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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 （852）2402-2188     傳真 : （852）2411-2323
荔枝角長裕街15號永明工業中心4樓1-3室

荔枝角總公司 （荔枝角港鐵站A出口）

電話 : （852）2882-7922     傳真 : （852）2882-7911

銅鑼灣陳列室 （銅鑼灣港鐵站F1出口）

銅鑼灣渣甸街5 -19號京華中心12樓1206室

:電話  （852）2992-0226     傳真 : （852）2992-0079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10號加威中心7樓702室

尖沙咀陳列室 （尖沙咀港鐵站B1出口）

團隊專業性 :
國際認可註冊睡眠醫學技師RPSGT（由美國BRPT頒發此專業資格）
負責公司營運管理及監察，服務水準達世界級水平。

1.

技術員及產品指導員均有接受恆常的儀器製造商最新培訓，擁有最
新最正確的產品知識及技術提供準確安全的醫療服務。

2.

業務策劃代表不時出席相關的本地及海外醫學會議，確保服務規劃
能跟最新醫療準則接軌。

3.

    

   於1993年成立，擁有超過28年醫療服務經驗，

並持有多項專業認証資格。由美國BRPT頒發國際認可註冊睡眠醫

學技師RPSGT負責公司營運管理及監察，服務水準達世界級水平，

為各政府及私營醫院、診所及多個醫療集團轉介的睡眠窒息症患者

提供一站式的專業醫療服務。

康家醫療

荔枝角、尖沙咀及銅鑼灣分店均設有獨立試機室，提供既專業又舒適的試機環境及服務。

˙嘉諾撒醫院

˙香港港安醫院-司徒拔道

˙明德國際醫院

˙港怡醫院

˙香港港安醫院-荃灣

˙寶血醫院

˙聖德肋撒醫院

˙播道醫院

˙香港浸信會醫院

˙聖保祿醫院

˙仁安醫院

˙養和醫院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

   兒童醫院

˙東區尤德那打素醫院

˙律敦治醫院

˙東華東院

˙瑪麗醫院

˙東華醫院

˙基督教聯合醫院

˙九龍醫院

˙廣華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

˙靈實醫院

˙明愛醫院

˙屯門醫院

˙葵涌醫院

˙瑪嘉烈醫院

˙仁濟醫院

˙雅麗氏何妙齡

   那打素醫院

˙北區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

˙沙田醫院

˙大埔醫院

˙博愛醫院

˙及其他私家診所、醫療集團

遙距跟進治療服務

荔枝角 ˙ 尖沙咀 ˙ 銅鑼灣

初用者常有出現適應上的問題，及後或需要疑難排解服務。

康家醫療新推出持續遙距跟進服務，只須安座家中，即可享用多項專業協助如: 康家醫療 提供睡眠窒息症診療服務的
醫院 / 醫療中心：

多項醫學研究指出﹐睡眠窒息症不及早治療，可導致嚴重

健康問題而引起的併發症包括 :

˙中風
˙糖尿病
˙高血壓
˙青光眼
˙腦退化症(老人痴呆)
˙記憶力減退
˙情緒病
˙性功能減退

˙心律不正
˙心血管病
˙胃酸倒流
˙脾氣暴躁
˙精神難以集中
˙人際關係變差
˙婚姻生活欠美滿
˙增加工業或交通意外的風險

正視 睡眠窒息症 Sleep Apnea

連續正氣壓睡眠呼吸機 CPAP 是現時醫學上被認証為治療睡

眠窒息症的最有效方法。多項醫學研究已證實使用後可即時

解決睡眠窒息及缺氧問題，並能消除鼻鼾及提升睡眠質素。

由於不含任何藥物成分，長期使用並不會產生副作用。

呼吸機為呼吸道輸入正氣壓，防止呼吸道收窄而產生
窒息，令空氣因此能暢通無阻地進入肺部。

操作原理 :

暢通的呼吸道受阻塞的呼吸道

一線治療 睡眠呼吸機 CPAP

新推出

#只跟特選型號 - G3系列 A20、B25A 及 B30VT；其他型號則提供2年保養期
##只跟特選型號 - G3系列 A20、B25A 及 B30VT

售前服務 謹慎．細心

年全包原廠保養#4售後服務 全方位保障．

衞生署表列醫療儀器進口商（表列號碼：IMP080001*）
* 進口商獲表列並不表示其醫療儀器產品獲表列

只須透過手機程式，掃瞄呼吸機上 iCode 二維碼，便可
輕易將用機報告傳到我們為您即時跟進。

下載療效報告，並透過電話了解報告內容。
按醫生更改的處方重新調整呼吸機設定。
遇上用機感不適或困難，教授解決方案，並糾正使用上錯誤。

美國BRPT頒發國際認可註冊睡眠醫學技師RPSGT証書
Internationally recongized RPSGT credential certified by BRPT (USA)

國際註冊睡眠醫學技師
RPSGT監控管理服務，
質量達世界級水平。

強大醫療網絡讓我們
與醫生緊密溝通，提
供精準無誤的治療。

產品講解由儀器製造商
授權的專員負責，給予
正規標準的產品知識。

儀器出售前通過合資
格技術員品質驗証。

設舒適試機室，體驗佩
戴呼吸機的真實感覺。

提供兩種價格級別的
服務，迎合不同預算
及要求的客戶。

年年例行檢查，機件
操作穩定無偏差。

每年免費領取
新鼻罩1個及新隔塵綿##

維修期內，免費借用機。 生產商發出產品回收或更
新時，會聯絡客戶跟進。

24小時緊急服務熱線

24hrs

Hotline

每半年專業內籠除塵消毒，
免積塵霉菌致機件故障或令

你吸入有害物。

全港獨創 特選型號睡眠呼吸機

每年免費更換新面罩
每年免費更換新隔綿
每6個月免費機件檢查保養
每6個月免費內籠清潔除塵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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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S系列
超值之選˙適合大眾化預算

袖珍體積，超輕便之選 - 15.9 x 6.6 x 7.2 厘米 / <400克

使用智能手機APP操作呼吸機，並能手機APP裏查看用機報告。

配設特幼喉管，整套呼吸機用品可全放於小巧便攜包內。

M1 Mini 系列
輕盈˙便攜式呼吸機

G3系列
舒適度再提升˙適合追求最佳舒適體驗人士

擁有G2S系列所有功能，並增設多項新智能設定，提高整體用機體驗。

型號

G2S B25A
自動雙氣壓

(高階版自動調壓)

雙氣壓 ST
(中樞性窒息適用)

類型 租機 呼吸機連加熱濕潤機

按金  $3,000
每月  $1,000 折實價   $14,800

G2S A20 自動調壓 按金  $2,000
每月  $900 折實價   $8,800

G2S B25T 按金  $3,000
每月  $900 折實價   $16,800

固定氣壓
(基本級)G2S C20 按金  $1,000

每月  $400 折實價   $4,800

系列呼吸機售價及租金 + 2年全包保養G2S

固定氣壓
(基本級)

G3 C20
按金  $1,000
每月  $500 折實價   $5,800

型號 類型 租機 呼吸機連加熱濕潤機

系列固定氣壓呼吸機售價及租金 + 2年全包保養G3

折實價   $1,800系列 SpO2 SensorG3折實價   $1,800系列 SpO2 SensorG2S

自動調壓M1 Mini 按金  $2,000
每月  $1,300 折實價   $12,800

型號 類型 租機 呼吸機連加熱濕潤機

系列呼吸機售價呼吸機售價及租金 + 2年全包保養Mini

國際品牌BMC多個國家衞生局認可，擁有美國FDA、歐盟CE、澳洲
TGA/ARTG及加拿大認証。專注為全球用戶研發高科技呼吸專科及睡眠
窒息症醫療儀器與配件，供應鏈遍及美國、歐洲、亞太等地，覆蓋全
球150多個國家及地區，每年售出呼吸機數量高達400,000部，是世界
排名前列的睡眠呼吸機品牌。

當您懷疑自己可能患有睡眠窒息症時，應盡快徵詢醫生專業
意見。

但有些公司會直接叫你購買睡眠呼吸機，提議不須看醫生。
這時候你要小心，因睡眠呼吸機是須經由醫生處方，並由醫
生跟進用後的情況。

1

如醫生建議您做一個詳盡合規的睡眠測試，您應聽取醫生專
業意見及找一間專業合規及擁有RPSGT註冊睡眠醫學技師監
測的公司幫你。

有些不合規的公司，聲稱能提供睡眠測試，但沒有任何專業
資格去証明其專業性。曾有醫院發覺經這些公司做的測試報
告結果，與病人真實病情差距甚遠。測試結果不正確，會大
大影響之後的治療方案。

2

完成睡眠測試後，如需要購買睡眠呼吸機，應小心選擇一間
由原廠直授代理權的公司, 日後的保養維修等事項才能獲得
應有的保障。

有些公司雖然是衞生署表列的醫療儀器進口商，但卻出售來
歷不明的醫療產品。當產品發生事故時，用家無法得到任何
應有的支援及保護。

3

購買睡眠呼吸機前
要留意的幾個

小貼士小貼士

Life saver....

I had chronic sleep apnea from the past 10 years. I now sleep much much better after purchasing and 
using this machine. It's a must but for anyone with sheep apnea or chronic snoring problem.

我過去10年患有睡眠窒息症。當我用了這機器之後，我現在睡得比從前好了很多。這是任何患有
睡眠窒息及打鼻鼾問題的人的必然之選。

Exellent machine and superb performance

Item came packed in a durable and attractive carry case. 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which I disliked 
about this product. It was used to relieve snoring and severe sleep apnoea. The snoring and apnoea 
disappeared as soon as connected to the machine. With it, the patient is getting sound sleep every day. 
Machine very quiet during operation. Very happy with this product.

物件包裝在耐用精美的便攜袋中。我絶對沒有對這產品有任何不喜歡的地方。它是用作舒緩打鼻
鼾及解決嚴重睡眠窒息症的問題。當用了這機器，鼻鼾及窒息都立即消失。有了它，病人可以每
天都得到優質的睡眠。機器操作時非常寧靜。很滿意這產品。

BMC 真實用家評語:

Superb performance

我用了一星期。表現十分好。我們可以通過手機應用程式PAPLINK使用iCode下戴報告。附有8GB
記憶咭儲存睡眠報告。高度推介。

I used it for last 1 week. Working fine. We can generate report from iCode with "PAPLINK" android app 
from mobile. It is coming with 8GB storage memory card for recording sleep reports. Highly recomended.

呼氣減壓設計 根據用者的呼吸節奏及速度，調節氣壓輸出的大小，令
你感更暢通自然。

更寧靜 獨創 Multi-Stage 多重隔音設計，操作音量低於26分貝，
表現相當寧靜。

智能感應
入睡時間

智能 Auto Ramp 氣壓漸進功能，自動監測入睡時間並
切換到治療模式；未入睡時，保持柔風狀態，令您容
易入睡。

PM2.5過濾綿
自選項目

可選擇使用特製強效PM2.5過濾綿，高效過濾吸入的
空氣，令吸入的空氣更潔淨安全。

規格 26.5 ×14.5 ×11.4 厘米 / 重1.7公斤 (呼吸機連濕潤機)

智能濕潤機 一體化智能濕潤機，能因應周邊空氣濕度自動調節潤濕
水平，時刻輸送出最理想的保濕效果，不用再為調節合
適的潤濕設定而費神。漏氣補充功能 當偵測到面罩戴得不穩妥而導致漏氣時，呼吸機會作自

動補充，令治療不會因氣壓不穩而受影響。

偵測窒息類別
確保療效準確

利用 Forced Oscillation Technology 偵測不同類型的睡眠
窒息症，作出適當的治療氣壓。

一體化濕潤機 大熱板設計，均勻穩定的熱度令濕潤效果更優秀。

規格 27.4 ×18.4 ×11.5 厘米 / 重1.9公斤 (呼吸機連濕潤機)
2.4寸彩色顯示屏
設停電警告
內置記憶可儲存65日用機數據

寧靜 操作音量低於28分貝，優化降音系統，將聲音控制於
難以察覺的低頻音域。

報告輕易
查看分享

相比以往需要多種工具如SD咭、下載線、藍牙裝置及
數據盒的繁複下載方法，現在只須一個步驟 - 用手機程
式 PAPLINK 掃瞄一下 iCode 便成! 還可輕易將報告傳出
分享。

型號

G3 B25A
自動雙氣壓

(高階版自動調壓)

類型 租機 呼吸機連加熱濕潤機

按金  $3,000
每月  $1,500 折實價   $19,800

G3 A20 自動調壓 按金  $2,000
每月  $1,300 折實價   $12,800

雙氣壓 ST
(中樞性窒息適用)G3 B30VT 按金  $3,000

每月  $2,000 折實價   $26,800

系列呼吸機售價及租金 ＋ 『安枕無憂』G3 ４年全包保養售後配套計劃 

 口鼻罩  鼻腔管 面罩墊 鼻罩  下巴帶

紐西蘭 Simplus
矽膠口鼻罩

美國 Anew
布織口鼻罩

美國 D150
矽膠口鼻罩

美國 Mojo
啫喱口鼻罩

美國 Aura
啫喱鼻罩

美國 D100 
矽膠鼻罩

美國 Elan
布織鼻罩

紐西蘭 Eson2
矽膠鼻罩 * 解決用口呼吸問題

台灣 Ruby 下巴帶 德國 BMC P2
矽膠鼻腔管

 RemZzzs™ 
棉質面罩墊

Boomerang
Gel Pad 啫喱面罩墊

* 解決敏感或漏氣問題

德國 J200
矽膠鼻腔管

BMC N5A

獨家發售 獨家發售 獨家發售 獨家發售 獨家發售 獨家發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