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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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房屋協會彩頤居喜頤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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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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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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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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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9)

( 2021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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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

生效) 

每月宿位總金額  

[院舍券面值+ (A)]

(港元$)

1101 
1102 

( 2 )人房 小客廳、電動床、
電視設備、獨立廁

所浴室

$20,141 $15,909 $ 21,941 $37,850 

901-904 ( 4 )人房 
至尊

開揚街景、窗戶、
私人電視、電動
床、獨立廁所浴室

$16,291 $15,909 $ 17,251 $33,160 

201-204
301-304
3A01-
3A04

601-604
1001-1004
1301-1304

( 4 )人房 翠綠園景、窗戶、
電動床、獨立廁所

浴室

$13,311 $15,909 $ 13,891 $29,800 

501-506
701-706
801-806

1201-1206

( 6 )人房 開揚街景、窗戶、
電動床、獨立廁所

浴室

$11,031 $15,909 $ 11,561 $27,470 

(如有需要可另外附頁) 

3. 本院明白增值／升級項目收費的每月總金額上限為院舍券面值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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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院舍券)試驗計劃 

認可服務機構 
收費項目及價格資料 

安老院名稱: 香港房屋協會-彩頤居喜頤閣 

申報日期: 2021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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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康服務 

(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常規治療 

由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負責 

復康運動訓練(較輕病症) 

45 分鐘/節 $530/一節 

$5,040/十節 

常規治療 

由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負責 

復康運動訓練(較輕病症) 

90 分鐘/節 $800/一節 

$7,600/十節 

加强治療 

由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負責 

重點復康治療及訓練(複雜病症) 

45 分鐘/節 $610/一節 

$5,800/十節 

加强治療 

由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負責 

重點復康治療及訓練(複雜病症) 

90 分鐘/節 $920/一節 

$8,740/十節 

小組常規治療 

由復康助理提供小組服務 

45 分鐘/節 $265/一節 

$2,520/十節 

認知評估 

由職業治療師負責詳細認知評估 

75 分鐘/節 $1,100/一節 

認知訓練 

由職業治療師負責認知訓練及 

現實導向 

45 分鐘/節 $730/一節 

$6,940/十節 

認知訓練 

由職業治療師負責認知訓練及 

現實導向 

90 分鐘/節 $1,100/一節 

$10,450/十節 

家居評估 

由職業治療師負責上門家居評估

30 分鐘/節 $725/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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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跟進) 

家居評估 

由職業治療師負責上門家居評估

(首次或需要較長跟進時間) 

75 分鐘/節 $1,764/一節 

2 復康服務 

(言語治療) 

評估及治療 60 分鐘/節 $1,315 –  

$2, 340 

(每次) 

視乎住客個

別需要而定 

3 復康服務 

(足疾治療) 

專科護理 15-30 分鐘/節 

(視乎個別情況) 

$390 - $845 

(每次) 

視乎人數而

定 

附加護理 (深層剪甲) $235 

(每次) 

附加護理 (傷口護理) $910 - $1,040 

(每次) 

視乎住客個

別需要而定 

4 復康服務 

（營養師服務） 

營養師到診服務（評估及飲食 

諮詢）- 新個案 

50 分鐘/節 $546/一節 

營養師到診服務（評估及飲食 

諮詢）- 覆檢個案 

30 分鐘/節 $325/一節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2. 消耗品項目*(因應服務使用者的照顧需要而使用的消耗物品) 

- 級別 0 院舍券持有人如經公立醫院或診所的醫生證明有需要使用尿片、營養奶及/或醫療消耗品，可獲照 

顧補助金支付以下第 1 至 27、32 至 34、38、39 及 43 項的費用(種類與項目視乎醫生批核)。如需要使用第

28 至 72 項，可選擇自行購買或向認可服務機構購買。至於級別 1 至 7 的院舍券持有人如需要使用以下的消

耗品，亦可自行購買或向認可服務機構購買。 

編序 消耗品項目 收費(港元$) 

奶類及營養補充品 

1 怡保康奶粉 850gm (罐) $259 

2 天源素水裝(237ml/罐)(24 罐/箱)(箱) $530 

3 安體健水裝(24 罐/箱)(箱) $302 

4 健源素 1.5 千卡水裝(237ml/罐)(24 罐/箱)(箱) $592 

                                                      
* 認可服務機構在收取醫療消耗品和附帶收費項目的費用時必須以收回成本為原則，不得包括行政費。 



5 力源素糖尿配方(237ml/罐)(24 罐/箱)(箱) $530 

6 加營素奶粉 900gm (罐) $218 

7 加力康(200ml/支)(支) $42 

8 愛素寶高蛋白水裝(250ml/樽)(24 樽/盒)(盒) $277 

9 纖源素 Fibersource HN(237ml/罐)(24 罐/

箱)(箱) 

$514 

10 怡保康水奶(250ml / 樽)(24 罐/箱)(箱) $546 

11 加營素水(雲呢拿)(250ml / 罐)(24 罐/箱)(箱) $555 

12 加營素高能量(200ml/罐)(27 罐/箱)(箱) $666 

13 佳易得纖維配方 (24 包/箱)(箱) $1060 

14 倍力康營養品(雲呢拿)(200ml/罐)(罐) $19.5 

15 纖維樂纖維粉 (250 克/罐)(罐) $166 

16 快凝寶 (227gm/罐)(罐) $70 

17 蛋白補(即溶蛋白質粉)(227 克/罐)(罐) $101 

18 快凝寶清透配方(125 克/罐)(罐) $80 

19 凝固樂清透配方食物凝固粉(126 克/罐)(罐) $83 

尿片 

20 尿片- 中碼 (30 片/包)(包) $154 

21 尿片- 大碼 (30 片/包)(包) $183 

22 尿片褲 - 中碼(14 片/包) (包) $110 

23 尿片褲 - 大碼(14 片/包) (包) $130 

專業護理 

24 住客 - 專業護理 - 驗血糖（每次） 

1 片血糖試紙 

1 片火酒片 

$33 



25 住客 - 專業護理 - 換症 (每次) 

換症包 

5 塊紗布 

8 粒棉球 

3 個膠鉗 

1 個膠器皿 

1 張防水墊 

$60 

26# 每月特別護理 (尿喉護理套餐) 

尿喉 1 條 

尿袋 4 個 

酒精棉 1 盒 

$200 

27# 每月特別護理 (胃喉護理套餐) 

胃喉 1 條 

奶袋 30 個 

20ml 針筒 30 支 

棉頭洗口棒 3 盒 

$980 

醫療用品 

28 床墊 60x90cm (片) $4 

29 保護衣(件) $28.6 

30 保護帽(100 個/包)(包) $32 

31 消毒火酒片 (100 片/盒) (盒) $14 

32 矽膠尿喉 14# (條) $33 

33 矽膠尿喉 16# (條) $33 

34 矽膠胃喉#14 (1200MM) (條) $33 

35 尿袋架(不碎膠) (個) $6 

36 抽痰喉 12# (條) $3 

37 抽痰喉 14# (條) $3 

38 氧氣口罩(個) $78 

39 氧氣鼻喉(條) $14 

40 防水透明薄膜(10cm x 10 m) (卷) $364 

41 50ml 針筒(支) $9 



42 10 ml 針筒(螺絲咀)(支) $2 

43 胰島素 1ml 針筒 (100 支/盒) (盒) $390 

44 男用膠便壺(1000cc) (個) $58 

45 即棄吸痰內膽(1 公升/個)(個) $46 

46 30ml 針筒(支) $6 

47 護膚膏 200ml (支) $46 

48 檸檬味洗口棒(25 小包/盒) (盒) $89 

49 皮膚清潔泡沫 400 ml (支) $76 

50 AQ 護膚膏 500g (樽) $40 

51 E/O 護膚膏  500g (樽) $59 

52 3"X3"不織布紗布(200 片/包)(包) $28 

53** 乳膠無粉手套(M) (100 隻/盒)(盒) $65 

54 護膚濕紙巾(50 片裝) (包) $36 

55** 即棄手套(M) (透明)(100's/包)(包) $6 

56 無菌手套 6.5 碼 (對) $8 

日常生活輔助用品 

57 燒邊嘜(9 打)(套) $71 

58 約束衣(細碼)(件) $234 

59 約束衣(中碼)(件) $234 

60 約束衣(大碼)(件) $234 

61 約束衣(加大碼)(件) $234 

62 9"X9" ReLive 香港足跟護墊(對) $244 



63 11"X12" ReLive 香港足跟護墊(對) $266 

64 海綿軟布保護手套-有帶(中碼)(對) $273 

65 海綿軟布保護手套-有帶(大碼)(對) $260 

66 網布防滑帶(大)(條) $224 

67 防撕片褲(細碼) (件) $312 

68 防撕片褲(中碼) (件) $312 

69 防撕片褲(大碼) (件) $312 

70 防撕片褲(加大碼) (件) $338 

71 6.5”X8.5” 軟墊安全手套 (標準) (對) $266 

72 手腕帶(一組綁帶) 3.5" W x 12.5" L (對) $130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備註:  

#級別 0 院舍券持有人如經公立醫院或診所的醫生證明獲批尿喉或胃喉相關津貼而需要額外使用便不會收取  

費用。 

**基本護理需要以外的額外使用才考慮購買。 

 

3. 附帶收費項目*(例如交通費、護送服務等) 

- 院舍券持有人及其家屬可自行購買有關項目或服務或向認可服務機構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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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客 - 陪診/護送服務 (首兩小時) 

(不足兩小時亦當作兩小時計算收費) 

$208 

2 住客 - 陪診/護送服務 (其後每半時) 

(15 分鐘或以上當半小時計算收費) 

$52 

3 租用氣墊床 (每日) $20 

4 租用輪椅 (每日) $20 

 (如有需要可另加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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