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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雜費收費表 
                                                          修訂日期：2020 年 6 月 1 日 

類別 項目 收費詳情 

膳宿費 基本宿費 按所選擇之房間類別及照顧服務程度訂定 

一般膳食費(管餵飼除外) 已包括在<基本宿費>內 

特別膳食費 

管飼用奶 
自行購買/ 

以購買時廠商收費公報為準# 
補充營養奶 

凝固粉 

護理物料 胃喉、尿喉 已包括在<高度照顧宿費>內 

簡單傷口護理 

自行購買/ 

以購買時廠商收費公報為準# 

口腔護理 

注射用具(針藥另計) 

抽血用具 

吸痰管、尿袋、奶壺接駁喉

管、洗腎物料等 

複雜傷口護理包、導尿包、

拆線包等 

驗尿用品 

其他護理用品/藥品 

診症及檢驗 醫生到診 免費提供 

(只限外展服務指定醫生及到診時間， 

需經由護士評估及確定) 

診後配藥  到診醫生提供或 

 自行到社區藥房購買 

週年身體檢查 (MEF)  入住前首次身體檢查需自行安排。 

 入住後週年身體檢查由外展服務指定醫生進行。 

驗血糖 自行購買/ 

以購買時廠商收費公報為準# 

復康用具 復康用具，如輪椅、老人

椅、助行器、氣墊床褥、約

束物品及減壓用具或其他

輔助用具等 

氣墊床褥、助行器、約束物品及減壓用具，需自行購

買或可聯絡職業治療師索取報價，如需經本院訂購，則

需按成本加收 10%行政費。 

如需借用輪椅，按每日$50/每月$500收費。 

經專業治療人員診斷後需

為長者個人訂製/改裝/維

修之復康器具組件, 如衣

服、床欄墊、護肘、護踝等 

自行購買/ 

聯絡職業治療師索取報價，如需經本院訂購，則需按成

本加收 10%行政費 

活動項目 一般院內探訪活動 免費提供 

剪髮 

按通告收費 
飲茶/特別膳食/生日派對 

外出活動 

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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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收費詳情 

其他服務 陪診 緊急送院情況 <仁濟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代為召喚救護車，如沒有

家屬在場，將安排職員陪同前往，家人接報後需前往接

手或聘用陪診員(收費按陪診公司)，跟進送院工作。 

預約/ 

非緊急情況 

由家屬陪伴 

由家屬安排其他機構提供的服務並支付有關費用，每

半小時$35，最低收費為兩小時，其後每達到 15分鐘作

半小時計，45分鐘作 1小時計，交通費實報實銷。 

陪診車費 預約/ 

非緊急情況 

由仁濟醫院李衛少琦安老院借出院車在服務時間內

接載前往附近政府醫院或政府門診/專科門診覆診服

務，單程$90，來回程收費$180。 

另外因安全需要需使用本院輪椅，每次$50 

自行安排 

氧氣費 長期使用 由家屬向其他私營機構租用氧氣機並支付有關費用； 

影印費 每張$0.5 

索取額外證明文件 每份$100 

補領院友証 每張$5 

額外物理治療服務  

每半小時$400 

  

院友住宿 入住按金 $18,000 

 購物戶戶口備用金 院友入住時繳付備用金額$1,000，並按每月實際購物支

出而收取費用，使備用金額維持在款額上限之內。 

備註： 

1) 以上各項單位收費項目，均經上報獲中央批核，及通告入住長者及親屬後方正式執行。 

2) 在代為購置物品或提供額外服務之前，<仁濟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會先行報價，以購買時廠

商收費通知長者或保証人，獲同意方進行及收取所報費用。 

3) 「代購雜項物品價目表」將入住前交票交予保證人並定時按需要更新。  



院友姓名: 房號: 保証人姓名及電話:

金裝 L 40"- 58" 1箱9包(1包10片) 441.00 1箱 4.9/片 □

金裝 M 32"- 44" 1箱10包(1包10片) 370.00 1箱 3.7/片 □

片芯  12.5" x 20.5"1箱10包(1包20片) 260.00 1箱 1.3/片 □

S 22"-34" 1箱3包(1包30片) 270.00 1箱 3/片 □

 M 28"-48" 1箱6包(1包12片) 234.00 1箱 3.25/片 □

L 36"-58" 1箱6包(1包12片) 324.00 1箱 4.5/片 □

金裝XL 43"- 56" 1箱8包(1包10片) 372.00 1箱 4.65/片 □

金裝 L 40"- 48" 1箱8包(1包10片) 324.00 1箱 4.05/片 □

金裝M 30''- 43'' 1箱8包(1包11片) 280.00 1箱 3.5/片 □

片芯 9.06" x 20.48" 1箱8包(1包20片) 240.00 1箱 1.5/片 □

227g 1罐 57.00 6罐 □

850g 1罐 199.50 6罐 □

900g 1罐 168.00 6罐 □

1條5盒 16.80 2條 3.36/盒 □

20 x 14 cm 1包80片 8.70 2包 0.108/片 □

30 x 22cm 1包64片 13.00 5包 0.203/片 □

750ml $26.58/支 2支 □

□

100.00 2 條 □

50.00 2 條 □

1盒(2筒) 220.00 1盒 □

1包 5.00 30包 □

500.00 每月 □
50.00 每次 □

如欲了解詳情，可向本院治療師查詢。

*奶粉類必須最低訂購6罐 供應商才送貨。

*有傷口護理院友必須於院舍訂購換症包,如需使用額外敷料,則另外計算。

*以上收費來自供應商,本院僅作轉述,所有收費調整決定均與本院無關。

院舍代訂物品價目表     (附件一)

包裝產品

護理寶

怡保康

尿片

奶品

添寧

日用型

One Plus

加零一

金裝夜用

價目 最少訂購 平均

***新院友入院舍時必須訂購 以下個人日常護理物品作更換及使用

尿片

其他

維達盒紙

PUREEN洗髮沐浴露

One Plus濕紙巾(大包裝)

凝固粉

血糖機試紙

換症包

        醫療用品

加營素

One Plus濕紙巾(細包裝)

洗髮水及沐浴露

***新院友入院舍時 如需租借輪椅可參考以下收費

輪椅

橫單

圍裙

*凡於本院代訂購任何復康用品，如輪椅，助行器具等，本院按產品價格收取10%行政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