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劉

增值／升級服務說明醬

安老院名稱：	 頌恩鐘環院 

1. 	 本院於「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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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在上述的床位當中，現時宿位費用高於院舍券面值（2017” 18 年度為$12,609）的床位數

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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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相闋的額外金額，詳情如下：

床位編號 房問類

}JU 
增值／升級服務詳情 每月轉繳付的

額外總金額（A)

（港元$） 

每丹宿位總金領 

（院舍券茁值＋

{A)) 

（港元的 

3-1, 1。” 1, 12-1, 
16-1 

(1 ）人房

(4 張）

附冷暖氣設備，獨立房間，有 

窗，可安裝電視 

$9,456.00 $12609 +9456 

= $22,065.00 

5-1, 5-2, 7-1, 7-2, 

9-1,9-2,11國 1,11值 2, 

13-1,13-2,35a砂 l,35a-2, 

35b-l,35b-2, 36孔， 36”2

(2 ）人房

(16 張）

附冷暖氣設備，獨立房悶，有 

窗 

$9,456.00 $12609 +9456 

=$22,065.00 

（）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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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項自及價格資料

安老院名稱： 頌恩護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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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等主服務範圍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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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服務 診症／針灸／推拿

（藥費另計） 

每次 $100/$150/$190 
($58-60／費U) 

2 營養前服務 個別營養評估、制定

飲食治療

首次 

每次覆診 

$200 
$100 

3 足療 趾甲修剪、灰甲、內

生甲、厚甲、厚皮磨

洗

每位 

床聞附加費 

每隻手指 

5 隻手指或 

以上 

$110 
$20／﹛立

$25 
$110 

4 額外物理治療服務 每次半小時 $150 

5 額外職業治療服務 每次半小時 $150 

6 認知訓練 每次半小時 $150 

7 旅行 詳見附件輸 Ir 官頁恩護

理院一護理及其他

收費表』 

8 飲茶 詳見附件輛 Ir 位真恩護

理說一護理及其他

收費裴』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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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券茁值的 75% 。 

2 服務類別及服務內容例子如下：

醫療服務一中醫洽療、針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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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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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的

詳見附件” F頌息、護理院一議理

及其他收費表 A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3）附帶收賽項目 4 （講清楚逐一夠出收費項目及細節，例如讓送服務每小時收取

費用若干元等）

編序 附帶收費項自 收費（港元的（請列明按時數J次數或

月份計算）

詳見附件” F頌恩護理院一護理

及其他收費衰 a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3 消耗品積自例子包括尿片、營養奶及醫療項目， -Wtl如腎喉、糖尿試紙、尿喉、尿裝等。除卻

認可服務機構將就其所照顧的合資格級別。說會券持有人的特別需要問1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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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附帶收脅，咧如交通費、護送服務等，認可服務機構在收取實用時必須以收田成本為原則。



：﹔﹔主主盞惦記：

頌恩護理院三一聲：1盟及農他收費聖

望自盡f遲 黨盤 單最 單位蠶蠱

﹛議理環島﹜

洗傷口（復雜／多部位）物料 $6。”80 一次 包括2草本發禮物料

洗傷口（當連）物料 $20幽 $40 一－甜7、 包括墓本語量還物料

特別敷料／傷口物料 按報價

原喉｛Silicon喉﹜ $ 65.00 一條 包括墓本綴翠物科

醫喉﹛Silicon喉） $ 65.00 一條 包括護本發禮物科

服嫉（普通喉） $ 40.00 一條 包f5護本滾滾物料

胃眼（當撞瞧） $ 40.00 一條 包括霉2防護理物料

普攝注射物料 $ 10.00 一次 不包搭車舊物

膜島索注射物料 $ 4.00 一次 不包括藥物

驗血糖物料 $ 10.00 一次 包括物科

驗尿物料 $ 5.00 一次 包括物料

其他代賞護理用品及藥品 按收據收取

診後藥費 f安藥房收據~立瑕

三－…..…戶、，，心～＇…～ i＇一、…”、－…～、？八A～＇一＇.》－ 《、、心（ ）、…沁心 、 九 ι1聽務費1 、J 、、 V ' 、＇ ＇句、＇ ＇勻、Y叭＂ 。
裕、、r

外麗／本院醫生對靜後敢讓﹛正常及非緊是豪情況） $ 30.00 一次 ＠搭叢書是

外麗／本院醫生至吐語後取藥（緊急情況） 100.00 一次 ffi~另計 

f弋覽用品﹛包括藥品）（正常及非緊急情況） 30.00 一次 包括ffi設 

f弋寬闊品（白搭藥品）（緊急情況） $ 100.00 一次 車里是另喜f

代選用品（白搭藥品／標本等） $ 100.00 一次 ffi直是另吉f

之三扒t其梅環誼1
陪診費 按陪診位青 主這次3小時 參照通告

陪診筆資 按學收費 每程

氣豔床電費 $ 200.00 每月

氯氣機電費 $ 200.00 每月

氯氣費 50.00 每半小時

冷氣聾 $ 100.00 每月 只於每年5-10月i投敵

驗身費 $ 200.00 每年

沖涼液 10.00 每月 .. 

那緝 4.00 一卷 .. 

i聽抵巾 25.00 一但

其他代寬闊品 按收接收取

﹝聽片蹄品】

成片（中磁） $ 57.00 每自 10片

成片（大穩） 85.00 每由 10片

片，t,, $ 54帳。。 每包 20戶有

夜片（大碼） $ 85.00 每包 10片

夜片（中碼） $ 83.00 每誼 10片

i

＃以上所為岐變主豈不包括在住院費內（除為定者外）．需額外收取﹒
＃本院磁將就項 §ll狡畫畫進行儉討及調整﹒
＃以上所有收蠻瑛白如有調發將盡快更攻，如未及通知請免諒﹒
＃如對以上所有收華夏項目苦苦疑問，獨聯絡本說2337-6613皇室為﹒

︱鱗 $參懶照L通岫翩告 i 絲；緩片緩繃:必月駕出車鱗飲（大革鱗獨鱗﹜鱗鱗？ 這：爛爛爛應懶： 00鱗：每每鱗包次紋 8︱
每次參照通告外出活動 .. 

每次參照適告其他額外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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