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订位表 

机构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会员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动负责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紧急联络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宿位/露营位 (团体订位必须 9 人或以上，近郊旅舍每次住宿只限 14 晚，郊区旅舍 7 晚，预先申请特别安排者除外。除已预约日营

之团体或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YHA 昂坪戴维斯青年旅舍或白普理赛马会青年旅舍住客外，所有住客均须于旅舍关闭时间离营，以

便旅舍进行例行清洁。)  

请 出所选旅舍:  

 

 (西贡白沙澳) 白沙澳青年旅舍  

 (西贡赤径) 白普理堂  

 (荃湾大帽山) 施乐园  

住宿日期:                                  共_________晚 

由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至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宿位 露营位 

男  女 
/位 

 /位 /位         

 (香港摩星岭) 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 

 (大埔大美督) 白普理赛马会青年旅舍 

 (大屿山) YHA 昂坪戴维斯青年旅舍  

四人房 
六人房 

(昂坪除外) 
八人房 露营位(昂坪) 

/位 /位 /位 
自备营具 旅舍代为搭营 

  

家庭房(除已预约日营之团体或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YHA 昂坪戴维斯青年旅舍或白普理赛马会青年旅舍住客外，所有住客 

均需于旅舍关闭时间离营，以便旅舍进行例行洁。) 

 请注明是次活动内容简介及所需的特别安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兹证明本机构/本人以上所提供之数据均属实无误，并愿意遵守香港青年旅舍协会一切规则及指示。入住期间如有违反旅舍规则或发生

任何意外，概由本机构/本人等自行负责。  

 如需正本发票及收据,请在方格内填上剔号。 

日期：          /         /                 申请人签署及机构盖章： 

入住日期  
住宿日期:                                              共________晚 

由 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至 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 
二人房 

家庭房(三人) 四人房 六人房 
海景 大床 双床 

数量       

白普理赛马会青年旅舍 二人房 四人房 六人房 八人房 

数量     

YHA 昂坪戴维斯青年旅舍 二人大床房  四人房 八人房 

数量    

办事处专用  日期 档案编号 批准人 



 

 

 

 

订位须知 

1. 每次住宿期: 城市及近郊旅舍不能超过十四晚，郊区旅舍不能超过七晚 。 

2. 本会有权要求团体会员于申请预订本会提供之服务及设施时提供任何有关是项申请预订之资料，而本会有绝对酌

情权 

批准或不批准有关申请预订而无须作任何解释。 

3. 旅客如欲预订家庭房，敬请于预订前向本会客户关系组查询有关房间数目。 

4. 为确保每位旅客安全舒适，旅客若携同五岁以下小童入住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白普理赛马会青年旅舍或 YHA 

昂坪戴维斯青年旅舍，须在预订时递交一份家长/监护人声明；而白沙澳青年旅舍、白普理堂和施乐园并无提供家

庭房，因此只开放予五岁或以上旅客。 

5. 除家庭房外，旅舍大房均男女分开住宿并于入住时由旅舍经理安排，旅客或有机会与其他陌生同性同房。 

6. 所有订位先到先得，直至完成付款手续方为确认。宿费可以现金、划线支票(支票抬头请写「香港青年旅舍协

会」) 、信用卡支付或网上转账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户口 002-645414-001。 

7.  订位方法： 

7.1 亲临订位: 请于入住日期前不少于 10 个工作天，带同团体会员证或领队证亲临本会办事处办理手续，宿费可

以现金或信用卡支付。 

7.2 传真订位: 经电话确认宿位后请尽快将填妥之 i) 订位表格 ii) 信用卡付款表 iii) 团体会员证或领队证副本，传

真至本会办事处以便发出入住通知。 

7.3 邮寄订位: 请将填妥之订位表格连同支票或信用咭付款表寄交本会办事处。由于邮递需时，邮寄订位申请须于

拟定入住日期前最少两星期寄抵本会。 

*如预订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请填妥团体订位表格，并电邮至 md.grp@yha.org.hk。 

8.  更改订位 

除下列情况外，所有订位一经本会发出入住通知后恕不能更改(包括入住日期、旅舍、男女比例及入住人数等)： 

8.1 若天文台于入住当日中午 12 时至当晚 11 时期间，发出红/黑暴雨警告或悬挂三号或更高之台风信号，未入住

的会员可更改入住日期，但必须即日通知本会办事处，并须于包括原定入住日期的 5 个工作天内联络本会落实改

期日子，而改期日只适用于天文台发出有关警告或台风信号当日。已付费用恕不退还，已入住者亦不能改期，敬

请留意。如在入住当日中午十二时前天文台已除下或取消上述警告或台风信号，已预订的会员须如常入住，否则

将当弃权论，而已付费用 

恕不退还。 

8.2 若天文台于会员入住后，发出红/黑暴雨警告或悬挂八号或更高之台风信号，已入住会员在旅舍关闭前决定离

开的话可更改入住日期，唯已付费用恕不退还；若决定逗留旅舍的会员则须留在户内安全地方，直至上述警告或

台风信号除下或取消，而已付费用恕不退还。 

8.3 以上 8.1 及 8.2 因天气情况而更改之入住日期之订位，其日子必须在原定入住日期起计三个月内，逾期恕不接

受。旅客可致电本会办事处办理更改入住日期手续。 

9. 取消订位 

旅客若于入住前 30 天以上取消订位，可获退款百份之五十；若入住前 30 天内取消订位，已付宿费恕不退还。请

于办公时间内带同团体会员证或领队证、入住通知及收据亲临本会办事处办理取消订位手续，若退款额达港币$200 

或以上，本会只提供邮寄支票退款。本会只按会员手册内订明之退款条文处理退款，本会恕不负责因任何原因取

消订位所引起之任何损失。 

10. 其他退款安排 

旅客入住后如有任何退款要求，必须于退房日起计三十天内向本会提出，本会将因应个别情况处理，敬请留意。 

mailto:md.grp@yha.org.hk


 

 

 

11. 有关西贡白沙澳或赤径青年旅舍之交通 

11.1 如需使用旅游车进入西贡白沙澳或赤径青年旅舍，请于入营前至少 14 天将填妥之本会「北潭涌闸口许可证申 

请表格」及入营纸传真(2788 3105)本会办事处代为申请(20 人或以上团体方可登记旅游车通过北潭涌闸口)，西贡郊

野公园游客中心保留最终审批权。 

11.2 私家车辆必须于白沙澳青年旅舍或黄石码头上落客后立刻离开，否则可能被列入黑名单。 

11.3 旅客亦可使用 7 号专线小巴来往西贡和白沙澳青年旅舍(尾班车为下午 6 时 25 分) 或 94 号巴士来往西贡和

黄石码头(尾班车为晚上 9 时)。 

 

住宿须知 

1. 入营时请出示有效的会员证 / 领队证，并将入住通知及入住名单交予旅舍经理办理入营手续及核对身份。 

2. 旅舍为公用地方，入营人士的个人财物请务必自行妥善保管，如有任何损失，本会恕不负责。 

3. 请按旅舍经理指示协助旅舍之清洁工作，包括洗碗及执拾床铺等。 

4. 所有入住人士必须遵守本会之「旅舍规则及指引」，否则旅舍经理有权勒令其实时离开。 

5. 各旅舍入营及出营时间如下： 

旅舍 

入住时间         退房时间  

周日至周五 

及公众假期 

周六及 

公众假期前夕 
周一至周六 

周日及 

公众假期 

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 15:00 – 24:00             07:00 – 12:00 

 白普理赛马会青年旅舍/ 

YHA 昂坪戴维斯青年旅舍 

15:00 – 23:00 

其他旅舍 16:00 – 23:00 15:00 – 23:00    07:00 – 10:00   07:00 – 13:00 

6. 各旅舍休息时间如下： 

6.1  除已预约日营之团体或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住客外，所有住客均需于旅舍关闭时间离营，以便旅舍进行例

行清洁。如需于该时段逗留旅舍，须预先向本会申请(只限最少 25 人的团体)，每人并须缴交港币$20 日营费用。 

6.2  晚间休息期间敬请旅客保持安静，以免骚扰他人休息。 

旅舍 

接待处及 

大闸关闭时间 

旅舍日间关闭时间 

周一至周五 
周六及 

公众假期前夕 

周日及 

公众假期 

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 00:00 至翌日 07:00 / 

白普理赛马会青年旅舍/ 

YHA 昂坪戴维斯青年旅舍 
23:00 至翌日 07:00 

/ 

其他旅舍 23:00 至翌日 07:00 10:00 – 16:00  10:00 – 15:00  13:00 – 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