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 2022年 10月 24日更新 

 

有关校园出入管制措施的常见问题 

 

1. 大学为何推出要求疫苗接种以出入校园的管制措施?   

 

大学有责任确保大学社群的健康和安全。鉴于新冠病毒疫情依然持续，大

学须要在校园采取严格的措施来保护教职员和学生，使教学和学习能正常

进行。接种疫苗是最有效防止 2019 冠状病毒扩散的重要公共卫生对策，

可以减少对公共卫生和社会的不良利影响。大学鼓励所有教职员和学生全

面接种新冠疫苗。因健康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人士必须持有【豁免证明书】

并提供阴性病毒测试结果方可进入校园。借着进行病毒检测的要求，大学

希望能更有效地建立一个安全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2. 大学校园会否实施“疫苗通行证”措施 ？如果实行，大学对于进入校园有

什么要求?  

 

大学为配合政府疫苗通行证的安排，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更新第三阶段

的校园出入管制措施。除获得医疗豁免或 12 岁以下人士外，所有进入校

园人仕必须符合新的校园出入管制措施下有关接种疫苗的要求（详情），

方可进入大学校园。上述医疗豁免须经注册医生签发【豁免证明书】作为

证明（详情）。 

 

以下是进入校园的要求：

https://www.hkmu.edu.hk/static_content/Vaccination_Requirement_Table_Final20221006.pdf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1/27/P2022012700608.htm?fontSize=1


 
 

  



 
 

 

3. 我持「红码」可以进入校园吗？ 

 

为配合政府最新推行的「红码」及「黄码」疫苗通行证制度，用以识别

有较高感染风险的人士，所有「红码」人士，包括教职员、学生、校友、

访客及承办商，将不得进入校园。有关疫苗通行证」新加入「红码」及

「 黄 码 」 的 安 排 ， 参 阅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的 网 站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FAQ_Red_and_Amber_Code.pdf 

 

4. 我持「黄码」可以进入校园吗？ 

 

持「黄码」的教职员及学生可进入校园，但不可进入餐饮及康乐设施或

参与除低口罩的课外活动。为减低感染风险，有关教职员及同学须每天

进入校园前进行快速抗原检测并取得阴性结果。请保存当天完成快速抗

原检测的阴性结果照片。所有持「黄码」的校友、访客及承办商，将不

得进入校园。 

 

5. 我可以选择不接种疫苗，而以冠状病毒检测进入校园吗? 

 

只有持有【豁免证明书】（详情）的人士，方可在没有接种疫苗下，使用

病毒检测结果进入校园。 

 

 

提交疫苗接种记录/豁免证明书/病毒测试结果 

 

6. 由 2022 年 5 月 31 日起，进入校园有什么程序？ 

 

你需要先提交你的疫苗接种记录/豁免证明书/病毒测试结果。同学可按你

的学籍点击以下相应连结，透过 MyHKMU 登入网上疫苗接种/检测注册系

统 （VTRS）进行提交: 

 

网上疫苗接种/检测注册系统连结: 教职员: 

本科生及副学位学生* 连结 

研究生*  

遥距学生*  

香港海关学院/警察学院学生*  

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学生  

*同学登入后请选择 : MyHKMU, My Programme, Academic, Vaccination / Testing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FAQ_Red_and_Amber_Code.pdf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1/27/P2022012700608.htm?fontSize=1
https://vip91prd.hkmu.edu.hk/psp/p91prd/EMPLOYEE/PSFT_HR/c/OUHK_SS.OU_VAC_APPL_STU.GBL?languageCd=ENG
https://ehrmslogin.ouhk.edu.hk/oam/server/obrareq.cgi?encquery%3DRB4uQ7%2Fl1hWGk83wzM%2Bg6bFWJTLLb6OQHZHZFe3j6oFgmLFF2D0kg7oX6J3VhWwaGlhy5cidGLwN5855HnwRLd8SYfslb2rRmdbaBEOm8eUEGDCYGCuXMHdTUGGmzwnEGG%2FT83JBDYrBOIcQoNg%2BMyrzVpYO%2BQJi1GAoGQzuB%2FTvCFZGEpoQ0F1uNeAtzY3VUrKBenTRJexEEZ0k%2F9cMXW37NQGCDN9wXuVr0kAr6ydDR4RoTZnARJMX%2FV56ThwQxMrUiIGfjxI3ouWnYYVKqq4zUdm02YXF1aPDlXWH%2F511YbSAY7tC58iCi45%2BSFE9%2Bkw4tw2ZoT02LIx2uI3ISnHEVZW8h00oQfzwhNssic%2BTVwaXMAupkWXD9QmTfwNqWG5Nzi%2F1fGFv4quBffbfyaAwj%2BBrFxqYS4LdVFJqGlGJ6ZilJUdpBdDXGGWX%2B1aFTkewuBNjkoZZTYkJtxHe4rSc0I1sslFTMBM1NafsyfLYnwUW1utAdHSe%2Bc850yHiOAWV6jvAE2VGKShmgTncb8NgwNaFO1SCShM7ZxBGbU4ayyzvdqyh%2FsDSubEoaNrwqO0RiLqqKyOXSf6fsu%2Fl%2FIFiVhX2NRy8zJcr5rLfMjSE2GfnZqIp8upCXdAYHCPU0UZkx5e8zADDl23BQqsjBL2ObcJPSCVDVkErDsYikiX2tAxylURU5mCYQ7hCSlpmo0k5tWzK1yrX5nvskFwGGVOIaqjHssrWIDJkuEEQN8t%2F1pYK17FPDlVWPOkZI6VNxexC7ZgrnOHijwy1aBml%2B53GZQQf22efVwBBQmMLKNFJ97w3HYPgs418oFLBNwGa8XbqOpY3xqnnlMm9ffQYJyS0crsi2s7zlnNq5oyQ9xhPNrtUhkIXDni83mDjE%2BLCzOz2RP61Fe%2FJEBsrSkYUCYSezqNle6OjfMTwkGlKSlHYLvJ9JPXR4MYMRA0b2B4e7sXC7PKXgZ8cJiTsHoLgGczb%2B%2FrROlVse0or9mEHR1IIK%2Fe5vF3Tg337U5lrggv5xTIs9Ne8avInRCZ%2FJaqhQroZaOWjHGhpwRM7XQhkpcgUN5cESaFmDQERry7oc%2B3oZzHIn3UfGllOfE%2BeAFJbCMdKvPdQhG4lk9hlIYxsRPZgqrrvtvcssnHqsX8wuBgoTAOia5eqlayTHFtBD%2FhNJ2Hc3zZkoNj5KyvaRjQoEYsD8AMu%2FVUk%2BwHnkbi6xN6CVQ6wYmtUf%2FsP%2F7HXH4%2B%2Bn6YENuGbKRXLLJdCTZw6KPUIK8zzLnqrxJwME2BPP8OySXerHXtPbFzhPpU4GVgnYMmwcpMBN%2BURr%2BfkCcWRf%2BvGIB5OJwPpuEODJodR%2FdU8IoP%2BkO64YSbxB%2BfAo9R801IIcB%2Be8xkd4hek4RlIhSrXvDtsqXUbGIE2eLrsiYBd%20agentid%3DPRD_prdhrms.ouhk.edu.hk_443%20ver%3D1%20crmethod%3D2
https://vip91prd.hkmu.edu.hk/psp/p91prd/EMPLOYEE/PSMA_HR/c/OUHK_SS.OU_VAC_APPL_STU.GBL?languageCd=ENG
https://vip91prd.hkmu.edu.hk/psp/p91prd/EMPLOYEE/PSDL_HR/c/OUHK_SS.OU_VAC_APPL_STU.GBL?languageCd=ENG
https://vip91prd.hkmu.edu.hk/psp/p91prd/EMPLOYEE/PSPJ_HR/c/OUHK_SS.OU_VAC_APPL_STU.GBL?languageCd=ENG
https://vip91prd.hkmu.edu.hk/psp/p91prd/EMPLOYEE/HRMS/c/OUHK_SS.OU_VAC_APPL_STU.GBL?languageCd=ENG


 
 

Registration System (VTRS) 

 

在进入校园时，所有人士必须扫描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并出示手机中储存的

电子疫苗接种记录或豁免证明的二维码。然后使用香港都会大学职员证/

学生证拍击闸机以进入校园。（请注意香港公开大学学生证已经失效）如

果你忘记携带职员证/学生证，你须要在入口向保安员登记。若同学尚未领

取香港都会大学学生证，请在校园入口的保安处登记，并于办公时间前往

教务处(正校园 A 座 5 楼)领取香港都会大学学生证。 

 

7. 我是否需要提供 2019 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证明? 大学会否作出查核?  

 

大学采用诚信制度，你无需上传你的疫苗接种纪录。但在进入校园时，所

有人士必须扫描【安心出行】，并出示电子疫苗接种记录或豁免证明的二

维码，方可进入校园。大学职员和保安人员亦可能会要求你提供疫苗接种

记录的原件以供核实。 

 

8. 大学是否承认在香港以外地区接种的 2019 冠状病毒疫苗? 

  

大学承认在香港以外地区接种的 2019 冠状病毒疫苗，但疫苗必须表列于

香港特区政府认可的 2019 冠状病毒疫苗的名单上（连结）。 

 

9. 如果我从未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并只接种了少于三剂 2019 冠状病毒疫

苗，我能否进入校园？? 

 

由 2022 年 9 月 30 日起，如接种第二剂后未满 5 个月，则需要完成接种至

少两剂疫苗；如接种第二剂后满 5 个月，则需要完成接种至少三剂疫苗，

方可进入校园。 

 

冠状病毒病康复者 

 

10. 如果我曾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康复者）而尚未全面接种疫苗，是否须

向大学保安出示感染证明，方可进入校园? 

 

是，若同学曾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康复者）而尚未全面接种疫苗，须

向大学保安出示感染证明，方可进入校园。由 2022 年 7 月 1 日起，只接

受 由 香 港 政 府 发 出 的 电 子 康 复 纪 录 二 维 码 为 证 明 文 件

( https://enq.evt.gov.hk/evt/web/recovery.jsp?lang=zh-cn) 。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list_of_recognised_covid19_vaccines.pdf
https://enq.evt.gov.hk/evt/web/recovery.jsp?lang=zh-cn


 
 

11. 如我曾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并已康复，在康复后未满 6 个月，我须要接

种多少剂疫苗呢? 

 

如你康复后未满 6 个月，则无需额外接种疫苗。你须向大学保安出示感染

证明，方可进入校园，请参阅问题 10。 

 

12. 如我曾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并已康复，在康复满 6 个月后，我须要接种

多少剂疫苗呢? 

 

有关要求将视乎你未感染前的疫苗接种状况及校园出入控制措施的阶段

而定，详情请参阅以下列表： 

 

你的疫苗接种状况 第三阶段 (由 2022年 5月 31日起) 

在感染冠状病毒病前

没有接种疫苗 

如接种第一剂后未满 6 个月, 已接种至少一剂

疫苗 

或 

如接种第一剂后满 6 个月，已接种至少两剂疫

苗。 

在感染冠状病毒病前

已接种一剂疫苗 

已接种至少两剂疫苗 

在感染冠状病毒病前

已接种两剂疫苗 

无需额外接种疫苗 

 

 

 

2019 冠状病毒检测 (持有【豁免证明书】的人士) 

 

13. 如果我因医疗理由无法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疫苗，我是否需要提供相关文

件来证明? 我怎样才能进入校园? 

 

你必须透过网上疫苗接种/检测注册系统 （VTRS）上载【豁免证明书】（详

情）。此外，获得医疗豁免的同学须每天进入校园前进行快速抗原检测并

取得阴性结果。请保存当天完成快速抗原检测的阴性结果照片。你需每 7

天透过 VTRS(连结) 提交阴性测试结果，方可进入校园。关于测试结果证

明的要求，请参阅问题 15。大学亦有可能会要求你提供【豁免证明书】原

件以供核实。 

 

14. 大学接受哪些 2019 冠状病毒的检测方式?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1/27/P2022012700608.htm?fontSize=1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1/27/P2022012700608.htm?fontSize=1
https://www.hkmu.edu.hk/VTRS_APPL


 
 

 

鉴于社会对新冠肺炎检测的大量需求及较长轮候时间，大学现接受政府认

可的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检测和深喉唾液测试，以及快速抗原检测，

直 至 另 行 通 知 。 有 关 政 府 认 可 的 测 试 ， 请 参 阅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early-testing.html.有关社区检测中心

的资料，请浏览 https://www.communitytest.gov.hk/zh-CN/. 

 

15. 我是否需要提供 2019 冠状病毒的测试结果证明? 

 

是的，你需要透过 VTRS 提交检测证明： 

聚合酶连锁反应核酸（PCR）检测: 你需要提供由香港特区政府认可的 PCR

检测的测试结果的短信截图，上载截图前请删去你的个人资料 (例如: 香

港身分证号码)。 

快速抗原检测: 你需要上载照片证明，照片须显示你的脸、陰性結果的检

测测试棒、快速抗原检测的日期及时间、检测包的包装以及产品使用说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的安全性 

 

16. 如果我在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后，身体出现严重副作用，我应该怎

样做? 若我接种疫苗后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大学会作出甚么建议?  

 

大学建议教职员及学生在接种疫苗前寻求医疗建议。他们亦应仔细参阅香

港特区政府的网站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CN/vaccine) 上有

关接种疫苗的好处和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的文献，然后再决定是否接种疫苗。

如果你出现任何严重的副作用，应立即到医院求医。医疗人员将提供建议、

跟进你的身体状况，并作出适当评估以向卫生署通报。 

 

 

经济援助 

 

17. 基于医疗原因我无法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疫苗，大学是否会提供 2019 冠状

病毒检测的经济资助?  

 

有实际财政困难的同学可以从大学的学生医疗支援津贴计划中申请经济

援助。此外，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已批准拨款设立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

苗后出现的异常事 件保障基金（AEFI 基金），为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疫苗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sim/early-testing.html
https://www.communitytest.gov.hk/zh-CN/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CN/vaccine
https://www.hkmu.edu.hk/sao/sc/fa/student-medical-support-grant-scheme/


 
 

后出现未能预见的严重异常事件，并能提供有关证明的合资格人士提供财

政援助。详情请浏览：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CN/AEFI_Fund。  

 

18. 当申请大学的学生医疗支援津贴时，我是否需要提交「不适合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疫苗」的医疗证明?  

 

需要。学生必须通过医疗支援津贴计划的申请系统上传注册医生签发【豁

免证明书】医疗证明。但是，大学只会考虑为有真正经济需要的学生提

供经济支援，详情请细阅申请指引。 

 

学生 

 

19. 我没有接种疫苗及不打算进行定期的 2019 冠状病毒的检测，但我希望继

续上课，我可以改上网课吗?  

 

大学将不会为尚未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疫苗及不打算进行定期检测的学生

设立特殊的上课安排,包括网课。如同学因此而不能出席面授课堂，将会被

当作缺席。 

 

20. 如果我不想接种疫苗及不打算进行定期的病毒检测，会有什么后果?  

 

全体学生必须完全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疫苗或在获得大学批准的前提下每

天进行快速抗原检测并每周提交病毒检测阴性测试结果。拒绝接种疫苗而

不进行检测的学生，将不能进入校园。如同学因此而不能出席面授课堂，

将会被当作缺席。大学将就检测的要求作定期检讨。  

 

21. 我是一名非本地学生，即将前往香港上课。我可否在完成隔离后才接种疫

苗?  

 

同学应该尽快接种疫苗，在可行情况下，非本地学生应该于到港前至少 14

天完成接种。学生必须符合进入校园之疫苗接种要求，方可进入校园。请

参阅问题 2。 

 

22. 我是兼读制学生，每隔几周才进入校园，我是否需要提交 2019 冠状病毒

疫苗的接种纪录或病毒检测结果?  

 

需要，你必须透过疫苗接种/检测注册系统（VTRS）提交疫苗的接种纪录。

学生必须符合进入校园之疫苗接种要求，方可进入校园。请参阅问题 2。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CN/AEFI_Fund
https://www.hkmu.edu.hk/sao/sc/fa/student-medical-support-grant-scheme/
https://www.hkmu.edu.hk/SAO/SFA/Student%20Medical%20Support%20Grant%20Scheme/MED_Guidance%20Notes_2122.pdf


 
 

 

教职员 

 

23. 我可否选择提交 2019 冠状病毒阴性测试结果而不接种疫苗? 

 

不可以，只有持有有效【豁免证明书】（详情）的人士，方可使用病毒检

测阴性测试结果进入校园。 

 

24. 如我未能符合校园出入管制措施的新规定，我需面对什么后果?  

 

当 2022 年 5 月 31 日的校园出入管制措施生效后，所有进入校园者必须全

面接种疫苗，或持有有效【豁免证明书】者提交阴性病毒测试结果，请参

阅问题 2。 

 

 

如你未能符合以上规定，你将被禁止进入校园。如你是全职员工，你必须

就有关缺勤申请年度休假或无薪假期，并取得大学批准。大学保留权利拒

绝你的假期申请，或因应你未能取得假期批准并连续性缺勤，考虑终止大

学与你的雇佣合约。如你是临时/兼职员工，大学保留权利考虑终止大学

与你的雇佣合约。此外，如你在续约之时未能全面接种疫苗或持有有效【豁

免证明书】，你的续约将不能被处理。 

 

 

25. 如我收到政府通知须进行单次/多次强制性检测，请问我的工作安排及大

学的报告机制如何?  

 

你应尽快向你的主管作出报告及与其相讨可行的工作安排，并经由网上系

统（按此）通知大学作出相应跟进行动。在你获得第一次检测呈阴性结果

前，你不应返回校园。但是，你的院长/部门主管可按情况需要决定在允

许你进入校园前，需否先取得更多呈阴性的检测结果。 

 

26. 如我收到政府通知须进行强制检疫，请问我的工作安排及大学的报告机制

如何?  

 

你应尽快向你的主管作出报告及与其商讨可行的工作安排，并经由网上系

统（按此）通知大学作出相应跟进行动。在可行情况下，你或被容许留在

家中或办公室以外的地点工作。否则，除了因工或其他合理原因(视乎大

学审批结果而定)，你有可能须就此导致的缺勤作出年度休假或病假(须具

http://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1/27/P2022012700608.htm?fontSize=1
https://hkmu.qualtrics.com/jfe/form/SV_3E20N4WAa0OLxLo
https://hkmu.qualtrics.com/jfe/form/SV_3E20N4WAa0OLxLo


 
 

备有效的病假证明书)申请。 

 

27. 如我确诊 2019 冠状病毒，请问我的工作安排及大学的报告机制如何?  

 

你应尽快向你的主管作出报告，并经由网上系统（按此）通知大学作出相

应跟进行动。你并应放取病假直至康复。 

 

28. 如我持「黄码」，请问我的工作安排如何? 

 

持「黄码」的教职员应尽快向部门主管和人事部作出报告。除非获得部门

主管特别批准在家工作，你应如常上班。除非有独立隔房，持「黄码」的

教职员应在指定地点用餐，不应在工作位置进行午膳。 

 

 

访客/承办商 

 

29. 我受雇于都大承办商于都大校园内工作。我是否需要提交 2019 冠状病毒

疫苗的接种纪录或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才能进入校园? 

 

访客、承办商及其雇员必须在进入校园前进行快速抗原检测取得阴性结果

并符合新的校园出入管制措施（详情）。你必须于校园入口使用「安心出

行」应用程式扫描校园的二维码，并向保安员出示手机中的电子疫苗接种

记录或豁免证明书的二维码（详情），方可进入校园。有关冠状病毒病康

复者的疫苗接种要求及所须提交文件，请参阅问题 10、11 及 12。所有持

「红码」或「黄码」的访客及承办商，将不得进入校园。 

 

 

校友 

30. 如果我是香港都会大学校友，可以进入校园? 

 

校友须进行校园出入管制登记、提供到访原因、在进入校园前进行快速

抗原检测取得阴性结果及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扫瞄有关校园的二

维码，并需出示手机中的电子疫苗接种记录或豁免证明书的二维码，方

可进入校园。此外，校友需要出示电子校友证内进入校园的二维码或访

客二维码（详情）。全新校友身份证明系统已经推出，以流动应用程式提

供一站式服务，「校友联网卡」及校友身份证明信的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并于该日后起失效。查询详情或下载 HKMU Alumni+以启动你

的电子校友证，请按此。 

https://hkmu.qualtrics.com/jfe/form/SV_3E20N4WAa0OLxLo
https://www.hkmu.edu.hk/static_content/Vaccination_Requirement_Table_Final.pdf
http://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1/27/P2022012700608.htm?fontSize=1
https://www.hkmu.edu.hk/alumni/sc/faq-on-campus-access-control-measures/
https://www.hkmu.edu.hk/alumni/sc/new-alumni-identity-proof/tutorial-on-activating-the-alumni-e-card/


 
 

 

如安装或使用程式时遇到任何问题，请阅览校友身份证明及 HKMU 

Alumni+常见问题或致电 2768 6381 联络发展及校友事务处。有关进入校

园的疫苗接种安排跟访客/承办商相同。请参阅问题 29。 

 

政府强制性检疫或检测 

 

31. 如果我在政府要求下须接受新冠病毒强制检测，我可以返回校园吗？如果

我感染 2019 冠状病毒或须接受强制检测或隔离，我是否需要通知大学？ 

 

若你在政府要求下须接受单次/多次强制性新冠病毒检测，在取得强制检

测第一次阴性检测结果前，你应避免进入校园。教职员如需接受强制检测

或强制隔离检疫，应向主管报告。各学院/部门应尽快通知人力资源处，

以便作出适当跟进。同学如果确诊新冠肺炎或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强制隔

离检疫，应使用网上强制检测/强制隔离检疫申报表通知大学 [连结]。 

https://www.hkmu.edu.hk/alumni/sc/new-alumni-identity-proof/faqs-on-new-alumni-identity-proof-and-hkmu-alumni-app/
https://auth.hkmu.edu.hk/nidp/saml2/sso?id=17&sid=0&option=credential&s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