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旅舍 

(九龍深水埗)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  

請參閱 www.yha.org.hk/mhh (價錢以預訂當日為準) 

8 人房雙層床床位 包早餐 

4 人房床位 包早餐 

雙人大床房/雙人房 包早餐 

三人房 包早餐 

家庭房 (四人) 包早餐 

$200 起(會員); $250 起(非會員) 

$240 起(會員); $290 起(非會員) 

$680 起(會員); $780 起(非會員) 

$850 起(會員); $950 起(非會員) 

$1,360 起(會員); $1,515 起(非會員) 

近郊旅舍 郊區旅舍 

  (香港島摩星嶺) 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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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價 非會員價 會員價 非會員價 會員價 非會員價 

請參閱 www.yha.org.hk/md 

價錢以預訂當日為準 

請參閱 www.yha.org.hk/bjc 

價錢以預訂當日為準 

請參閱 www.yha.org.hk/np 

價錢以預訂當日為準 

雙人房 $580 起 -- $380 起 -- -- 

大床雙人房 $580 起 -- -- -- $420 起 -- 

海景雙人房 $680 起 -- -- -- -- 

家庭房(三人) $780 起 -- -- -- $560 起 -- 

家庭房(四人) $970 起 -- -- -- -- 

床位 $220 起 $250 起 -- -- -- 

四人房 $970 起 
-- 

$800 起/房 

$170 起/位 
$200 起/位 

$920 起/房 

$200 起/位 
$230 起/位 

六人房 $1,440 起 
-- 

$1,080 起/房 

$160 起/位 
$180 起/位 

-- 

http://www.yha.org.hk/mhh
http://www.yha.org.hk/md
http://www.yha.org.hk/bjc
http://www.yha.org.hk/np


  
 

八人房 -- $1,280 起/房 

$130 起/位 
$160 起/位 

$1,690 起/房 

$180 起/位 
$210 起/位 

露營 

(自備營具) 

-- 

 

-- $50 $65 

兩手 fing-fing 去

露營 

(包 DIY 早餐) 

$380 起/兩位 

$520 起/三位 

$660 起/四位 

-- $380/兩位 

$520/三位 

 

 非繁忙時段 繁忙時段* 非繁忙時段 繁忙時段* 

$130 $150 $145 $165 

兩手 fing-fing 去

露營 2.0：豪住

Glamping 

-- -- 1-3 位總數： 

$560 起(特惠時段) / $630 起(繁忙時段) 

其後每位另加： 

$130 (特惠時段) / $150 (繁忙時段) 

(每 4 位須有 1 位為 YHA 會員，如此類推) 

日營/黃昏營 (不

留宿) 

11am - 5pm $50 ($30/其後每兩小時) $30 $30 

多用途活動室 9am - 11pm $120/每小時 7am - 4pm $50/每小時; 

4pm - 11pm $100/每小時 

-- 

停車場 私家車$100/全日; $50/半日 (<12 小時) 

電單車$50/全日; $30/半日 (<12 小時) 

-- -- 

*請參閱「2016/2017 年青年旅舍繁忙時段列表」 



  
 

郊區旅舍  

  (西貢赤徑)白普理堂 (西貢白沙澳)白沙澳青年旅舍 (荃灣大帽山)施樂園 

會員價 非會員價 

床位 $85 $115 

露營# $40 $55 

日營/黃昏營 (不留宿) ^ $30 

日營 (留宿 1 晚)^ $20 

日營 (留宿 2 晚或以上) 25 位或以下均一價$500，其後每位另加$5 

多用途活動室 
-- 

7am - 4pm $50/每小時  

4pm - 11pm $100/每小時 

停車場 -- 
私家車$50/全日; $25/半日 (<12 小時) 

電單車$25/全日; $15/半日 (<12 小時) 

#露營人士如欲使用旅舍廚房，每人須另繳$30  ^最低收費$500 

備註： 

1) 除已特別標註項目外，以上收費按個人及以港幣計算。 

2) 所有入住人士須為本會之會員或由個人會員陪同之訪客，每位個人會員可帶同最多 3 位訪客入住。如預訂房間，每個房間至少要有 1 位會員入住。 

3) 團體會員之訂房申請每次須有 9 人或以上，不足此數之訂房申請本會亦會收取 9 人費用。 

4) 需持有由香港青年旅舍協會或海外青年旅舍協會發出的有效個人「國際青年旅舍證」或「團體證」。 

5) 除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外，日營時段為上午 10 時到下午 4 時； 黃昏營為下午 4 時到 10 時。 



  
 

6) 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白普理賽馬會青年旅舍及 YHA 昂坪戴維斯青年旅舍的入住時間為下午 3 時；退房時間為中午 12 時。如已預訂連續入住，可無須於  

  日營時段離開。 

7) 白普理堂、白沙澳青年旅舍、施樂園的入住時間：周日至周五及公衆假期為下午 4 時，周六及公衆假期前夕為下午 3 時；退房時間：周日至周五及公衆假期

為上午 10 時，周六及公衆假期前夕為下午 1 時。如連續入住，除非已預訂日營，否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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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可以港幣或人民幣付款，人民幣兌港幣的匯率為 1：1。 

9) 所有收費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10)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最後更新：2017 年 2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