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護理床

$382 - $493

$468- $616

$661- $893

$1929

⾄

$2763

共同付款級別

I

II

lll

IV

V

VI

VII

VIII

每⽉租⾦

$232- $279

$296- $371

$982- $1353

$1411- $1967

$2268- $3195

類別租⾦收費

１）租賃期最少為⼀個⽉。

２）簽訂服務協議後⾸⽉所需繳付⾦額包括按⾦、

          ⾸⽉⽉租及預繳下⽉⽉租。

       【例⼦：以醫療護理床A為例， 第⼀級服務使⽤者 

          ⾸⽉需付：按⾦ ($2763) + ⾸⽉⽉租 ($279) +

          預繳下⽉⽉租 ($279) - ⾸⽉試⽤優惠】

３)    ⻑期租⽤或租⽤兩件或以上器材之使⽤者， 

           將享有租⾦優惠。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153 5252。

（租⾦會根據個別器材型號⽽釐訂）

按⾦
(根據服務使⽤者家庭每⽉收⼊劃分)

（2022年6⽉）



特別功能輪椅及助⾏器

共同付款級別

I

II

lll

IV

V

VI

VII

VIII

每⽉租⾦

$155 - $213

$173 - $266

$197 - $337

$221 - $408

$275 - $567

$365 - $832

$485 - $1185

$725 - $1892

類別租⾦收費

１）租賃期最少為⼀個⽉。

２）簽訂服務協議後⾸⽉所需繳付⾦額包括按⾦、

          ⾸⽉⽉租及預繳下⽉⽉租。

       【例⼦：以輪椅A為例，第⼀級服務使⽤者 

          ⾸⽉需付：按⾦ ($281) + ⾸⽉⽉租 ($156) +

          預繳下⽉⽉租 ($156) - ⾸⽉試⽤優惠 】

３)    ⻑期租⽤或租⽤兩件或以上器材之使⽤者， 

           將享有租⾦優惠。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153 5252。

（租⾦會根據個別器材型號⽽釐訂）

按⾦

$281

⾄

$1590

(根據服務使⽤者家庭每⽉收⼊劃分)

（2022年6⽉）



沐浴椅 / 便椅

$165 - $345

$178- $418

$208 - $583

$150

⾄

$1650

共同付款級別

I

II

lll

IV

V

VI

VII

VIII

每⽉租⾦

$142- $217

$152- $272

$258- $858

$325- $1225

$458- $1958

類別租⾦收費

１）租賃期最少為⼀個⽉。

２）簽訂服務協議後⾸⽉所需繳付⾦額包括按⾦、

          ⾸⽉⽉租及預繳下⽉⽉租。

       【例⼦：以沐浴椅A為例，第⼀級服務使⽤者 

          ⾸⽉需付：按⾦ ($150) + ⾸⽉⽉租 ($142) +

          預繳下⽉⽉租 ($142) - ⾸⽉試⽤優惠 】

３)   ⻑期租⽤或租⽤兩件或以上器材之使⽤者， 

          將享有租⾦優惠。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153 5252。

（租⾦會根據個別器材型號⽽釐訂）

按⾦
(根據服務使⽤者家庭每⽉收⼊劃分)

（2022年6⽉）



扶⼿

$148 - $225

$155- $258

$172 - $333

$85

⾄

$375

共同付款級別

I

II

lll

IV

V

VI

VII

VIII

每⽉租⾦

$134- $167

$140- $192

$200- $458

$238- $625

$313- $958

類別租⾦收費

１）租賃期最少為⼀個⽉。

２）簽訂服務協議後⾸⽉所需繳付⾦額包括按⾦、

          ⾸⽉⽉租及預繳下⽉⽉租。

       【例⼦：以扶⼿A為例，第⼀級服務使⽤者 

          ⾸⽉需付：按⾦ ($375) + ⾸⽉⽉租 ($167) +

          預繳下⽉⽉租 ($167) - ⾸⽉試⽤優惠 】

３)   ⻑期租⽤或租⽤兩件或以上器材之使⽤者， 

          將享有租⾦優惠。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153 5252。

（租⾦會根據個別器材型號⽽釐訂）

按⾦
(根據服務使⽤者家庭每⽉收⼊劃分)

（2022年6⽉）



沐浴⽤品

$196-$218

$200

⾄

$263

$178-$195

$236-$271

共同付款級別

I

II

lll

IV

V

VI

VII

VIII

每⽉租⾦

$147-$154

$160-$172

$302-$358

$391-$475

$568-$708

類別租⾦收費

１）租賃期最少為⼀個⽉。

２）簽訂服務協議後⾸⽉所需繳付⾦額包括按⾦、

          ⾸⽉⽉租及預繳下⽉⽉租。

       【例⼦：以沐浴⽤品A為例，第⼀級服務使⽤者 

          ⾸⽉需付：按⾦ ($263) + ⾸⽉⽉租 ($154) +

          預繳下⽉⽉租 ($154) - ⾸⽉試⽤優惠 】

３)   ⻑期租⽤或租⽤兩件或以上器材之使⽤者， 

          將享有租⾦優惠。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153 5252。

（租⾦會根據個別器材型號⽽釐訂）

按⾦
(根據服務使⽤者家庭每⽉收⼊劃分)

（2022年6⽉）



特別功能床墊

$159 - $256

$170- $299

$196- $397

$128

⾄

$980

共同付款級別

I

II

lll

IV

V

VI

VII

VIII

每⽉租⾦

$139- $179

$148- $212

$239- $561

$295- $778

$409- $1214

類別租⾦收費

１）租賃期最少為⼀個⽉。

２）簽訂服務協議後⾸⽉所需繳付⾦額包括按⾦、

          ⾸⽉⽉租及預繳下⽉⽉租。

       【例⼦：以床墊A為例， 第⼀級服務使⽤者 

          ⾸⽉需付：按⾦ ($128) + ⾸⽉⽉租 ($139) +

          預繳下⽉⽉租 ($139) - ⾸⽉試⽤優惠 】

３)   ⻑期租⽤或租⽤兩件或以上器材之使⽤者， 

          將享有租⾦優惠。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153 5252。

（租⾦會根據個別器材型號⽽釐訂）

按⾦
(根據服務使⽤者家庭每⽉收⼊劃分)

（2022年6⽉）



減壓座墊

$145 - $178

$152- $196

$167- $236

$75

⾄

$200

共同付款級別

I

II

lll

IV

V

VI

VII

VIII

每⽉租⾦

$133- $147

$138- $161

$192- $303

$225- $391

$292- $569

類別租⾦收費

１）租賃期最少為⼀個⽉。

２）簽訂服務協議後⾸⽉所需繳付⾦額包括按⾦、

          ⾸⽉⽉租及預繳下⽉⽉租。

      【例⼦：以減壓座墊A為例， 第⼀級服務使⽤者 

         ⾸⽉需付：按⾦ ($143) + ⾸⽉⽉租 ($141) +

         預繳下⽉⽉租 ($141) - ⾸⽉試⽤優惠 】

３)  ⻑期租⽤或租⽤兩件或以上器材之使⽤者， 

         將享有租⾦優惠。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153 5252。

（租⾦會根據個別器材型號⽽釐訂）

按⾦
(根據服務使⽤者家庭每⽉收⼊劃分)

（2022年6⽉）



移位機

$392 - $420

$481- $518

$681- $740

$2000

⾄

$2213

共同付款級別

I

II

lll

IV

V

VI

VII

VIII

每⽉租⾦

$236- $248

$303- $322

$1014- $1109

$1458- $1600

$2347- $2584

類別租⾦收費

１）租賃期最少為⼀個⽉。

２）簽訂服務協議後⾸⽉所需繳付⾦額包括按⾦、

          ⾸⽉⽉租及預繳下⽉⽉租。

     【例⼦：以移位機A為例， 第⼀級服務使⽤者 

        ⾸⽉需付：按⾦ ($2000) + ⾸⽉⽉租 ($236) +預繳下⽉

        ⽉租 ($236) - ⾸⽉試⽤優惠 ($100) = $2372】

３)  租賃期超過半年或租⽤兩件或以上器材之使⽤者， 

         將享有租⾦優惠。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153 5252。

（租⾦會根據個別器材型號⽽釐訂）

按⾦
(根據服務使⽤者家庭每⽉收⼊劃分)

（2022年6⽉）



輔助餵⻝機及動⼒⼿臂

$292 - $498

$347- $623

$472- $903

$1250

⾄

$2750

共同付款級別

I

II

lll

IV

V

VI

VII

VIII

每⽉租⾦

$194- $281

$236- $374

$681- $1369

$958- $1992

$1514- $3236

類別租⾦收費

１）租賃期最少為⼀個⽉。

２）簽訂服務協議後⾸⽉所需繳付⾦額包括按⾦、

          ⾸⽉⽉租及預繳下⽉⽉租。

      【例⼦：以動⼒⼿臂A為例， 第⼀級服務使⽤者 

         ⾸⽉需付：按⾦ ($1250) + ⾸⽉⽉租 ($194) +

         預繳下⽉⽉租 ($194) - ⾸⽉試⽤優惠】

３)   ⻑期租⽤或租⽤兩件或以上器材之使⽤者， 

          將享有租⾦優惠。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153 5252。

（租⾦會根據個別器材型號⽽釐訂）

按⾦
(根據服務使⽤者家庭每⽉收⼊劃分)

（2022年6⽉）



斜台

$129 - $217

$131- $248

$134 - $317

$16

⾄

$345

共同付款級別

I

II

lll

IV

V

VI

VII

VIII

每⽉租⾦

$127- $163

$128- $186

$139- $432

$146- $585

$160- $892

類別租⾦收費

１）租賃期最少為⼀個⽉。

２）簽訂服務協議後⾸⽉所需繳付⾦額包括按⾦、

          ⾸⽉⽉租及預繳下⽉⽉租。

       【例⼦：以斜台A為例，第⼀級服務使⽤者 

          ⾸⽉需付：按⾦ ($86) + ⾸⽉⽉租 ($135) +

          預繳下⽉⽉租 ($135) - ⾸⽉試⽤優惠 】

３)   ⻑期租⽤或租⽤兩件或以上器材之使⽤者， 

          將享有租⾦優惠。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153 5252。

（租⾦會根據個別器材型號⽽釐訂）

按⾦
(根據服務使⽤者家庭每⽉收⼊劃分)

（2022年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