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體訂位表
機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會員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負責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宿位/露營位

(團體訂位必須 9 人或以上，近郊旅舍每次住宿只限 14 晚，郊區旅舍 7 晚，預先申請特別安排者除外。除已預約日營

之團體或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YHA 昂坪戴維斯青年旅舍或白普理賽馬會青年旅舍住客外，所有住客均須於旅舍關閉時間離營，以
便旅舍進行例行清潔。)

住宿日期:

請 出所選旅舍:

共_________晚

由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至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西貢白沙澳) 白沙澳青年旅舍

宿位

 (西貢赤徑) 白普理堂

露營位

男

 (荃灣大帽山) 施樂園

女
/位
六人房

四人房

 (香港摩星嶺) 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

(昂坪除外)

 (大埔大美督) 白普理賽馬會青年旅舍
 (大嶼山) YHA 昂坪戴維斯青年旅舍

/位

/位

/位

/位

八人房

/位

露營位(昂坪)
自備營具

旅舍代為搭營

家庭房(除已預約日營之團體或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YHA 昂坪戴維斯青年旅舍或白普理賽馬會青年旅舍住客外，所有住客
均需於旅舍關閉時間離營，以便旅舍進行例行潔。)

住宿日期:

入住日期

共________晚

由 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至 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二人房

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

海景

大床

雙床

二人房

四人房

六人房

家庭房(三人)

四人
房

六人房

數量
白普理賽馬會青年旅舍

八人房

數量
YHA 昂坪戴維斯青年旅舍

二人大床房

四人房

八人房

數量

請註明是次活動內容簡介及所需的特別安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茲證明本機構/本人以上所提供之資料均屬實無誤，並願意遵守香港青年旅舍協會一切規則及指示。入住期間如有違反旅舍規則或發生
任何意外，概由本機構/本人等自行負責。

 如需正本發票及收據,請在方格內填上剔號。

日期：
辦事處專用

/

/
日期

申請人簽署及機構蓋章：
檔案編號

批准人

訂位須知
1.

每次住宿期: 城市及近郊旅舍不能超過十四晚，郊區旅舍不能超過七晚 。

2.

本會有權要求團體會員於申請預訂本會提供之服務及設施時提供任何有關是項申請預訂之資料，而本會有絕對酌
情權
批准或不批准有關申請預訂而無須作任何解釋。

3.

旅客如欲預訂家庭房，敬請於預訂前向本會客戶關係組查詢有關房間數目。

4.

為確保每位旅客安全舒適，旅客若攜同五歲以下小童入住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白普理賽馬會青年旅舍或 YHA
昂坪戴維斯青年旅舍，須在預訂時遞交一份家長/監護人聲明；而白沙澳青年旅舍、白普理堂和施樂園並無提供家
庭房，因此只開放予五歲或以上旅客。

5.

除家庭房外，旅舍大房均男女分開住宿並於入住時由旅舍經理安排，旅客或有機會與其他陌生同性同房。

6.

所有訂位先到先得，直至完成付款手續方為確認。宿費可以現金、劃線支票(支票抬頭請寫「香港青年旅舍協
會」) 、信用卡支付或網上轉賬到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戶口 002-645414-001。

7. 訂位方法：
7.1 親臨訂位: 請於入住日期前不少於 10 個工作天，帶同團體會員証或領隊証親臨本會辦事處辦理手續，宿費可
以現金或信用卡支付。
7.2 傳真訂位: 經電話確認宿位後請盡快將填妥之 i) 訂位表格 ii) 信用卡付款表 iii) 團體會員証或領隊証副本，傳
真至本會辦事處以便發出入住通知。
7.3 郵寄訂位: 請將填妥之訂位表格連同支票或信用咭付款表寄交本會辦事處。由於郵遞需時，郵寄訂位申請須於
擬定入住日期前最少兩星期寄抵本會。
*如預訂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請填妥團體訂位表格，並電郵至 md.grp@yha.org.hk。
8. 更改訂位
除下列情況外，所有訂位一經本會發出入住通知後恕不能更改(包括入住日期、旅舍、男女比例及入住人數等)：
8.1 若天文台於入住當日中午 12 時至當晚 11 時期間，發出紅/黑暴雨警告或懸掛三號或更高之颱風信號，未入住
的會員可更改入住日期，但必須即日通知本會辦事處，並須於包括原定入住日期的 5 個工作天內聯絡本會落實改
期日子，而改期日只適用於天文台發出有關警告或颱風信號當日。已付費用恕不退還，已入住者亦不能改期，敬
請留意。如在入住當日中午十二時前天文台已除下或取消上述警告或颱風信號，已預訂的會員須如常入住，否則
將當棄權論，而已付費用
恕不退還。
8.2 若天文台於會員入住後，發出紅/黑暴雨警告或懸掛八號或更高之颱風信號，已入住會員在旅舍關閉前決定離
開的話可更改入住日期，唯已付費用恕不退還；若決定逗留旅舍的會員則須留在戶內安全地方，直至上述警告或
颱風信號除下或取消，而已付費用恕不退還。
8.3 以上 8.1 及 8.2 因天氣情況而更改之入住日期之訂位，其日子必須在原定入住日期起計三個月內，逾期恕不接
受。旅客可致電本會辦事處辦理更改入住日期手續。
9. 取消訂位
旅客若於入住前 30 天以上取消訂位，可獲退款百份之五十；若入住前 30 天內取消訂位，已付宿費恕不退還。請
於辦公時間內帶同團體會員証或領隊証、入住通知及收據親臨本會辦事處辦理取消訂位手續，若退款額達港幣$200
或以上，本會只提供郵寄支票退款。本會只按會員手冊內訂明之退款條文處理退款，本會恕不負責因任何原因取
消訂位所引起之任何損失。
10. 其他退款安排
旅客入住後如有任何退款要求，必須於退房日起計三十天內向本會提出，本會將因應個別情況處理，敬請留意。

11. 有關西貢白沙澳或赤徑青年旅舍之交通
11.1 如需使用旅遊車進入西貢白沙澳或赤徑青年旅舍，請於入營前至少 14 天將填妥之本會「北潭涌閘口許可證申
請表格」及入營紙傳真(2788 3105)本會辦事處代為申請(20 人或以上團體方可登記旅遊車通過北潭涌閘口)，西貢郊
野公園遊客中心保留最終審批權。
11.2 私家車輛必須於白沙澳青年旅舍或黃石碼頭上落客後立刻離開，否則可能被列入黑名單。
11.3 旅客亦可使用 7 號專線小巴來往西貢和白沙澳青年旅舍(尾班車為下午 6 時 25 分) 或 94 號巴士來往西貢和
黃石碼頭(尾班車為晚上 9 時)。

住宿須知
1.

入營時請出示有效的會員証 / 領隊証，並將入住通知及入住名單交予旅舍經理辦理入營手續及核對身份。

2.

旅舍為公用地方，入營人士的個人財物請務必自行妥善保管，如有任何損失，本會恕不負責。

3.

請按旅舍經理指示協助旅舍之清潔工作，包括洗碗及執拾床鋪等。

4.

所有入住人士必須遵守本會之「旅舍規則及指引」
，否則旅舍經理有權勒令其即時離開。

5.

各旅舍入營及出營時間如下：
入住時間

旅舍

退房時間

週日至週五

週六及

及公眾假期

公眾假期前夕

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

15:00 - 24:00

白普理賽馬會青年旅舍/

15:00 - 23:00

週日及

週一至週六

公眾假期

07:00 - 12:00

YHA 昂坪戴維斯青年旅舍
其他旅舍
6.

16:00 - 23:00

15:00 - 23:00

07:00 - 10:00

07:00 - 13:00

各旅舍休息時間如下：
旅舍日間關閉時間

接待處及
旅舍
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
白普理賽馬會青年旅舍/
YHA 昂坪戴維斯青年旅舍
其他旅舍
6.1

大閘關閉時間

週一至週五

00:00 至翌日 07:00

週日及

公眾假期前夕

公眾假期

/
/

23:00 至翌日 07:00
23:00 至翌日 07:00

週六及

10:00 - 16:00

10:00 - 15:00

13:00 - 16:00

除已預約日營之團體或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住客外，所有住客均需於旅舍關閉時間離營，以便旅舍進行例行

清潔。如需該時段逗留旅舍，須預先向本會申請(只限最少 25 人的團體)，每人並須繳交港幣$20 日營費用。
6.2

晚間休息期間敬請旅客保持安靜，以免騷擾他人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