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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 3884號公告(修訂於 2017年 6月 18日生效)、 

2019年第 2015號公告(修訂於 2019年 3月 22日生效) 

 

醫院管理局條例(第 113章) 

 

收費表修訂 

 

 

               私家收費表 

 

 

1. 住院病人收費 

 

1.1 住院費用 

 

(a) 住院費用包括一般護理、核心病理學檢驗(參閱第 3.1(a) 段的界定)、膳食及庶務費

用。新生嬰兒的住院費用亦包括由產科醫生進行的基本檢查，以及基本免疫及注

射(卡介苗、脊髓灰質炎、乙型肝炎及維生素 K1)。醫生費用及其他服務費用按第

1.2及 1.3段另行收費。 

 

(b) 住院病人，包括使用日間病房的病人，須根據下列每日或不足一日的收費率繳交

住院費用： 

 

 

  頭等         二等 

 元            元 

(i) 急症醫院–私家病房 6,650 4,430 

(ii) 其他醫院–私家病房 6,120             4,080 

 

            元 

(iii) 深切治療病房   15,350 

(iv)  加護病房  9,500 

(v)  嬰兒護理室  1,190 

 

註: 急症醫院指 (a) 提供急症室服務的醫院及 (b) 香港兒童醫院。 

 

(c) 下列每日住院收費適用於陪伴病人並佔用床位的人士： 

 頭等 二等 

 元 元 

所有醫院 1,300 870 

 

1.2 醫生費用 

 元 

巡房∕診治費用(每次每個專科計) 680 – 2,780  

 

1.3 不包括在住院費用內的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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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費用按第 3 至 7 段所列收費率收取。詳細收費表可在醫院入院登記處∕收費

處∕醫院管理局網頁閱覽。 

(b) 藥物及義製人體器官按成本收費。 

(c) 其他未列入在第 3 至 7 段的治療或檢驗項目的費用，由主診顧問醫生按巿場收費

率決定，而以不少於成本為準。 

(d) 倘診療費用訂定於指定範圍之內，病人須繳交的費用將由主診顧問醫生按治療性

質決定。 

(e) 如病人需要接受門診治療，應按照第 2段所規定的門診費用收費。 

 

 

2. 門診病人／日間程序收費 

 

2.1 診治費用 

 

(a) 由私家醫生轉介或由私家病房出院的病人，按指定診症時間接受私家專科門診服

務，須繳付私家門診診治費用： 

元 

(i) 首次診治                          790 – 2,210 

(ii) 覆診                     640 – 1,990  

 

(b) 從私家病房出院的病人如需繼續在門診部覆診，則按覆診收費率繳費。 

 

(c) 診治費用並不包括第 3 至 7 段所列的診斷或治療服務。藥物及義製人體器官須按

成本另行收費，或由病人自行購置。 

 

2.2 護理程序收費 

 

病人到診所或醫院接受小型護理程序(例如敷藥或注射)(即不需醫生診治)，每次收費

為 360元。 

2.3 門診／日間程序收費  

 

(a) 非於手術室進行及不需全身麻醉的診斷及治療項目，按第 3 至 5 段所列私家收費

率收費；於手術室進行及／或需要全身麻醉的程序，按第 6 段所列私家收費率收

費；復康及外展服務按第 7段所列私家收費率收費。 

  

(b) 其他未列入在第 3 至 7 段的治療或檢驗項目的費用，由主診顧問醫生按市場收費

率決定，而以不少於成本為準。 

 

(c) 倘診療費用訂定於指定範圍之內，病人須繳交的費用將由主診顧問醫生按治療性

質決定。  

 

 

3. 病理科服務收費  

 (詳細項目表請參閱附件 I*) 

 

3.1 (a) 住院病人的每日住院費用已包括核心病理檢驗服務。核心病理檢驗包括： 

 

(i) 全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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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肝功能測試側面圖( (總)

蛋白) 

(iii) 腎功能測試側面圖(肌酸酐、鉀、鈉及尿素)  

(iv) 臍帶血葡萄糖 6-   

 

所有其他病理科服務須另行收費。 

 

(b)  門診病人的所有病理科服務(包括核心病理檢驗)均須另行收費。 

 

3.2 病理科檢驗–按類別列出 

 元    

(a)  解剖病理學  

(i) 組織病理學 1,730 – 3,860 

(ii) 細胞學 580 – 3,480 

(iii) 屍體檢驗 13,650 

(iv) 個案覆檢及特別程序 580 – 13,650 

 

(b) 微生物學 

(i) 一般細菌學  155 – 1,730 

(ii) 血清學 245 – 920 

(iii) 寄生物學  315 – 710 

(iv) 病毒學  135 – 1,240 

 

(c)  化學病理學 

(i) 血液  120 – 1,860 

(ii) 動態功能檢驗 245 – 13,800 

(iii) 腦脊液 125 – 745 

(iv) 尿液  125 – 1,240 

(v) 其他體液 125 – 745 

(vi) 雜項檢驗 125 – 1,860 

 

(d)  血液學及血清學 

(i) 血型血清學 75 – 2,480 

(ii) 常規血液學 75 – 315 

(iii) 凝血   135 – 2,240 

(iv) 特別血液學(紅細胞)   110 – 745 

(v) 特別血液學(其他)   125 – 1,990 

(vi) 傳統細胞遺傳學 9,300 

 

(e)  免疫學  

(i) 血清學 125 – 1,630 

(ii) 特別免疫學及細胞功能 150 – 1,860 

 

(f)  特別病理學 

(i) 癌症分子檢測 930 – 46,500 

(ii) 分子遺傳學 1,860 – 22,050 

(iii) 分子微生物學及感染 680 –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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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移植及免疫遺傳學 620 – 4,340 

(v) 雜項特別檢驗 680 – 9,300 

 

註： 

1. 病理科顧問醫生有權拒絕化驗任何不適合的樣本。 

2. 凡供化驗的樣本，均屬醫院管理局所有，並可由病理科顧問醫生決定處置的方法。 

3. 以上費用包括簽發檢驗報告一份。 

 

 

4. 放射科服務收費 

 (詳細項目表請參閱附件 II *) 

             元 

(a) 第一組(放射造影)(每個部位每次檢查) 210 – 6,860 

(b) 第二組(傳統特別放射學檢查)(每次檢查)  830 – 6,300 

(c) 第三組(血管放射學檢查)(每次檢查)  2,890 – 24,800 

(d) 第四組(超聲造影)(每次檢查) 1,000 – 6,210 

(e) 第五組(骨骼系統特別檢查) 350 – 4,160 

(f) 第六組(核子醫學)   2,560 – 19,850 

(g) 第七組(介入性放射學技術)(每個程序)  645 – 51,900 

(h) 第八組(電腦掃描造影)(每個部位每次檢查) 740 – 5,480 

(i) 第九組(磁力共振造影)(每個部位每次檢查) 3,000 – 20,000 

(j) 第十組(診斷由私家醫生交來的 X光片) 1,260 – 4,610 

 

註： 

1. 第二、三及七組的某些檢查如需進行手術，該手術須另行收費。 

2. 第三、六及七組的檢查，所需的特殊消耗品或放射藥物，須另行收費。 

3. 因技術問題而需再次進行的放射科檢驗，不另收費。 

4. 所有成像照片屬醫院管理局所有。 

 

 

5. 診斷∕治療程序收費 

 (詳細項目表請參閱附件 III *) 

 元 

5.1 小型檢驗∕程序(病理化驗須另行收費)    

  

(a) 非穿刺性 470 – 1,650 

(b) 穿刺性 785 – 5,000 

  

5.2   心臟科 

 

(a) 移動性檢驗∕程序： 

(i) 第一類  770 – 2,360 

(ii) 第二類  2,830 

(iii) 第三類 4,390 – 9,910 

   

(b) 穿刺性檢驗∕程序(裝置及固定模等須另行收費) 

(i) 第一類 9,610 – 27,300 

(ii) 第二類 21,000 – 4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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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第三類 16,450 – 87,750 

(iv) 第四類 45,050 – 152,500 

   

5.3  呼吸系統醫學 

 

(a) 肺功能測試： 

(i) 小型  1,260 

(ii) 大型  2,830 

(b) 敏感測試 2,360 – 5,500 

  

5.4  腎科∕泌尿科 

 

(a) 血液透析治療 

每次治療的費用如下：  

(i) 長期 3,290 

(ii) 急性 6,580 

註：費用不包括處方藥物、放射診斷及病理化驗服務。 

(b) 自動腹膜透析治療(每次)                                                                                        3,290 

(c) 體外衝擊波碎石治療(一側)  16,450 

(d) 尿動力檢查： 

(i) 基本  795 – 1,650 

(ii) 特別 1,650 – 7,870 

(e) 腹膜透析導管置入 10,950 

(f) 腹膜透析導管出口部位護理                                                                                       305 

(g) 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  6,580 

   

5.5 神經電生理學  1,200 – 22,500 

  

 

5.6 內窺鏡及活組織檢查(不需全身麻醉)  

 

(a) 內窺鏡  

(i) 第一類 1,570 

(ii) 第二類 1,570 – 7,870 

(iii) 第三類 7,870 – 40,000 

(iv) 第四類                                                                                              30,000 – 90,000 

 

(b) 活組織檢查 

(i) 第一類 785 

(ii) 第二類 785 – 6,290 

註：病理化驗須另行收費。 

 

5.7 臨床遺傳學  

 

(a) 染色體研究 4,390 – 5,490 

(b) 分子細胞遺傳學 5,490 – 21,950 

(c) 分子遺傳學  3,290 – 3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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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婦科 

 

(a)  陰道鏡檢查(病理組織化驗須另行收費) 2,740 – 14,250 

(b) 宮腔鏡檢查  7,680 – 18,650 

(c) 宮腔鏡手術 16,450 – 23,050 

(d) 子宫內膜取樣／抽吸活組織檢驗 550 – 2,190 

(e) 子宮環置入／移除 550 – 2,190 

(f) Mirena避孕器置入 1,650 – 3,290 

(g) Mirena避孕器移除 550 – 2,190 

(h) 子宮內膜切除 23,050 

(i) 尿動力檢查 795 – 9,000 

(j) 膀胱鏡檢查包括／不包括活組織檢查 6,580 

(k) 輔助生育(藥物須另行收費) 

(i) 周期監測(包括掃描及激素分析，                                                                       

包括∕不包括卵巢刺激及子宮內授精) 2,250 – 19,750 

(ii) 人工受精 5,490 – 6,690 

(iii) 卵子抽取、配子處理及胚胎培養 9,980 – 37,500 

(iv) 胚胎移植程序 2,300 – 5,270 

(v) 在胞漿內精子注射的化驗室費用∕冷凍胚胎∕解凍胚胎 3,730 – 12,050 

(vi) 配子(精子)冷凍 1,100 – 5,490 

(vii) 配子(卵子) 冷凍 3,730 – 40,000 

(viii) 配子(精子)解凍 550 – 2,190 

(ix) 配子(卵子) 解凍 3,730 – 21,950 

 

5.9 產科  

 

(a) 產前運動及講座(每項計劃) 2,740 

(b) 產前胎兒的診斷及監測 880 – 5,590 

(c) 分娩期胎兒的診斷及監測 2,740 

(d) 產前診斷測試  9,000 – 15,050 

(e) 胎兒介入程序 10,950 – 62,550 

  

5.10 新生兒及兒科 

 

(a) 新生兒產房護理 4,720 

(b) 特別診斷∕治療程序 4,720 – 12,550 

(c) 新生兒轉院運送服務 12,550 

(d) 發育評估 3,930 – 7,870 

(e) 腎臟透析 3,290 – 6,580 

(f)  兒科醫生進行放射造影、影像導引活組織檢查及放射治療 7,950 

      所需的鎮靜程序 

(g) 周邊血液幹細胞收集  12,000 

(h) 新生兒程序(每日) 12,000 

(i) 體外光動力療法   3,290 – 6,580 

(j) 單倍體細胞移植(細胞篩選)   3,290 – 6,580 

(k) 呼出氣一氧化氮水平／肺功能測試 1,270 

(l) 體外循環膜肺導管置入 16,450 – 5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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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汗液測試 3,840 

 

註：(i)和(j)項的輸注裝置及細胞篩選器具須按成本另行收費。        

 

5.11 眼科  

 

(a) 屈光評估∕視光服務∕低視能服務 160 – 785  

(b) 配戴隱形眼鏡∕有關視光服務 250 – 1,570 

(c) 矯視評估  235 – 1,570 

(d) 特別眼科檢驗 470 – 2,360 

(e) 眼科攝影 470 – 1,260 

(f) 電生理學檢查 1,570 – 4,720 

(g) 眼科專門攝影 945 – 3,150 

(h) A型掃描及角膜弧度測量∕計算人工晶體度數 315 – 785 

(i) 視野檢查 600 – 1,600 

(j) 電解程序(倒生睫毛) 1,570 – 3,150 

(k) 光動力治療(藥物須另行收費) 7,870 – 12,550 

(l) 瞼板腺囊腫切開及刮除(不需全身麻醉) 1,570 – 7,870 

(m) 肉毒桿菌毒素注射(藥物須另行收費) 1,570 – 4,720 

(n) 激光程序(不包括角膜激光矯視手術及其他激光矯視治療) 3,150 – 14,150 

(o) 光學相干斷層掃描 600 – 1,600 

(p) 淚道探通包括／不包括沖洗 550 – 1,100 

(q) 玻璃體內注射(藥物須另行收費)  2,190 – 3,290 

(r) 白內障 15,100        

              

註： (a), (b), (h)及 (r)項的眼鏡、隱形眼鏡、人工晶體及助視器材須另行收費。 

 

 

5.12 臨床腫瘤科 

  

(a) 放射治療設計 

(i) 簡單設計(每次) 1,260 

(ii) 使用常規模擬機進行設計(每次) 2,360 

(iii) 使用常規模擬機及膀胱造影進行設計(每次) 3,930 

(iv) 電腦斷層掃描模擬定位(每次) 

- 一個部位(頭、頸、胸、腹、盆腔或四肢) 3,930 

- 每增加一個部位 470 

- 四維電腦斷層掃描 7,500 

(v) 磁力共振掃描模擬定位(每次) 

- 一個部位(頭、頸、胸、腹、盆腔或四肢)  5,000 

- 每增加一個部位 600 

(vi) 電腦斷層掃描模擬定位配合呼吸門控裝置(每次) 7,500 

(vii) 平面放射治療電腦設計(每次) 5,660 

(viii) 三維適形放射治療電腦設計(每次) 15,750 

(ix) 先進電腦設計 - 三維適形放射治療(每次) 18,000 

(x) 電腦設計–調強弧形∕放射治療(每次) 26,700 

(xi) 電腦設計–調強補量放射治療(每次) 1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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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電腦設計–三維立體定向放射外科治療∕放射治療(每次) 34,600 

(xiii) 電腦設計–三維立體定向補量放射治療(每次) 14,150 

(xiv) 利用呼吸門控裝置作模擬／測試／訓練 (每次) 1,730 

(xv) 影像導引放射治療顯影劑注射(每次) 12,200 – 18,500 

(xvi) 靶區定位 

- 平面放射治療輪廓勾畫(每次) 5,860 – 18,500 

- 三維適形放射治療輪廓勾畫(每次) 18,500 – 36,050 

- 調強放射治療輪廓勾畫(每次) 36,050 – 57,150 

(xvii) 全身麻醉以作模擬定位(每次)  5,000 

 

(b) 體模 

(i) 製造體模  

- 簡單 3,150 

- 繁複 6,600 

(ii) 因改變設計而重造的體模                                      

- 簡單 1,570 

- 繁複 3,300 

(iii) 製造補償器  

- 簡單 235 

- 繁複 1,730 

(iv) 以真空墊∕泡沫材料固定體位 1,420 

(v) 鑄造擋塊  

- 簡單 1,260 

- 繁複 2,830  

(vi) 近距治療用的特別體模或擋塊 5,040 

(vii) 立體定向放射治療體模 5,510 

(viii) 表層 X光治療鉛罩 3,930 

(ix) 體模室的小型工作  

- 簡單 315 

- 繁複 1,570 

(x) 全身麻醉以製作體模 (每次) 5,000 

 

(c) 遠距治療 

(i) 表層 X光治療(每次) 2,590 

(ii) 深層 X光∕電子治療(每次)  

- 1至 2個照射野∕弧形 1,570 

- 3至 5個照射野∕弧形 2,360 

- 超過 5個照射野∕弧形 3,150 

(iii) 調強弧形∕放射治療(每次) 4,250 

(iv) 全身∕皮膚放射治療(每次) 9,430 

(v) 立體定向分次放射治療  

- 首次 34,600 

- 其後每次 5,510 

(vi) 立體定向放射治療，補量治療(每次) 5,510 

(vii) 使用直線加速器系統的立體定向放射外科治療(每次) 39,350 

(viii) 劑量放射品質保證(每次) 2,740 



- 9 - 

(ix) 放射野驗證(每次)  

- 使用 X光照片 945 

- 使用電子影像∕實時影像 825 

- 使用電腦斷層掃描 1,100 

- 使用立體定向影像 4,390 

(x) 血液∕血液製品輻照(每次) 1,570 

(xi) 治療擺位用的精確固定裝置(每次) 1,260 

(xii) 治療用的呼吸門控裝置(每次) 1,730 

(xiii) 放射治療心臟監測(每次) 785 

(xiv) 全身麻醉以作放射治療(每次) 5,000 

 

(d) 近距放射治療 

(i) 靶區定位以作三維或影像導引近距放射治療(每次) 18,500 – 36,050 

(ii) 近距治療平面電腦設計(每次) 6,290 

(iii) 近距治療三維電腦設計(每次)  18,000 – 31,550 

(iv) 後裝近距放射治療(每次) 

-  在局部∕表面麻醉下放入施源器 5,860 – 9,010  

-  在全身麻醉下在腔內放入施源器 9,430 

-  在全身麻醉下在間隙放入施源器 28,300 

- 以遙距∕人手後裝放射源於施源器內 3,460  

(v) 前裝近距放射治療(每次) 

- 在局部∕表面麻醉下放入放射源 5,810 

- 在全身麻醉下放入放射源 31,450 

(vi) 門診病人全身放射性同位素／放射藥物治療(每個療程) 3,770 

(vii) 住院病人全身放射性同位素／放射藥物治療(每個療程) 7,870 

(viii) 血管內近距放射治療 7,870 

(ix) 局部／區域注射或滴注放射性同位素／放射性藥物 7,870 

(x) 選擇性體內放射治療 7,870 

 

註：   

1.  所需放射藥物須按成本另行收費。  

2. 相關的外科、心臟科、放射科程序及病理化驗須另行收費。 

  

(e) 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準備及施藥 (每日) 2,400                                         

 

註： 

1. 化學治療藥物*均須按成本另行收費。 

*包括細胞毒性藥物、標靶藥物、免疫治療藥物等。 

2. 須繳付住院費的住院／日間病人，毋須另行支付化學治療準備及施藥的費用，

有關費用已包括在住院費內。 

 

5.13 精神科 

 

(a) 腦電盪治療(每次) 9,720 

(b) 心理治療(每次) 3,150 

(c) 腦電圖(每次) 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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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心理評估(每次) 5,510 

(e) 誘發電位檢查(每次) 2,040 

(f) 生物反饋治療(每次) 2,360 

(g) 睡眠檢查 

- 睡眠腦電圖 3,290 

- 睡眠多項生理檢查 4,500 

- 睡眠活動記錄 3,290 

 

5.14 麻醉科 

 

(a) 介入性疼痛(紓緩)治療 3,150 – 33,800 

(b) 分娩時使用硬膜外鎮痛  

(i) 4小時以內 7,870 

(ii) 8小時以內 11,800 

(iii) 多於 8小時 15,750 

(c) 使用麻醉藥(特別要求)(每小時) 4,000 

(d) 病人自控式鎮痛 

      (i) 首次 3,150 

      (ii)其後每次 1,350 

(e) 硬膜外麻醉及其他區域麻醉 

      (i) 首次 6,290 

(ii)其後每次 1,350 

(f) 簡單程序深度鎮靜 

     (i) 首個小時 5,780 

     (ii)其後每小時 4,020 

(g) 中型程序及／或中風險病人深度鎮靜 

     (i) 首個小時 6,930 

     (ii)其後每小時 4,820 

(h) 複雜程序及／或高風險病人深度鎮靜 

     (i) 首個小時 8,090 

     (ii)其後每小時 5,630 

 

5.15 牙科  

 

以下牙科服務由主診牙科醫生按治療性質決定收費：   

(a) 補牙 

(b) 牙週治療 

(c) 口腔及頜面外科手術 

(d) 牙科 X光檢查 

 

            註︰鑲牙及補缺器須按成本另行收費。 

 

5.16 血液學及造血幹細胞移植  

 

(a) 從單一捐血者採集血小板 6,580 

(b) 白血球分離術 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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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一般服務  

 

(a) 骨髓檢驗 2,390 

(b) 移除希克曼導管 2,390 

(c) 處理希克曼導管阻塞 2,390 

(d) 修整希克曼導管 2,390 

(e) 血漿置換治療 – 長期 3,290 

(f) 血漿置換治療 – 急性 6,580 

 

6. 手術收費 

(適用於在手術室進行及／或需全身麻醉的程序，詳細項目表請參閱附件 IV* ) 

 

  元 

(a) 第一類小型手術 6,070 – 12,750 

(b) 第二類小型手術 12,750 – 19,350 

(c) 第一類中型手術 19,350 – 30,450 

(d) 第二類中型手術 30,450 – 37,800 

(e) 第一類大型手術 37,800 – 48,850 

(f) 第二類大型手術 48,850 – 59,950 

(g) 第三類大型手術 59,950 – 72,050 

(h) 第一類超大型手術 72,050 – 88,300 

(i) 第二類超大型手術 88,300 – 110,600 

(j) 第三類超大型手術 110,600 – 471,700 

 

註： 上述費用包括外科醫生、麻醉師、在手術中所使用的藥物及手術室費用。個別

病人使用的特殊消耗品，例如植入物、義製人體器官及裝置、以及手術中所使

用的即棄腹腔鏡儀器須另行收費。 
 

7. 復康及外展服務收費 

 (詳細項目表請參閱附件 V *) 

  元 

7.1 專職醫療 

 

(a) 聽力學、營養膳食、職業治療、物理治療、義肢矯形、足科， 

言語治療服務   

(i) 診治費用，包括評估∕治療∕輔導  550 

 

(ii) 特別診治／模式／測試／項目／用具： 

(1) 專職醫療特別診治／模式／測試 280 – 5,980 

(2) 專職醫療項目／用具 190 – 10,800 

      註：個別病人使用的物料或消耗品須另行收費。 

 

(b) 臨床心理學服務  

診治費用包括評估／治療／輔導／撰寫報告 

(1) 一般診治 - 首次 2,400 

(2) 一般診治 - 其後每次                     1,200  

(3) 特別診治 - 第一類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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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別診治 - 第二類  7,200 

(5) 特別診治 - 第三類  11,200 

 

(c) 哀傷輔導(每次)  1,180  

 

7.2 日間復康計劃 

 

(a) 一般日間計劃 

(i) 半日          1,560 

(ii) 全日      1,760 

(b) 精神科日間計劃        1,260 

 

7.3 社區外展(每次) 

 

(a) 社區專職醫療服務(包括善終服務) 1,730 

(b) 社康護理服務       730 

(c) 家居善終服務／家居紓緩治療服務 

(i) 護士  1,150 

(ii) 醫生及團隊 3,330 

(d) 精神科服務 

(i) 護士   1,990 

(ii) 醫生   4,790 

(iii)醫生及團隊     6,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