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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實 司 務 道 寧 養 院 - 紓緩治療及優質療養服務 

本院服務定位、住院收費準則及須知事項 
 

1. 全人優質照顧服務 

靈實司務道寧養院一直致力為不同需要的長者及病人提供全人照顧服務，臨床服務由資深紓緩治療科﹑

老人科和骨科專科醫生和護士領導，並設有駐院物理及職業治療師，以及由專業社工及院牧提供免費心

靈關顧及住院社康活動。所有入院院友均會由跨專業團隊為其作專業診斷、全面評估，準確制訂優質的

護理計劃，從而得到高質素及個人化的醫療照顧，大大提升住院生活質素。 

 

2. 自負盈虧運作模式 

本院並無政府資助，以自負盈虧方式運作及捐獻補貼，收費介乎優質私型護養院 (Nursing Home)與小型

私家醫院之間。為照顧不同家庭的需要，本院提供多種不同收費服務，如套式服務及按日計算之服務，

病人可因應其需要而作出選擇。 

 

3. 寧靜舒適的環境配套 

本院提供多種房間選擇，包括家庭套房、私家房、雙人房、四至七人房等。護理樓層設有平台花園、客

廳及飯廳，營造出溫暖寧謐的家居氣氛。另有天台花園、多用途活動室、家屬健康資源閣及小教堂等特

色設施，切合院友及家屬身、心、社、靈的需要。歡迎參閱本會環境設施相片：

http://www.hohcs.org.hk/content_53.html  

 

4. 適合對象：需要紓緩治療的晚期病人 (如：晚期癌症及器官衰竭等患者)，或需要醫護人員密切監察及優

質療養服務的長期病患者 (如：認知障礙、多次中風、柏金遜症等患者) 

 

5. 病房每日房租、醫生巡房及專科顧問醫生巡房價目表 (2022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病房類別 
每日房租 

(港幣) 

每日辦公時間 

駐院醫生巡房費用 

(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除外) 

每週一次專科顧問

醫生巡房費用 

(此費用已包括當日

辦公時間駐院醫生

之巡房費用) 

按金 

華永樓 

四人房* $610 $1,190 $2,240 $60,000 

雙人房 $930 

$1,800 $2,770 

$80,000 單人房 $1,325 

特大私家房(12 房) $1,870 

豪華單人房(7,15 房) $3,090 $100,000 

家庭式套房(8,13,16 房) $5,640 $120,000 

司務道樓 四至七人房* $440 $1,190 $2,240 $60,000 

*此類型房間之駐院醫生巡房費及專科顧問醫生巡房費獲部份津貼 

http://www.hohcs.org.hk/content_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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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間設施：冷暖空調、無線上網、電視(部份房間)、電話(部份房間)、雪櫃(部份房間)、洗手間及浴室

(部份房間) 

 窗位置每日額外加$10 

 上述費用已包括日常護理、房間設施及雜費，但不包括隔離病房設備、中藥及西藥、內外敷料、醫療

用品、其他額外特別護理(如洗傷口、水奶護理等)及醫療程序、復康治療、租用復康用品、中醫到診

及針灸、醫療化驗、放射診斷、香薰按摩治療、足部治療、言語治療、院車接送、個人用品、膳食、

洗衣及其他項目等 

 

6. 其他收費價目表 (以下僅提供部份常用項目，詳細價目可向一樓接待及行政部查詢) 

項 目 收費 (港幣) 

1) 醫生評估費 每次$1,830 (新入院或轉出醫院逾四星期後返回本院) 

2) 隔離感染控制措施 每天$320 至$840 (入院首次隔離每天$530 至$840) 

3) 心電圖檢查 每次$650 (新入院或轉出醫院逾四星期後返回本院) 

4) 親人／傭人留宿（本院將按病房運作情

況，提供床／卧椅、枕頭、被舖及飲用水，

四至七人房只限提供老人椅） 

每人每晚$195 (床)／每人每晚$110 (卧椅或不需要) 

擁有認可牌照之專業私家看護可獲豁免 

5) 額外駐院醫生巡房 每次$1,190 至$2,700，視乎時間及房間類別而定 

6) 額外顧問醫生巡房 每次$2,240 至$2,770，視乎時間及房間類別而定 

7) 物理治療／職業治療 每次$560 起 (30 分鐘) 

8) 失禁用品套餐 (包尿片及清潔用品) 每星期$820 (如自備尿片，需付每日$40 清潔用品費) 

9) 水奶護理 (不包奶粉) 每星期$1,320 (包口腔護理、針筒及奶袋) / 

每星期$1,500 (包口腔護理、針筒、奶袋及奶機) 

10) 膳食套餐 (早、午、晚餐及茶點) 每天$175 

11) 洗衣服務 每天$67 

12) 院車接送 每次$110 起，視乎地點遠近而定 

13) 場地租用 (多用途活動室、禮拜堂【進行

安息禮/ 追思會或其他用途】、懷愛閣【進

行安息禮/ 遺體告別禮】等) 

按租用時間及日期而定 

14) 懷望閣 (遺體儲存服務) 首兩星期每一工作日$850，其後每一工作日$1,700 (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免收費用) 

以上 1-3 為規定收費項目 

 

7. 按金 

 登記入院需同時繳付按金，按金可在離院時用以支付院費；如仍有餘額，將以劃線支票退回第一財務

保證人 

 

8. 評估原則 

 不適合入住本院類別：情緒極度不穩定者、有攻擊性行為表現者、有未受控制之精神病或傳染病者 

 

9. 房間分配 

 房間類別以先到先得為原則，所選病床或房間視乎空置情況而安排，院方擁有最後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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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退院通知 

 一般情況下退院或在本院離世：院方將按院友離院或離世日期及時間計算退院之院費及雜費 

 在暫轉院後因作長時間治療或離世而退院：院方會以家屬通知退院當天計算退院之院費及雜費 

 

11. 付款方式及條款 

 可透過網上銀行、繳費靈、直接存入、自動轉帳或在辦公時間內以現金／信用咭親身付款 

 住院賬單以每半個月計算，相關賬單日期，出單日及繳費期限如下： 

◼ 每月 1-15 日為一張賬單，本院將於同月 20 日或之前發出賬單，繳費期限為下月 5 日 

◼ 每月 16-30/31 日為另一張賬單，本院將於下月 10 日或之前發出賬單，繳費期限為該月 25 日 

 家屬須於繳費期限前清繳費用，如透過非親身付款方式，須同時將相關的繳費記錄發給本院行政部 

 如在繳費期限前仍未清繳費用，本院將即時加收逾期未繳費用的 2%作為行政費 

 如帳單逾期一個月仍未清繳，可被視作自動退院，有關費用將從按金中扣除；如按金不足，基督教靈

實協會有可能向保證人(財務)採取法律行動，追討欠款 

 

院方擁有價格最後決定權，所有價格調整不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