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後更新日期：2021年04月01日

(1) 房間類別及收費 版本3.1

房間類別

每日房租

一般病房 - 私家房 不適用 不適用 $2,500 - $45,000 350$                        

一般病房 - 標準房 / 半私家房
 4-6人房: $600 - $800

14人房: $500 

 $900 - $1,200

$1,800 (1人房) 
不適用 200$                        

兒童病房 4人房: $1,100 2人房: $1,350 2,600$                   已包一位費用

兒童病房 - 感染控制房 已包一位費用

育嬰室 不適用

日間治療 不適用

深切治療 不適用

加護治療 不適用

隔離病房 - 私家房 不適用 不適用
 私家房房租 + 

$750 
350$                        

隔離病房 - 標準房 / 半私家房  基本房租 + $1,380  基本房租 + $1,380 不適用 200$                        

特別房間安排 不適用

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病房類別

深切治療 / 加護治療 20,000$                         30,000$                   100,000$               

私家房 20,000$                         30,000$                   100,000$               

半私家房 6,000$                            30,000$                   80,000$                 

標準房 6,000$                            30,000$                   60,000$                 

育嬰室 6,000$                            30,000$                   60,000$                 

日間治療 3,000$                            3,000$                      3,000$                   

頁一 http://www.union.org

私家房

(HK$)

陪人床

(每位) (HK$)

半私家房

(HK$)

標準房

(HK$)

房租

$1,100 + 每日$650感染控制護理費

 $700 / $1,100 (私家房)

(因應分娩套餐而定) 

$480 (時限6小時)

 $2,500 

 $1,800 

半私家房房租 + $1,000

* 

每位入院客人均須繳付港幣$300入院服務費，當中包括：登記手續、量度體重、生命表徵檢查(量度血壓/脈搏/體溫)、驗小便(糖

/蛋白)、病人評估、感染狀況及風險評估(如有需要)。

按金

 

或依照「服務費用

預算」的金額(如適

用)，以較高者為準

非永久性香港居民

(HK$)

香港永久性居民

(HK$)

持旅遊證件人士

(HK$)

政府先導計劃

醫院費用及收費表 (依據房間類別)



最後更新日期：2021年04月01日

(2) 手術室收費 版本3.1

病房類別

收費項目

小型手術 (局部麻醉) $3,400 起 $5,950 起 2,470$               不適用

小型手術 (全身麻醉) $5,000 起 $8,750 起 3,700$               不適用

中型手術 $8,000 起 $14,000 起 5,600$               不適用

大型手術 $11,100 起 $19,425 起 不適用 不適用

特大型手術 $15,200 起 $26,600 起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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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收費 (根據不同性質手術的手術基本收費)

標準房 / 半私家房

(HK$)

私家房

(HK$)

門診

(HK$)

日間手術中心 

(HK$)

政府先導計劃

醫院費用及收費表 (依據房間類別)



最後更新日期：2021年04月01日

(3) 病房常見收費 版本3.1

包括：護理程序、相關的醫療耗材及消毒藥物

病房類別

收費項目

入院服務

包括：登記手續、量度體重、驗小便(糖/

蛋白)、生命表徵檢查(量度血壓/脈搏/體溫

)、病人評估、感染狀況及風險評估(如有

需要)

簡單傷口換症 (每次)  $                          360  $                          432  $                          630 不適用

中度傷口換症 (每次)  $                          450  $                          540  $                          788 不適用

複雜傷口換症 (每次) 550$                          660$                          963$                          不適用

插入胃導管 (每次) 380$                          456$                          665$                          不適用

插入尿導管 (每次) 540$                          648$                          945$                          不適用

由胃導管進行餵飼及裝置 (每日) 540$                          648$                          945$                          不適用

造口護理 (每次，包括更換造口袋) 350$                          420$                          613$                          不適用

輸血護理及觀察服務 

(每包，不包括靜脈輸入服務、輸血滴注器及生

理鹽水)

160$                          192$                          280$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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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私家房

(HK$)

360$                          

門診

(HK$)

適用於12歲以上的病人

300$                          不適用

標準房

(HK$)

私家房

(HK$)

525$                          

政府先導計劃

醫院費用及收費表 (依據房間類別)



最後更新日期：2021年04月01日

(4) 急症門診/ 專科門診收費 版本3.1

00:00 - 01:59 1,100$                                                  970$                                                      

02:00 - 07:59 1,300$                                                  1,200$                                                  

08:00 - 08:59 600$                                                      530$                                                      

09:00 - 17:59 330$                                                      270$                                                      

18:00 - 19:59  $                                                     420 370$                                                      

20:00 - 23:59  $                                                     900 800$                                                      

00:00 - 01:59 1,100$                                                  970$                                                      

02:00 - 07:59 1,300$                                                  1,200$                                                  

08:00 - 08:59 600$                                                      530$                                                      

09:00 - 12:59 390$                                                      330$                                                      

13:00 - 17:59  $                                                     500 440$                                                      

18:00 - 19:59  $                                                     600 530$                                                      

20:00 - 23:59 900$                                                      800$                                                      

00:00 - 01:59 1,100$                                                  970$                                                      

02:00 - 07:59 1,300$                                                  1,200$                                                  

08:00 - 08:59 600$                                                      530$                                                      

09:00 - 17:59 500$                                                      440$                                                      

18:00 - 19:59 600$                                                      530$                                                      

20:00 - 23:59 9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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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症門診中心

診金

(HK$)

* 以上費用不包括藥費、檢驗費及其他程序費用

年滿 60歲之長者

(HK$)
收費項目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政府先導計劃

醫院費用及收費表 (依據房間類別)



最後更新日期：2021年04月01日

(4) 急症門診/ 專科門診收費 版本3.1

診金

(HK$)

年滿 60歲之長者

(HK$)
收費項目

政府先導計劃

醫院費用及收費表 (依據房間類別)

18:00 - 19:59 700$                                                      610$                                                      

20:00 - 23:59 900$                                                      800$                                                      

00:00 - 01:59 1,100$                                                  970$                                                      

02:00 - 07:59 1,300$                                                  1,200$                                                  

08:00 - 08:59 700$                                                      610$                                                      

09:00 - 17:59 500$                                                      440$                                                      

18:00 - 19:59 700$                                                      610$                                                      

20:00 - 23:59 900$                                                      800$                                                      

登記費 260$                                                      不適用

專科診症費 (需視乎診症時段)  $700 - $2,000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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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

(HK$)

年滿 60歲之長者

(HK$)

* 以上費用不包括藥費、檢驗費及其他程序費用

收費項目

急症門診中心

專科門診

長公眾假期前夕

長公眾假期



最後更新日期：2023年03月03日

(5) 醫療診斷服務收費 版本3.1

病房類別

醫療診斷服務

胸部 260$                                     312$                                     390$                                     

腎、尿道及膀胱 260$                                     312$                                     390$                                     

甲狀腺 1,100$                                 1,320$                                 1,650$                                 

腹腔及盆腔 3,650$                                 4,380$                                 5,475$                                 

腦部 (平片) 2,200$                                 2,860$                                 3,300$                                 

腹腔及盆腔 (平片及顯影劑增強) 8,700$                                 11,310$                               13,050$                               

乳房X光 - 兩邊 1,500$                                 1,800$                                 2,250$                                 

乳房X光及超聲波 2,350$                                 2,820$                                 3,525$                                 

腦部 6,000$                                 7,800$                                 9,000$                                 

腹腔及盆腔 (顯影劑增強) 19,700$                               25,610$                               29,550$                               

一邊一個位置(首次) 11,300$                               13,560$                               16,950$                               

子宮輸卵管造影(HSG) 2,950$                                 3,540$                                 4,425$                                 

全身正電子及電腦掃描 (顯影劑增強) 17,500$                               17,500$                               26,250$                               

全身正電子(包括腦部)及電腦掃描 (顯影劑增強) 19,100$                               19,100$                               2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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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掃描檢查

擊波體外碎石

磁力共振檢查

乳房造影

超聲波掃描檢查

*非辦公時間需增收附加費

X光透視檢查

正電子掃描

(i) 醫療造影服務*

平片X光檢查

半私家房

(HK$)

私家房

(HK$)

標準房 / 門診

(HK$)

政府先導計劃

醫院費用及收費表 (依據房間類別)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12月17日

(5) 醫療診斷服務收費 版本3.1

病房類別

醫療診斷服務

心肌酶 673$                             808$                                  1,178$                              600$                             

肌酸磷激酶 292$                             350$                                  511$                                  259$                             

肌鈣蛋白T 809$                             971$                                  1,416$                              728$                             

肝功能測試 710$                             852$                                  1,243$                              594$                             

腎功能測試 699$                             839$                                  1,223$                              583$                             

油脂檢查 946$                             1,135$                              1,656$                              814$                             

葡萄糖 193$                             232$                                  338$                                  165$                             

糖化血紅蛋白 512$                             614$                                  896$                                  429$                             

尿酸 187$                             224$                                  327$                                  165$                             

甲狀腺素 462$                             554$                                  809$                                  416$                             

游離甲狀腺素 512$                             614$                                  896$                                  457$                             

促甲狀腺激素 578$                             694$                                  1,012$                              520$                             

卵胞刺激素 649$                             779$                                  1,136$                              605$                             

黃體生成激素 649$                             779$                                  1,136$                              605$                             

催乳激素 798$                             958$                                  1,397$                              660$                             

黃體酮 682$                             818$                                  1,194$                              627$                             

睪脂酮 688$                             826$                                  1,204$                              649$                             

雌二醇 649$                             779$                                  1,136$                              605$                             

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定量) 671$                             805$                                  1,174$                              572$                             

全血計數 215$                             258$                                  376$                                  176$                             

紅血球沉降率 132$                             158$                                  231$                                  120$                             

部份凝血素時間 259$                             311$                                  453$                                  231$                             

凝血酶原時間及國際正常比率 259$                             311$                                  453$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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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學

標準房

(HK$)

半私家房

(HK$)

私家房

(HK$)

門診

(HK$)

(ii) 病理部

其他(生物化學)

甲狀腺功能

內分泌學

血液學

政府先導計劃

醫院費用及收費表 (依據房間類別)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12月17日

(5) 醫療診斷服務收費 版本3.1

病房類別

醫療診斷服務

標準房

(HK$)

半私家房

(HK$)

私家房

(HK$)

門診

(HK$)

(ii) 病理部

政府先導計劃

醫院費用及收費表 (依據房間類別)

血型 308$                             370$                                  539$                                  277$                             

不規則抗體篩檢 715$                             858$                                  1,251$                              715$                             

行政及手續費 165$                             198$                                  289$                                  165$                             

血及血液製品 (1) $79 起 $79 起 $79 起 $79 起

甲種胚胎蛋白 561$                             673$                                  982$                                  505$                             

癌胚抗原 847$                             1,016$                              1,482$                              759$                             

前列腺癌抗原 809$                             971$                                  1,416$                              728$                             

甲型肝炎抗體 809$                             971$                                  1,416$                              726$                             

乙型肝炎表面抗體 556$                             667$                                  973$                                  501$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605$                             726$                                  1,059$                              495$                             

丙型肝炎抗體 1,056$                         1,267$                              1,848$                              935$                             

隱血,糞便 231$                             277$                                  404$                                  165$                             

血妊娠試驗 270$                             324$                                  473$                                  242$                             

糞便常規檢查 220$                             264$                                  385$                                  154$                             

尿液常規測試 171$                             205$                                  299$                                  147$                             

細菌培養及藥物敏感試驗(尿/大便/痰) 660$                             792$                                  1,155$                              528$                             

新柏氏單層細胞塗片 517$                             620$                                  905$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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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學

配血服務

腫瘤測試

肝炎檢驗

尿液及糞便檢驗

其他

註: (1) 血及血液製品收費以香港紅十字會指定金額收費，此項目不設增收附加費或折扣



最後更新日期：2021年09月15日

(5) 醫療診斷服務收費 版本3.1

病房類別

醫療診斷服務

首次評核 240$                                            420$                                            240$                                            

首次虛擬實景康復運動附加費 120$                                            210$                                            120$                                            

物理治療: 三個治療項目或同等 730$                                            1,278$                                         730$                                            

物理治療: 超過三個治療項目或

胸肺物理治療
880$                                            1,540$                                         880$                                            

簡短物理治療 500$                                            875$                                            500$                                            

復康治療 1,300$                                         2,275$                                         1,300$                                         

體外擊波治療 500$                                            875$                                            500$                                            

頁九 http://www.union.org

*非辦公時間 / 星期日 / 公眾假期住院物理治療需增收100%附加費

私家房

(HK$)

門診

(HK$)

(iii) 物理治療*

標準房 / 半私家房

(HK$)

政府先導計劃

醫院費用及收費表 (依據房間類別)



最後更新日期：2021年04月01日

(5) 醫療診斷服務收費 版本3.1

病房類別

醫療診斷服務 兒童 成人 兒童 成人 兒童 成人

首次營養諮詢 750$        650$        900$        780$        1,300$     1,130$     600$           

首次營養諮詢 (轉介) 550$           

覆診 380$           

成人聽覺測試 – 純音聽覺測試及中耳聲阻抗 980$           

成人聽力檢查 – 純音聽覺測試 680$           

幼兒聽力篩查 – 自動腦幹誘發電位及中耳聲阻抗 

(0 - 2歲)
1,250$        

自動腦幹誘發電位 (0 - 2歲) 930$           

兒童聽力測試 (2 - 6歲) 950$           

(5) 醫療診斷服務收費

病房類別

醫療診斷服務

血液透析 - 使用瘻管或移植管 $2,370 起

血液透析 - 使用導管 $2,700 起

血漿置換 $8,850 起

http://www.union.org頁十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700 起

$8,850 起

不適用

不適用

2,330$                        

半私家房

(HK$)

$2,370 起

私家房

(HK$)

(v) 其他醫療診斷服務

半私家房

(HK$)

2,400$                        

1,670$                        

3,070$                        

2,280$                        

門診

(HK$)

(iv) 其他專職醫療服務

私家房

(HK$)

2,400$                         

腎科透析服務*

營養諮詢服務

聽力服務

門診

(HK$)

1,670$                         

3,070$                         

2,280$                         

2,330$                         

標準房

(HK$)

1,370$                        

950$                           

1,750$                        

1,300$                        

1,330$                        

標準房

(HK$)

$2,370 起

$2,700 起

$8,850 起

* 因應不同透析方法及不同種類人工腎之使用，收費會有所不同

$4,150 起

$4,725 起

$15,490 起

政府先導計劃

醫院費用及收費表 (依據房間類別)



最後更新日期：2021年04月01日

(6) 醫療紀錄及副本收費* 版本3.1

醫療記錄副本 每頁 5$                                      150$                                   

醫療造影副本底片 每張 110$                                 150$                                   

光碟 (首次申請) 每片 豁免 豁免

光碟 (其後申請) 每片 200$                                 150$                                   

醫療報告書

保險公司 每份 1,200$                              150$                                   

病人 每份  醫生定價 150$                                   

其他機構 每份  醫生定價 150$                                   

*以上收費適用於所有房間類別

頁十一 http://www.union.org

行政費 (每次)

(HK$)
數量

收費

(HK$)
資料類別

政府先導計劃

醫院費用及收費表 (依據房間類別)



最後更新日期：2021年04月01日

(7) 聯絡我們 版本3.1

查詢及預約 (852) 2608 3388 union@union.org

客戶意見熱線 (852) 2608 3333 pf@union.org

頁十二 http://www.union.org

電郵常用聯絡 電話號碼

政府先導計劃

醫院費用及收費表 (依據房間類別)

mailto:pf@uni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