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合适时段进行检测。

除了须接受强制检测

的人士外，所有市民都可于

小区检测中心／流动采样站

（如服务对象适用）接受免

费检测。政府亦会继续为特

定群组合资格人士、公立医

院及院舍探访人士，以及所

有 60 岁或以上长者，于小

区检测中心及流动采样站提

供免费的核酸检测服务。流

动采样站的开放日期及服务

时间载于附件。

位于室外的流动采样

站在三号强风信号或红色暴

雨警告信号生效期间会关

闭。另在八号或以上热带气

旋警告信号，或黑色暴雨警

告信号生效期间，所有流动

采样站连同小区检测中心均

会关闭。检测服务的安排如

有变动，以现场公布为准，

市民亦可留意政府的相关新

闻公告。

受检人士可选择以下

检测途径：

（a）必须使用鼻腔和

咽喉合并拭子样本进行的检

测

（一）于流动采样站

接受检测服务（名单及服务

对象（如适用）见 www.

coronavirus.gov.hk/chi/

early-testing.html）；

（二）于小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服

务（名单见 www.communitytest.gov.

hk/zh-HK）；

（三）自行安排接受由卫生署认

可，并可就检测结果发出电话短讯通

知的私营化验所提供的检测（名单见

www.coronavirus.gov.hk/pdf/List_

of_recognised_laboratories_RTPCR.

pdf），而有关样本必须是鼻腔和咽喉合

并拭子样本；

（四）使用卫生防护中心派发到相

关指明地方的样本瓶（如适用），并按

有关指示交回已采粪便样本的检测样本

收集瓶。

（b）持有注册医生发出医生证明书，

证明其因健康原因而未能使用鼻腔和咽

喉合并拭子样本进行检测的人士

（一）于邮政局、设置在港铁站

的自动派发机或医院管理局（医管局）

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索取深喉唾液测试

样本收集包，并把样本交回指定样本收

集点（派发点及时间，以及样本收集点

及时间见 www.coronavirus.gov.hk/

chi/early-testing.html）；

（二）于医管局普通科门诊诊所按

照医管局医护人员的指示接受检测；

（三）自行安排接受由卫生署认可，

并可就检测结果发出电话短讯通知的私

营化验所提供的检测。

政府发言人提醒，于医管局急症

室接受的检测，以及不可就检测结果

发出电话短讯通知的私营化验所提供

的检测，均不符合上述强制检测公告

的规定。

「受检人士如有病征，应立即求医，

按照医护人员的指示接受检测，不应前

往流动采样站及小区检测中心。」

受检人士须保存载有检测结果的电

话短讯通知及有关医生证明书（如适用），

并在执法人员要求提供有关该人士进行

指明检测的数据时，提供相关电话短讯

及医生证明书供其查核。任何人士就强

制检测安排有疑问，可于上午九时至下

午六时致电热线 6275 6901 查询。

政府会继续全力追踪曾到过有关地

方并可能受感染人士，并严肃跟进相关

人士有否遵从检测公告。任何相关人士

如未有遵从检测公告即属犯罪，一经定

罪，最高可被判处第四级罚款（25,000

元）及监禁六个月，而解除有关法例责

任的定额罚款为 10,000 元。有关人士

并可能会收到强制检测令，要求该人士

于指明期间内接受检测，不遵从强制检

测令可处第五级罚款（50,000 元）及监

禁六个月。

发言人表示：「政府呼吁所有对身

体状况有怀疑的人士，或有感染风险的

人士（如曾到访有疫情爆发的地方或曾

接触阳性检测个案）尽快进行检测，以

有效地及早识别感染者。」 

政务司司长出席国泰 2021 年度香港
杰出运动员选举颁奖典礼致辞全文

中国联合通讯社香港 9 月 1 日电

（记者 曾维新）香港政府新闻公报

获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在国泰

2021 年度香港杰出运动员选举颁奖

典礼的致辞表示，首先，我衷心感谢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

（港协暨奥委会）再次举办这次本港

体坛的年度盛事「香港杰出运动员选

举」，表扬表现突出的香港运动员。

今届选举竞争特别激烈，因为香港运

动员在二○二一年多个国际赛事的表

现非常超卓，屡创佳绩。香港运动员

在东京奥运会创造了历史佳绩，以及

奥运热潮为香港带来的社会凝聚力和

炽热体育氛围，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

香港运动员亦在东京残疾人奥运会、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第十一届全国

残疾人运动会等勇夺多项殊荣，为港

增光。而最值得骄傲的，是他们不单

只在赛事中夺得奖牌，还在个别项目

中突破自己的最佳成绩，甚至刷新世

界纪录。多名香港运动员更在世界排

名位列前茅，令人振奋。我衷心感谢

每一位香港运动员，感谢你们付出的

努力，你们那份坚毅不屈、永不言败

的精神，为社会带来源源不绝的正能

量。各位香港运动员实在是香港人的

骄傲！

香港运动员能够取得卓越成绩，

本报香港9月 1日电（记者 李峰）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施俊辉于开

学礼致辞时感谢校长和教师筹备新学

年及做好防疫工作，确保学生有一个

安全的学习环境。他提醒学生要时刻

注意个人卫生、戴好口罩，保持适当

的社交距离，减少人群聚集，齐心抗疫。

施俊辉说：「家长在子女的成长

与学习上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教育

局一直重视家校合作和家长教育，透

过推行『正向家长运动』，加强家长

建立正向思维，协助孩子快乐成长。」

他表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间学校，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期望学

校与家长携手合作，让学生在正向环

境中愉快学习、健康成长，培养他们

成为德才兼备、有承担、有视野、爱

国爱家的终身学习者，以迎接未来的

机会和挑战。

农圃道官立小学重视家校合作及

家长教育，每年举办「给爸妈的情书」

亲子活动，让学生及家长学习彼此分

本报香港9月1日电（记者 李峰）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为进一步提

升安老院及残疾人士院舍院友的新冠

疫苗接种率，加强对他们的保护，政

府今日（九月一日）公布将院舍外

展疫苗接种服务特别计划延长至九

月底，邀请医疗团队持续每星期最

少到访与他们配对的院舍一次。医

疗团队会为院友提供外展接种服务，

务求做到「针跟人」，尽快为他们

接种，继续以不错过任何一位到期

接种疫苗的院友为目标。在特别计

划下，政府会向医疗团队发放特别津

贴，以应付因延长计划而衍生的额外

人手及交通开支。

特别计划自七月二十五日开始推

行至今，院舍的第三剂疫苗接种率已

由不足 40% 提升至超过 60%。如计及

已接种两剂疫苗的康复院友，院舍符

合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要求，即

与已接种第三剂等同的有效接种率达

到85%，成效显着。在延长特别计划后，

中国联合通讯社香港9月 1日电（记

者 曾维新）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

政府引用《预防及控制疾病（对若干人

士强制检测）规例》（《规例》）（第

599J 章），就《规例》下的强制检测公

告刊宪，要求于指定期间曾身处 64 个指

明地方的人士（下称「受检人士」）接

受 2019 冠状病毒病核酸检测。

因应多宗阳性检测个案，有 60 个指

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另外，因

应在薄扶林采集到检测呈阳性的污水样

本，有四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

告。政府强烈提醒市民必须严格遵守强

制检测要求，按时完成强制检测。政府

已在各区设立流动采样站，便利他们根

据强制检测公告的要求接受强制检测。

即使是已经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的

人士，亦必须接受上述强制检测。

三个月内曾经检测呈阳性结果的人

士（包括卫生署已记录的核酸检测阳性

个案，以及已向卫生署申报的自行快速

抗原测试阳性个案）无需接受强制检测。

至于须接受强制检测的人士（除上述经

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并已作出申报者），

必须按相关强制检测公告进行核酸检测，

而不能使用快速抗原测试，以符合公告

要求。换言之，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

不会获视作为符合强制检测要求。此外，

除非持有医生证明书证明因健康原因而

未能以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进行检

测，否则须接受强制检测的人士不能递

交深喉唾液样本以符合强制检测要求。

强制检测公告详情可经以下卫生防

护中心网页连结浏览：www.chp.gov.

hk/files/pdf/ctn_20220831.pdf。

如任何人士在强制检测呈阳性，将

和其他透过核酸检测或自行快速抗原测

试而申报所发现的阳性个案以同样方式

处理，其隔离安排（以及其同住人士的

检疫安排）与其他阳性个案没有分别。

因应强制检测公告而须进行强制检

测的人士必须到流动采样站、小区检测

中心或认可本地医疗检测机构进行专业

拭子采样检测，以符合强制检测的要求，

而幼童则可继续以粪便样本进行检测。

索取粪便样本瓶的详情，请浏览 2019

冠状病毒病专题网站的网页：www.

coronavirus.gov.hk/pdf/Stool_bottle_

collection_points.pdf。

若在进行强制检测期间的任何时间，

三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黑

色暴雨警告信号或政府公布的「超强台

风后的极端情况」生效，进行强制检测

的期限将会延长一天。

复必泰和克尔来福疫苗对于预防

2019 冠状病毒病重症和死亡情况高度有

效，能为接种人士提供有效保护，免于

感染后并发重症甚至死亡。政府呼吁仍

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并会

积极争取提高儿童、青少年和长者的疫

苗接种率，以让他们及早得到疫苗的保

护。此外，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和新发现及

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早前更新暂拟共

识建议，建议六个月至五岁以下的儿童

可接种三剂复必泰疫苗（每剂为十分之

一成人剂量）；而六个月大至三岁以下

的幼儿可接种三剂克尔来福疫苗（每剂

剂量与成人相同）。另外，50 岁或以上

人士在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至少三个月

后，可接种第四剂疫苗。符合接种第四

剂疫苗资格的市民应尽早接种，以加强

保护。

全港小区检测中心为市民提供检

测服务，并设有预约及即场登记服务。

市民只需在 24 小时预约系统（www.

communitytest.gov.hk）提供简单的个

人资料，预约系统显示各中心未来两周

的预约情况，便利市民计划及选择合适

地点和时段进行检测。中心会优先为已

预约的市民提供服务。截至今日（八月

三十一日）下午六时，小区检测中心于

未来两周尚余约 96% 预约名额。市民亦

可在前往小区检测中心前，先致电检测

中心查询是否尚有预约或即场登记名额。

政府明日（九月一日）将于南区

华富（一）邨、石排湾邨及薄扶林花园

重开流动采样站，位于南区华富（二）

•的流动采样站会延长服务日期至九月

二日（星期五）。另外，多个检测点设

置了派筹机，已取筹的市民可在小区检

测 中 心 网 站（www.communitytest.

gov.hk）查看实时筹号排队状况。部

分大型流动采样站亦已增设预约服务，

市民可使用 24 小时预约系统（www.

除了有赖自身的努力外，他们背后强

大的团队亦不可或缺，当中包括一众

教练、专业人士，港协暨奥委会、各

体育总会、香港体育学院（体院），

以至运动员的家人和朋友等。大家各

自在不同位置上为运动员提供各种指

导、支持和支持，成为他们最强大的

后盾，实在是劳苦功高！

本届政府一如既往，会全心全力

支持香港运动员。我们会通过新成立

享，一同感恩和欣赏对方的付出。此

外，学校为家长设立「农圃进修学院」，

鼓励家长积极参与不同的家长教育活

动，以自我增值和学习如何与子女相

第三剂的接种率有望在九月底前提升

至最少 70%，而计及已接种两剂疫苗

的康复院友，与已接种第三剂等同的

有效接种率可超过 90%，能更有效加

强保护院友和为院舍建立保护屏障。

政府发言人表示：「虽然近期疫

情严竣，个案数字不断上升，但我们

全速提升院舍疫苗接种率，从而加强

保护院友的措施已初见成效。确诊院

舍院友占需留院治疗的个案比例仍维

持在较低水平，可见现时我们在院舍

实施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为院友接

种新冠疫苗，能有效保护院友。」

发言人指出：「接种新冠疫苗能

有效减低院友一旦受感染后患上重症

和死亡的风险，而且安全。随着院舍

的疫苗接种率近期显着提升，即使近

日疫情反弹，院友的重症及死亡个案

相较第五波疫情开始时已大幅减少。

根据医院管理局（医管局）的临时统

计数字，今年二月至四月录得的阳性

个案中，涉及安老院舍院友的重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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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副局长参与农圃道官立小学开学礼

政府延长院舍外展疫苗接种服务特别计划

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加强对文化体

育旅游发展的整体统筹和协作，务求

在推展各项政策项目时能产生更大的

协同效应。就体育发展而言，我们会

积极推广和落实体育普及化、精英化

和盛事化三大政策目标，并正研究进

一步推展本港体育事业，提高专业水

平，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在支持运动员方面，体院新设

施大楼已经动工，落成后将提供两

处及沟通。

该校近年重点培养学生的坚毅、

感恩及同理之心，以积极乐观的态度

管理自己、关怀别人。施俊辉勉励学

死亡个案分别有 1 422 宗及 5 028 宗

（分别占同期整体重症及死亡个案的

41% 及 56%），而在六月一日至八月

三十日期间，阳性个案中涉及安老院

舍院友的重症及死亡个案则为 270 宗

（25%）及 45 宗（16%）。」

然而，院舍出现院友及／或员

工确诊个案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政府

呼吁各界不能掉以轻心，院舍业界需

予以配合，加强防范院舍爆发。早前

所有院舍员工（不论有否接种新冠疫

苗）须每七天进行一次 2019 冠状病

毒病聚合酶连锁反应核酸检测（核酸

检测）。鉴于近日接连有院舍出现院

友及／或员工确诊个案，为加强院舍

的防疫屏障，政府要求所有院舍员工

由明日（九月二日）起须隔天进行一

次核酸检测。与此同时，所有院舍员

工仍须继续在每天值勤前，自行进行

快速抗原测试，测试结果须为阴性方

可如常上班，务求继续巩固对院舍的

保护，避免疫情在院舍内爆发。

个新的训练场地，并扩大体适能、

运动科学和运动医学的设施。我们

亦与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共同

斥资三亿港元，在今年一月推出「运

动科研资助计划」，协助香港运动

员提升竞争力和备战未来数年的大

型赛事，包括明年举行的杭州亚洲

运动会、2024 年巴黎奥运，以及二

○二五年我们与广东省和澳门联合

承办的全国运动会。

同时，我们会致力增加体育设施，

包括积极推展启德体育园工程。体育

园工地的打桩、底层结构及地库工程

已经完成，现正兴建上盖结构。按现

时的进度，预计设有 5000 个座位的

户外运动场将率先在二○二三年年底

落成，其他主要设施将在二○二四年

竣工。我们期待启德体育园落成后，

香港可以主办更多高水平的大型赛

事，包括二○二五年全国运动会，让

我们的运动员可以乘着主场之利争取

更佳表现，亦让广大市民可以在现场

为他们打气，亲身感受大型赛事的炽

热气氛，从而进一步提升体育文化和

运动风气。

最后，我衷心恭贺今日各位得奖

的运动员，并祝愿香港运动员在未来

的赛事中继续尽展所长，再放异彩！

多谢大家！ 

生以坚毅不屈的意志努力学习，同时

学懂关爱、珍惜和感谢身边的人，包

括感谢校长和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和

悉心栽培，以及孝敬父母，感谢他们

的养育之恩和无私的奉献。

开学礼上，施俊辉、学校家长教

师会主席，以及学生代表一起进行「三

心相印」仪式，代表对培养坚毅、感

恩及同理之心的共同承诺。

此外，学校安排送赠「每天好精

神」鼓励卡活动，向学生推广注重精

神健康的重要。施俊辉亦鼓励学校向

家长积极推介教育局制作的「家校齐

合作　迎接新学年」家长锦囊及电子

提示卡，鼓励他们多了解子女的需要，

同心协力帮助他们适应新学年。

施俊辉亦呼吁家长尽早为子女安

排接种疫苗，如已接种第一剂及第二

剂疫苗，符合资格的学生应尽早接种

第三剂疫苗。家长身体力行，以身作

则，定能让子女获得更全面和有效的

保护。 

除了院舍院友以外，相对其他年

龄组别，长者的疫苗接种率较低，需

要进一步提升。政府会继续提供多种

渠道便利长者接种疫苗，包括小区疫

苗接种中心、参与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的私家诊所、医管局辖下的指定普通

科门诊诊所及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

站、在各区举办的小区疫苗接种活动，

以及「疫苗到户接种服务」。此外，

除了法定的「疫苗通行证」适用处

所和以行政措施实行「疫苗通行证」

安排的处所（例如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管理的室内场所（包括图书馆）），

政府亦在医务卫生局、卫生署及医

管局辖下的指定医疗处所等实施相

应的「疫苗通行证」安排，以加强保

护使用该类设施的长者。长者若尚未

接种或未完成接种三剂疫苗，一旦感

染新冠病毒，患上重症及死亡的风险

极高，政府强烈呼吁尚未完成接种三

剂疫苗的长者，应尽早接种，以及早

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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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今日（九月一日）探访农圃道官立小学，参与学校的开
学礼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八月三十一日）在国泰 2021年度香港杰出运动员选举颁
奖典礼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