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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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恩頤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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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服務協議內可供院舍券持有人人住的床位總數：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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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9）的床位數

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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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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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港元的 

每月宿位總金額

（院舍券面值＋

(A)) 

（港元的 

45,49,52,56,95,99, 

102, 106, 109, 113 

(7）人房 窗邊位 $131 $12,740 

25 ,26,27,28,29,30, 

81,82,83,84,85,86 

( 6 ）人房 單邊向窗 $391 $13,000 

115,117 (2 ）人房 雙人房 $2,591 $15,200 

114,116 (2 ）人房 雙人房、窗邊位 $3,021 $15,630 

32,34,87,89 (2 ）人套房 雙人房套廁 $8,001 $20,610 

31,33,88,90 (2 ）人套房 套廁、窗邊位 $8,431 $21 ,040 

37,39,40,41 間格房 獨立間格房 $1,181 $13,790 

38,42 間格房 獨立間格房、窗邊住 $1,611 $14,220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附件三

認可服務機構

收費項目及價格資料

安老院名稱：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恩頤居 

1 ）增值／升級項目／服務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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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的 

VOOl 冷氣費 每年 5-10 月房間提供冷氣 每月 $325 

V002 租用器材 租用氣墊床費用 每月 $270 

V003 特別器材電費 氣墊床或氧氣機電費 每月 $120 

V004 醫生診金 到診醫生每次診金

（不包藥費，藥費實報實銷） 

每次 $115 

voos 年度驗身 由到診醫生提供驗身

（不包括化驗及 X-RA Y 費用） 

ιevel 1-7 服務使用者適用） 

每次 $260 

V006 針灸治療 由合資格治療師提供 每次 $156 

V007 個別物理治療 由合資格物理治療師提供

（額外個別物理治療服務） 

每次 $156 

V008 個別職業治療服務

（如廠宮治療）

由合資格物理治療師提供

（額外個別職業治療務） 

每次 $156 

V009 營養師諮詢服務 由合資格營養師諮提供 每次 $55 

VOlO 緊急氧氣費 如緊急情況下需要使用氧氣 每次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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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服務一中醫治療、針炙等。

復康服務一物理治療／職業治療、按摩、認知訓練等。
社交康樂活動一飲茶、旅行等。 



VOll 消毒棉被 院友自備的私家棉被消毒

（院舍為每位院友提供消毒公

家棉被） 

每次 $60 

V012 存放棉被 院舍提供地方存放院友自備

的私家棉被 

每次 $40 

V013 理髮（院舍） 由院舍職員提供理髮服務。 每次 $49 

V014 防游走手錶 購買新防游走手錶 每隻 $390 

V015 叫人鐘按制訊號線 院舍提供叫人鐘按制訊號線，

如院友破壞訊號線，須繳付訊

號線費用。 

每條 $400 

V016 住戶醫療報告副本

行政費 

由院舍提供醫療報告副本 每次 $300 

V017 印影費 院友及家人要求院舍協助影印 每張 $2 

（如有需要可男加附頁） 

2）消耗品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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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的 

COOl 首次人住用品：電子派藥系統配件、衣服名牌、 

全新保暖杯、物品名牌及標籤 

$840每次

C002 全新枕頭（院舍提供公家枕頭，如要求全新枕頭之服務 

使用者適用） 

$200每個

C003 大碼尿片（包月每日包 6 條）、濕紙巾、即棄護理手套 

ιevel 1-7 服務使用者適用） 

$1,440每月 

C004 中碼尿片（包月每日包 6 條）、濕紙巾、即棄護理手套 

ιevel 1-7 服務使用者適用） 

$1,240每月 

coos 使用包月尿片住戶人醫院時，如家人要求送尿片到醫 

院，需繳付外送服務費。 

$78州＼日寺

C006 葡萄糖控制或血糖監察 ιevel 1-7 服務使用者適用） $27每次 

C007 鼻胃管，奶袋及相關配件 ιevel 1 ”7 服務使用者適用） 

（以實報實銷為原則） 

$620每月

C008 導尿管，尿袋及相關配件 ιevel 1-7 服務使用者適用） 

（以實報實銷為原則） 

$76每套

C009 凝固粉（ thick-it） ιevel l刁服務使用者適用） 

（以實報實銷為原則） 

$76海罐

COlO 洗症包（處理傷口，不包括特別敷料） $33海包



＊院舍中長者使用的醫療用品繁多，未能盡錄。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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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附帶收費項目 4 (o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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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列明按時數砍數或

月份計算） 

OCOOl 
交通接送

葵興本區來回程 

恩頤居至蓋葵青來回程 

恩頤居至九龍西來回程 

等侯 

＃等候時間為 30 分鐘，如超過 30

分鐘，每 30 分鐘等候費用為$39（不

足 30 分亦作 30 分鐘計算）。 

105每次

143每次

260每次

39 I 每半小時

OC002 陪診服務（最低收費為 l 小時） 78戶j＼日寄 

OC003 護送外出服務（最低收費為 1 小時） 105刮＼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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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