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可服務機構 

收費項目及價格資料 

 

安老院名稱:            松悅園耆欣護養院暨日間護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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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復康治療 物理治療服務 每節 $400 

1002 復康治療 職業治療服務 每節 $400 

1003 復康治療 感官治療服務 每節 $400 

1004 復康治療 香薰治療 每次 $350 

1005 治療性小組 運動小組 每節 $250 

1006 治療性小組 認知障礙訓練小組 每節 $250 

1007 個人治療 言語治療服務 每次 $900 

 

1008 醫療服務 額外西醫身體檢查及評

估 

每次 $300 

1009 社交康樂及情緒輔導 情緒輔導服務 每次 $450 

1010 社交康樂及情緒輔導 小組陪同外出服務 

(非陪診性質) 

每次 $300 

1011 社交康樂及情緒輔導 個人陪同外出服務 

(非陪診性質) 

每次 $200 

1012 社交康樂及情緒輔導 園藝訓練小組 每 4 節 $600 

1013 社交康樂及情緒輔導 飲茶 每次 $80 

1014 社交康樂及情緒輔導 小組活動 每次 $50 

1015 社交康樂及情緒輔導 生日會 每次 $50 

1016 社交康樂及情緒輔導 旅行 每次 $150-200 

1017 其他 防遊走警報系統服務 每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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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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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序 消耗品項目 收費(港元$) 

 

 

請參考附件 : 消耗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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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 陪診服務 ( 不包括車費 ) $300/3 小時 (最低消費 3 小時) ; 

第 4 小時起﹐每小時 80 元 

3002 

 

外展取藥、本區送血/送樣本化驗 $1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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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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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醫療/護理用品 收費價格(港元) 鼻喂食用品 收費價格(港元)
護手套(波扳手套) 220元/對 胃喉(條) 100元/條
安全手腕帶 200元/對 餵食奶袋(個) 18元/個
安全衣 250元/件 胃喉試紙(盒) 130元/盒
防滑褲 250元/條 針筒連針(3ml) 15元/支
防撕片褲 320元/條 針筒(1CC) 5元/支
腳托 220元/對 針筒(10ML/20ML) 6元/支
手指分隔器 200元/對 針筒(50ML/60ML) 10元/支
遊走器 80元/對 K-Y啫喱 50元/支
一次性沖涼手套 35元/每月 醫生紙膠布(0.5"/卷) 5元/卷
抽痰喉 10元/條 醫生紙膠布(1"/卷) 10元/卷
繃帶 10元/卷 洗口紗布(3"×3")@200張 100元/包
失禁用品 收費價格(每次) 洗口棉棒 70元/盒
導尿喉 100元/條 棉花棒(包) 15元/包
尿袋 25元/個 胃喉用品套餐 收費價格(每次)
換症包(獨立/個) 15元/個 胃喉用品(包括:洗口钳,洗口杯
尿袋架 15元/個    量杯,膠水壺,,小膠盒,大膠盒)
尿壺 80元/個 餵食營養品 收費價格(每次)
尿片(M碼/L碼/XL碼) 9元(M)/10元(L)/11元(XL) 蛋白寶 Resource Beneprotein(227GM)　 86元/罐
成人片芯 55元/包 快凝寶 RESOURCE THICKEN UP(227GM) 68元/罐
濕紙巾(包裝/80片) 28元/包 佳膳益生 Nutren Optimum (400GM) 84元/罐
即棄手套(包裝/100隻) 10元/包 佳膳纖維奶 Nutren Fibre(400GM) 84元/罐
乳膠手套(盒裝/100隻) 60元/盒 佳膳糖尿奶 Nutren Diabetes (400GM) 99元/罐
無菌手套(獨立/對) 10元/對 金裝加營素 Ensure (400GM) 101元/罐
鋅氧膏(支) 90元/支 怡寶康 Glucerna(400GM) 102元/罐
凡士林(350g) 30元/盒 纖維樂 Nutrisource Fiber(205GM) 120元/罐
酒精棉 35元/盒 怡寶康 Glucerna 250ML 21元/罐
棉球(獨立/包) 5元/包 保營素 Osmolite HN (237ML) 11元/盒
傷口換症套餐 收費價格(每次) 康營素 Osmolite (237ML) 11元/盒
簡單換症(包括:換症包1個, 安體健 Ultracal (237ML) 13元/盒

消毒手套、生理鹽水 愛素寶 Isocal (237ML) 12元/盒
醫生膠布、消毒藥水) 愛素寶 Isocal HN (237ML) 13元/盒

特別換症(包括:換症包2個, 健源素 Isosource 1.2 HN (237ML) 19元/盒
消毒手套、生理鹽水 健源素 Isosource 1.5 Cal(237ML) 22元/盒
醫生膠布、油紗布 力源素 Resource Diabetic (237ML) 20元/盒

消毒藥水,彈性繃帶) 力源素 Resource 2.0 (237ML) 24元/盒
驗血糖套餐 收費價格(每次) 游離胺基酸 Vivonex Plus(79.5GM) 45元/盒
包括:血糖針連針咀, 加營素 Ensure (250ML) 21元/盒
酒精棉、試紙等) 天源素 Compleat 237ML 23元/盒
注射胰島素(包針筒,酒精棉 20元/次 營保健 Fortisip Compact Protein (125ML) 22元/支

尿喉換症套餐 收費價格(每次) 營保健果汁 Fortjuice (200ML) 22元/支
包括:(尿喉、尿袋、無菌手 倍力康 Fresubin 2kcal Drink Vanilla(200ML) 26元/支
生理鹽水、消毒藥水  換症

無菌啫喱(獨立)、10ML針筒2支

*院友及其家屬均可擇經本院訂購或自行購買上述物品.

2018年12月1日起醫療/護理用品等雜費收費表

修訂日期:31/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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