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最後⼀次核酸檢測。

 
頻密檢測 
從海外地區或台灣抵港⼈⼠，抵港在強制檢疫、醫學監察及⾃
⾏監察期間須進⾏多次檢測： 

第零天：在機場進⾏核酸檢測；
第⼆天：在指定檢疫酒店進⾏核酸檢測；
第四天、第六天及第九天：在取得當天快速抗原測試陰
性結果後，到社區檢測中⼼、流動採樣站或⾃費到獲政
府認可的本地醫療檢測機構以專業拭⼦採樣進⾏核酸檢
測；及
在強制檢疫、醫學監察及⾃⾏監察期間，須每天進⾏快
速抗原測試，直⾄抵港第⼗天。

 
 
 
疫苗通⾏證 
從海外地區或台灣抵港⼈⼠在四天醫學監察期間，在每天進⾏
快速抗原測試取得陰性結果後可以外出，但會受「疫苗通⾏
證」「黃碼」限制： 

不得進入涉及不佩戴⼝罩或羣組活動的⾼風險場所，以
及其他需要重點保護的處所，包括餐飲業務處所（包括
酒吧／酒館）、遊戲機中⼼、浴室、健⾝中⼼、遊樂場
所、室內公眾娛樂場所、派對房間、美容院及按摩院、
會址、夜店／夜總會、卡拉OK場所、⿇將天九耍樂處
所、室內體育處所、泳池、郵輪、室內活動場所、理髮
店／髮型屋及宗教處所；
可以進⾏風險較低的⽇常必需活動，例如乘搭交通⼯
具、上班、進入超級市場及街市等；
亦可在特定條件下參與「企業對企業」會議及展覽。 



9/5/22, 9:33 AM 酒店檢疫期縮短至三日 持黃碼可參與商貿展會 | 中小企快訊 | HKMB - 商貿全接觸

https://hkmb.hktdc.com/tc/7BYMq1H6/中小企快訊/酒店檢疫期縮短至三日-持黃碼可參與商貿展會 7/9

資料提供

 
 
 

主題: 廣告服務,  香港,  貿發局消息,  會展,  會議,  展覽,  林建岳,
酒店檢疫,  紅黃碼,  核酸檢測,  「3+4」強制檢疫,  疫苗通⾏證,
安⼼出⾏

文章概覽

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宣佈，由即⽇起，從海外或台灣登機抵港持「黃碼」

⼈⼠，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可參與商貿展覽及會議，香港貿發局對此表

⽰歡迎。

此外，為配合新檢疫措施及減省在香港國際機場所需逗留時間，來港⼈

⼠在登機前必須完成衞⽣署的網上電⼦健康申報並取得⼆維碼。

 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岳博⼠表⽰，除了商貿展覽及會議外，該局亦希

望政府考慮讓持黃碼的抵港⼈⼠在四天醫學監察期間參與公衆展覽。

2022年9⽉13⽇

2023年3⽉15⽇

相關活動

香港貿發局 X 恒⽣銀⾏InnoClub創新轉型系列 – 「以

數碼互動引領顧客忠誠」研討會

https://hkmb.hktdc.com/tc/Topic/%E5%BB%A3%E5%91%8A%E6%9C%8D%E5%8B%99
https://hkmb.hktdc.com/tc/Location/%E9%A6%99%E6%B8%AF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8%B2%BF%E7%99%BC%E5%B1%80%E6%B6%88%E6%81%AF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6%9C%83%E5%B1%95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6%9C%83%E8%AD%B0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5%B1%95%E8%A6%BD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6%9E%97%E5%BB%BA%E5%B2%B3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9%85%92%E5%BA%97%E6%AA%A2%E7%96%AB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7%B4%85%E9%BB%83%E7%A2%BC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6%A0%B8%E9%85%B8%E6%AA%A2%E6%B8%AC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3%80%8C34%E3%80%8D%E5%BC%B7%E5%88%B6%E6%AA%A2%E7%96%AB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7%96%AB%E8%8B%97%E9%80%9A%E8%A1%8C%E8%AD%89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5%AE%89%E5%BF%83%E5%87%BA%E8%A1%8C
https://hkmb.hktdc.com/tc/MC44MzM0NDc3/event/%E9%A6%99%E6%B8%AF%E8%B2%BF%E7%99%BC%E5%B1%80-X-%E6%81%92%E7%94%9F%E9%8A%80%E8%A1%8CInnoClub%E5%89%B5%E6%96%B0%E8%BD%89%E5%9E%8B%E7%B3%BB%E5%88%97-%E2%80%93-%E3%80%8C%E4%BB%A5%E6%95%B8%E7%A2%BC%E4%BA%92%E5%8B%95%E5%BC%95%E9%A0%98%E9%A1%A7%E5%AE%A2%E5%BF%A0%E8%AA%A0%E3%80%8D%E7%A0%94%E8%A8%8E%E6%9C%83
https://hkmb.hktdc.com/tc/MC44MzM0NDc3/event/%E9%A6%99%E6%B8%AF%E8%B2%BF%E7%99%BC%E5%B1%80-X-%E6%81%92%E7%94%9F%E9%8A%80%E8%A1%8CInnoClub%E5%89%B5%E6%96%B0%E8%BD%89%E5%9E%8B%E7%B3%BB%E5%88%97-%E2%80%93-%E3%80%8C%E4%BB%A5%E6%95%B8%E7%A2%BC%E4%BA%92%E5%8B%95%E5%BC%95%E9%A0%98%E9%A1%A7%E5%AE%A2%E5%BF%A0%E8%AA%A0%E3%80%8D%E7%A0%94%E8%A8%8E%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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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27⾄30⽇

2023年4⽉27⾄30⽇

MarketingPulse

香港奢侈品包裝展2023 (實體展)

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2023 (實體展)

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全球共有50個辦事處(13個位於中國內地)，為香港中⼩

企提供多元化的業務推廣及營商⽀援服務，並探索市場商機，是聯繫世界各

地的業務夥伴。

為您拓商機

為您拓商機

免費商貿資訊 立即訂閱，助你掌握環球營商動態 登記 >

HKTDC.com 關於我們 聯絡我們 香港貿發局流動應⽤程式 訂閱商貿全接觸電郵通訊
更新您的香港貿發局電郵訂閱

Čeština Deutsch Español Français Italiano Polski Português Pусский عربى
한국어 ⽇本語

使⽤條款 私隱政策聲明 超連結條款及細則 網站導航 京ICP备09059244号
京公⽹安备  11010102002019号

https://www.marketingpulse.com.hk/tc?utm_source=Event+Listing&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hktdc_home
https://deluxeprintpackhk.com/tc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printpackfair-tc/%E9%A6%99%E6%B8%AF%E5%9C%8B%E9%9A%9B%E5%8D%B0%E5%88%B7%E5%8F%8A%E5%8C%85%E8%A3%9D%E5%B1%95.html
https://www.marketingpulse.com.hk/tc?utm_source=Event+Listing&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hktdc_home
https://deluxeprintpackhk.com/tc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printpackfair-tc/%E9%A6%99%E6%B8%AF%E5%9C%8B%E9%9A%9B%E5%8D%B0%E5%88%B7%E5%8F%8A%E5%8C%85%E8%A3%9D%E5%B1%95.html
https://hkmb.hktdc.com/tc/contact-hktdc
https://hkmb.hktdc.com/tc/enewsletter/introduction
https://www.hktdc.com/tc/
https://www.hktdc.com/tc/
https://aboutus.hktdc.com/tc/
https://home.hktdc.com/tc/contact-us/?source_url=https%3A%2F%2Fhkmb.hktdc.com%2Ftc%2F7BYMq1H6%2F%25E4%25B8%25AD%25E5%25B0%258F%25E4%25BC%2581%25E5%25BF%25AB%25E8%25A8%258A%2F%25E9%2585%2592%25E5%25BA%2597%25E6%25AA%25A2%25E7%2596%25AB%25E6%259C%259F%25E7%25B8%25AE%25E7%259F%25AD%25E8%2587%25B3%25E4%25B8%2589%25E6%2597%25A5-%25E6%258C%2581%25E9%25BB%2583%25E7%25A2%25BC%25E5%258F%25AF%25E5%258F%2583%25E8%2588%2587%25E5%2595%2586%25E8%25B2%25BF%25E5%25B1%2595%25E6%259C%2583
https://home.hktdc.com/tc/mobile-apps
https://hkmb.hktdc.com/tc/enewsletter/introduction
https://www.hktdc.com/epc/epc_subscription_request.htm?locale=zh_TW
https://czech.hktdc.com/
https://german.hktdc.com/
https://espanol.hktdc.com/
https://french.hktdc.com/
https://italiano.hktdc.com/
https://polish.hktdc.com/
https://portugues.hkt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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