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明顯受控 踏上復常之路 
 
在中央的全力支援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全

面提升了本地的抗疫能力，加上社會各界的通力合作，本港

第五波新冠疫情逐步受控，陽性檢測個案數字自 3月初達峰
後呈持續下降趨勢，復活節假期後亦無出現明顯反彈，讓特

區政府可如期自 4月下旬分階段調整各項限制措施，推動社
會有序回復正常運作。縱然疫情回穩，為與內地「通關」創

造條件，特區政府定當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策略，

竭力以最小代價實現最大防控效果，盡量減少疫情對社會經

濟發展的影響。 
 
疫情發展 
 

本港第五波疫情爆發至今，共錄得 1 190 437 宗陽性檢
測個案，當中包括 9 069 宗死亡個案。陽性檢測個案的單日
呈報數字曾在 3月初一度高達 70 000多宗，隨後持續下降，
自 3月 26日起跌至四位數，自 4月 15日起跌至三位數，到
近日錄得 300至 400宗。此外，各項輔助監測疫情的指標，
即污水監測病毒量、「圍封強檢」陽性比率和社區檢測陽性比

率均呈向下趨勢。 
 

長者在這波疫情所受影響尤深。累計死亡個案的年齡中

位數是 86歲，超過九成的個案均為 65歲或以上的長者。超
過五成為居於院舍的人士；超過九成的個案有已知長期病患

情況；超過七成沒有接種任何新冠疫苗。 
 
繼續落實「三減」、「三重」、「一優先」策略 
 
    過去一個月，由我擔任主席的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暨指揮
中心除繼續密切監測疫情外，亦按內地專家意見全面落實

「三減」、「三重」、「一優先」的策略，即減少感染、減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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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減少死亡，以及就重點人群、重點機構和重點區域採取

更精準、有力及具針對性的措施，並把支援長者列為優先工

作。 
 

特區政府痛定思痛，為了加強保護長者，聯同醫院管理

局以至社會各界在過去數月努力不懈，用好中央支持，結合

中西醫藥治療，並成立由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領導的工

作小組，全面理順照顧院舍長者的防疫措施。其中在 4月初
投入服務、位處啟德郵輪碼頭可提供約 1 200 張病床的長者
暫託中心，更匯集了兩所大學的中西醫學科、兩間非政府福

利機構、一個私營醫療集團的醫療人員和社會福利署直接招

聘的內地照顧員，全方位照顧確診長者，締造一個醫社、公

私營合作的極佳例子，提升收治及救治病人的能力。 
 

一連三日全城自我快測行動 
 

憑藉中央在供港醫療物資的大力支持，特區政府在 4月
首周順利向全港 270 多萬個家庭派發 300 萬份「防疫服務
包」，其後在 4月 8日至 10日發起全城自我快測行動，呼籲
全港市民一連三日每天善用「防疫服務包」內的快速抗原測

試劑進行快測，並就陽性結果上報衞生防護中心的網上申報

系統。特區政府感謝市民積極響應，是次行動整體上達致三

個目的，即更好掌握本地感染情況、從社區揪出更多隱性傳

播鏈，從而安排適切隔離和治療，以及讓市民更習慣應用快

速抗原測試，加強防疫意識。 
 

由於長者接種疫苗比率仍不理想，為加強推動長者恆常

自我監察身體狀況，從而一旦感染後便可及早獲得適切治

療，特區政府自 4 月初向所有 70 歲或以上長者於社區檢測
中心及流動採樣站提供免費核酸檢測服務，並由 4 月 19 日
起至 5月底通過不同途徑（包括地區康健中心及地區康健站、
長者健康中心等）向長者免費派發快速抗原測試套裝。 
 
 



3 

逐步恢復常態 
 

隨着本地社區感染情況趨緩，特區政府如期落實我在 3
月 21日公布的各項措施，在妥善管控風險的前提下，逐步有
序恢復社會及經濟活動： 
 
(a) 學校自 4 月 19 日起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為加強保障

校園衞生和師生健康，除要求校方做足防護措施外，特

區政府亦在現階段要求學校全體教職員和學生須每天完

成快速抗原測試，取得陰性結果才可回校； 
 
(b)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如期在 4 月 22 日開考。為確保今年

為數共約 50 000名考生在安全環境下安心應考，特區政
府聯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和學界加強預防措施，並把考

試時間表壓縮至三星期；在要求所有考生和考務人員每

天考試前進行快速抗原測試、取得陰性結果方可進入一

般試場的同時，特區政府在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設立特

別試場，供正接受強制檢疫及確診的考生應考； 
 
(c) 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自 4 月 21 日起落實，以回應

市民和各行各業的殷切訴求。首階段包括容許餐飲處所

恢復晚市堂食（另要求員工每三天進行一次快速抗原測

試）；重開大部分早前關閉的處所，即室內及戶外體育處

所、健身中心、美容院及按摩院、公眾娛樂場所（包括

電影院）、遊樂場所、遊戲機中心、活動場所及宗教處所；

容許恢復不超過 30 人的本地遊（如所有遊客在出團當
天先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人數限制可放寬至 100人）；調
整在公眾地方進行聚集的人數上限由兩人改為四人，並

解除早前禁止涉及兩戶以上的人士在私人地方進行多戶

聚集的規定；及 
 

(d) 由 4 月 1 日起撤銷對九個國家的地區性航班「熔斷機
制」，並在實行「外防輸入」措施的前提下，理順曾在任

何海外地區逗留的香港居民的登機、檢疫及檢測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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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宣布由 5月 1 日起容許非香港居民從海外地區入境
香港，並適度調整個別航線「熔斷機制」。 

 
疫苗接種的最新情況 

 
提升疫苗接種率仍是特區政府抗疫的重要手段。雖然 12

歲或以上市民的第一針接種率已超過九成、第二針接種率亦

將達九成，但現時接種了第一劑疫苗的 3 至 11 歲群組和 70
歲或以上人士的比率，分別只為六成多和七成多，遠低於其

他年齡組別。特區政府會繼續重點推動「一長一幼」盡早接

種疫苗，包括在 4月 26 日正式開展「疫苗到戶接種服務」，
派出外展醫護團隊上門為已登記的 70 歲或以上未曾接種疫
苗的長者和因疾病或殘疾而行動不便的人士接種疫苗；展開

新一階段院舍疫苗接種工作，務求盡快把現在的首針七成多

比率推高至九成；加強為學童提供多元化、便利的疫苗接種

途徑；以及嚴格推行「疫苗通行證」，即 4月底要求進入相關
處所人士要已接種兩劑疫苗，而到 5月底則提高至三劑。 
 

其他主要防控疫情及相關措施按時序列於下表：  
 
日期 事件 

4月 2日 特區政府聯同過萬名義工開始上門派發「防疫

服務包」，並於 4月 7日至 13日在全港各區設
立 89個補漏拾遺派發站 

4月 7日 中央派遣的第五批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到港 

4月 8日至
10日 

特區政府呼籲全港市民一連三日每天進行快

速抗原測試，並於 24小時內呈報陽性個案 

4月 8日 特區政府經參考專家建議後宣布，已接種三劑

科興或復必泰疫苗的 60 歲或以上人士，在接
種最後一劑疫苗至少三個月後，可接種第四劑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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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4 月 11 日 衞生署通知使用醫健通的私家醫生可通過特

設網上平台申請取得兩款新冠口服藥；截至 4
月 26日已有超過 200名醫生列入可用藥名單 

4月 13日 為防止病毒外溢，旅客經由陸路出入境管制

站或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前往內地或澳門時，

須接受的額外快速核酸檢測改以鼻咽拭子

收集檢測樣本（原以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採

樣） 

4 月 14 日 已接種兩劑科興疫苗滿三個月的 3 至 11 歲
兒童可接種第三劑科興疫苗 

4 月 19 日 中央援港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第一階段交

接，提供約 1 000 個房間，涉及約 2 000 個
床位；餘下設施其後會陸續交付，整個項目

將合共提供約 7 000 個房間，涉及約 14 000
個床位 

4月 19日 特區政府推出「康復紀錄二維碼」供曾感染

2019冠狀病毒病人士下載，以進入「疫苗通行
證」相關處所  

4月 19日 首批 190 多劑阿斯利康預防新冠抗體藥抵

港，醫院管理局預計會供先天免疫力弱人士

和移植病人使用 

4月 23日 衞生署設立新熱線電話（1830 111），連同原有
的兩條熱線電話（2125 1111 和 2125 1122），
解答市民查詢 2019冠狀病毒病的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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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企業回復元氣，保障員工就業 
 
    自特區政府在 3 月 18 日公布「2022 保就業」計劃的初
步框架後，不少立法會議員和相關業界表示大力支持，但也

同時提出額外訴求。在聆聽各方意見後，我在 4月 7日公布
「2022保就業」計劃完善版，引入優化措施，包括：取消合
資格獲取工資補貼的僱員的月薪上限；容許僱主選擇以

「2020 保就業」計劃數據或 2021 年第四季實際聘用人數為
合資格獲取工資補貼的僱員人數上限；容許受第五波疫情影

響較微的行業也可申請工資補貼，但以 100名員工為限（由
「剔除名單，修訂為「受限名單」）；涵蓋兼職員工、臨時員

工，以及有強積金戶口的自僱人士和 65歲或以上僱員。隨着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 4 月 12 日通過 430 億元撥款，計劃將
由 4月 29日起接受申請。 
 

此外，屬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下的「臨時失業支援」

計劃，至 4月 12日截止申請日共收到超過 470 000個申請，
至今計劃已向 101 000 名合資格人士發放一筆過 10,000元的
補貼。 
 
復常之路來之不易，社會須繼續支持抗疫工作 
 

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爆發至今歷時四個多月，從 2、3月
的驚濤駭浪到 4月的曙光漸露，確是一段艱辛的旅程。然而，
面對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未見明顯息止，加上本港確診個案

每日仍有數百宗，特區政府絕不鬆懈，市民亦不應掉以輕心，

讓我們繼續用好中央支持，貫徹落實「早發現、早隔離、早

治療」的措施，進一步穩控疫情，推動社會有序復常，確保

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社會大局穩定，並重振香港

作為連通海內外的重要橋樑角色和樞紐地位！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2022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