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可服務機構 

收費項目及價格資料 
 

安老院名稱: 恩耆頤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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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午間操/新聞小組/PTA 小組 30 分鐘/次 $150 

A2 社工小組/節日活動 小組 1 小時/次 $300 

A3 戶外遊踪 小組 1 小時/次 $150 

A4 輔導/懷愐/感官/認知/導向 個人 30 分鐘/次 $250 

A5 物理治療/職業治療(治療師) 個人 30 分鐘/次 $300 

A6 床邊/被動運動 個人 30 分鐘/次 $300 

A7 手法治療/保雲治療 個人 30 分鐘/次 $1500 

A8 坐姿練習 個人 30 分鐘/次 $300 

A9 步行/平衡訓練 個人 30 分鐘/次 $300 

A10 下肢肌肉訓練 個人 30 分鐘/次 $350 

A11 輪椅/步行架使用訓練 個人 30 分鐘/次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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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添寧棉柔成人紙尿片單價(中碼) $60/包/12片 

2 添寧棉柔成人紙尿片單價(大碼) $78/包/12片 

3 添寧棉柔成人紙尿片包月價(中碼) $1200/月 

4 添寧棉柔成人紙尿片包月價(大碼) $1560/月 

5 Maxi 紙尿片包月價(中碼) $324/箱(9片裝/包) 

6 Maxi 紙尿片包月價(大碼) $432/箱(9片裝/包) 

7 護理寶紙尿片單價(中碼) $62/包/10片 

8 護理寶紙尿片單價(大碼) $72/包/10片 

9 護理寶紙尿片包月價(中碼) $1488/月 

10 護理寶紙尿片包月價(大碼) $1728/月 

11 夜用金裝護理寶紙尿片單價(大碼) $78/包  

12 夜用金裝護理寶紙尿片包月價(大碼) $1872/月 

13 金裝護理寶(加大碼) $435/箱 

14 安心活力褲型(日用) (中碼) $420/箱 

15 管飼套餐(更換奶袋 1個(每日)、每月更換 1

條胃喉、15支 20ML餵食針筒、PH試紙 1盒) 

$620/月 

16 尿喉護理套餐(Latex 每月 2條/Silicone每

月 1條,尿袋 4個,KY Jelly,hibitane, 

water for injection, 10ml 針筒) 

$300/月 

17 驗血糖用品(試紙及刺針) $10/套 

18 金裝加營素 Vanilla 900gm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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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活力加營素 Ensure Nutrivigor 850gm $240 

20 低糖加營素 Ensure Low Sugar 850gm $209 

21 怡保康奶水 Glucerna 250mlX24 $462 

22 怡保康奶粉 Glucerna Triple Care 850 gm $220 

23 怡腎康 Nepro HP 220mlX30 $660 

24 健營素 Jevity 8ozX24 $235 

25 佳膳益生 Nutren Optimum 800 gm $140 

26 
佳膳適糖 Nutren Diabetes 800 gm 

$ 200 

27 
傷口換症包 

$20/個 

28 額外洗症包(不包括特別敷料) $10/個 

29 抽痰用品(抽痰喉, 個人保護套裝) $60/套 

30 Sanyrene Oil $138/支 

31 生理鹽水 $28/支 

32 個人護理用品(抺眼棉球/紗布、生理鹽水、

潔膚棉片、探熱耳套、Barrier Cream) 

$180/月 

33 心胸肺治療 $100/次 

34 個人衛生用品套餐(抽紙 4包、濕紙巾 2包) 
$5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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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診服務  $85/小時(2 小時起，車費另計) 

2 到院私家醫生診症收費 

(連 4日藥費 *特效藥除外* )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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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年度體格檢查 

(只適用於院舍券級別 1-7 持有人) 

$300/年 

4 足療  $150 起/次 

5 氧氣機電費 $250/月 

6 緊急氧氣費 $80/每次 

7 非緊急氧氣費 $11 /日 

8 公家氣墊床連電費 $250/月 

9 私人氣墊床電費 $100/月 

10 代送尿片、診症文件、標本、代取藥物到醫

院服務費 

$120/次 

11 到診醫生藥費 $10/包 

12 首次入住基本起居物品(姓名牌織嘜、洗衣袋

3個、全新床上用品(冷氣被、床單、枕頭) 

$800/首次 

13 姓名牌織嘜 $100/6 打 

14 車程來回收費(觀塘其他地方) 
$150/次 

15 車程來回收費(將軍澳醫院) 
$250/次 

16 車程來回收費(九龍醫院) 
$350/次 

17 車程來回收費(伊利沙伯醫院) 
$400/次 

18 車程來回收費(廣華醫院) 
$400/次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