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院舍券)試驗計劃 

院舍券服務費用說明書 

安老院名稱:  永安老人健康中心 

1. 本院於「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服務協議附表 1－認可服務機構資料中註明可供 

 院舍券持有人入住的床位總數: 25  

 在上述的床位當中: 

 (i) 現時以院舍券面值為上限註 1（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為每月 15,909 元）收取院舍券服務費用  

  的床位數目:        7  

 (ii) 現時以高於院舍券面值收取院舍券服務費用的床位數目:   18 (如有，請填寫下面 

  第 2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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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床位(即以上 1(ii)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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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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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15,755) 

( 2021 年 

4 月 1 日之前) 

院舍券面值 

( 2021 年 

4 月 1 日 

生效) 

每月需繳付的 

最新額外總金額(A)  

(港元$) 

( 2021 年 4 月 1 日 

生效) 

每月宿位總金額  

[院舍券面值+ (A)] 

(港元$) 

1,2,48,49, 

52 

( 1 )人房 有窗,沒有指定性別,

獨立單人房 

$2000 $15,909 $2000 17909 

女位: 

16,17,33,35, 

71,72,80, 

81 

男位: 

25,26,61,62, 

63 

( 1 )人房 有窗獨立房面積大

$3000 

$3000 $15,909 $3000 18909 

 

                                                 
註 1 於 2020 年 8 月 1 日起，認可服務機構可彈性以現行院舍券面值為上限，按個別院舍的每月實際收費作為院舍券服

務費用，為長者提供院舍券面值下的「標準服務」。如院舍券服務費用並非每月 15,909 元，請註明每月實際收費

(可另加附頁)。 
註 2額外付款項目收費(包括升級寢室)的每月總金額上限為現行院舍券面值的 150%。 

 



ae24@swd.gov.hk 

認可服務機構 

收費項目及價格資料 
 

安老院名稱: 寶捷投資有限公司-永安老人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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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數／次數 收費 

(港元$) 

1 醫療服務 中醫針灸每一個位置 每次 30 分鐘 200 

2 醫療服務 中醫推拿 每次 30 分鐘 200 

3 醫療服務 傷口(照光燈) 每次 70 

4 額外復康服務 物理治療 每次 30 分鐘 250 

5 社交康樂服務 旅行 每次  200    

6 社交康樂服務 飲茶 每次 150 

7 額外社交康樂服務 生日會  每次 260 

8 額外社交康樂服務  興趣小組(材料費用) 每次 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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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券面值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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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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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消耗品-成人紙尿片(片芯每包 20片) 100(每包) 

02 消耗品-成人紙尿片(中碼每包 10片) 100(每包) 

03 消耗品-成人紙尿片(大碼每包 10片) 100(每包) 

04 消耗品-成人紙尿片(加大碼每包 10片) 100(每包) 

05 消耗品-雀巢佳膳益生 800克 210(每罐) 

06 消耗品-奶水或糖尿奶粉 向供應商代訂(實報實銷) 

07 消耗品-蛋白補 90(每罐) 

08 消耗品-凝固粉 95(每罐) 

09 消耗品-冷氣費(4-11月) 440每月 

10 消耗品-醫生手套 60(每盒) 

11 消耗品-一次性膠手套 27(每包) 

12 消耗品-濕紙巾 55(每包) 

13 消耗品-餵奶用具一套 400(首次) 

14 消耗品-胃喉 95(每條) 

15  消耗品-一次性床舖 

         (長者或家人要求全新被鋪) 

1200 

16 醫療項目-胃液試紙/奶袋/棉棒/針筒/潄口水

/紗布/消毒餅/潤滑啫喱等 

向供應商代訂(實報實銷) 

17 醫療項目-抽痰機/抽痰喉等 向供應商代訂(實報實銷) 

18 醫療項目-氧氣機/氧氣喉/面罩/手提氧氣樽/

噴霧助吸器等 

向供應商代訂(實報實銷) 

19 醫療項目-洗腎必需的醫療用品 向供應商代訂(實報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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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醫療項目-尿喉 95(每條) 

21 醫療項目-尿袋/尿架/火酒紙等 向供應商代訂(實報實銷) 

22 醫療項目-測血糖 30(每次) 

23 醫療項目-糖尿注射材料費 250/350(每月) 

24 醫療項目-血尿試紙/血糖機/頭等 向供應商代訂(實報實銷) 

25 醫療項目-洗傷口(材枓費) 

 

60(每次) 

26 醫療項目-束衣/連身褲/束手帶/防滑褲/大手

板/腳套/壓點護理用品等 

向供應商代訂(實報實銷) 

27 醫療項目-每年一次體格檢查費 

(包括驗血,驗骨質疏鬆) 

/ 

28 醫療項目-吸氧費(急救使用) 

 

100(1-15分鐘) 

29 醫療項目-取藥費 250(每次) 

30 醫療項目-送各類化驗樣本費) 250(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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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診費 450(5小時) 

2 陪診車 實報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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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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