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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认预订及付款安排  

 

所有住宿预订均实时确认，预订之总额会透过客人所选的支付方法实时被扣除。  

 

2. 登记入住  

 

住客抵达旅舍后，请即向旅舍职员办理登记入住手续。所有住客必须出示有效之身份证明文件 (如护照、香港

身份证、港澳通行证等 )，并附上有效之香港青年旅舍协会  (HKYHA) / 国际青年旅舍联会  (Hostelling 

International) 个人会籍会员证或团体会籍会员证，及旅舍预订确认信以办理手续。  

 

各旅舍营运时间如下：   

 

旅舍 开放日期 入住时间* 退房时间* 
接待处及 

大闸关闭时间 

YHA美荷楼青年旅舍 全年开放 15:00 后  11:00前  24 小时开放  

(香港岛) YHA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 

只于指定日期开放
⊕

 16:00 - 22:00     09:00 - 11:00  
22:00 -  

翌日09:00  

(大埔) YHA白普理赛马会大美督青年旅舍 

(大屿山) YHA昂坪戴维斯青年旅舍 

(西贡) YHA白沙澳青年旅舍 

(西贡) YHA白普理堂赤径青年旅舍 

(荃湾) YHA施乐园大帽山青年旅舍 

*如旅客于所列时段以外的时间登记入住或退房，旅舍职员将有权拒绝办理，敬请留意。  
⊕
查询请电邮至本会预订中心 (info@yha.org.hk) 。 

  

3. 按金
￮
  

 

住客于旅舍接待处登记入住时，职员将以现金或信用卡收取住宿按金。如住客在入住期间没有对旅舍造成任何

毁坏或损失，按金将于其退房时全数退还。 按金收费如下： 

 

入住数晚 
独立房间 / 宿舍 (包房) / 圆帐营 / 帐幕

 

（每个）
 

宿舍床位 / 自备营具
 

（每位） 

1 - 28 晚 港币500元 港币100元 

29 晚或以上 港币2,000元 港币500元 

 

另外，旅舍亦提供基本设施 / 设备借用并需收取按金。如借用之设施 / 设备于归还时没有任何毁坏或损失，按

金将全数退回。 

￮各房型之按金规定于团体预订下将作特别处理，详情请电邮至group@yh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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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YHA会籍  

 

个人会籍只供会籍持有人使用，不得转让他人。  

 

如住客未成为会员，可于本会官网预先申请或于抵达旅舍接待处时即场申请 (现场申请只限个人会籍)，详情请

查阅本会官网。   

 

各旅舍安排如下： 

 

YHA美荷楼青年旅舍 

以会员价预订之住客必须为香港青年旅舍协会 (HKYHA) / 国际青年旅

舍联会 (Hostelling International) 之会员，如在登记入住时，客人未能

出示有效会员证，则须即场申请成为会员或支付非会员价与会员价之间

的差价。  

(香港岛) YHA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 

(大埔) YHA白普理赛马会大美督青年旅舍； 

(大屿山) YHA昂坪戴维斯青年旅舍； 

(西贡) YHA白沙澳青年旅舍； 

(西贡) YHA白普理堂赤径青年旅舍；及 

(荃湾) YHA施乐园大帽山青年旅舍 

住客必须为香港青年旅舍协会  (HKYHA) / 国际青年旅舍联会 

(Hostelling International) 之会员，如在登记入住时未能出示有效会员

证，住客须即场申请成为会员方可入住。 

 

每位个人会籍会员每次可带同最多3位非会员入住 (非会员入住指定房

型之房价仍须以非会员价计算)。每个独立房间 / 宿舍 (包房) / 圆帐营 / 

帐幕于登记入住时须出示最少1个有效会员证。  

  

5. 年龄规定  

 

各旅舍年龄规定如下：  

 

旅舍 
独立房间 / 宿舍 (包房) /  

圆帐营 / 帐幕 / 自备营具
★
 

宿舍床位
★

 

YHA美荷楼青年旅舍 

任何17岁或以下之客人必须由一

位年满18岁之监护人陪同下入住

，且必须入住独立房间 / 宿舍 (包

房)。 

 

每个独立房间最多可容纳一名5

岁或以下且不占床位之小童免费

入住，额外之小童须按成人计
+
。  

年满17岁且持有父母或监护人同意书

的客人，在表明不须本旅舍照顾及负

责其行为的情况下，将可单独入住宿

舍床位。 

https://www.yha.org.hk/sc/membership/individual-membership/online-application/
https://www.yha.org.hk/zh/membership/individual-membership/online-application/
https://www.yha.org.hk/zh/membership/individual-membership/
https://www.yha.org.hk/sc/membership/individual-membership/online-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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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岛) YHA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 

(大埔) YHA白普理赛马会大美督青年旅舍； 

(大屿山) YHA昂坪戴维斯青年旅舍； 

(西贡) YHA白沙澳青年旅舍； 

(西贡) YHA白普理堂赤径青年旅舍；及 

(荃湾) YHA施乐园大帽山青年旅舍 

任何17岁或以下之客人必须由一

位年满18岁之监护人陪同下入住

独立房间 / 宿舍 (包房) / 圆帐营 / 

帐幕 / 自备营具；惟年满16至17

岁且持有父母或监护人同意书的

客人，在表明入住期间不须本旅舍

照顾及负责其行为的情况下，亦将

可单独入住自备营具。 

 

每个独立房间 / 宿舍 (包房) / 圆帐

营 / 帐幕最多可容纳一名5岁或以

下且不占床位之小童免费入住，额

外之小童须按成人计
+
。 

任何15岁或以下之客人不可入住宿舍

床位；年满16至17岁且持有父母或监

护人同意书的客人，在表明入住期间

不须本旅舍照顾及负责其行为的情况

下，将可单独入住宿舍床位，否则必

须由一位年满18岁之监护人陪同下入

住。 

★各房型之年龄规定于团体预订下或可作特别处理，查询请电邮至group@yha.org.hk。 

+根据政府最新规定，每个独立房间、宿舍（包房）、帐幕、圆帐营或自备营具之营账的入住人数不可多于4人。如违反此

项，旅舍将实时终止住客该次住宿，已缴付之房费将不获退还。如旅舍因而蒙受损失或遭票控，本会及旅舍将保留追诉的

权利。 

  

6. 取消条款
＃
 

 

预订一经确认，恕不接受任何更改或取消
+
。其它预订查询，请电邮至本会预订中心 (info@yha.org.hk)。若

住客并未于预订首日登记入住，相关之预订费用将不获退还。如住客预订超过一晚之住宿，旅舍将有权取消

其余下晚数之预订，并将有关住宿重新放售。  

#所有推广或优惠之预订均受个别条款及细则约束，并将清楚列明，预订前敬请注意。  

+有关恶劣天气下之特别安排，请参阅本条款之第11项。  

  

7. 团体预订  

 

团体预订 (独立房间 / 宿舍 (包房) / 宿舍床位 / 圆帐营 / 帐幕 / 自备营具 / 日营 / 黄昏营) 必须为 9 个或以上之

预订，且须于入住时出示有效之团体会籍会员证。如欲作团体预订，请将资料电邮至group@yha.org.hk。收

到查询后，本会将尽快回复及办理预订手续。  

 

8. 特殊要求  

 

各旅舍不保证能满足客人之特殊要求 (如指定床位或房间等)，但会因应实际情况作适当安排。  

  

9. 附加费用  

 

所有客人均需按每个房型之指定人数限制
^
入住。如需加床，请于预订时先电邮或致电本会预订中心查询，并

办理相关手续及缴费。  

^如入住人数多于该房型之指定人数限制，旅舍职员将向住客收取额外的加床附加费，或拒绝人数上限以外之客人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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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李尺寸及数量限制  

 

入住多人宿舍 (床位)之客人须注意其携带之行李尺寸及数量限制，并严格遵守各旅舍的管理规则，详情请向旅

舍职员查询。  

  

11. 恶劣天气安排  

 

各旅舍安排如下：  

 

YHA美荷楼青年旅舍 

旅舍维持24小时运作。如旅客因恶劣天气导致交通延误而影响入住行

程，请即致电旅舍查询。  

(香港岛) YHA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 

(大埔) YHA白普理赛马会大美督青年旅舍； 

(大屿山) YHA昂坪戴维斯青年旅舍； 

(西贡) YHA白沙澳青年旅舍； 

(西贡) YHA白普理堂赤径青年旅舍；及 

(荃湾) YHA施乐园大帽山青年旅舍 

A. 若香港天文台于客人入住当日中午12时至当晚 11 时，发出红色 /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或预示即将悬挂三号或更高之台风信号，已预

订之客人可免费更改入住日期一次。如在入住当日中午12时前天

文台已除下或取消上述暴雨或台风信号，已预订的客人须如常入住

，否则将被视为放弃住宿，已付费用恕不退还。  

 

B. 若香港天文台于住客入住期间，发出红色 /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或

预示即将悬挂三号或更高之台风信号，已入住之旅客在旅舍关闭前

可通知旅舍职员实时离开旅舍，并可免费更改入住日期一次，惟住

客只可更改余下未入住之住宿晚数，已入住之晚数将不作计算，费

用恕不退还。若住客决定逗留旅舍，所有已付费用恕不退还。  

 

C. 就上述恶劣天气安排，受影响之旅客必须于香港天文台发出有关暴

雨或台风信号当日起计5个工作天内，以电邮(info@yha.org.hk)通

知本会预订中心落实改期日子。其更改之入住日期必须在原定入住

日期起计三个月内。如欲更改之入住日期的住宿价钱高于原定住宿

的价钱，客人须支付有关差价。如更改之入住日期的住宿价钱低于

原定住宿的价钱，差价将不获退还。 

  

12. 免责声明  

 

本会已尽力确保网站数据准确，惟本会不会就网站任何错漏数据承担任何义务或法律责任。如有任何争议，香

港青年旅舍协会 (HKYHA) 将保留最终决定权。如中英文版有差异之处，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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