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增值／升級服務說明書 

 

安老院名稱:   香港聖公會阮維揚長者之家                                                               

1. 本院於「第一階段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認可服務機構申請表格建議列

入服務協議內可供院舍券持有人入住的床位總數:   2                         

 

在上述的床位當中，現時宿位費用高於院舍券面值(2016-17 年度為$12,416)的床

位數量:   2     (如有床位現時的宿位費用低於院舍券面值，請另填附件一

「額外附屬服務建議書」)。 

 

2. 院舍券持有人如選擇入住現時宿位費用高於院舍券面值之床位，須就該等床位所提供

的增值/升級服務，繳交相關的額外金額，詳情如下: 

床位編號 房間類別 增值／升級服務詳情 每月需繳付的 

額外總金額 (A) 

(港元$) 

每月宿位總金額  

(院舍券面值 + (A) ) 

(港元$) 

323 –1 

及 

323 - 2 

( 2 )人房 1. 雙人套房(連浴室) 

 

$9,456 $12,609 + $9,456 = 

$22,065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3. 本院明白增值／升級項目收費的每月總金額上限為院舍券總面值的 75%。 

 

 

 

 

 

 

 

 

 

 

 

 



認可服務機構 

收費項目及價格資料 

 

安老院名稱:  香港聖公會阮維揚長者之家                                                         

 

1) 增值／升級項目／服務1 (院舍券持有人需要額外付款購買，服務項目必須為

標準服務範圍之外，例如額外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節數、單人／雙人房寢室、

針炙、中醫治療、按摩服務等) 

編序 服務類別2 服務內容 2 時數／次數 收費 

(港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2) 消耗品項目3(因應服務使用者的照顧需要而使用的消耗物品) 

編序 消耗品項目 收費(港元$) 

1 尿袋 - (十字形) 橫塞推掣 (件) $2.9 

2 尿袋掛架 (件) $2.6 

3 普通尿喉 - 12 號 (條) $6.5 

4 普通尿喉 - 14 號 (條) $6.5 

5 普通尿喉 - 16 號 (條) $6.5 

6 矽膠尿喉 - 12 號 (條) $26 

7 矽膠尿喉 - 14 號 (條) $26 

8 矽膠尿喉 - 16 號 (條) $26 

                                                 
1
 除了標準服務外，每名院舍券持有人及其家人可按其喜好，額外付款購買增值或升級服務，而

額外付款服務的款額上限為當時院舍券面值的 75%。 

 
2
 服務類別及服務內容例子如下： 

醫療服務 ─ 中醫治療、針炙等。 

復康服務 ─ 物理治療／職業治療、按摩、認知訓練等。 

社交康樂活動 ─ 飲茶、旅行等。 
3
 消耗品項目例子包括尿片、營養奶及醫療項目，例如胃喉、糖尿試紙、尿喉、尿袋等。除卻認

可服務機構將就其所照顧的合資格級別 0 院舍券持有人的特別需要而獲發照顧補助金以支付以

上所述的消耗品外，其他院舍券持有人需要自費購買這些消耗品，而認可服務機構在收取費用時

必須以收回成本為原則。 

 



9 一次性尿喉 - 10 號 (條) $1.6 

10 一次性尿喉 - 12 號 (條) $1.6 

11 尿疹膏 (支) $38 

12 潤滑劑 5g 小包裝 (包) $1.7 

13 潤滑劑 82g (支) $21 

14 防水橫單 30" x 36" (條) $91 

15 脫脂棉花片 4" x 4" (包) $76 

16 3ml 針筒連針咀 (支) $1.1 

17 10ml 針筒連針咀 - 螺絲咀 (支) $1.3 

18 10ml 針筒 - 螺絲咀 (支) $1.3 

19 10ml 針筒 - 直咀 (支) $1.2 

20 20ml 針筒 - 螺絲咀 (支) $2.1 

21 50-60ml 針筒 - 餵食用 (支) $5.2 

22 10ml 無菌清水(注射用) - 20 支裝 (盒) $43 

23 棄針箱 3.6L (件) $21 

24 棄針箱 7.6L (件) $26 

25 矽膠胃喉 - 12 號 (條) $24 

26 矽膠胃喉 - 14 號 (條) $24 

27 普通胃喉 - 14 號 (條) $3.9 

28 奶樽連喉 (件) $39 

29 接駁喉 (條) $7.2 

30 奶袋連喉 (件) $8.5 

31 奶袋 (COMPAT "Y") - 30 件裝 (箱) $897 

32 防水圍裙 44cm x 91cm (件) $94 

33 消毒藥餅 5 g - 50 粒裝 (盒) $338 

34 洗口腔棒 - 50 支裝 (包) $11 

35 檸檬味洗口腔棒 - 75 支裝 (盒) $75 

36 無菌敷料包 (包) $6.3 

37 消毒藥水 25 ml (包) $2.6 

38 Betadine 殺菌藥液 500 ml (樽) $234 

39 0.9% 生理鹽水 30ml (小包) $2.6 

40 消毒棉球 - 5 粒裝 (包) $0.8 

41 消毒酒精棉 - 200 片裝 (盒) $23 

42 不織布紗布 2" x 2" - 200 片裝 (包) $9.1 

43 不織布紗布 3" x 3" - 200 片裝 (包) $16 

44 消毒不織布紗布 2" x 2" - 2 片 x 50 包裝 (盒) $25 

45 消毒不織布紗布 3" x 3" - 2 片 x 50 包裝 (盒) $28 



46 油性紗布 5cm x 5 cm - 50 片裝 (盒) $89 

47 油性紗布 10cm x 10cm - 10 片裝 (盒) $29 

48 6" 棉花棒 - 100 支裝 (包) $5.1 

49 6" 消毒棉花棒 - 5 支裝 (包) $1.1 

50 Tegadem 防水透氣傷口膠貼 6cm x 7cm - 100 片裝 (盒) $338 

51 Tegadem 防水透氣傷口膠貼 10cm x 12cm - 50 片裝 (盒) $355 

52 無菌厚墊敷料 9cm x 20cm (片) $2.6 

53 DuoDERM 親水性敷料 - 厚 (片) $45 

54 DuoDERM 親水性敷料 - 薄 (片) $21 

55 非黏性傷口敷料 2" x 2" - 100 片裝 (盒) $197 

56 非黏性傷口敷料 4" x 4" - 100 片裝 (盒) $394 

57 Opsite 防水保護膠貼 10cm x 10M (卷) $281 

58 Zetuvit E 高吸收性無菌敷墊 10cm x 10cm - 25 片裝 (盒) $60 

59 Zetuvit E 高吸收性無菌敷墊 10cm x 20cm - 25 片裝 (盒) $84 

60 水凝性啫喱 28g (支) $32 

61 圓點藥棉膠布 - 100 片裝 (盒) $13 

62 3M 醫生紙膠布 1/2" - 24 卷裝 (盒) $84 

63 3M 醫生紙膠布 1" - 12 卷裝 (盒) $84 

64 彈性繃帶 3" (卷) $4.2 

65 鈣鈉海藻敷料 5cm x 5cm - 10 片裝 (盒) $88 

66 格仔膠布 10cm x 10M (卷) $24 

67 Steri-strip 免縫傷口膠貼 6mm x 75mm - 3 片裝 (包) $12 

68 造口護膚粉 (支) $99 

69 Mesalt 氯化鈉敷料 5cm x 5cm - 30 片裝 (盒) $403 

70 掛耳式三層外科口罩 - 50 件裝 (盒) $13 

71 N95 口罩 - 20 件裝 (盒) $130 

72 Latex 乳膠手套 - 無粉 (大碼) - 100 隻裝 (盒) $42 

73 Latex 乳膠手套 - 無粉 (中碼) - 100 隻裝 (盒) $42 

74 Latex 乳膠手套 - 無粉 (細碼) - 100 隻裝 (盒) $42 

75 Latex 乳膠手套 - 有粉 (中碼) - 100 隻裝 (盒) $39 

76 Latex 乳膠手套 - 有粉 (細碼) - 100 隻裝 (盒) $39 

77 Vinyl 乳膠手套 - 無粉 (大碼) - 100 隻裝 (盒) $33 

78 Vinyl 乳膠手套 - 無粉 (中碼) - 100 隻裝 (盒) $33 

79 Vinyl 乳膠手套 - 無粉 (細碼) - 100 隻裝 (盒) $33 

80 Vinyl 乳膠手套 - 有粉 (中碼) - 100 隻裝 (盒) $32 

81 Vinyl 乳膠手套 - 有粉 (細碼) - 100 隻裝 (盒) $32 

82 即棄手套 (中碼) - 100 隻裝 (包) $5 



83 消毒手套 (Size: #6.5) (對) $3.9 

84 消毒手套 (Size: #7) (對) $3.9 

85 保護帽 - 100 件裝 (包) $26 

86 保護衣 (件) $5.2 

87 面罩 330mm x 220 mm (件) $20 

88 濕紙巾 - 64 片裝 (包) $24 

89 酒精搓手液- 500 ml (支) $47 

90 75% 消毒火酒 420ml (支) $24 

91 希必潔消毒刷手液 500ml (樽) $185 

92 綿花球 - 1000 粒裝 (包) $42 

93 即棄圍裙 - 100 件裝 (盒) $43 

94 PH 4.5-10 四色對照試紙 (0.5 度) - 100 片裝 (盒) $130 

95 三合一驗尿試紙 (驗糖尿,蛋白,酸鹼度,抗環血酸) - 50 片裝 (盒) $100 

96 五合一驗尿試紙 (驗血清,蛋白,酮體,糖尿,酸鹼度) - 50 片裝 (盒) $176 

97 血糖試紙(拜安捷) - 50 片裝 (盒) $254 

98 血糖試紙 (雅培) - 50 片裝 (盒) $260 

99 血糖試紙 (One Touch Select) - 25 片裝 (盒) $143 

100 血糖試紙 (Roche) - 50 片裝 (盒) $320 

101 血糖試紙 (One Touch Ultra) - 50 片裝 (盒) $286 

102 胰島素注射器連針咀 30g x 8mm x 1cc - 100 支裝 (盒) $176 

103 吸痰喉連接駁器 - 12 號 (條) $2.1 

104 吸痰喉連接駁器 - 14 號 (條) $2.1 

105 造口袋 - 30 件裝 (盒) $234 

106 鼻喉 (條) $13 

107 潤膚膏(AQ Cream) (樽) $38 

108 潤膚軟膏(EO Cream) (樽) $52 

109 皮膚清潔泡沫 (支) $65 

110 護膚噴油 (支) $55 

111 氧氣口罩連喉管 - 成人 (套) $24 

112 加營素雲呢拿味 / 朱古力味 900 克 (罐) 185 

113 加營素雲呢拿味 400 克 (罐) 82 

114 加營素雲呢拿味 250 毫升即飲裝-24 小罐 (箱) 470 

115 加營素朱古力味 250 毫升即飲裝-24 小罐 (箱) 470 

116 怡保康 900 克 (罐) 220 

117 怡保康 400 克 (罐) 111 

118 怡保康 250 毫升即飲裝-24 小罐 (箱) 492 

119 佳膳適糖 800 克 (罐) 208 



120 佳膳適糖 400 克 (罐) 107 

121 力源素關注血糖配方-24 盒 (箱) 475.20 

122 力源素糖愈適-27 盒 (箱) 556.20 

123 保營素-24 小罐 (箱) 228 

124 安體健-24 盒 (箱) 288 

125 愛素寶-24 小罐 (箱) 253 

126 愛素寶 HN-24 盒 (箱) 269 

127 纖源素-24 盒 (箱) 484.80 

128 健源素-24 盒 (箱) 528 

129 益源素-24 盒 (箱) 456 

130 保康速雲呢嗱味 - 2 罐裝 (盒) 360.50 

131 保康速橙味 - 2 罐裝 (盒) 360.50 

132 速癒素-10 包裝 (盒) 390 

133 怡腎康 HP-30 小罐 (箱) 675 

134 Pulmocare-24 小罐 (箱) 454 

135 Abound Orange Powder - 30 包裝 (盒) 945 

136 佳膳纖維 800 克 (罐) 154 

137 佳膳 PPb1 含纖維配方 400 克 (罐) 78 

138 佳膳益生 800 克 (罐) 154 

139 佳膳益生 400 克 (罐) 78 

140 蛋白補 (罐) 88 

141 天源素-24 盒 (箱) 487.20 

142 三花高鈣脫脂奶粉 1700 克 (罐) 210 

143 三花柏齡高鈣奶粉 1700 克 (罐) 195 

144 佳易得纖維配方 250 毫升-24 盒 (箱) 892.80 

145 三花高鈣脫脂奶粉 800 克 (罐) 99 

146 纖維樂 (罐) 118 

147 快凝寶 (罐) 55 

148 健營素-24 小罐 (箱) 216 

149 游離胺基酸配方-6 包裝 (盒) 198 

150 紅莓汁 (樽) 52.7 

151 健怡紅莓汁 (樽) 52.7 

152 赫曼金裝輕柔日用成人紙尿片(加細碼) - 30 片裝 (包) 135 

153 赫曼金裝輕柔日用成人紙尿片(細碼) - 30 片裝 (包) 139 

154 赫曼金裝輕柔日用成人紙尿片(中碼) - 30 片裝 (包) 139 

155 赫曼金裝輕柔日用成人紙尿片(大碼) - 30 片裝 (包) 173 

156 赫曼金裝輕柔日用成人紙尿片(加大碼) - 14 片裝 (包) 136 



157 永恆日用成人紙尿片 (中碼) - 10 片裝 (包) 41 

158 永恆日用成人紙尿片 (大碼) - 10 片裝 (包) 54 

159 永恆日本超薄日用成人紙尿片 (細碼) - 34 片裝 (包) 278 

160 添寧乾爽日用成人紙尿片 (加細碼) - 30 片裝 (包) 99 

161 添寧乾爽日用成人紙尿片 (細碼) - 30 片裝 (包) 114 

162 添寧棉柔日用成人紙尿片 (中碼) - 12 片裝 (包) 55 

163 添寧棉柔日用成人紙尿片 (大碼) - 12 片裝 (包) 67 

164 赫曼金裝輕柔夜用成人紙尿片(細碼) - 30 片裝 (包) 156 

165 赫曼金裝輕柔夜用成人紙尿片(中碼) - 30 片裝 (包) 189 

166 赫曼金裝輕柔夜用成人紙尿片(大碼) - 30 片裝 (包) 210 

167 永恆夜用成人紙尿片 (中碼) - 10 片裝 (包) 49 

168 永恆夜用成人紙尿片 (大碼) - 10 片裝 (包) 59 

169 永恆超級夜用成人紙尿片 (加大碼) - 10 片裝 (包) 68 

170 添寧乾爽夜用成人紙尿片 (細碼) - 24 片裝 (包) 114 

171 添寧棉柔夜用成人紙尿片 (中碼) - 10 片裝 (包) 61 

172 添寧棉柔夜用成人紙尿片 (大碼) - 10 片裝 (包) 73 

173 添寧棉柔超級夜用成人紙尿片 (中碼) - 9 片裝 (包) 63 

174 添寧棉柔超級夜用成人紙尿片 (大碼) - 9 片裝 (包) 78 

175 赫曼成人活動尿片褲 (細碼) - 14 片裝 (包) 100 

176 赫曼成人活動尿片褲 (中碼) - 14 片裝 (包) 104 

177 赫曼成人活動尿片褲 (大碼) - 14 片裝 (包) 120 

178 永恆成人紙尿褲 (細碼) - 22 片裝 (包) 154 

179 永恆成人紙尿褲 (中碼) - 20 片裝 (包) 137 

180 永恆成人紙尿褲 (大碼) - 18 片裝 (包) 137 

181 永恆成人紙尿褲 (加大碼) - 16 片裝 (包) 137 

182 KOYO 成人活動紙尿褲 (中碼) - 26 片裝 (包) 130 

183 KOYO 成人活動紙尿褲 (大碼) - 26 片裝 (包) 148 

184 添寧成人活動紙尿褲 (中碼) - 14 片裝 (包) 106 

185 添寧成人活動紙尿褲 (大碼) - 14 片裝 (包) 120 

186 赫曼舒適型片芯 (標準) - 30 片裝 (包) 124 

187 赫曼舒適型片芯 (普通) - 30 片裝 (包) 93 

188 永恆片芯 12" x 27" - 30 片裝 (包) 53 

189 永恆片芯 12.5" x 20.5" - 20 片裝 (包) 35 

190 赫曼無憂墊 (細碼) - 14 片裝 (包) 30 

191 赫曼無憂墊 (中碼) - 14 片裝 (包) 38 

192 赫曼無憂墊 (大碼) - 14 片裝 (包) 36 

193 赫曼床墊 - 100 片裝 (箱) 350 



194 添寧護妳尿墊 (細碼) - 12 片裝 (包) 26 

195 添寧護妳尿墊 (中碼) - 10 片裝 (包) 26 

196 添寧護妳尿墊 (大碼) - 30 片裝 (包) 84 

197 添寧舒適尿墊 (加大碼) - 46 片裝 (包) 99 

198 永恆護理寶床墊 60cm x 90cm - 8 片裝 (包) 45 

199 ZAKO 床墊 60cm x 90cm - 10 片裝 (包) 28 

200 添寧床墊 60cm x 75cm - 8 片裝 (包) 31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3) 附帶收費項目4 (請清楚逐一列出收費項目及細節，例如護送服務每小時收取

費用若干元等) 

編序 附帶收費項目 收費(港元$)  

(請列明按時數/次數或

月份計算) 

1 剪髮 $8/次 

2 衣物織嘜 $100/100 個 

3 陪診服務 

- 並非由本院提供，如院友有需要，在取得保

證人同意下，可代為聯絡提供陪診服務的機

構，兩間陪診公司收費為每小時$50 至$55，

最少惠顧兩小時，其後以每小時收費 

備註：本院共沒有收取任何行政費。  

$50-$55/每小時 

(最少惠顧兩小時) 

4 租用院車 

- 只限由本院往返將軍澳及觀塘區的公立醫院 

- 將軍澳區公立醫院： 

$80 X 2(去程及回程)=$160 

- 觀塘區公立醫院： 

$130 X 2(去程及回程)=$260 

$160-$260 (往返院舍) 

5 防遊走裝置 

- 於患有認知障死礙症並有遊走風險院友的鞋內 

  加裝防遊走裝置 

$50/每對鞋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4
 附帶收費，例如交通費、護送服務等，認可服務機構在收取費用時必須以收回成本為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