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合约 

服务条款如下： 

1) 服务内容 

a) 本合约服务对象只限客户/ OK Care 应用程序客户 (以适用者为准) 名义下同意的服务

使用者，客户如需更改服务用户人数可在 OK Care 应用程序上更改或与本公司职员

联络。 

b) b)    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将根据以下内容提供服务： 

 

i. 作为预订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职责的具体任务，例如： 

- 由注册护士或注册护士处理 Ryles 管 

- 物理治疗师的胸部理疗（敲打、吸嘬） 

ii. 当需要任何额外服务时，将收取额外费用并由OK CARE根据所需服务安排。 

iii. 在条件安全的情况下执行任务。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将根据他们的专业经验进行

判断，并建 

 

c) 提供服务之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将评估服务使用者的状况： 

i. 生命体征，例如体温、脉搏、呼吸、血压 (测试仪器由客人提供)，以确认服务

使用者的身体状况是适合；如检查后护理人员评估服务使用者不适合进行预

订的服务，护理人员须提交详细的评估/治疗记录，并会根据专业判断建

议客户终止服务，OK CARE会接手与客户讨论替代安排 ； 

ii. 对于移动和提举，将在安全措施下进行，以避免对客户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造成潜在伤害。如果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根据他/她的专业判断认为单独执行

服务不安全，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可能会要求合适的器材和/或协助，例如但

不限于： 

- 用于移动卧床和/或瘫痪客户和/或体重 > 50 公斤的升降机/需要2 人协助

/拍幻灯片/采用侧板； 

 

d) 服务时间超过 4 小时将有合理的如厕/茶歇安排，服务时间超过 7 小时将有   

         合理的用餐时间安排； 

 



  

  

 

e) 服务结束前，医护人员会再次检查服务使用者的一般情况，必要时测量体温、

脉搏、换气量、  血压（设备由客户提供）。 

2) 服务收费 

a) 预订的服务费将按照付款条件提前支付，以便安排医疗专业人员及相关的安排； 

b) 如因任何情况，服务时间需要延⾧，本公司将会收取额外收费，费用将按比例以每小时计

算收取，不足一小时以一小时计算； 

c) 在任何情况(除护理人员自身问题外) 因服务使用者或护理人员感到人身安全有威胁，

令护理人员上门后无法向其提供服务，客户仍须支付当次/日服务费的全部费用； 

d) 公众假期的额外收费安排： 

于以下日子提供服务，客户须要支付 1.5 倍之服务费用； 

i. 政府公布的公众及法定假期 (大年初一、初二及初三收费详见 iv) 

元旦、清明节、耶稣受难节、耶稣受难节翌日、复活节星期一、佛诞、劳动节、端午

节、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国庆节、中秋节翌日、重阳节、圣诞节和圣诞节

后第一个周日 (节礼日) ； 

ii.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指定，如果上述翌日为公众假期 ； 

iii. 其他特定日子 

中秋节、平安夜和除夕； 

iv. 于年三十、大年初一、初二及初三或冬至提供服务，客户须要支付 2 倍之服务费用； 

 

e) 客户可以现金、信用卡、支票、银行入数、转数快或于 OK Care 手机应用程

序支付服务费用； 

 

i. 下载OK Care手机应用程式，通过手机应用程式以信用卡支付； 

ii. 以现金或信用卡支付，请于办公时间内 (星期一至五,09:30-18:30) 亲临本

公司 (中环皇后大道中 33 号万邦行 9 楼 912 室) 缴交； 

iii. 以支票支付，其支票定必于所需要服务日期前不少于 2 个工作日 (以本公司收到之日

期为准)， 寄达本公司,支票抬头请写“OK CARE LIMITED”，支票背页请注

明客户、服务用户姓名及联络电话，并将支票寄往中环皇后大道中 33 号万邦

行 9 楼 912 室； 



  

  

 

iv. 以银行入数方式支付，请将款项存入本公司中国银行账户012-704-0-

008829-5，并将入数纸 whatsapp 至电话 6514 1452； 

v. 以转数快账户支付：100723840，收款人为“OK CARE LIMITED” ； 

vi. 对于上述第 ii - v. 项，将收取HK$  200 的额外行政费； 

 

f) 可以通过应用程式或网站进行预约。线下预约安排每次需额外收取HK$ 200 行政费； 

 

g) 可在应用程式的“已保存专业人员”上预约同一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并以医疗保健专业人

员的日程而定； 

 

h) 当客户决定直接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安排服务时，在最后一次预订后 6 个月内安排的新预

订，客户将向 OK CARE 支付 HK$ 2,000 的代理费。 

3) 临时取消服务安排 

a) 在不少于服务日四十八小时前通知本公司取消服务，客户须支付 HK$200 的手续

费； 

b) 在少于四十八小时内通知本公司取消服务，所缴交之费用全数不获退回； 

c) 以上 a) & b) 两项通知本公司取消服务的时间，必须以本公司职员于办公时间内 (星期一

至五, 09:30-18:30) 以电话确认收到为准； 

d) 若因服务使用者或客户要求须在服务期间终止服务，本公司将收取该次服务的全部费用。

余下未使用的服务费，可安排取消和退款。本公司将会从余下服务费中收取 HK$200 的手续

费，退还的服务费将在取消日期后的一个月内寄回服务地点，OK CARE Limited 提供的免费积

分不予退还。 

 

 

4) 退款政策及手续费 

a) 只有在特别情况下才会有退款安排； 

b) 若本公司在服务日期 24  小时内未能安排服务，可安排取消和退款。 

c) 若服务使用者在服务期间离世，本公司将收取该次服务的全部费用。若服务使用者因

离世而未能继续使用服务，可安排取消和退款。客户应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通知本公司

（“通知日期”）。本公司将会从余下服务费中收取 HK$200 的手续费，退还的服务

费将在通知日期后的一个月内寄回服务地点。 



  

  

 

d) 若客户或服务使用者希望终止服务，客户或服务使用者须以书面提出申请；

本公司将会从余下服务费中收取 HK$200 的手续费，退还的服务费将在通知

日期后的一个月内寄回服务地点；OK CARE Limited 应用程式上的免费积分不

予退还 

 

5) 暴雨警告生效下的工作安排及收费 

a) 黄色或红色暴雨警告生效时，所有服务将按原定安排进行； 

b) 服务时间  2  小时前发出黑色暴雨警告，护理人员将不会前往服务地点提供服务，直至

黑色暴雨警告取消； 

c) 当黑色暴雨警告取消后，护理人员需于 3 小时内前往服务地点提供服务，当日服务费

以一整日计算收取, 如需护理人员特快到达服务地点，客户或服务使用者须另付交

通津贴； 

d) 如服务期间内发出黑色暴雨警告，护理人员将会留在安全的地方，继续工作； 

e) 如服务完结时发出黑色暴雨警告，护理人员将会继续留在服务地点提供服务，直至黑色

暴雨警告取消，额外的服务时间将按比例收取 1.5 倍的服务费用； 

 

6) 台风讯号生效下的工作安排及收费 

a) 悬挂三号或以下台风讯号时，所有服务将按原定安排进行； 

b) 服务时间 2  小时前悬挂八号或以上台风讯号，护理人员将不会前往服务地点提供服务，

直至八号或以上台风讯号除下； 

c) 当八号或以上台风讯号除下后，护理人员需于 3 小时内前往服务地点提供服务，当日

服务费以一整日计算收取, 如需护理人员特快到达服务地点，客户或服务使用者须

另付交通津贴； 

d) 如服务时间内或于服务完结时悬挂八号或以上台风讯号，护理人员将会继续留在服务地

点提供服务，直至八号或以上台风讯号除下，由八号台风讯号生效起至八号或以上台风

讯号除下期间的服务费用将按比例以 1.5 倍收取； 

 

7) 注意事项 

a) 如服务使用者在服务期间遇到紧急医疗情况，护理人员会代为召唤救护车及通知其家

人，护理人员会陪同服务使用者入院，直至其家人到达；如所需时间超出指定服务时

间，收费将按 2b) 项计算； 

b) 在提供服务期间，护理人员如感到人身安全有威胁的情况下有权拒绝或终止服务。 



  

  

 

c) 如客户或服务使用者对护理人员的表现未感满意，请与本公司职员联络，本公司

将在合理的情况下为服务使用者免费更换一次护理人员； 

d) 建议顾客自行购买家佣保险及家居保险； 

e) 客户或服务使用者不得与护理人员私自签订本合约，或私自达成合约以外的任何条款， 

否则即属违反本服务合约，本公司将有权实时解除本合约，本公司有权向客户 

追讨及/ 或从所预缴之服务费内扣除因客户的违约而令本公司所蒙受的所有损失，本公

司将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8) 个人资料收集及私隐保密安排 

a) 客户及服务使用者必须提供其个人资料，否则本公司将不能有效提供服务； 

b) 本公司对客户及服务用户所提供的所有数据，绝对保密； 

c) 在法律许可情况下，个人资料将只会由本公司职员用作服务及有关通讯等用途； 

d) 本公司将向客户及服务用户以电话、WHATSAPP 或 OK Care 手机应用程序 等方式

发放信息，请准确填写有关个人资料以便联络。如有任何更改，请尽快以书面向本公司提

出更新； 

e) 客户及服务使用者提供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联络方法、病历等）将用作与本公司沟

通渠道，电话、WHATSAPP 或 OK Care 手机应用程序等为客户及服务使用者送上本

公司的最新信息及推广讯息，如折扣优惠、最新服务等；客户及服务使用者可随时以书

面或电邮方式向   本公司申明是否愿意继续接收有关信息。 如不欲收到任何透过上述

渠道发出的信息，包括折扣优惠，请在方格内填上剔号 ； 

f) 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客户及服务使用者有权知悉本公司有否保留其个人资料，

同时   亦可查阅、索取及更改其个人资料。客户及服务使用者如欲查阅其个人资料，请以

书面方式交回 本公司；本公司将会酌情收取行政费用。如欲更改一般个人资料，请以书

面方式交回 本公司； 

g) 上述服务合约条款适用于 OK CARE LIMITED 及集团公司成员； 

h) 如适用，客户须提供有效的医生转介信。 

 

9) 应用程式信息通知和电邮 

           包括预订/执行详情、OK CARE Limited 的重要信息和健康提示将通过应用程式发送。 

10) 本合约之条款除非得到本公司同意，否则一经签署便不能更改，签署本合约前敬

请详细阅读； 

11) 对本合约内任何条文有任何争议，OK CARE LIMITED 保留最终决定权。 

 



  

  

 

 

本人已获委托成为委托人，并受服务使用者授权提供其个人资料，提出服务要求，可知悉其

一切身体状况、病情及医护信息，以及支付服务所牵涉的一切费用；同时本人已阅读、明白

及接受以上合约内的所有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