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度服務收費一覽表 (2021年 9月 1日起生效) 

甲. 基層健康服務 

項目 收費 (港幣) 

1. 會員費  

會籍 $ 120/ 一年  

2. 健康策劃師計劃 $ 1,200/ 一年 

3.專業諮詢及治療  

(3.1)物理治療服務 

    (3.1.1)首次評估及檢查 

    

治療項目: 

(3.1.2) 手法治療 

(3.1.3) 運動治療 

(3.1.4) 射頻治療 

(3.1.5) 激光治療 

(3.1.6) 衝擊波治療 

 

輔助治療項目: 

(3.1.7) 電療 

(3.1.8) 透皮神經電刺激 

(3.1.9) 超聲波 

(3.1.10) 干擾電波 

(3.1.11) 淋巴水腫壓力治療 

(3.1.12) 冷療 

(3.1.13) 熱療 

(3.1.14) 磁療 

 

復康訓練項目: 

(3.1.15) 病人教育或照顧技巧訓練 

(3.1.16) Smart Rehab中風/腦神經

復康治療計劃 

(3.1.17) Smart Rehab中風/腦神經

復康治療小組 

 

進階功能評估及訓練項目 

(3.1.18) 呼吸評估及訓練計劃 

(3.1.19) 坐姿評估及訓練計劃 

(3.1.20) 平衡評估及訓練計劃 

(3.1.21) 步態評估及訓練計劃 

 

(不包括治療費用) 

$ 350/ 一次  

 

 

$ 400/ 每項  

$ 400/ 每項  

$ 400/ 每項  

$ 600/ 每項  

$ 600/ 每項 

 

由物理治療師 或 物理治療助理提供 

$ 300/ 每項  

$ 300/ 每項  

$ 300/ 每項  

$ 300/ 每項  

$ 300/ 每項  

$ 300/ 每項  

$ 300/ 每項  

$ 300/ 每項  

 

由物理治療師提供 

$ 300/ 一次 (約 30 分鐘)  

$ 600/ 一次 (約 60 分鐘) (個別訓練) 

 

物理治療助理提供(小組訓練) 

$ 2,100/(1節前測及 10節 60分鐘訓練) 

 

(附評估報告): 

$ 680/ 一次 (約 60 分鐘) 

$ 680/ 一次 (約 60 分鐘) 

$ 880/ 一次 (約 60 分鐘) 

$ 880/ 一次 (約 60 分鐘) 



 

   (3.2)職業治療 參考耆智園收費 

4.專業評估服務 (附報告或紀錄) 

   (4.1) 認知評估 

   (4.2) 全面眼科視光檢查 

(4.3) 綜合健康評估 

(4.4) 三高風險檢查 

(4.5) 營養師諮詢服務 

  

 

$ 750/ 一次 

$ 510/ 一次  

$ 750/ 一次  

$ 230/ 一次 

$ 220/ 一次 

$ 1,000/ 五次 

5.護理服務 

(5.1) 換症洗傷口 

(特別傷口需額外收費) 

(5.2) 驗血糖 

   (5.3) 藥物注射 

(必須提供註冊醫生有效處方) 

 

$ 115/ 一次 

 

$ 50/ 一次 

$ 250/ 一次(不包括針藥) 

 

6.中醫服務  

(6.1) 普通門診 診症費 (會員優惠) 

 

   (6.2) 專科門診 診症費 

   (6.3) 藥費    

(6.4) 針灸 

(費用由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診所釐訂) 

 

$ 75起 / 一次  

(可享診金半價優惠，藥費另計) 

$ 230 起 / 一次(藥費另計) 

$ 71 起 (草藥) $77 起(顆粒)/ 一劑 

$ 100 起 / 一部位 

 

7.運動班組  

(7.1) 各項運動班組  

 

(7.2) Smart Fit 

(7.2.1) Smart Fit 運動企劃 

首次評估 

(7.2.2) Smart Fit 運動 

 

(7.3) 特別運動訓練班組  

(痛症、防跌、消脂、增肌及體能) 

 

(7.4) 私人教練 1對 1訓練 

 

$ 120/ 一堂 (8 人)  

$ 160/ 一堂 (6 人)  

 

$ 265/ 一堂 (約 45 分鐘)  

 

$ 100/ 一堂 (約 45 分鐘) 

 

$ 200/ 一堂 (約 60 分鐘) 

 

 

$ 400/ 一堂 (約 60 分鐘) 

 

 

 



 

乙. 腦退化症日間護理中心服務 

基本服務包括以下各項： 

⚫ 專業個案評估 

⚫ 復康及護理計劃 

⚫ 復康運動訓練 

⚫ 護理服務 

⚫ 認知訓練 

⚫ 膳食 (午餐及上下午茶點) 

 

服務收費 

(一) 三天試用日間護理服務費用 $ 1,240 (包括試用日評估) 

(二) 膳食費(另外加餐費)     $ 70 每餐 

(三) 服務費 (每天收費$410至$530) 

項目 收費 (港幣) 

每月使用服務一至三天 $  530/ 一天 

每週固定使用服務一天  $  480/ 一天 

每週固定使用服務兩天  $  460/ 一天 

每週固定使用服務三天或以上  $  410/ 一天 

延長服務使用(上午 8至 9時或下午 4至 6時)  $  95/ 一小時 

延長服務使用 (上午 8時前或下午 6 時後)  $ 135/ 半小時 

 

交通服務收費表 

⚫ 費用按下表所到區域及確實使用服務次數或日數每月計算。 

⚫ 下列收費適用於會員、家屬及陪同人士。 

區域 收費 (港幣) 

1) 大埔 

 

***偏遠地方需另收附加費(按里數計算) 

$ 82 (來回) 

$ 44 (單程) 

2) 粉嶺、上水 

 

***偏遠地方需另收附加費(按里數計算) 

$ 105 (來回) 

$ 60  (單程)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 

 

服務收費 

項  目 收費 (港幣) 

(1) 日間護理中心服務 (每節 4小時) $ 232/ 每節 

(2) 專業到戶服務 $ 884/ 每小時 

(3) 言語治療服務 $ 724/ 一次 (約 50 分鐘) 

(4) 車輛接送服務(往返中心) $ 12/  每程 

(5) 軟餐附加費 $ 5.9/ 每餐 

 

其他另加服務收費 

項  目 收費 (港幣) 

(1)  額外日間護理中心服務  $ 410/ 一天 (不包括交通接載) 

(2)  延長日間護理服務時間  

(不提供交通接載) 

$ 95/ 一小時 

(上午 8 至 9時或下午 4至 6 時) 

$ 135/ 半小時    

(上午 8 時前或下午 6時後) 

(3) 膳食費(額外服務餐膳) $ 70/ 每餐 

(4) 沐浴(額外日間護理中心服務時段外) $ 80/ 一次 

(5) 加護服務 

特別傷口護理 / 造口護理 / 更換喉管 

藥物注射 (藥物及物料需自費購買)    

 (必須提供註冊醫生有效處方) 

 

$ 84/ 一次 

$ 250/ 一次 

(6) 其他專業服務   

(6.1)日間會員 1 對 1復康運動訓練計劃 

(6.1.1) 復康運動 

 

(6.1.2) 進階儀器復康運動 

以上運動訓練由物理治療助理提供 

並由物理治療師評估及監督   

(6.2) 言語治療服務 

(6.3) 香薰治療服務 

 

 

$ 160/ 一次 (約 30 分鐘)  

 

$ 235/ 一次 (約 30 分鐘) 

 

 

$ 724/一次 (約 50 分鐘)  

優惠價$ 105/ 一次(約 30分鐘) 

 



 

 
 
所有服務收費會按需要定時調整，詳情請參閱中心單張或網頁。 
如有需要，請向中心職員查詢。 

 

 

 

 

項  目 收費 (港幣) 

(7) 覆診易 *(必須有照顧者陪同) 

   大埔區 

   沙田區 

粉嶺 / 上水 

 

$ 135/ 單程 

$ 270/ 單程 

$ 355/ 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