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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肾病基金 

 

肾病儿童津贴指引 (2017 年 8 月更新) 

 

 

津贴类别 津贴额* 申请资格 申请手续 津贴发放方法 

自动腹膜透析津贴 –  

喉管费用 

1. 购买自动腹膜透析所用喉

管费用的百分之七十五。 

2. 最高津贴限额为每人每年

港币二万五千元。 

 

1. 罹患末期肾衰竭而需要

进行自动腹膜透析治疗

的儿童。 

2. 年龄必须为二十一岁或

以下。 

1. 填妥申请表格，由主诊

医生任推荐人。 

2. 每年十月至十二月之

间，由主诊医生以书面

证明需要，方可在下年

度继续领取资助。 

 

-  病童家庭只需向喉管供

货商缴付费用的百分之

二十五，余款由基金向供

货商直接缴付。 

自动腹膜透析津贴 –  

购置必需物品资助 

1. 为开始以自动腹膜透析洗

肾的儿童提供购置必需物

品百分之五十的资助，如电

子磅、血压计、钛金属接驳

器等。 

2. 最高金额为每人港币一千

元。 

 

1. 罹患末期肾衰竭而需要

进行自动腹膜透析治疗

的儿童。 

2. 年龄必须为二十一岁或

以下。 

3. 开始进行自动腹膜透析

治疗。 

- 填妥申请表格，由主诊

医生任推荐人。 

- 呈交购物单据正本，由

基金发还所用金额的百

分之五十，以港币一千

元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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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血治疗交通费用津贴 

 – 的士费用 

1. 乘坐的士津贴上限每次单

程为港币八十元，双程一

百六十元。 

2. 每年申报次数最多为一百

五十节。 

1. 罹患末期肾衰竭而需要

每周数次到医院进行洗

血治疗的儿童。 

2. 年龄必须为二十一岁或

以下。 

3. 因身体特殊情况，必须

乘坐的士往返医院。 

4. 家庭入息不超于医院管

理局减免费用机制所采

用的最新「家庭住户每

月入息中位数」。 

 

1. 填妥申请表格，由主诊

医生及医务社工同时推

荐。 

2. 每年十月至十二月之

间，由主诊医生以书面

证明需要，再由医务社

工确定，方可在下年度

继续领取资助。 

- 呈交的士车费收据正

本。基金将依据上限退

回金额。 

- 申领交通费用津贴的治

疗节，必须由有关医生

或护士签发出席证明。 

洗血治疗交通费用津贴 

 – 公共交通费用 

1. 儿童可由一位家长陪同，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

巴士、 港铁及小巴，往返

医院。陪同家人亦可获交

通费用资助。 

2. 病童及陪同成年人，两人

每次双程来回上限为港币

六十元。  

3. 每年申报次数最多为一百

五十节。 

1. 罹患末期肾衰竭而需要

每周数次到医院进行洗

血治疗的儿童。 

2. 年龄必须为二十一岁或

以下。 

3. 病童住处距离医院较

远。 

4. 家庭入息不超于医院管

理局减免费用机制所采

用的最新「家庭住户每

月入息中位数」。 

 

1. 填妥申请表格，由主诊

医生及医务社工同时推

荐。 

2. 每年十月至十二月之

间，由主诊医生以书面

证明需要，再由医务社

工确定，方可在下年度

继续领取资助。 

- 申领交通费用津贴的治

疗节，必须由有关医生

或护士签发出席证明。 

- 于出示出席治疗证明

后，基金将依申请书所

注明的津贴需要发放金

额。 

- 毋需再呈交车费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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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妥昔单抗资助计划 1. 病者家庭总入息为「家庭住

户每月入息中位数」百分之

一百或以下： 

- 按医生指定药物每次剂

量所需费用的百分之八

十五 

2. 病者家庭总入息介乎「家庭

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百分

之一百至一百三十之间： 

- 按医生指定药物每次剂

量所需费用的百分之五

十 

 

 

注： 

a. 肾病综合症: 每人最多三次
疗程，每次一至二剂。 

b. 狼疮肾炎: 每人最多一次疗
程，资助总份量最多为２
gm。 

1. 病童患有难治肾炎，这

包括类固醇依赖性或

耐药性肾病综合症和

狼疮肾炎。 

难治定义为︰ 

- 虽然经多种药物治疗
(例如类固醇、环孢素、
他克莫司、霉酚酸脂)，
病情还未受控；及 

- 大剂量类固醇(强的松
龙每日剂量≧
0.5mg/kg)和以上药物
共享以维持病情受控
状况。 

2. 年龄必须为十九岁或以

下。 

3. 家庭入息不超于医院管

理局减免费用机制所采

用的最新「家庭住户每

月入息中位数」的百分

之一百三十。 

 

 

填妥申请表格，由主诊医

生及医务社工同时推荐。 

 

- 呈交从医院药房购买药

物的单据正本，根据批

核的资助比例，由基金

发还所用金额的百分之

八十五或百分之五十。 

 

或 

- 病童家庭只需向医院缴

付费用的百分之十五或

百分之五十，余款根据

批核资助比例由基金向

医院直接缴付。 

 

(确实资助比例及付款方法，

可参考基金批核申请的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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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移植后药物资助计

划 –  

A) 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 

B) Tacrolimus (FK506) 

C) Sirolimus 

D) Advagraf (长效
Tacrolimus) 

1. 病者家庭入息为「家庭住户

每月入息中位数」百分之一

百或以下： 

- 按医生指定药物每次剂

量所需费用的百分之八

十五 

2. 病者家庭入息介乎「家庭住

户每月入息中位数」百分之

一百至一百三十之间： 

- 按医生指定药物每次剂

量所需费用的百分之五

十 

1. 曾进行肾脏移植的病

童。 

2. 年龄必须为二十一岁或

以下，并于申请资助时

不超过十九岁。 

3. 使用 Advagraf 的病者，于

申请资助时年龄必须介

乎十二至十九岁之间。 

4. 家庭入息不超于医院管

理局减免费用机制所采

用的最新「家庭住户每

月入息中位数」的百分

之一百三十。 

 

1. 填妥申请表格，由主诊

医生及医务社工同时推

荐。 

2. 每年十月至十二月之

间，由主诊医生以书面

证明需要，再由医务社

工确定，方可在下年度

继续领取资助。 

- 呈交从医院药房购买药

物的单据正本，根据批

核的资助比例，由基金

发还所用金额的百分之

八十五或百分之五十。 

 

或 

- 病童家庭只需向医院药

房缴付费用的百分之十

五或百分之五十，余款

根据批核资助比例由基

金向医院药房直接缴

付。 

 

(确实资助比例及付款方

法，可参考基金批核申请

的通知。) 

 

肾脏移植诱导药物治疗

资助计划 

接受肾脏移植所需诱导药物治

疗的全数费用。 

1. 于肾脏移植需要诱导 

药物治疗的病童。 

2. 年龄必须为二十一岁

或以下。 

1. 填妥申请表格，由主诊

医生推荐。 

2. 由于移植手术刻不容

缓，有合适肾脏后必须尽

快进行移植，故可接受后

补申请。唯申请必须于移

植手术后的十四天内提

交。 

 

- 呈交医院药费收据的正

本，基金将全数发还款

项。 

 

或 

- 由基金向医院直接缴付

全数有关费用。 

*  如申请家庭有特殊经济困难，基金可考虑医务社工所作的强烈推荐，批核更高的津贴额。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