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可服務機構 

收費項目及價格資料 
 

安老院名稱:    仁愛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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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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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症包 每包 $20 

2.  糖尿針注射器 每盒 $180 

3.  糖尿筆針頭 每盒 $200 

4.  血糖試紙 每盒 50 張 $270 

5.  採血針 每盒 50 支 $60 

6.  酒精棉 每盒 100 片 $30 

7.  3"X3"紗布 每盒 100 片 $30 

8.  綳帶 每卷 $15 

9.  波板手套 每隻 $150 

10.  束手腕帶 每對 $150 

11.  腳套／托 每對 $250 

12.  安全衣  $250 

13.  安全腰封  $250 

14.  安全帶  $50 

15.  三角安全褲 T 型防滑帶  $250 

16.  防撕片褲  $400 

17.  普通圍裙  $50 

18.  優質圍裙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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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枱板連安全帶  $380 

20.  防走失感應器 每對 $200 

21.  加營素奶粉 400gm $110 

22.  怡保康奶粉 400gm $120 

23.  怡保康奶水 250ml $22 

24.  愛素寳 237ml $12 

25.  安体健 237ml $13 

26.  凝固粉 227gm $80 

27.  蛋白補 227gm $120 

28.  酒精搓手液 每支 $50 

29.  濕紙巾 每包 $30 

30.  皮膚清潔噴沫 每支 $80 

31.  PE 手套 50 對 $15 

32.  手術手套   $50 

33.  尿褲 M/L 每片 $20 

34.  尿片 M/L 每片 $12 

35.  片芯 每片 $12 

36.  尿壼 每個 $50 

37.  尿袋 每個 $20 

38.  尿袋架  $20 

39.  尿喉  $80 

40.  B12 針筒  $40 



41.  胃喉用具：包括 

量杯 1 個  洗口鉗 1 把胃液試紙 1 盒 針

筒 2 支洗口紗布 1 包 膠盒 1 個醫生膠布 

1 卷 

一套 $380 

42.  胃喉  $100 

43.  奶袋 每個 $14 

44.  量杯  $20 

45.  洗口鉗  $100 

46.  胃液試紙  $200 

47.  胃液針筒 20cc $20 

48.  餵藥針筒 60cc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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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氣機／氣墊床 電費 $150/月 

2.  護理床(包括電費) $600/月 

3.  氣墊床(包括電費) $500/月 

4.  冷氣費 $380(每年 5 月-10 月按月收取) 

5.  陪診服務費          $300／3 小時內  

6.  陪診超時服務附加費 $50／每小時 

7.  員工代送急症後家人到醫院交接 $100 ／ 家人須1小時內到

達醫院，逾時者按「陪診服務」計算。 

8.  陪診服務費 $100(荃威花園私家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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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代取藥費 $50(荃威花園私家醫生) 

10.  代取藥費 $70 

11.  排籌/送樣本/取藥 $100／每項(車費另計) 

12.  個人電視機電費 $150／月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