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印度尼西亞或菲律賓完成疫苗接種的外籍家庭傭工可來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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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今日（八月二十六日）宣布，由八月三十日起，
在印度尼西亞（印尼）或菲律賓完成疫苗接種（註）的外籍家庭傭工（外
傭）可從A組指明地區來港工作。
　　 
　　政府發言人表示：「我們已與印尼及菲律賓政府訂定雙邊疫苗紀錄認
可協議。由八月三十日起，在該兩國完成疫苗接種的外傭可來港工作。他
們必須持有由該兩國相關主管當局確認的疫苗接種紀錄，並在抵港後於指
定檢疫設施接受強制檢疫。」
　　 
　　所有在印尼或菲律賓完成疫苗接種的外傭在登機來港時必須出示以下
文件：

　　（a）由印尼或菲律賓當局發出的認可疫苗接種紀錄（樣本見附件一及
附件二），任何其他格式的紀錄均不獲接納；
　　（b）由香港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發出的有效外傭工作簽證；
　　（c）預定起飛時間前72小時內採樣進行的聚合酶連鎖反應（PCR）核
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以及
　　（d）指定檢疫設施預訂房間的確認書，租住期為抵達香港當日起計不
少於21晚（設施名單見附件三）。
　　
　　發言人說：「鑑於環球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嚴峻，恢復外傭來港需逐
步有序地落實，因此現階段暫時提供一間酒店為指定檢疫設施（共409個房
間），供在印尼或菲律賓完成疫苗接種並符合上述其他要求的外傭使用。
視乎需求以及疫情發展，政府計劃在未來逐步增加指定檢疫設施的房間供
應。指定檢疫設施將於八月三十日開放使用。僱主及職業介紹所可於八月
二十七日起，透過電郵（info.tsuenwan@silkahotels.com）聯絡酒店預訂
房間，酒店會因應整體訂房情況調整每日可供預訂房間數目。在收到預約
後，酒店會逐一與訂房人士確認預約及安排辦理相關手續，詳情請瀏覽酒
店網站（www.silkahotels.com/zh-hk/silka-tsuen-wan）。預訂房間時，
酒店會要求訂房人士提供外傭的護照副本、有效的工作簽證及認可疫苗接
種紀錄，以核實外傭身分及確定疫苗接種紀錄的真確性。外傭入住設施
時，亦須提供上述文件以供查核。」
　　
　　政府提醒僱主及職業介紹所務必在成功預訂指定檢疫設施房間後，才
為外傭訂購機票，以免外傭來港後未能入住指定檢疫設施。如僱主及職業
介紹所錯誤預訂其他指定檢疫酒店的房間，有關外傭將不能登機來港，亦
可能會因酒店不能退款而引致金錢損失。此外，政府建議僱主在預訂機票
及設施房間前，按附件一及附件二的指示，確認外傭疫苗接種紀錄的真確
性。如外傭被發現使用虛假的疫苗接種紀錄來港，可能會被送往其他檢疫
設施，已繳付的費用將不獲退還。 

　　政府亦提醒外傭嚴格遵守登機及檢疫要求，如外傭未能符合相關要
求，會被禁止登機前往香港，或可能在抵港後被拒絕入境。根據《外國地
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第599E章），任何人明知或罔顧真偽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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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
（25,000元）及監禁六個月。如發現任何涉嫌違規情況，政府除了作出調
查及考慮檢控外，亦會通知相關駐港總領事館，該外傭日後再次向入境處
申請工作簽證時，或會受到影響。
　　 
　　至於在香港完成疫苗接種的外傭，自八月二十日起已可從A組指明地區
來港工作
（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8/17/P2021081700826.htm）。這
些外傭須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強制檢疫，第四輪及第五輪指定檢疫酒店名
單已上載專題網頁（www.designatedhotel.gov.hk）。
　　 
　　政府發言人亦提醒其他人士，上述措施目前只適用於持有相關有效工
作簽證的外傭。
　　 
　　政府感謝印尼及菲律賓政府及其駐港總領事館的支持，以及外傭和僱
主對防疫抗疫措施的理解和合作。

　　如有疑問，請致電熱線2717 1771或透過電郵fdh-
enquiry@labour.gov.hk與勞工處聯絡。
　　 
註：「完成疫苗接種」是指在登機／抵港前的最少14天前已按相關指引完
成接種建議的疫苗劑量，而有關疫苗屬載列於就指明用途認可2019冠狀病
毒病疫苗列表
（www.coronavirus.gov.hk/pdf/list_of_recognised_covid19_vaccines.
pdf）上的疫苗。曾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並已康復的抵港人士，他們需接種
一劑新冠疫苗，才可獲視為已完成接種。 

完

2021年8月26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12時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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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nnex 1 

印尼疫苗接種紀錄樣本 
Sample Vaccination Record of Indonesia 

 
由印尼政府簽發的疫苗接種證書 
Certificates of Vaccination issued by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第一劑疫苗接種證書（藍色） 
Certificate of First Dose of Vaccine (Blue) 

 
 
 

第二劑疫苗接種證書（橙色） 
Certificate of Second Dose of Vaccine (Orange) 

 
 

姓名 
Name 

印尼身份證號碼 
Indonesian Identity Card 
Number 

印尼身份證號碼 
Indonesian Identity Card 
Number 

姓名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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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衞生部發出的確認信 
Confirmation Letter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of Indonesia  
 
- 除上述兩張疫苗接種證書外，外籍家庭傭工（外傭）須額外夾附一張由印尼

衞生部發出的確認信，樣本如下。 
-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two certificates of vaccination, a foreign domestic helper 

(FDH) should also provide a letter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of Indonesia.  
A sample is attached below. 

 
 

姓名（與護照所載相同） 

印尼護照號碼 

疫苗名稱 

接種第一劑日期 

接種第二劑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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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核證疫苗紀錄真確性 
How to verify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vaccination record  
 
(a) 請瀏覽印尼政府的疫苗核證網站 (https://pedulilindungi.id)。 

Please visit the website for vaccination record authentication of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https://pedulilindungi.id). 
(註: 現時網站只有印尼文版本。) 
(Note: The website is in Bahasa Indonesia only.) 
 

(b) 請按以下步驟核證疫苗紀錄。 
Please verify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vaccination record using the steps below. 
 

 
 
 
 
 
 
 

 
 
  

第一步 Step 1: 
輸入外傭姓名 
Input the FDH’s 
full name 

第二步 Step 2: 
輸入印尼身份證號碼 
Input the Indonesian 
Identity Card number 

第三步 Step 3: 
勾選方格 
Check the box 

第四步 Step 4: 
按此查看紀錄 
（見下圖） 
Click to check the record  
(see the Picture below) 

https://pedulilindungi.id/
https://pedulilindungi.id/


4 

 

 
 
註︰ 版面會顯示疫苗接種資料。資料應與疫苗接種證書及印尼衞生部發出的確認信

內的資料相同。 
Note: Vaccination information will appear on the page.  The information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n the vaccination certificates and the confirmation letter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of Indonesia. 

姓名 Name 

印尼身份證號碼 
Indonesian Identity Card Number 

第二劑疫苗接種資訊 
Information on second dose of 
vaccine 

已接種第二劑疫苗 
Already received the second dose 
of vaccine 

接種地點 Vaccination location 

最近 30 天內的 2019 冠狀病毒病

檢測結果 
COVID-19 test results in the past 
30 days 

無 None 無 None 

抗體 聚合酶連鎖反應  



附件二 

Annex 2 

菲律賓疫苗接種紀錄樣本 

Sample Vaccination Record of the Philippines  

 

 
由菲律賓檢疫局簽發的疫苗接種或預防措施國際證書（俗稱「黃皮書」）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of Vaccination or Prophylaxis (ICVP) issued by the Bureau 

of Quarantine (BOQ) of the Philippines (known as “Yellow Card”) 

 

封面 

Cover Page 

 

 

 

 

 

 

 
 

 

 

個人資料頁 

- 載有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及 

護照號碼。 

 

User Information Page  

- Contains personal particulars, including 

name, date of birth and passport number.  

 

 

「黃皮書」（最新版本） 

“Yellow Card” (Latest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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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早期簽發的「黃皮書」並沒有護照號碼，菲律賓身份證號碼（如適用）為空白

欄位。外籍家庭傭工須額外夾附一張由菲律賓檢疫局發出、載有菲律賓護照號碼

的證書。 

–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e “Yellow Card” does not contain the passport number but only 

a blank field on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document (“if applicable”).  A foreign 

domestic helper should also provide a Certificate issued by BOQ of the Philippines 

providing the Philippine passport number together with the “Yellow Card”.  

 
「黃皮書」（較早期版本）及菲律賓檢疫局發出的證書 

“Yellow Card” (Earlier Version) and the Certificate issued by BOQ of the Philippines 

 

 

「黃皮書」內頁 Inside Page of the “Yellow Card”  

 

– 載有接種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的資料，包括疫苗名稱及接種日期等。 

– Contains information on COVID-19 vaccination, including vaccine name and 

vaccination date, etc.  

 

 

 

菲律賓身份證號碼（如適用）欄位

Field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document, if applicable” 菲律賓護照號碼 

Philippine Passpor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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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核證疫苗紀錄真確性 

How to verify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vaccination record  

 

(a)  瀏覽菲律賓檢疫局網址(https://icv.boq.ph)或下載菲律賓檢疫局應用程式

「BOQ OBS」（如圖 1）。 

  

(b) - 按「核實檢疫局證書」，打開掃描器（如圖 2）。 

 - 掃描「黃皮書」內的二維碼。 

 - 確認疫苗接種資料與「黃皮書」內的資料相同（如圖 3）。 

  

(a) Visit the Website of BOQ of the Philippines (https://icv.boq.ph) or Download 

the Application of BOQ of the Philippines “BOQ OBS” (see Picture 1). 

  

(b) - Click the Button “VERIFY BOQ CERTIFICATE” to open the BOQ QR 

Scanner Application (see Picture 2) 

 -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Yellow Card”. 

 - Confirm that the vaccination information is the same as that on the 

“Yellow Card” (see Picture 3). 

 

 

 
圖 1  

Picture 1 

 

圖 2 

Picture 2 

https://icv.boq.ph/
https://icv.boq.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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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Picture 3 

 

 

此位置顯示

姓名 

The name is 

shown here 



附件三 

Annex 3 

 

指定檢疫設施 

（供在印度尼西亞或菲律賓完成疫苗接種的外籍家庭傭工檢疫） 

（有效期至 2021年 11月 30日） 

（更新日期：2021年 8月 26日） 

 

Designated Quarantine Facility 

(for quarantine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who were fully vaccinated in Indonesia or the Philippines)  

(valid until 30 November 2021) 

(updated on 26 August 2021) 

 

 

 
設施名稱 

Name of Facility 

地址 

Address 

網址 

Website 

電郵 

Email Address 

電話號碼 

Tel. No. 

傳真號碼 

Fax No. 

房間數目 

No. of 

Rooms 

每晚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用） 

（港幣） 

Room Rate per Night for Quarantine 

Guests (full board price and all 

inclusive)(HK$) 

1 

香港荃灣絲麗酒店 

Silka Tsuen Wan, 

Hong Kong  

香港九龍葵涌和宜合

道 119號 

119 Wo Yi Hop Road, 

Kwai Chung, Kowloon, 

Hong Kong 

www.silkahotels.com

/silka-tsuen-wan 

info.tsuenwan@

silkahotels.com 
3700 3888 3700 3838 409 

港幣 800元 一位住客入住（一晚計） 

HK$800 for one quarantine guest (per night) 

 

http://www.silkahotels.com/silka-tsuen-wan
http://www.silkahotels.com/silka-tsuen-wan
mailto:info.tsuenwan@silkahotels.com
mailto:info.tsuenwan@silkahotel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