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長者醫療券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計劃 

常見問題及答案 

 

 

I.合資格人士 

 

問題 1:  若長者不是香港永久居民，他是否合資格成為醫療券使用者？ 

答: 由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長者醫療券計劃的受惠長者合資格年齡已由 70 歲降低至 65

歲。65 歲或以上的人士，並持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的《人事登記條例》 

(第 177 章) 內所指的有效香港身份證或在香港特區《入境條例》 (第 115 章) 內所指的有

效《豁免登記證明書》，不論是否香港永久居民，便合資格獲發及使用醫療券。然而，

若該長者是憑藉其已獲入境或逗留准許而獲簽發香港身份證，而該准許已經逾期或不再

有效則除外。 

 

問題 2:  香港特區社會福利署廣東計劃、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及廣東院舍住

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下的長者是否合資格成為醫療券使用者？ 

答：年滿 65 歲或以上的人士，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的有效香港身份證或有

效《豁免登記證明書》，不論是否參加上述計劃，均合資格獲發及使用醫療券。然而，

若該長者是憑藉其已獲入境或逗留准許而獲簽發香港身份證，而該准許已經逾期或不再

有效則除外。 

 

II.涵蓋服務範圍 

 

問題 3:  醫療券適用於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哪些科室？ 
答：醫療券適用於下列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診療中心 / 醫技科室的門診醫療護理服務，

包括預防性護理服務，以及治療和康復性服務：  

 診療中心－家庭醫學全科門診、體檢中心、急診科、骨科、眼科、牙科、中醫科、內

科、婦科、外科、康復科門診；及  

 醫技科室－物理治療科、醫學影像科、臨床微生物及感染控制科、病理科。 

 

問題 4:  醫療券可否用於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住院服務或需預先繳費的醫療護理服務？ 

答：不可以。醫療券並不適用於住院服務及需預先繳費的醫療護理服務。 

 

問題 5：醫療券可否用於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急症室服務？ 

答：若不涉及住院服務，原則上是可以使用醫療券支付急症室的門診服務費用。 

 

問題 6:  醫療券是否適用於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門診醫療護理服務內的小手術？  

答：可以。醫療券適用於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指定科室的門診醫療護理服務，包括由這些

科室提供的小手術(如傷口護理、皮膚小手術等)。 

 

問題 7:  醫療券可否用於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日間手術程序，例如白內障手術或內窺鏡

檢查服務？  

答：不可以。香港特區長者醫療券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計劃旨在加強予長者的基層醫療服

務，並不適用於日間手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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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8:  醫療券可否用於純粹購買用品？  

答: 不可以。醫療券是用以支付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指定科室提供的門診醫療護理服務的

費用，不可純粹用以購買物品， 如藥物或醫療用品。 

 

III.使用醫療券 

 

問題 9:  長者何時可開始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使用醫療券？  

答：由 2015 年 10 月 6 日起，合資格長者可以使用醫療券支付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指定科

室提供的門診醫療護理服務的費用。 

 

問題 10:  若長者在 2017 年 11 月 1 日滿 65 歲，他何時可開始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使用醫

療券？ 

答：由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長者醫療券計劃的受惠長者合資格年齡已由 70 歲降低至 65

歲。在 2017 年年滿 65 歲至 69 歲長者，可自 2017 年 7 月 1 日起使用醫療券支付香港大

學深圳醫院指定科室提供的門診醫療護理服務的費用。期後在每年的 1 月 1 日，該年度

年滿 65 歲的長者，均可獲發當年度的醫療券。 

 

問題 11:  長者是否需要預先登記才可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使用醫療券？ 

答：這個計劃的設計是盡量方便長者，因此長者無須預先登記，合資格的長者在有需要

接受醫護服務及使用醫療券時，只需親身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出示有效香港身份證或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發出的《豁免登記證明書》，並示意要使用醫療券支付當天在

指定科室接受的門診醫療護理服務的費用，在簽署同意書後便可使用醫療券。若長者首

次使用醫療券，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會代為開立個人的醫療券戶口。 

 

問題 12:  香港特區政府會在每年的哪一天將醫療券金額存入醫療券使用者戶口之內？ 

答：合資格長者在開立個人的醫療券戶口後，他在計劃下可享有的醫療券金額會即時存

入他的醫療券戶口內以供使用，而在其後的每年 1 月 1 日，他於當年度可獲發的醫療券

金額也會自動存入他的醫療券戶口內。現時每名合資格長者每年可獲發的醫療券金額為

港幣 2,000 元。在 2018 及 2019 年，每名合資格長者除了每年港幣 2,000 元的醫療券金額

外，亦分別於 2018 年 6 月 8 日及 2019 年 6 月 26 日獲發屬一次性質的額外港幣 1,000 元

醫療券金額。 

 

問題 13:  長者未用完的醫療券會怎樣處理？ 

答：長者未使用的醫療券可累積至其後年份使用，每名合資格長者可累積的醫療券金額

須視乎相關年份的醫療券累積金額上限。 

 

問題 14: 如長者在2018年年滿65歲（即在1953年或以前出生），但於2019年年6月26日前

尚未開立醫療券戶口，是否仍可獲發政府分別於2018及2019年提供的一次性額外1,000元

醫療券金額？ 

答：只要長者於2018年年滿65歲，並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或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

發出的有效《豁免登記證明書》，無論是否於2019年6月26日或之前已開立醫療券戶口，

均合資格獲發上述兩年的一次性額外1,000元醫療券金額。於2019年6月26日仍未開立醫

療券戶口的長者，其享有的醫療券金額，包括上述兩年的額外1,000元，會於戶口開立當

日發放，但須視乎相關年份的醫療券累積金額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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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5:  每次診症後，長者最多可以使用多少醫療券支付醫療護理服務費用？ 

答：只要長者的醫療券戶口內有足夠的醫療券可供使用，便可在診症後選擇以醫療券支

付全數醫療護理服務費用，或以醫療券支付部分費用後，以現金支付餘額。但長者使用

醫療券的金額不得超過該次所獲醫療護理服務的費用。 

 

問題 16:  如何以醫療券支付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提供的醫療護理服務的費用？ 

答：由於香港長者每年獲發的醫療券是以港幣為單位，而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醫療護理

服務費用則以人民幣結算，因此長者醫療券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計劃會根據每月更新的換

算率計算需扣除的醫療券金額。 

 

例子一：假設診症當日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人民幣與醫療券的換算率為1:1.127，而醫

療護理服務收費是人民幣¥200，若長者選擇以醫療券支付全數費用，其醫療券

戶口會被扣除的醫療券金額為港幣225元。 

(即人民幣¥200 x 1.127 = 港幣225.4元，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後最接近的整數為

港幣225元) 

 

例子二：假設診症當日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人民幣與醫療券的換算率為1:1.255，而醫

療護理服務收費是人民幣¥500，若長者選擇以醫療券支付的費用為人民幣¥300，

以現金人民幣¥200支付餘額，則其醫療券戶口會被扣除的醫療券金額為港幣

377元 。 

(即人民幣¥300 x 1.255 = 港幣 376.5元，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後最接近的整數為

港幣377元) 

 

問題 17:  長者如何得知使用醫療券時的醫療券換算率? 

答：醫療券換算率由香港特區政府每月調整一次，醫院須將該月的人民幣與醫療券換算

率展示於負責辦理醫療券申報的指定地方（包括一樓收費處、負一樓急診科收費處及體

檢中心收費處）的顯眼處，供長者參考。 

 

問題 18:  香港特區政府如何訂定每月人民幣與醫療券的換算率? 

答：每月人民幣與醫療券的換算率，以香港銀行公會在上一個月的最後第八個工作天起

至最後第四個工作天的五天內的人民幣轉換港元的平均匯率計算。方法是計算該五天人

民幣兌港元的買入價及賣出價的平均價，並以四捨五入方式取至小數點後三個位(如 1：

1.227) 。 

 

問題 19:  在開立醫療券戶口及申領使用醫療券時，長者可否向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出示香

港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長者咭或香港身份證副本，代替香港身份證﹖  

答：不可以。長者必須出示有效香港身份證或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發出的 《豁免登

記證明書》，才可開立醫療券戶口及申領使用醫療券。 

 

問題 20:  長者行動不便，委託他的家人或其他人士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配藥，其家人或

受委託人士可否代長者使用醫療券支付有關費用？  

答: 不可以。在每一次使用醫療券時，長者必須攜同其有效香港身份證或香港特區政府

入境事務處發出的《豁免登記證明書》，親身到醫院接受門診醫療護理服務，並簽署使

用醫療券的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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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1:  如醫療券戶口結餘金額不足以支付費用，長者可否預支未發放的醫療券金額？  

答：不可以。長者在接受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門診醫療護理服務後，如要使用醫療券支付

有關費用，所使用的醫療券金額不可超出當日其醫療券戶口內的結餘。長者可用現金支

付餘下的費用。 

 

 

問題 22:  長者可否與配偶開設聯名醫療券戶口以便日後任何一方都可以使用？  

答：不可以。醫療券只供合資格長者本人使用，每名長者須開立其個人醫療券戶口，醫

療券不可以兌換現金。醫療券亦不可以轉讓或轉贈別人，或與別人共享。 

 

問題 23:  配偶過身後餘下的醫療券可否轉給喪偶者使用？  

答：不可以。醫療券只供合資格長者本人使用，不能轉讓或轉贈別人，或與別人共享。  

 

問題 24:  長者如忘記自己用了多少醫療券，如何處理？ 

答：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在每次扣除醫療券後，都會發給長者一張「醫療券使用記錄」，

當中列明長者到診前和該次診症使用的醫療券金額，以及醫療券戶口內的餘額，以供長

者保存。此外，長者的親友或護老者可協助長者登入醫療券網站 (www.hcv.gov.hk) 或致

電醫療券結存查詢熱線(電話號碼: (852) 2838 0511)，輸入長者的香港身份證號碼及出生

日期，便可查閱長者的醫療券戶口結存、將於來年一月一日發放至長者戶口的醫療券金

額，以及預計將於當日因超過累積上限而被取消的醫療券金額(醫療券的累積金額上限

為港幣 8,000 元)。 

 

問題 25: 精神上無行為能力(包括弱智及精神紊亂人士) 的長者如何使用醫療券？  

答：在香港，已獲香港特區監護委員會授予法定權力的監護人可替精神上無行為能力人

士在其住宿或同意接受醫療或牙科治療等個人事宜上作出重要的決定。監護人亦可獲授

予法定權力替當事人處理限量的金錢。至於精神上無行為能力或沒有決斷能力而未有法

定監護人的長者，多由親屬或社工在保障長者的利益及福利的前題下，以折衷的方法(

沒有正式授權)協助處理有關事宜。以上安排適用於香港特區長者醫療券香港大學深圳

醫院計劃。 

 

問題 26：倘若長者不會讀寫，如何簽署同意書？  

答：如長者不會讀寫，可在一名成年人見證下在同意書簽名欄畫上標記或印上指模，而

該見證人亦須在同意書內寫上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內地身份證明文件號碼及簽署。 

 

問題 27：倘若長者不會讀寫，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職員可否作同意書內的見證人？  

答：可以。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職員向長者講解同意書的內容後可作見證人，並須在

同意書內寫上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內地身份證明文件號碼及簽署。 

 

IV. 在香港使用醫療券 

問題 28：曾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使用醫療券的長者，回到香港時可否使用醫療券支付在

香港接受的醫療服務？  

答：可以。曾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使用醫療券的長者，回到香港後仍可繼續使用其醫療

券戶口内剩餘的醫療券，支付香港私營醫護專業人員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的費用。詳情

可瀏覽長者醫療券計劃網頁 www.hcv.gov.hk 或致電計劃查詢熱線 (電話號碼: (852) 2838 

2311)。 

 

http://www.hcv.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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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署  

二零一九年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