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註冊私家醫院註冊私家醫院註冊私家醫院註冊私家醫院婦產科服務及收費婦產科服務及收費婦產科服務及收費婦產科服務及收費價格概覽價格概覽價格概覽價格概覽表表表表        
 

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 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 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其他婦產科服務其他婦產科服務其他婦產科服務其他婦產科服務 自然分自然分自然分自然分娩娩娩娩(三三三三天天天天) / 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剖腹分剖腹分剖腹分娩娩娩娩(三三三三天至五天至五天至五天至五天天天天) 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括括括括: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 三天住院費用連一般三天住院費用連一般三天住院費用連一般三天住院費用連一般 膳膳膳膳食及衛生巾食及衛生巾食及衛生巾食及衛生巾 

• 一般正常分娩之檢查及護一般正常分娩之檢查及護一般正常分娩之檢查及護一般正常分娩之檢查及護理理理理 

• 正常分娩常用之產房服正常分娩常用之產房服正常分娩常用之產房服正常分娩常用之產房服務務務務，，，， 包括助產士護理及包括助產士護理及包括助產士護理及包括助產士護理及常規觀察常規觀察常規觀察常規觀察 

• 正常分娩後之一般護理正常分娩後之一般護理正常分娩後之一般護理正常分娩後之一般護理觀察觀察觀察觀察 及常用治療及常用治療及常用治療及常用治療 

• 本院為產婦制訂之常規本院為產婦制訂之常規本院為產婦制訂之常規本院為產婦制訂之常規化驗化驗化驗化驗 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分娩分娩分娩分娩) 

 

• 三天至三天至三天至三天至五五五五天天天天住住住住院費用連院費用連院費用連院費用連 一般膳一般膳一般膳一般膳食食食食及及及及衛衛衛衛生巾生巾生巾生巾 

• 一般剖一般剖一般剖一般剖腹腹腹腹分分分分娩娩娩娩之手術室之手術室之手術室之手術室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麻麻麻麻醉醉醉醉藥藥藥藥物及所需物及所需物及所需物及所需 之監察之監察之監察之監察儀儀儀儀器等器等器等器等 

• 一般手一般手一般手一般手術術術術及及及及產產產產後之護理後之護理後之護理後之護理 觀察及觀察及觀察及觀察及常常常常用用用用治治治治療療療療 

• 本院為本院為本院為本院為剖剖剖剖腹腹腹腹分分分分娩所制定娩所制定娩所制定娩所制定 之常規之常規之常規之常規化化化化驗驗驗驗檢檢檢檢查查查查 

嘉諾撒醫院嘉諾撒醫院嘉諾撒醫院嘉諾撒醫院 
 
Canossa Hospital 

豪華套房豪華套房豪華套房豪華套房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 六人房六人房六人房六人房 

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括括括括: 
 
 
• 三天至三天至三天至三天至五五五五天天天天育育育育嬰室之嬰室之嬰室之嬰室之費費費費用用用用，，，，包括所包括所包括所包括所以以以以清清清清潔潔潔潔用用用用品品品品、、、、奶奶奶奶粉粉粉粉、、、、 及出生及出生及出生及出生後後後後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天所用天所用天所用天所用之之之之暖床暖床暖床暖床 

• 在產房在產房在產房在產房/手手手手術術術術室出生室出生室出生室出生後後後後之之之之一一一一般料理般料理般料理般料理，，，，清清清清潔潔潔潔及各項及各項及各項及各項監監監監察察察察 

• 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兒兒兒兒常常常常規規規規護理及護理及護理及護理及育育育育嬰嬰嬰嬰指指指指導導導導，，，，由由由由專專專專人人人人教教教教授母乳授母乳授母乳授母乳或或或或奶奶奶奶 粉之正粉之正粉之正粉之正確確確確哺哺哺哺飼飼飼飼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 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兒兒兒兒常常常常規規規規化驗及化驗及化驗及化驗及臍臍臍臍帶帶帶帶血血血血檢驗檢驗檢驗檢驗 

• 首次預首次預首次預首次預防防防防乙乙乙乙型型型型肝炎及肝炎及肝炎及肝炎及結結結結核核核核病病病病的免疫的免疫的免疫的免疫注注注注射在出生射在出生射在出生射在出生後後後後三三三三星星星星期內可期內可期內可期內可免免免免費費費費享享享享用一次用一次用一次用一次本本本本院院院院天天天天欣兒童欣兒童欣兒童欣兒童保保保保健健健健 中心提中心提中心提中心提供供供供之之之之臍臍臍臍帶護理帶護理帶護理帶護理、、、、量量量量度度度度體重體重體重體重、、、、育育育育嬰嬰嬰嬰指指指指導及服務導及服務導及服務導及服務 

• 出院時出院時出院時出院時獲獲獲獲贈贈贈贈精精精精美嬰兒美嬰兒美嬰兒美嬰兒照照照照片片片片及及及及出生紀出生紀出生紀出生紀錄錄錄錄咭咭咭咭一一一一份份份份 

• 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兒兒兒兒個個個個人人人人網頁網頁網頁網頁 

• 父母網父母網父母網父母網上上上上探探探探視視視視托嬰托嬰托嬰托嬰 

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 

(三天三天三天三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豪華套房豪華套房豪華套房豪華套房 HK $48,200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HK $35,400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 $20,900  
 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     HK $16,500 
 六人房六人房六人房六人房     HK $15,750 
 
 
(三天三天三天三天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 

(平日早上平日早上平日早上平日早上8:00 至晚上至晚上至晚上至晚上 9:00) 豪華套房豪華套房豪華套房豪華套房 HK $56,800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HK $42,900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 $ 27,100 
 三人三人三人三人房房房房     HK $20,350 
 六人房六人房六人房六人房     HK $19,950 

 

*非居港孕婦於預約時非居港孕婦於預約時非居港孕婦於預約時非居港孕婦於預約時，，，， 需繳付需繳付需繳付需繳付 HK$ 40,000 按按按按金金金金，，，，相等於定額相等於定額相等於定額相等於定額  HK$ 

25,000 及及及及 行行行行 政政政政 費費費費 HK$ 

15,000 全全全全 部部部部 費用不獲退費用不獲退費用不獲退費用不獲退還還還還。。。。 

•分娩前之檢查及護理分娩前之檢查及護理分娩前之檢查及護理分娩前之檢查及護理 

•產前產前產前產前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嬰兒嬰兒嬰兒嬰兒健康服務健康服務健康服務健康服務 

•兒童健康服務兒童健康服務兒童健康服務兒童健康服務 

• 嬰兒按摩班嬰兒按摩班嬰兒按摩班嬰兒按摩班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需需需需另外另外另外另外收收收收費費費費) 

 注注注注: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如如如如 有有有有 更更更更 改改改改 ，，，， 恕恕恕恕 不不不不 另另另另 行行行行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               Sept 2011



 

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 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 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 明德國際醫院明德國際醫院明德國際醫院明德國際醫院 
 
Matilda International 
Hospital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四人房四人房四人房四人房 

 三晚自三晚自三晚自三晚自然然然然分分分分娩娩娩娩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產產產產鉗鉗鉗鉗或或或或真空吸真空吸真空吸真空吸器器器器））））  五晚選五晚選五晚選五晚選擇性擇性擇性擇性（（（（預預預預定定定定））））剖剖剖剖腹分娩腹分娩腹分娩腹分娩 

 

 

* 套餐計劃內已包括一切護理套餐計劃內已包括一切護理套餐計劃內已包括一切護理套餐計劃內已包括一切護理，，，， 房租房租房租房租及膳食之費用及膳食之費用及膳食之費用及膳食之費用。。。。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四日三夜四日三夜四日三夜四日三夜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43,000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28,000  四人房四人房四人房四人房 HK$22,000 
 
 
(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 六日五夜六日五夜六日五夜六日五夜(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60,000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40,000  四人房四人房四人房四人房 HK$33,000 

*星期一至六早上七時半至晚上七時半星期一至六早上七時半至晚上七時半星期一至六早上七時半至晚上七時半星期一至六早上七時半至晚上七時半 

•產前父母培育課程產前父母培育課程產前父母培育課程產前父母培育課程 

•產前產前產前產前產後產後產後產後健體課程健體課程健體課程健體課程 

•嬰兒按嬰兒按嬰兒按嬰兒按摩課程摩課程摩課程摩課程 

•嬰兒嬰兒嬰兒嬰兒幼兒幼兒幼兒幼兒護理護理護理護理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兒童急救及心肺復甦課兒童急救及心肺復甦課兒童急救及心肺復甦課兒童急救及心肺復甦課程程程程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需需需需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費費費費) 

 注注注注: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如如如如 有有有有 更更更更 改改改改 ，，，， 恕恕恕恕 不不不不 另另另另 行行行行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               Sept 2011 
 
 
 
 
 
 
 
 
 
 
 
 
 
 
 
 
 
 



 
 

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 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 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  預訂剖腹分娩預訂剖腹分娩預訂剖腹分娩預訂剖腹分娩 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括括括括: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分分分分娩娩娩娩時時時時胎兒胎兒胎兒胎兒觀觀觀觀察察察察器器器器 

•所有正常所有正常所有正常所有正常分分分分娩娩娩娩之之之之產房產房產房產房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一一一一般般般般護護護護理理理理、、、、胎心胎心胎心胎心律律律律監監監監察察察察、、、、消毒消毒消毒消毒分分分分娩娩娩娩用用用用品品品品、、、、縫針縫針縫針縫針 用物料用物料用物料用物料、、、、基本基本基本基本靜脈注射及配靜脈注射及配靜脈注射及配靜脈注射及配件件件件、、、、有需有需有需有需要要要要之之之之尿道管排尿尿道管排尿尿道管排尿尿道管排尿器器器器 

•護護護護墊墊墊墊 - 分分分分娩娩娩娩及及及及產產產產後後後後使使使使用用用用(三三三三包包包包) 

•衛生巾衛生巾衛生巾衛生巾(三包三包三包三包)、、、、紙紙紙紙巾巾巾巾(一一一一盒盒盒盒) 

•分分分分娩娩娩娩後後後後常常常常規規規規生生生生命徵象命徵象命徵象命徵象監察監察監察監察 

•隨意使隨意使隨意使隨意使用吸用吸用吸用吸乳器乳器乳器乳器及及及及/或提供或提供或提供或提供各各各各種種種種配方奶粉配方奶粉配方奶粉配方奶粉 

•所有由護士所有由護士所有由護士所有由護士負責負責負責負責的的的的產產產產後護後護後護後護理檢理檢理檢理檢查查查查及指導及指導及指導及指導 

•產產產產後後後後三三三三天的天的天的天的完整完整完整完整血血血血球球球球計計計計算算算算檢檢檢檢驗驗驗驗 

•三餐膳食三餐膳食三餐膳食三餐膳食 

 

 
(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分分分分娩娩娩娩) 

 
 
•所有所有所有所有常常常常規規規規手術手術手術手術室室室室費用費用費用費用(不不不不包括麻醉包括麻醉包括麻醉包括麻醉科科科科醫生收醫生收醫生收醫生收費費費費) 

•尿道管排尿尿道管排尿尿道管排尿尿道管排尿膏膏膏膏、、、、傷口拆線傷口拆線傷口拆線傷口拆線護理護理護理護理 

•護護護護墊墊墊墊 - 手手手手術後用術後用術後用術後用(三包三包三包三包) 

•手手手手術後生術後生術後生術後生命徵象命徵象命徵象命徵象監察監察監察監察 

•隨意使隨意使隨意使隨意使用吸用吸用吸用吸乳器乳器乳器乳器及及及及/或提或提或提或提供各供各供各供各種種種種配方奶粉配方奶粉配方奶粉配方奶粉 

•所有由護士所有由護士所有由護士所有由護士負責負責負責負責的的的的產產產產後護後護後護後護理檢理檢理檢理檢查查查查及指導及指導及指導及指導 

•產產產產後後後後三三三三天的天的天的天的完整完整完整完整血血血血球球球球計計計計算算算算檢檢檢檢驗驗驗驗 

•三餐膳食三餐膳食三餐膳食三餐膳食 

 

 

港港港港安安安安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Hong Kong Adventist 

 
Hospital 

明明明明珠珠珠珠套房套房套房套房(一一一一張張張張床床床床)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一一一一張張張張床床床床)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兩兩兩兩張張張張床床床床) 普普普普通通通通房房房房(五五五五張張張張床床床床) 

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括括括括: 

•出生後在出生後在出生後在出生後在手術手術手術手術室內室內室內室內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氧氣氧氣氧氣氧氣、、、、護理及一切護理及一切護理及一切護理及一切監察監察監察監察(剖腹剖腹剖腹剖腹) 

• 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兒兒兒兒人人人人工呼工呼工呼工呼吸器吸器吸器吸器 

•在在在在產房產房產房產房內內內內監監監監測測測測分分分分娩娩娩娩後後後後所所所所需需需需的的的的氧氣氧氣氧氣氧氣及護士護理及護士護理及護士護理及護士護理(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嬰嬰嬰嬰兒臍兒臍兒臍兒臍帶帶帶帶血血血血檢驗檢驗檢驗檢驗 - 血型血型血型血型, 血血血血色素色素色素色素, 甲甲甲甲狀狀狀狀腺腺腺腺機能機能機能機能, Coombs 

Direct 及及及及G6PD 

•育育育育嬰嬰嬰嬰照料照料照料照料指導指導指導指導 

•嬰嬰嬰嬰兒兒兒兒尿尿尿尿片片片片(兩兩兩兩包包包包)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兩兩兩兩包包包包) 

•紙紙紙紙巾巾巾巾(一一一一盒盒盒盒) 

•換紙尿換紙尿換紙尿換紙尿片時所用片時所用片時所用片時所用的的的的棉塊棉塊棉塊棉塊(兩兩兩兩包包包包) 

•用於用於用於用於嬰嬰嬰嬰兒兒兒兒小屁股小屁股小屁股小屁股的的的的氧氧氧氧化化化化鋅鋅鋅鋅軟膏軟膏軟膏軟膏 

•清清清清洗洗洗洗臍帶用的藥用臍帶用的藥用臍帶用的藥用臍帶用的藥用酒酒酒酒精精精精 

•在院內在院內在院內在院內使使使使用及用及用及用及攜攜攜攜帶帶帶帶回回回回家家家家的的的的嬰嬰嬰嬰兒兒兒兒沐沐沐沐浴浴浴浴圍裙圍裙圍裙圍裙 

•預預預預防防防防乙乙乙乙型型型型肝炎及肝炎及肝炎及肝炎及肺肺肺肺病病病病的免疫的免疫的免疫的免疫注注注注射射射射,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K 

•嬰兒照片嬰兒照片嬰兒照片嬰兒照片一套一套一套一套 

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 

(三天三天三天三天自然自然自然自然分娩分娩分娩分娩)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 60,000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 40,000 三三三三至至至至六六六六人人人人房房房房 HK$ 30,000 
 
 
(五五五五天天天天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 80,000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 60,000 三三三三至至至至六六六六人人人人房房房房HK$ 50,000 

 入入入入院時院時院時院時必須必須必須必須繳繳繳繳交交交交按金按金按金按金 

 中國內中國內中國內中國內地地地地孕婦孕婦孕婦孕婦必須先經其香必須先經其香必須先經其香必須先經其香港港港港婦產婦產婦產婦產科科科科醫生醫生醫生醫生取得取得取得取得分分分分娩娩娩娩確確確確認書認書認書認書, 及及及及繳付繳付繳付繳付 

HK$ 40,000 按金按金按金按金，，，，若若若若孕婦選擇孕婦選擇孕婦選擇孕婦選擇在在在在港港港港安安安安醫院醫院醫院醫院分分分分娩娩娩娩, 已繳付之已繳付之已繳付之已繳付之按金按金按金按金將將將將恕恕恕恕不退不退不退不退回回回回。。。。 

 

• 產前產前產前產前檢檢檢檢查查查查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 產前護理班產前護理班產前護理班產前護理班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需需需需另外另外另外另外收收收收費費費費) 

 

注注注注: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如如如如 有有有有 更更更更 改改改改 ，，，， 恕恕恕恕 不不不不 另另另另 行行行行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               Sept 2011 
 



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 房房房房間種類間種類間種類間種類 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以雙人房計劃計算以雙人房計劃計算以雙人房計劃計算以雙人房計劃計算) 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 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自然分娩計劃夜自然分娩計劃夜自然分娩計劃夜自然分娩計劃 四日三夜剖腹分娩計劃四日三夜剖腹分娩計劃四日三夜剖腹分娩計劃四日三夜剖腹分娩計劃 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括括括括: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 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夜夜夜住房住房住房住房費費費費後後後後院院院院(由由由由分娩日分娩日分娩日分娩日起起起起計計計計) 提早出院提早出院提早出院提早出院, 不不不不設設設設退退退退款款款款 

•作作作作產產產產時時時時之之之之一般護理及一般護理及一般護理及一般護理及胎胎胎胎兒兒兒兒監察監察監察監察 

•產產產產房房房房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包包包包括括括括基基基基本本本本產房產房產房產房設設設設施施施施及及及及助助助助產儀產儀產儀產儀器器器器) 

•止痛氣止痛氣止痛氣止痛氣 

• 丈夫陪丈夫陪丈夫陪丈夫陪產產產產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 產後產後產後產後運運運運動動動動指指指指導導導導(由本院物理由本院物理由本院物理由本院物理治治治治療療療療師師師師指導指導指導指導) 

•借借借借用用用用電動電動電動電動奶奶奶奶泵泵泵泵、、、、氣圈氣圈氣圈氣圈 

•產婦產婦產婦產婦衛生衛生衛生衛生用用用用品品品品: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產婦產婦產婦產婦衛生巾衛生巾衛生巾衛生巾兩兩兩兩包包包包、、、、床床床床墊十張墊十張墊十張墊十張、、、、沖洗沖洗沖洗沖洗器器器器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及及及及網網網網褲褲褲褲四四四四條條條條 

 

 
(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 

• 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產產產產後後後後住院住院住院住院住房住房住房住房費費費費後後後後院院院院(由由由由手術手術手術手術當當當當日日日日起起起起計計計計) 提早出院提早出院提早出院提早出院, 不不不不設設設設退退退退款款款款 

•一般剖腹一般剖腹一般剖腹一般剖腹分娩分娩分娩分娩手手手手術之術之術之術之預預預預備備備備及及及及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取取取取嬰嬰嬰嬰之之之之手手手手術之術之術之術之預預預預備備備備及及及及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手術手術手術手術後後後後及產及產及產及產後後後後之之之之常規常規常規常規護護護護理及觀察理及觀察理及觀察理及觀察 

•產後產後產後產後運運運運動動動動指指指指導導導導(由本院由本院由本院由本院物理物理物理物理治治治治療療療療師師師師指導指導指導指導) 

•借借借借用用用用電動電動電動電動奶奶奶奶泵泵泵泵、、、、氣圈氣圈氣圈氣圈 

•產婦產婦產婦產婦衛生衛生衛生衛生用用用用品品品品: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產婦產婦產婦產婦衛生巾衛生巾衛生巾衛生巾兩兩兩兩包包包包、、、、床床床床墊十張墊十張墊十張墊十張、、、、沖洗沖洗沖洗沖洗器器器器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及及及及網網網網褲褲褲褲四四四四條條條條 

聖聖聖聖保保保保祿祿祿祿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St.Paul’s Hospital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半半半半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 (三至三至三至三至六六六六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括括括括: 
 

 
•初生初生初生初生嬰兒嬰兒嬰兒嬰兒每每每每天天天天護護護護理理理理及及及及監監監監察察察察 

•住院住院住院住院期期期期間間間間提供提供提供提供紙紙紙紙尿尿尿尿片片片片及及及及衣衣衣衣物物物物用用用用品品品品 

• 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防防防防疫疫疫疫注注注注射射射射，，，，包包包包括括括括卡卡卡卡介介介介苗苗苗苗、、、、乙乙乙乙型型型型肝肝肝肝炎炎炎炎疫疫疫疫苗苗苗苗注射注射注射注射維維維維他他他他命命命命 

K1 

• 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兒兒兒兒之之之之常規常規常規常規臍臍臍臍血血血血血血血血液液液液化化化化驗驗驗驗(包包包包括括括括血型血型血型血型、、、、甲甲甲甲狀狀狀狀腺腺腺腺素素素素分分分分泌泌泌泌及及及及六六六六磷磷磷磷酸酸酸酸葡葡葡葡萄糖脫萄糖脫萄糖脫萄糖脫氫氫氫氫酵酵酵酵素素素素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指指指指導導導導與與與與有有有有關關關關嬰嬰嬰嬰兒兒兒兒沐沐沐沐浴浴浴浴母乳哺飼母乳哺飼母乳哺飼母乳哺飼或或或或瓶瓶瓶瓶飼飼飼飼技巧技巧技巧技巧 

•快樂寶寶快樂寶寶快樂寶寶快樂寶寶的的的的嬰兒照片嬰兒照片嬰兒照片嬰兒照片冊冊冊冊(Happy Baby Photo) 

• 初生嬰兒初生嬰兒初生嬰兒初生嬰兒的的的的護護護護理手理手理手理手冊冊冊冊 

•育育育育嬰指嬰指嬰指嬰指南南南南單單單單張張張張 

 

本本本本港居民港居民港居民港居民 

(三天三天三天三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私家私家私家私家房房房房 HK$32,800 半半半半私家私家私家私家房房房房 HK 

$23,800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三至三至三至三至六六六六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HK$17,800 

 

(四天剖腹分娩四天剖腹分娩四天剖腹分娩四天剖腹分娩) 私家私家私家私家房房房房 HK$36,800 半半半半私家私家私家私家房房房房 HK 

$26,800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三至三至三至三至六六六六人房人房人房人房)$19,800 

 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 

(三天三天三天三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私家私家私家私家房房房房 HK$46,800 半半半半私家私家私家私家房房房房 HK 

$40,500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三至三至三至三至六六六六人房人房人房人房)$34,000 

 

(四天四天四天四天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 私家私家私家私家房房房房 HK$51,800 半半半半私家私家私家私家房房房房 HK 

$43,800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三至三至三至三至六六六六人房人房人房人房)$38,000 

 
*本港居民住院按金為本港居民住院按金為本港居民住院按金為本港居民住院按金為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
HK$10,000 /半半半半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HK$12,000/私私私私家房家房家房家房 HK$ 15,000 

 

*非本港居民住院按金為非本港居民住院按金為非本港居民住院按金為非本港居民住院按金為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
HK$50,000 /半半半半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HK$60,000/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 70,000 

(其其其其中中中中HK$13,000為行政費用為行政費用為行政費用為行政費用,費用費用費用費用不不不不會會會會退還退還退還退還) 

 

• 產前講座產前講座產前講座產前講座 

• 育嬰護理育嬰護理育嬰護理育嬰護理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需需需需另外另外另外另外收收收收費費費費) 

注注注注: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如如如如 有有有有 更更更更 改改改改 ，，，， 恕恕恕恕 不不不不 另另另另 行行行行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               Sept 2011 

 
 



注注注注: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如如如如 有有有有 更更更更 改改改改 ，，，， 恕恕恕恕 不不不不 另另另另 行行行行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               Sept 2011

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 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 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 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夜夜夜／／／／四日三夜自然分娩計劃四日三夜自然分娩計劃四日三夜自然分娩計劃四日三夜自然分娩計劃 五日四夜五日四夜五日四夜五日四夜／／／／六日五剖腹分娩計劃六日五剖腹分娩計劃六日五剖腹分娩計劃六日五剖腹分娩計劃 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括括括括: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及及及及(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 

• (自自自自然然然然)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夜夜夜／／／／四四四四日日日日三三三三夜夜夜夜或或或或(剖腹剖腹剖腹剖腹)五五五五日日日日四夜四夜四夜四夜／／／／六六六六日日日日 五夜住五夜住五夜住五夜住房房房房費費費費由由由由分娩日分娩日分娩日分娩日開開開開始始始始計計計計算算算算 

•(自自自自然然然然)產房產房產房產房或或或或(剖腹剖腹剖腹剖腹)手手手手術術術術室室室室、、、、常規常規常規常規材材材材料料料料、、、、敷敷敷敷洗洗洗洗、、、、護理費護理費護理費護理費 

• (自自自自然然然然)助產助產助產助產儀儀儀儀器器器器、、、、在在在在分分分分娩娩娩娩室室室室內內內內使使使使用用用用胎胎胎胎兒兒兒兒監監監監察器察器察器察器 

• (剖剖剖剖腹腹腹腹)基本基本基本基本手手手手術時術時術時術時使使使使用用用用之之之之麻麻麻麻醉藥及醉藥及醉藥及醉藥及所所所所需需需需之之之之助產儀助產儀助產儀助產儀器器器器、、、、 監察儀器監察儀器監察儀器監察儀器 

• 住院期住院期住院期住院期間間間間之之之之基基基基本藥物本藥物本藥物本藥物 

• 產房產房產房產房陪陪陪陪產產產產(自自自自然然然然) 

• 手術後手術後手術後手術後之之之之產產產產後後後後護理護理護理護理,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手術後手術後手術後手術後之之之之常用常用常用常用治療治療治療治療、、、、護理護理護理護理(剖剖剖剖腹腹腹腹) 

•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證證證證書書書書母母母母乳乳乳乳育嬰育嬰育嬰育嬰顧顧顧顧問問問問指指指指導導導導母乳哺母乳哺母乳哺母乳哺育育育育及母乳哺飼錄及母乳哺飼錄及母乳哺飼錄及母乳哺飼錄影影影影帶觀帶觀帶觀帶觀賞賞賞賞 

•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奶奶奶奶泵泵泵泵機機機機供供供供應使應使應使應使用用用用 

•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嬰嬰嬰嬰兒兒兒兒沐沐沐沐浴浴浴浴、、、、初生初生初生初生嬰嬰嬰嬰兒兒兒兒護護護護理理理理、、、、哺哺哺哺育育育育方方方方式式式式及及及及技巧技巧技巧技巧、、、、產產產產 後護理後護理後護理後護理之之之之指導指導指導指導 

• 熱線熱線熱線熱線查查查查詢詢詢詢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 每每每每日供日供日供日供應應應應早早早早、、、、午午午午、、、、晚晚晚晚 例餐例餐例餐例餐 

養和養和養和養和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Hong Kong Sanatorium 

& Hospital 

普普普普通房通房通房通房 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括括括括: 
 

• 產婦住產婦住產婦住產婦住院院院院期期期期間間間間，，，，嬰兒嬰兒嬰兒嬰兒住住住住院院院院(自然自然自然自然)三三三三日日日日兩兩兩兩夜夜夜夜/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或或或或 
(剖剖剖剖腹腹腹腹)五日五日五日五日四四四四夜夜夜夜／／／／六六六六日日日日五五五五夜夜夜夜育嬰室育嬰室育嬰室育嬰室費費費費及及及及專專專專用哺飼用哺飼用哺飼用哺飼室室室室使使使使 用費用費用費用費 

• 嬰兒一嬰兒一嬰兒一嬰兒一般般般般的的的的料料料料理及各理及各理及各理及各項項項項必必必必需需需需監察監察監察監察 

• 嬰兒住嬰兒住嬰兒住嬰兒住院院院院期期期期之之之之奶粉奶粉奶粉奶粉、、、、衣衣衣衣物物物物用用用用品及品及品及品及尿尿尿尿片片片片之之之之供供供供應應應應 

•產房產房產房產房(自然自然自然自然)/手手手手術術術術室室室室(剖剖剖剖腹腹腹腹)內嬰內嬰內嬰內嬰兒兒兒兒出出出出生生生生時保時保時保時保暖暖暖暖、、、、緊緊緊緊急急急急護理護理護理護理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及儀器及儀器及儀器及儀器 

• 出生後出生後出生後出生後運運運運送送送送往往往往育嬰室育嬰室育嬰室育嬰室之之之之專專專專用用用用運輸運輸運輸運輸保保保保溫溫溫溫箱箱箱箱服服服服務務務務 

• 首首首首天嬰天嬰天嬰天嬰兒兒兒兒專專專專用用用用暖暖暖暖水水水水床床床床設設設設備備備備 

• 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兒兒兒兒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疫次疫次疫次疫苗苗苗苗接接接接種種種種：：：：乙型肝乙型肝乙型肝乙型肝炎炎炎炎疫疫疫疫苗苗苗苗及及及及卡卡卡卡介介介介苗苗苗苗 

(不不不不包包包包括乙括乙括乙括乙型型型型肝炎肝炎肝炎肝炎丙丙丙丙種種種種球球球球蛋蛋蛋蛋白白白白注注注注射射射射) 

•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 K1 注射注射注射注射 

• 常規血常規血常規血常規血液液液液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血型血型血型血型、、、、Rh 因子因子因子因子、、、、G6PD、、、、CBP) 

• 嬰兒嬰兒嬰兒嬰兒黃黃黃黃疸疸疸疸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夜夜夜 普普普普通房通房通房通房 HK$16,000  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     HK$23,800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32,200-$35,600 
 
 四日三夜四日三夜四日三夜四日三夜 普普普普通房通房通房通房 HK$17,200  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     HK$26,900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36,800-$41,900 
 
 
(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 五日四夜五日四夜五日四夜五日四夜 普普普普通房通房通房通房 HK$ 20,600  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     HK$ 30,200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46,000-$52,800 

 
 六日五夜六日五夜六日五夜六日五夜 普普普普通房通房通房通房 HK$21,800  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     HK$33,300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50,600-$59,100 

懷懷懷懷孕期服務孕期服務孕期服務孕期服務: 

•產前講座班產前講座班產前講座班產前講座班 

• 產前產前產前產前運動運動運動運動班班班班  

•母乳哺育指導母乳哺育指導母乳哺育指導母乳哺育指導班班班班  

•產前產前產前產前診斷診斷診斷診斷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產後服產後服產後服產後服務務務務:  

•初生嬰兒護初生嬰兒護初生嬰兒護初生嬰兒護理理理理  

•兒康計劃兒康計劃兒康計劃兒康計劃  

•產後產後產後產後運動運動運動運動班班班班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需需需需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費費費費) 



 
 

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 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 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以雙人房計劃計算以雙人房計劃計算以雙人房計劃計算以雙人房計劃計算) 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 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自然分娩計劃夜自然分娩計劃夜自然分娩計劃夜自然分娩計劃 四日三夜剖腹分娩計劃四日三夜剖腹分娩計劃四日三夜剖腹分娩計劃四日三夜剖腹分娩計劃 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括括括括: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  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住夜住夜住夜住房房房房費費費費由由由由分娩日分娩日分娩日分娩日開開開開始始始始計計計計算算算算 

• 一般產房服務一般產房服務一般產房服務一般產房服務及護理及護理及護理及護理: 儀儀儀儀器器器器、、、、藥物藥物藥物藥物、、、、止痛氣止痛氣止痛氣止痛氣體體體體(四四四四小小小小時時時時) 及及及及物物物物品品品品、、、、丈夫丈夫丈夫丈夫產產產產房房房房陪陪陪陪產產產產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只適只適只適只適用於用於用於用於順順順順產產產產) 

• 產時產時產時產時之之之之一般檢一般檢一般檢一般檢查查查查、、、、護理及護理及護理及護理及胎胎胎胎兒兒兒兒監監監監察察察察 

• 產產產產後後後後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口口口口服服服服藥物藥物藥物藥物(常規常規常規常規) 

• 分分分分娩娩娩娩後之後之後之後之一般一般一般一般護理護理護理護理觀察觀察觀察觀察 

 

 
 
(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 

 

• 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產產產產後後後後住院住院住院住院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手術手術手術手術費用包費用包費用包費用包括括括括麻醉藥麻醉藥麻醉藥麻醉藥物物物物、、、、手手手手術術術術所所所所需之需之需之需之物物物物品品品品及儀及儀及儀及儀器器器器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分娩分娩分娩分娩手手手手術術術術前前前前之之之之預預預預備備備備及及及及檢檢檢檢 

•手手手手術術術術後後後後及產後及產後及產後及產後之之之之常規常規常規常規護護護護理理理理、、、、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及及及及常常常常規規規規口口口口服服服服藥物藥物藥物藥物 

寶寶寶寶 血血血血 醫醫醫醫 院院院院 ( 明明明明 愛愛愛愛 ) 
 
Precious Blood Hospital 
(Caritas)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 (五五五五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括括括括: 
 適適適適用於用於用於用於自然分娩及自然分娩及自然分娩及自然分娩及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全套服務全套服務全套服務全套服務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 住院住院住院住院期期期期間間間間可提供所有可提供所有可提供所有可提供所有衣衣衣衣物物物物用用用用品品品品 

•  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即即即即時時時時及及及及每每每每天天天天之之之之常規常規常規常規護護護護理理理理 

• 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兒兒兒兒之之之之常規常規常規常規臍臍臍臍帶帶帶帶血檢驗血檢驗血檢驗血檢驗(包包包包括括括括六六六六磷磷磷磷酸酸酸酸葡葡葡葡萄糖脫萄糖脫萄糖脫萄糖脫氫氫氫氫酵酵酵酵素素素素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甲甲甲甲狀狀狀狀腺腺腺腺分分分分泌泌泌泌及及及及血型血型血型血型) 

• 指指指指導導導導父母父母父母父母有有有有關關關關嬰兒嬰兒嬰兒嬰兒沐浴沐浴沐浴沐浴、、、、母母母母乳乳乳乳餵餵餵餵飼或飼或飼或飼或瓶瓶瓶瓶飼方飼方飼方飼方法法法法及及及及技技技技巧巧巧巧 

• 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防防防防疫疫疫疫注注注注射射射射，，，，包包包包括括括括卡卡卡卡介介介介苗苗苗苗、、、、乙乙乙乙型型型型肝肝肝肝炎炎炎炎疫疫疫疫苗苗苗苗及及及及維維維維他他他他命命命命 K1 

•每每每每日日日日黃黃黃黃疸疸疸疸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夜夜夜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39,800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28,800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 (五五五五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HK$17,800 
 
 
 
(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預約剖腹分娩) 四日三夜四日三夜四日三夜四日三夜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41,550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47,800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 (五五五五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HK$20,800 

 

*本本本本港居民按金為港港居民按金為港港居民按金為港港居民按金為港幣幣幣幣$20,000 (其其其其中中中中HK$2000為行政費用為行政費用為行政費用為行政費用,費用不費用不費用不費用不會會會會退還退還退還退還) 

*如非本港居民如非本港居民如非本港居民如非本港居民，，，，按金為港按金為港按金為港按金為港幣幣幣幣
$50,000 

(其其其其中中中中HK$13,000為行政費用為行政費用為行政費用為行政費用,費用費用費用費用不不不不會會會會退還退還退還退還) 

 產婦產婦產婦產婦必須接受最少必須接受最少必須接受最少必須接受最少2次產次產次產次產前檢查前檢查前檢查前檢查, 第第第第2次次次次產產產產前檢查前檢查前檢查前檢查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在在在在34-38週週週週內內內內進進進進行以確保行以確保行以確保行以確保母母母母嬰嬰嬰嬰安安安安全全全全, 如在如在如在如在入入入入院院院院前不前不前不前不能能能能提提提提交交交交34-38週週週週檢查檢查檢查檢查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產產產產婦婦婦婦必須必須必須必須額外額外額外額外支支支支付付付付 $10,000 

•產前產前產前產前/產後產後產後產後檢查服務檢查服務檢查服務檢查服務 

•嬰嬰嬰嬰兒兒兒兒護理護理護理護理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需需需需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費費費費) 

注注注注: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如如如如 有有有有 更更更更 改改改改 ，，，， 恕恕恕恕 不不不不 另另另另 行行行行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               Sept 2011 



 

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 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 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以以以以最平計劃計算最平計劃計算最平計劃計算最平計劃計算) 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 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夜夜夜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夜夜夜夜/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分娩計劃分娩計劃分娩計劃分娩計劃 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括括括括: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 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夜夜夜住住住住房房房房費費費費
(由生產日由生產日由生產日由生產日始始始始計計計計算算算算) 

• 分娩前分娩前分娩前分娩前住住住住院院院院期期期期間間間間所需之所需之所需之所需之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藥藥藥藥物物物物及及及及物物物物品品品品 

• 產房產房產房產房、、、、物料物料物料物料、、、、敷敷敷敷洗洗洗洗、、、、器器器器械械械械材材材材料料料料產儀器產儀器產儀器產儀器、、、、 護理費護理費護理費護理費、、、、助產儀助產儀助產儀助產儀器器器器 

• 胎胎胎胎兒監察器兒監察器兒監察器兒監察器 

• 分娩分娩分娩分娩時時時時之之之之基本針基本針基本針基本針藥藥藥藥費費費費 

• 止痛氣止痛氣止痛氣止痛氣體體體體 

• 丈夫丈夫丈夫丈夫產產產產房房房房陪陪陪陪產產產產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免費免費免費免費) 

• 奶奶奶奶泵機泵機泵機泵機供供供供應應應應及及及及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 產後講產後講產後講產後講座座座座內內內內容容容容包包包包括括括括嬰嬰嬰嬰兒兒兒兒 沐沐沐沐浴浴浴浴、、、、初生初生初生初生嬰嬰嬰嬰兒護兒護兒護兒護理理理理、、、、哺哺哺哺 飼方飼方飼方飼方式式式式及及及及技技技技巧巧巧巧，，，，產產產產後後後後護理護理護理護理等等等等 

•查查查查詢詢詢詢熱線熱線熱線熱線服服服服務務務務 

 

 
(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 

 
• 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夜夜夜夜/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住住住住房房房房費費費費(由生產日由生產日由生產日由生產日始始始始計計計計算算算算) 

• 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取取取取嬰嬰嬰嬰手手手手術術術術室室室室、、、、物物物物料料料料、、、、敷敷敷敷洗洗洗洗、、、、護護護護理費基本理費基本理費基本理費基本 手術時手術時手術時手術時應應應應用用用用之之之之麻醉藥物麻醉藥物麻醉藥物麻醉藥物 及所需及所需及所需及所需之之之之監監監監察察察察儀器儀器儀器儀器、、、、助助助助 產儀器產儀器產儀器產儀器 
• 基本針基本針基本針基本針藥藥藥藥費費費費 

• 手術後手術後手術後手術後之之之之產產產產後後後後護理護理護理護理，，，，一一一一 般手術般手術般手術般手術後後後後之之之之常常常常用治療及用治療及用治療及用治療及 護理護理護理護理 

• 奶奶奶奶泵機泵機泵機泵機供供供供應應應應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 產後講產後講產後講產後講座座座座內內內內容容容容包包包包括括括括嬰兒嬰兒嬰兒嬰兒 沐沐沐沐浴浴浴浴、、、、初生初生初生初生嬰嬰嬰嬰兒護兒護兒護兒護理理理理、、、、哺飼哺飼哺飼哺飼方方方方式式式式及及及及技技技技巧巧巧巧，，，，產產產產後後後後護理護理護理護理等等等等 

• 查查查查詢詢詢詢熱線熱線熱線熱線服服服服務務務務 
 

聖聖聖聖德德德德肋肋肋肋撒醫院撒醫院撒醫院撒醫院 
 
St.Teresa's Hospital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雙雙雙雙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雙雙雙雙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  六六六六至至至至八八八八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產前五產前五產前五產前五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括括括括: 

 

• 育嬰室育嬰室育嬰室育嬰室費費費費及及及及專專專專用哺飼用哺飼用哺飼用哺飼室室室室之之之之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產產產產婦婦婦婦住住住住院院院院期期期期間間間間）））） 

• 嬰兒一嬰兒一嬰兒一嬰兒一般般般般常常常常規規規規護理及護理及護理及護理及各各各各項項項項必必必必需監察需監察需監察需監察 

• 嬰兒住嬰兒住嬰兒住嬰兒住院院院院期期期期間間間間之奶粉之奶粉之奶粉之奶粉、、、、衣衣衣衣物物物物用品及用品及用品及用品及尿尿尿尿片片片片之之之之供供供供應應應應 

• 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兒兒兒兒預預預預防防防防疫疫疫疫苗苗苗苗注注注注射射射射：：：：包包包包括括括括卡介卡介卡介卡介苗苗苗苗及及及及乙乙乙乙型肝炎型肝炎型肝炎型肝炎疫疫疫疫苗苗苗苗注射注射注射注射
(不不不不包包包包括括括括乙型肝乙型肝乙型肝乙型肝炎炎炎炎球球球球蛋蛋蛋蛋白白白白注射注射注射注射）））） 

• 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兒兒兒兒臍臍臍臍血血血血普普普普查查查查：：：：包包包包括六括六括六括六磷酸葡磷酸葡磷酸葡磷酸葡萄萄萄萄糖糖糖糖脫脫脫脫氫酵氫酵氫酵氫酵素素素素、、、、促促促促 甲狀甲狀甲狀甲狀腺腺腺腺激激激激素素素素、、、、血型及血型及血型及血型及恆恆恆恆河河河河猴猴猴猴數數數數 

•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ＫＫＫＫ１１１１注注注注射射射射 

• 新新新新生兒生兒生兒生兒總膽紅素測試總膽紅素測試總膽紅素測試總膽紅素測試、、、、光線光線光線光線療法療法療法療法及及及及溫箱溫箱溫箱溫箱護理護理護理護理 (內內內內地地地地孕婦孕婦孕婦孕婦) 

•取取取取臍臍臍臍血血血血貯存貯存貯存貯存手手手手續續續續費費費費 (內內內內地地地地孕婦孕婦孕婦孕婦) 

 

本本本本港居民港居民港居民港居民及及及及海海海海外外外外(非非非非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內內內內陸陸陸陸)居民居民居民居民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 $35,800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 $31,800-$32,800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HK $25,800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 $23,800 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 HK $17,800 六六六六至至至至八八八八人房人房人房人房HK $15,500-

$15,800 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 HK $14,800 

 

(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 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夜夜夜夜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 $39,800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 $35,800-$36,800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HK $28,800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 $26,800 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 HK $20,800 六六六六至至至至八八八八人房人房人房人房HK $17,500-

$17,800 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 HK $16,800 內內內內地地地地孕婦孕婦孕婦孕婦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夜夜夜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 $53,800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 $44,800-$45,800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HK $40,800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 $38,800 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 HK $30,800 六六六六至至至至八八八八人房人房人房人房HK $25,500-

$25,800 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 HK $24,800 

 

 

 

•產前講產前講產前講產前講座座座座班班班班(五課五課五課五課) 

•產前產前產前產前運運運運動動動動班班班班 

•產後產後產後產後運運運運動動動動班班班班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需需需需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費費費費) 

注注注注: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如如如如 有有有有 更更更更 改改改改 ，，，， 恕恕恕恕 不不不不 另另另另 行行行行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              Sept 2011 



 
  聖聖聖聖德德德德肋肋肋肋撒醫院撒醫院撒醫院撒醫院 

 
St.Teresa's Hospital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  六六六六至至至至八八八八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 

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夜夜夜自然分娩計劃自然分娩計劃自然分娩計劃自然分娩計劃 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夜夜夜夜/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分娩計劃分娩計劃分娩計劃分娩計劃 

內內內內地地地地孕婦孕婦孕婦孕婦 

(預約剖腹預約剖腹預約剖腹預約剖腹分娩分娩分娩分娩) 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 $55,800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 $45,800-$46,800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HK $41,800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 $39,800 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 HK $31,800 六六六六至至至至八八八八人房人房人房人房HK $26,500-$26,800 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產前五人房 HK $25,800 

 

*中國國內中國國內中國國內中國國內居民居民居民居民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分分分分娩娩娩娩確確確確認書認書認書認書, 在在在在其其其其懷懷懷懷孕孕孕孕20週週週週內內內內, 需繳需繳需繳需繳交交交交HK$40,000按金按金按金按金。。。。若若若若分分分分娩娩娩娩未能未能未能未能於於於於聖聖聖聖德德德德肋肋肋肋撒醫院撒醫院撒醫院撒醫院進進進進行行行行,按金按金按金按金均均均均不不不不設設設設退退退退回回回回。。。。 

 

 

 

 

 

 

注注注注: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如如如如 有有有有 更更更更 改改改改 ，，，， 恕恕恕恕 不不不不 另另另另 行行行行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              Sept 2011 



 
 

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 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 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以最平計劃計算以最平計劃計算以最平計劃計算以最平計劃計算) 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套套套套式式式式)安安安安產計劃產計劃產計劃產計劃 預約剖腹預約剖腹預約剖腹預約剖腹取取取取嬰嬰嬰嬰(套套套套式式式式)安安安安產計劃產計劃產計劃產計劃 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括括括括: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 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住房費住房費住房費住房費 

• 留留留留院期院期院期院期間間間間產產產產科科科科檢查檢查檢查檢查、、、、專專專專科科科科 助產士助產士助產士助產士監監監監察察察察及及及及護理護理護理護理 

• 連連連連續續續續性性性性胎胎胎胎兒兒兒兒監監監監察器察器察器察器 
• 產房費產房費產房費產房費（（（（包包包包括括括括使使使使用基用基用基用基本本本本產產產產 房房房房 設施設施設施設施及及及及助助助助 產產產產儀器儀器儀器儀器））））            

* 儀儀儀儀 器助產器助產器助產器助產（（（（如如如如使使使使用真空用真空用真空用真空吸吸吸吸引引引引 器或產器或產器或產器或產鉗鉗鉗鉗）））），，，，不另不另不另不另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 基本藥基本藥基本藥基本藥物物物物、、、、止止止止痛痛痛痛針針針針葯葯葯葯、、、、止止止止 痛氣痛氣痛氣痛氣及及及及局局局局部部部部麻麻麻麻醉等醉等醉等醉等 

• 產後護理產後護理產後護理產後護理 

• 專專專專科科科科護護護護士士士士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兒兒兒兒護護護護 理理理理；；；；人人人人乳乳乳乳哺哺哺哺飼飼飼飼或或或或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哺哺哺哺飼飼飼飼 方方方方式式式式；；；；嬰嬰嬰嬰兒兒兒兒沐沐沐沐浴浴浴浴及臍及臍及臍及臍帶帶帶帶護護護護 理等理等理等理等 

• 出院指導出院指導出院指導出院指導 

 
 
(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 

 

• 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夜夜夜夜住房費住房費住房費住房費 

• 留留留留院院院院期期期期間間間間產產產產科科科科檢查檢查檢查檢查、、、、專專專專 科科科科助產助產助產助產士士士士監監監監察察察察及護理及護理及護理及護理 

• 手術室手術室手術室手術室費費費費（（（（包包包包括括括括使使使使用基用基用基用基 本本本本手術手術手術手術室室室室設設設設施施施施、、、、儀器及儀器及儀器及儀器及 麻醉麻醉麻醉麻醉藥藥藥藥物物物物等等等等，，，，手術時手術時手術時手術時間間間間 

75 分分分分鐘鐘鐘鐘）））） 

• 手術後手術後手術後手術後及及及及產產產產後後後後護理護理護理護理 

• 基本藥基本藥基本藥基本藥物物物物及及及及止止止止痛痛痛痛針等針等針等針等 

• 出院前出院前出院前出院前傷傷傷傷口口口口換換換換症症症症或或或或拆線拆線拆線拆線 
• 專專專專科科科科護護護護士士士士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初生嬰兒初生嬰兒初生嬰兒初生嬰兒 護護護護理理理理；；；；人人人人乳乳乳乳哺哺哺哺飼或飼或飼或飼或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哺飼哺飼哺飼哺飼方方方方式式式式；；；；嬰嬰嬰嬰兒兒兒兒沐浴沐浴沐浴沐浴及及及及 臍帶護臍帶護臍帶護臍帶護理理理理等等等等 

• 出院指導出院指導出院指導出院指導 

香香香香港港港港浸信會浸信會浸信會浸信會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Hong Kong Baptist Hospital 

豪華私家房豪華私家房豪華私家房豪華私家房(單人單人單人單人房房房房)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標準優標準優標準優標準優等房等房等房等房 (3 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 (6-12 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括括括括: 
 
 
• (自自自自然然然然)四日三夜四日三夜四日三夜四日三夜/  (剖剖剖剖腹腹腹腹)五日五日五日五日四四四四夜夜夜夜育嬰育嬰育嬰育嬰室房室房室房室房租租租租 (母母母母親親親親住住住住院期院期院期院期內內內內）））） 

• 出生時出生時出生時出生時及及及及住住住住院院院院期期期期間間間間之之之之監監監監察察察察與與與與護理護理護理護理 

• 提供奶提供奶提供奶提供奶粉粉粉粉、、、、衣衣衣衣物用品物用品物用品物用品與與與與紙紙紙紙尿尿尿尿片等片等片等片等 

• 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兒兒兒兒臍臍臍臍血血血血檢檢檢檢驗驗驗驗（（（（包包包包括血括血括血括血型型型型、、、、RH 因因因因子子子子、、、、TSH 與與與與 G6PD) 

• 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兒兒兒兒接接接接受受受受預防疫預防疫預防疫預防疫苗苗苗苗(包包包包括括括括：：：：卡卡卡卡介苗介苗介苗介苗及及及及乙型肝乙型肝乙型肝乙型肝炎炎炎炎疫疫疫疫苗苗苗苗) 

•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 K1 注注注注射射射射 

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 HK $20,880  標準優標準優標準優標準優等房等房等房等房 HK $25,800  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 HK $31,300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 $43,800  豪華私家房豪華私家房豪華私家房豪華私家房 HK $48,000 
 
 

(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  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夜夜夜夜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 HK $23,000  標準優標準優標準優標準優等房等房等房等房 HK $28,500  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半私家房 HK $34,500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 $49,800  豪華私家房豪華私家房豪華私家房豪華私家房 HK $55,000 

 

- 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 $10,000預繳按金預繳按金預繳按金預繳按金  

- 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內內內內地地地地居民居民居民居民 

$55,000預繳按金預繳按金預繳按金預繳按金  

- 內內內內地地地地居民居民居民居民 

 $30,000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附加附加附加附加按金按金按金按金) 

$50,000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附加附加附加附加按金按金按金按金)  

- 不不不不足足足足34週週週週早產分娩早產分娩早產分娩早產分娩 

$30,000(附加附加附加附加按金按金按金按金) 

•產前產前產前產前/產後產後產後產後檢查服檢查服檢查服檢查服務務務務 

•產前講座產前講座產前講座產前講座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需需需需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費費費費) 

注注注注: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如如如如 有有有有 更更更更 改改改改 ，，，， 恕恕恕恕 不不不不 另另另另 行行行行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              Sept 2011 



 
 
 
 
 

 注注注注: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如如如如 有有有有 更更更更 改改改改 ，，，， 恕恕恕恕 不不不不 另另另另 行行行行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              Sept 2011 

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 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 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其他婦產科服務其他婦產科服務其他婦產科服務其他婦產科服務 自然分娩計劃自然分娩計劃自然分娩計劃自然分娩計劃 /  剖腹分娩計劃剖腹分娩計劃剖腹分娩計劃剖腹分娩計劃 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括括括括: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 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夜夜夜產產產產後後後後住院住院住院住院 

• 享用享用享用享用獨獨獨獨立立立立分分分分娩娩娩娩室室室室待待待待產產產產 

• 產婦產婦產婦產婦入入入入院院院院檢檢檢檢查查查查、、、、胎兒胎兒胎兒胎兒觀觀觀觀察察察察 及護理及護理及護理及護理服服服服務務務務 

• 常規常規常規常規引引引引產產產產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包括連包括連包括連包括連續續續續性性性性 胎心胎心胎心胎心聲聲聲聲監監監監察察察察儀儀儀儀器器器器 

• 常規產常規產常規產常規產房房房房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包括產包括產包括產包括產程程程程中中中中 的監察的監察的監察的監察、、、、檢檢檢檢查查查查等等等等 

• 產後一產後一產後一產後一般般般般護護護護理理理理、、、、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及及及及檢檢檢檢 查查查查 

• 產後護產後護產後護產後護理理理理及及及及育育育育嬰指導嬰指導嬰指導嬰指導如如如如母母母母 乳乳乳乳餵餵餵餵哺哺哺哺、、、、嬰嬰嬰嬰兒兒兒兒沐浴沐浴沐浴沐浴等等等等 

 
(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剖腹剖腹剖腹分分分分娩娩娩娩) 

 
•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產產產產後後後後住院住院住院住院 

• 產婦產婦產婦產婦入入入入院院院院檢檢檢檢查查查查、、、、胎兒觀胎兒觀胎兒觀胎兒觀 察及護察及護察及護察及護理理理理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 手術前手術前手術前手術前的的的的護理護理護理護理 

•  血型及血型及血型及血型及抗抗抗抗體檢體檢體檢體檢測測測測 

• 手術室手術室手術室手術室的的的的常常常常規規規規費用包括費用包括費用包括費用包括 全全全全身身身身麻麻麻麻醉醉醉醉儀儀儀儀器器器器及藥物及藥物及藥物及藥物 

•手術後的一般護理手術後的一般護理手術後的一般護理手術後的一般護理、、、、觀觀觀觀察察察察、、、、檢查及藥物檢查及藥物檢查及藥物檢查及藥物 

• 產前及產前及產前及產前及產產產產後後後後之之之之所有常規所有常規所有常規所有常規 物品物品物品物品、、、、常常常常用用用用藥藥藥藥物及出院物及出院物及出院物及出院 藥物藥物藥物藥物 

• 產後護產後護產後護產後護理理理理及及及及育育育育嬰指導如嬰指導如嬰指導如嬰指導如 母乳母乳母乳母乳餵餵餵餵哺哺哺哺、、、、嬰嬰嬰嬰兒兒兒兒沐浴沐浴沐浴沐浴等等等等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港港港港安安安安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Tsuen Wan Adventist 

 
Hospital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雙 人 房雙 人 房雙 人 房雙 人 房 三 人 房三 人 房三 人 房三 人 房 五人房五人房五人房五人房 

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括括括括: 

 
• 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兩兩兩兩夜夜夜夜 / 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嬰嬰嬰嬰兒兒兒兒房費用房費用房費用房費用 

• 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兒兒兒兒護護護護理理理理：：：：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沐沐沐沐浴浴浴浴、、、、臍帶護臍帶護臍帶護臍帶護理理理理、、、、奶奶奶奶粉及粉及粉及粉及尿尿尿尿片片片片 

• 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兒兒兒兒常常常常規規規規化驗化驗化驗化驗包包包包括括括括 G6PD、、、、膽膽膽膽紅素紅素紅素紅素、、、、TSH 

•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 K 注注注注射及第射及第射及第射及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防防防防疫注疫注疫注疫注射射射射：：：：卡卡卡卡介介介介苗苗苗苗及乙型及乙型及乙型及乙型肝肝肝肝炎炎炎炎疫疫疫疫苗苗苗苗 

•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其其其其間間間間必必必必需需需需的照的照的照的照燈燈燈燈及及及及保保保保溫溫溫溫箱箱箱箱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 

(三天三天三天三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五人房五人房五人房五人房 HK $17,200 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 HK $18,500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 $19,600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HK $22,600 
 
 
(四天四天四天四天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 五人房五人房五人房五人房 HK $22,500 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 HK $23,700  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雙人房 HK $26,000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HK $29,500 

 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費費費費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HK$10,000 部腹分娩部腹分娩部腹分娩部腹分娩：：：：HK$10,000 

 

*本港居民按金為港本港居民按金為港本港居民按金為港本港居民按金為港幣幣幣幣$20,000 

*如非本港居民如非本港居民如非本港居民如非本港居民，，，，按金為港按金為港按金為港按金為港幣幣幣幣
$50,000 

 

 

• 產前產前產前產前檢檢檢檢查查查查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需需需需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費費費費) 



 

 
 
 
 
 
 
 
 
 
 
 
 
 
 
 
 
 
 
 
 
 
 
 
 
 
 
 
 
 
 
 
 
 
 
 
 
 
 
 
 
 

 

注注注注: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如如如如 有有有有 更更更更 改改改改 ，，，， 恕恕恕恕 不不不不 另另另另 行行行行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Sept 2011 

 

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 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 分娩分娩分娩分娩計劃內容計劃內容計劃內容計劃內容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以最平計劃計算以最平計劃計算以最平計劃計算以最平計劃計算) 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 自 然 分 娩 計自 然 分 娩 計自 然 分 娩 計自 然 分 娩 計 劃劃劃劃  預 約 剖 腹 計預 約 剖 腹 計預 約 剖 腹 計預 約 剖 腹 計 劃劃劃劃  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括括括括: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 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住院住院住院住院 
• 作作作作產時產時產時產時之之之之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檢查檢查檢查檢查、、、、護護護護 理理理理及胎兒監察及胎兒監察及胎兒監察及胎兒監察 
•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産産産産房服務及護理房服務及護理房服務及護理房服務及護理: 儀儀儀儀器器器器、、、、藥物藥物藥物藥物、、、、止痛氣止痛氣止痛氣止痛氣體及物體及物體及物體及物品品品品、、、、丈夫丈夫丈夫丈夫産産産産房房房房陪陪陪陪産産産産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 分娩後之一般護理觀察分娩後之一般護理觀察分娩後之一般護理觀察分娩後之一般護理觀察 
• 產後一產後一產後一產後一般般般般口口口口服服服服藥物藥物藥物藥物 

• 產後護產後護產後護產後護理理理理及及及及育育育育嬰知嬰知嬰知嬰知識光識光識光識光 碟碟碟碟 

• 產後產後產後產後運運運運動動動動光碟光碟光碟光碟 
• 產婦一產婦一產婦一產婦一般般般般日日日日常常常常及衛生用及衛生用及衛生用及衛生用 品品品品(產婦衛產婦衛產婦衛產婦衛生生生生巾巾巾巾二二二二包包包包、、、、床床床床墊墊墊墊十十十十 張張張張、、、、生理生理生理生理沖洗沖洗沖洗沖洗器一器一器一器一個個個個、、、、網網網網 褲褲褲褲四四四四條條條條、、、、個個個個人人人人清潔清潔清潔清潔用用用用品品品品及及及及拖鞋拖鞋拖鞋拖鞋) 

• 奉送瑤奉送瑤奉送瑤奉送瑤柱柱柱柱蛋蛋蛋蛋白白白白薑飯薑飯薑飯薑飯 

 

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產婦項目包括括括括: 

(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 

 
• 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夜夜夜夜住院住院住院住院 

• 一般剖一般剖一般剖一般剖腹腹腹腹分分分分娩娩娩娩手術前之手術前之手術前之手術前之 預預預預備備備備及及及及檢檢檢檢查查查查 

• 基本手基本手基本手基本手術術術術室室室室費費費費用包括麻用包括麻用包括麻用包括麻 醉藥物醉藥物醉藥物醉藥物、、、、手手手手術術術術所需之物所需之物所需之物所需之物 品及儀器品及儀器品及儀器品及儀器 

• 手術後手術後手術後手術後及及及及產產產產後後後後之常規護之常規護之常規護之常規護 理理理理、、、、觀觀觀觀察察察察及及及及一一一一般般般般口口口口服藥服藥服藥服藥 物物物物 

• 產後護產後護產後護產後護理理理理及及及及育育育育嬰知嬰知嬰知嬰知識光識光識光識光 碟碟碟碟 

• 產後產後產後產後運運運運動動動動光碟光碟光碟光碟 
• 產婦一產婦一產婦一產婦一般般般般日日日日常常常常及衛生用及衛生用及衛生用及衛生用 品品品品(產婦衛產婦衛產婦衛產婦衛生生生生巾巾巾巾二二二二包包包包、、、、床床床床墊十墊十墊十墊十 張張張張、、、、生生生生理理理理沖沖沖沖洗洗洗洗器一器一器一器一個個個個、、、、 網網網網褲褲褲褲四四四四條條條條、、、、個個個個人清人清人清人清潔用潔用潔用潔用 品及品及品及品及拖鞋拖鞋拖鞋拖鞋) 
• 束束束束腹帶腹帶腹帶腹帶 
• 奉送瑤奉送瑤奉送瑤奉送瑤柱柱柱柱蛋蛋蛋蛋白白白白薑飯薑飯薑飯薑飯 

沙田仁安沙田仁安沙田仁安沙田仁安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Shatin Union Hospital 

 
 
 
 
 
 
 
 
 
 
 
 
 
 
 
 
 
 
 
 
 
 
 
 
 
 
 
 
 
 
 
 
 
 
 
 
 
 
 
 

私 家私 家私 家私 家 房房房房  二二二二 人人人人 房房房房  標 準標 準標 準標 準 房房房房 ( 四 至四 至四 至四 至 十十十十 四四四四人人人人 ) 

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嬰兒項目包括括括括: 
 
• 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兒兒兒兒即即即即時時時時及及及及每每每每天天天天之之之之護護護護理理理理及監察及監察及監察及監察 

• 住院期住院期住院期住院期間間間間之之之之奶奶奶奶粉粉粉粉、、、、衣衣衣衣物物物物用用用用品品品品及及及及紙尿紙尿紙尿紙尿片片片片 

• 首次預首次預首次預首次預防防防防疫疫疫疫苗苗苗苗注射包注射包注射包注射包括括括括：：：：卡介卡介卡介卡介苗苗苗苗注射注射注射注射、、、、乙乙乙乙型肝型肝型肝型肝炎炎炎炎注射注射注射注射及及及及維維維維 他命他命他命他命ＫＫＫＫ１１１１注射注射注射注射 

• 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新生嬰兒兒兒兒之之之之常常常常規臍帶規臍帶規臍帶規臍帶血血血血液液液液化化化化驗驗驗驗、、、、包括六包括六包括六包括六磷磷磷磷酸葡萄酸葡萄酸葡萄酸葡萄糖糖糖糖脫脫脫脫 氫酵素氫酵素氫酵素氫酵素缺缺缺缺乏乏乏乏症症症症、、、、甲狀甲狀甲狀甲狀腺腺腺腺素素素素分分分分泌泌泌泌及血型及血型及血型及血型 

• 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初生嬰兒兒兒兒聽聽聽聽覺覺覺覺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 指導父指導父指導父指導父母母母母有有有有關關關關嬰兒嬰兒嬰兒嬰兒沐沐沐沐浴浴浴浴、、、、母母母母乳乳乳乳餵餵餵餵飼飼飼飼或或或或瓶瓶瓶瓶飼飼飼飼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技技技技巧巧巧巧 

• 怏樂寶怏樂寶怏樂寶怏樂寶寶寶寶寶嬰嬰嬰嬰兒兒兒兒片片片片冊冊冊冊及及及及出出出出生生生生記記記記錄錄錄錄冊冊冊冊 

• 上上上上載載載載嬰嬰嬰嬰兒兒兒兒相相相相片片片片於於於於互聯互聯互聯互聯網網網網供供供供親親親親友閱覽友閱覽友閱覽友閱覽 

• 自自自自動動動動成成成成為為為為仁仁仁仁安安安安 BB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員員員員 

• 初生嬰兒初生嬰兒初生嬰兒初生嬰兒護理手護理手護理手護理手冊冊冊冊及嬰兒及嬰兒及嬰兒及嬰兒禮禮禮禮品品品品 

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 

(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自然分娩) 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四日三夜夜夜夜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 HK $16,880  二二二二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HK $17,880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不包括房租不包括房租不包括房租不包括房租) 

HK $29,300  
(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 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五日四夜夜夜夜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 HK $20,900  二二二二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HK $23,200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不不不不  包包包包  括括括括  房房房房  租租租租  )   

HK $36,000  
* 以 上以 上以 上以 上 價 錢價 錢價 錢價 錢 ，，，， 不 包不 包不 包不 包 括括括括 所 有所 有所 有所 有醫 生 費醫 生 費醫 生 費醫 生 費 、、、、膳 食 套 餐 費 及膳 食 套 餐 費 及膳 食 套 餐 費 及膳 食 套 餐 費 及不不不不 設設設設 退退退退 款款款款 。。。。  內內內內地地地地孕婦孕婦孕婦孕婦 

(四日三夜自然分娩四日三夜自然分娩四日三夜自然分娩四日三夜自然分娩)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 $46,000起起起起 二二二二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HK $70,000起起起起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100,000起起起起  

(五日四夜五日四夜五日四夜五日四夜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剖腹分娩)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五日四夜房租房五日四夜房租房五日四夜房租房五日四夜房租、、、、 基本醫生費及醫院費基本醫生費及醫院費基本醫生費及醫院費基本醫生費及醫院費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房房房房 $56,000起起起起 二二二二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HK $85,000起起起起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120,000起起起起 

*以 上以 上以 上以 上 價 錢價 錢價 錢價 錢 包括四日三夜包括四日三夜包括四日三夜包括四日三夜/ 五日五日五日五日四夜四夜四夜四夜房租房租房租房租、、、、基本醫生費基本醫生費基本醫生費基本醫生費及及及及醫院費醫院費醫院費醫院費 

 
*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外外外外籍籍籍籍人士人士人士人士)按金為按金為按金為按金為 HK$10,000 

*如非本港居民如非本港居民如非本港居民如非本港居民 (中國內中國內中國內中國內地地地地孕孕孕孕婦婦婦婦)，，，，按金為按金為按金為按金為 HK$40,000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二二二二人房人房人房人房), 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私家房 HK$80,000 

 

•產產產產 前前前前 檢檢檢檢 查查查查  

•產 前 講產 前 講產 前 講產 前 講 座座座座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需需需需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另外收費費費費) 



 

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醫院名稱 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房間種類 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分娩計劃內容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 沙田仁安沙田仁安沙田仁安沙田仁安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Shatin Union 
Hospital 
 

私 家私 家私 家私 家 房房房房  二二二二 人人人人 房房房房  標 準標 準標 準標 準 房房房房 ( 四 至四 至四 至四 至 十十十十 四四四四人人人人 )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特別特別特別特別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內內內內地地地地孕孕孕孕婦婦婦婦) 

- 沒沒沒沒有有有有接受接受接受接受產前檢查產前檢查產前檢查產前檢查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費費費費 

HK$20,000 

- 少少少少於三次產前檢查於三次產前檢查於三次產前檢查於三次產前檢查 (每每每每次次次次最少最少最少最少相相相相隔隔隔隔一一一一週週週週, 不包括急不包括急不包括急不包括急症症症症求求求求診診診診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費費費費 

HK$10,000 

*產前檢查或產前檢查或產前檢查或產前檢查或檢檢檢檢驗驗驗驗必須必須必須必須由由由由香香香香港港港港註註註註冊冊冊冊婦產婦產婦產婦產科科科科專專專專科科科科醫生醫生醫生醫生及化及化及化及化驗所驗所驗所驗所進進進進行行行行 

 

注注注注: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如如如如 有有有有 更更更更 改改改改 ，，，， 恕恕恕恕 不不不不 另另另另 行行行行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Sept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