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A

在facebook comment

內留言



•回港準備安排
•檢測文件
•打針紀錄
•隔離酒店
•飛機情況



回港文件
懶人包 (1/4起）

• 出發前48小時PCR檢測
• 隔離酒店預訂
• 新冠疫苗證明書



郵寄檢測包 (£95)

29/6 飛機起飛時間12pm 飛機起飛時間6pm 飛機起飛時間10pm

檢測時間 27/6 12pm後 28/6 am (寄出前） 28/6 am (寄出前）

包裹寄出時間 27/6 5pm 28/6 5pm 28/6 5pm

預計包裹抵達化驗室時間 28/6早上 29/6早上 29/6早上

結果 By 28/6 10pm By 29/6 1pm By 29/6 1pm

Pros:
如果陽性可以留在原地隔離
包裹到達實驗室4小時內有結果

Cons:
根據郵政等候結果
Guaranteed delivery =加快遞

https://www.eliteacs.com/covidform/

Belgravia - £150

合作化驗室：
London – 3家
Cambridge – 1家
Birmingham – 1家
Newcastle – 1家



機場檢測（3小時pcr)

29/6 飛機起飛時間12pm 飛機起飛時間6pm 飛機起飛時間10pm

檢測時間 28/6 4pm-7pm 29/6 7-10am 29/6 7am – 2pm

結果 28/6 7pm to 29/6 9am 29/6 10am-2pm 29/6 10am – 5pm

機構：
Randox health £80, collinson £120, expresstest £109

Pros:即時檢測，可以當場打印文件

Cons:有機會要re-run ,上唔到飛機
需要提前很多到機場
要提前最少2星期book時間
如果陽性，沒人收留
不包括iso 15189或者ukas證明書。需要自己提前準備（轉機必須）



和12月檢測有
什麼分別？

• 需要48小時前檢測
• 計算直達香港航班時間

• 例如 London – dubai – hong kong
• 2/apr 14:00 London to dubai
• 3/apr – 2:50 am dubai to hk (dubai time)
• 所以檢測時間 – 2:50am dubai time in gmt
• = 2/apr 22:50 = 48小時, 31/mar 22:50開始

• 不可以用lamp test（和4月開始一樣）
• 轉機-一定要 iso 15189 (以前 cqc/ukas可以過
關）



疫苗紀錄

• 根據26/10新聞稿（到現在未有
更改）-
https://www.info.gov.hk/gia/gen
eral/202110/26/P202110260081
7.htm?fontSize=1

• 12-17歲只需要打1針

• 12歲以下需要一位大人，已經
打了疫苗陪同回港

Inbound travellers aged 12 to 17 who have received one dose of 
Comirnaty vaccine at least 14 days ago are deemed to have compli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completing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course under boarding and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eng/inbound-travel.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eng/inbound-travel-
faq.html#FAQB21

可以兩只疫苗在不同地區打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10/26/P2021102600817.htm?fontSize=1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eng/inbound-travel-faq.html


疫苗紀錄 16歲以上

卡+qr code (nhs app)

無全名點算？B14豁免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eng/inbound-
travel-
faq.html?fbclid=IwAR3nsrDCAnBme_zwjwDOGtN
NB5pzU9uf65Xstbmgz0_fLbxHjK752f9ls20#FAQB1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eng/inbound-travel-faq.html?fbclid=IwAR3nsrDCAnBme_zwjwDOGtNNB5pzU9uf65Xstbmgz0_fLbxHjK752f9ls20


疫苗紀錄 15歲以下

國泰醫生證書版本

Nhs打了一針
證明



疫苗通行證

•如果曾經在英國中過，
而不想回港打第二，
第三針，有什麼辦法？
或者可不可以申請康
復證明書？

• Nhs:
https://www.nhs.uk/c
onditions/coronavirus-
covid-19/testing/test-
results/report-a-rapid-
lateral-flow-test-
result/

透過我們申請康復證明書：
1. 只可以接受6個月內陽性報告
2. £55
3. 72小時發出，週末休息

https://www.nhs.uk/conditions/coronavirus-covid-19/testing/test-results/report-a-rapid-lateral-flow-test-result/


隔離酒店

• 政府4月開始把之前用做旅客
轉本地防疫，重新改為旅客隔
離用

• 7日隔離證明
• 一定要有預約通知書，寫上學
生護照名字

• 留意轉機到達日子
•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
/eng/designated-hotel.html



飛機情況

• 國泰：



飛機情況

• 維珍：每日“賣飛”，5月啟航
• Ba:6月有飛（不過電話上透過會停飛到11月）

• 轉機：
• Finnair- 5月啟航
• Singapore –禁止轉機乘客由新加玻轉機到香港/
中國

• 熔斷每7日一次（3人中招就熔斷）

• 實際熔斷情況GOOGLE SHEET：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u/0/d/1qp
OK2I0F86GwQUABMtJDWITu1PYrqFKNF5XwI6Cps-
Q/htmlview?fbclid=IwAR0msoqniQjTqDODEzwnX
xO4JRCqr9CUfme4wHM1BFqQEEPwBMAYhXe96N
c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u/0/d/1qpOK2I0F86GwQUABMtJDWITu1PYrqFKNF5XwI6Cps-Q/htmlview?fbclid=IwAR0msoqniQjTqDODEzwnXxO4JRCqr9CUfme4wHM1BFqQEEPwBMAYhXe96Nc


轉機考慮航班

• Qatar airways

• Finnair

• Thailand
• Korean air (Incheon)

• turkey
• EMIRATES

• 其他國泰歐洲航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