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抵港旅客如檢疫期是在8月31日前開始而在8月31日後完結, 在預訂酒店時需考慮本名單或在期間有機會轉變。

(按分區排序)
新加入指定檢疫酒店

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用) 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

費用)

1 華大盛品酒店 中西區 德輔道西308號 http://www.bestwesternplushotelhong
kong.com hotel@bestwesternplushotel.com 34103333 25598499 129 HK$560一位入住/ HK$660兩位入

住
178 HK$480一位入住/ HK$580兩

位入住/ HK$680三位入住
會

18歲以下歡迎人住，並且會提供特別照顧服務，及需要

留下監護人的聯絡電話號碼

2 CM+壹棠酒店及服務式公寓 中西區 香港上環干諾道西16號 https://cmplus.com.hk/zh/quarantine-
package/ cmplus@cmpd.com.hk 35606738 37096622 19

$1,800
(1位住客連餐)

$1,900
(2位住客連餐)

35

$1,800
(1位住客連餐)

$1,900
(2位住客連餐)

會，

詳情請參閱酒店官

方網站之酒店

政策

需成人陪同

3 華麗都會酒店 中西區 西環皇后大道西338號 http://www.grandcityhotelhongkong.c
om hotel@grandcityhotelhongkong.com 21921222 25170588 10 HK$530一位入住/ HK$630兩位入

住
204 HK$450一位入住/ HK$550兩

位入住
會

18歲以下歡迎人住，並且會提供特別照顧服務，及需要

留下監護人的聯絡電話號碼

4  香港JEN酒店 中西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皇后大道西508號
https://www.shangri-

la.com/en/hotels/jen/hongkong/wester
ndistrict

csteam.hongkong@shangri-la.com 2733 8786 5
貴賓閣套房

HK$1,988 (單人)
HK$2,238 (雙人)

278

高級客房 
HK$498 (單人)
HK$748 (雙人)

豪華觀景客房

HK$648 (單人)
HK$898 (雙人)

豪華海景客房

HK$698 (單人)
HK$948 (雙人)

會

酒店建議18歲或以下的客人('客人")應由父母或成年照護

人員全程陪同入住。假如該客人決定獨自入住, 必須於

入住酒店前,獲得其父母或監護人簽署信件確認此安排。

*十六歲以下人士必須有成人陪同入住

5 蘭桂坊酒店@九如坊 中西區 香港中環九如坊3號 https://www.dcollection.com/zh-
hk/lan-kwai-fong-hotel-kau-u-fong/ rsvn@lankwaifonghotel.com.hk 36500299 36500288 5

海景套房:
HK$3,680 (1人)
HK$3,880 (2人)

120

標準客房 - HK$850 (1 人)
標準客房 - HK$1,050 (2 人) 
高級客房 - HK$1,050 (1 人) 
高級客房 - HK$1,250 (2人) 
海景客房  - HK$1,250 (1 人) 
海景客房  - HK$1,450 (2 人) 
豪華客房 - HK$1,780 (1 人)
豪華客房 - HK$1,980 (2 人)

會

必須由一位家長 / 合法監護人

陪同下登記入住及退房

家長監護人並須簽署一份聲明書

指定檢疫酒店名單: 第四輪 (有效期至2021年8月31日)
(更新日期：2021年7月30日)

酒店名稱 地區 地址 預訂網址 電郵 電話 傳真

套房 非套房

會否提供送遞到

客房服務(例如外

賣)

18歲以下住客入住的酒店政策

(註)

http://www.bestwesternplushotelhongkong.com/
http://www.bestwesternplushotelhongkong.com/
mailto:hotel@bestwesternplushotel.com
https://cmplus.com.hk/zh/quarantine-package/
https://cmplus.com.hk/zh/quarantine-package/
mailto:cmplus@cmpd.com.hk
http://www.grandcityhotelhongkong.com/
http://www.grandcityhotelhongkong.com/
mailto:hotel@grandcityhotelhongkong.com
https://www.shangri-la.com/en/hotels/jen/hongkong/westerndistrict
https://www.shangri-la.com/en/hotels/jen/hongkong/westerndistrict
https://www.shangri-la.com/en/hotels/jen/hongkong/westerndistrict
mailto:csteam.hongkong@shangri-la.com
https://www.dcollection.com/zh-hk/lan-kwai-fong-hotel-kau-u-fong/
https://www.dcollection.com/zh-hk/lan-kwai-fong-hotel-kau-u-fong/
mailto:rsvn@lankwaifonghote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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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用) 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

費用)
酒店名稱 地區 地址 預訂網址 電郵 電話 傳真

套房 非套房

會否提供送遞到

客房服務(例如外

賣)

18歲以下住客入住的酒店政策

(註)

6 One-Eight-One Hotel & Serviced 
Residences 中西區 香港 干諾道西181號 MTR HKU Exit B1 www.one-eight-one.com enquiries@one-eight-one.com 31811688 NA 25 HK$4,486 (單人)

HK$5,087 (雙人) 95

Urban Room
HK$1,964 (單人)
HK$2,403 (雙人)

Harbour Room
HK$2,607 (單人)
HK$3,046 (雙人)

Luxe Harbour
HK$2,964 (單人)
HK$3,402 (雙人)

會

所有入住本酒店的客人均須屆滿18歲。未滿18歲的客人

將不能單獨入住酒店進行隔離。年齡不足18歲 （有些酒

店的要求是18歲）的人士須有成人陪同方可入住。

未成年的受檢疫人士如需成人陪同，需首先獲得衞生署

批準，相關申請可在受檢疫人士抵達香港和取得強制檢

疫令後向本署提交。陪同的成人可致電檢疫令上的24小
時熱線提出申請。陪同的成人需要同時在同一酒店房間

內進行檢疫，直到檢疫期完結。

7

奧華·時尚精品酒店．中環

(2021 年 8 月 9 日起新增的指定

檢疫酒店)

中西區 中環亞畢諾道2號 www.ovolohotels.com/hong-kong/ reservations@ovologroup.com 2165 1000 2790 5490 1
特式大床套房:

HK$4,800 (單人)
HK$5,300 (雙人)

38

高級大床房:
HK$1,700 (單人)
HK$2,200 (雙人)

豪華大床房:
HK$2,200 (單人)
HK$2,700 (雙人)

會

我們歡迎16歲的客人單獨入住酒店進行隔離，家長 / 法
定監護人需要簽署同意書，以便未成年人入住。

如果客人未滿16歲，則必須由父母/法定監護人陪同入住

，並在住宿期間父母/法定監護人需遵循相同的檢疫規

定。

指定房間類型將安排給未成年客人入住。

8 華美達海景酒店 中西區 香港皇后大道西239號 http://www.ramadahongkongharbour
view.com/ rsvn@ramadahkhv.com 2599 9888 2559 1266 NA NA 432

HK$450
(單人入住價格)

HK$550
(雙人入住價格)

會
18歲以下歡迎人住，並且會提供特別照顧服務，及需要

留下監護人的聯絡電話號碼.

9 香港置地文華東方酒店 中西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5號置地廣場
https://www.mandarinoriental.com/ho

ng-kong/the-landmark/luxury-hotel anitangan@mohg.com

+852 2132 
0188 / 

+852 9163 
0011

+852 2132 
0199 13

Suite (L900 Suite, 85 sqm) / 套房 
(L900套房, 85 sqm)

HK$7,810 (單人)
HK$9,075 (雙人)

Suite (Landmark Suite, 140 sqm) / 套
房 (置地套房, 140 sqm)

HK$38,500 (單人)
HK$40,150 (雙人) 

Suite (Entertainment Suite, 166 sqm) 
/ 套房 (娛樂套房, 166 sqm)

HK$49,500 (單人)
HK$51,150 (雙人)

98

Non-suite (L600 Premier / L600 
Executive, 56 sqm) / 客房 

(L600 尊貴客房 / L600 行政客

房, 56 sqm)
HK$5,830 (單人)
HK$7,095 (雙人) 

Non-suite (L600 Deluxe, 56 
sqm) / 客房 (L600 豪華客房, 

56 sqm)
HK$4,950 (單人)
HK$6,215  (雙人) 

Non-suite (L450 Superior / 
L450 Deluxe, 42 sqm) / 客房 

(L450 高級客房 / L450 豪華客

房, 42 sqm)
HK$3,630 (單人)
HK$4,895  (雙人)

會送私人物件

不會送外賣食品

父母/監護人必須填寫同意書。未成年的檢疫人士在檢疫

期間如需要由另一位成人陪同， 陪同人應在該檢疫人士

抵港前電郵至 caretaker_apply@dh.gov.hk 提交衛生署，

申請有條件批准。

http://www.one-eight-one.com/
mailto:enquiries@one-eight-one.com
http://www.ramadahongkongharbourview.com/
http://www.ramadahongkongharbourview.com/
mailto:rsvn@ramadahkhv.com
https://www.mandarinoriental.com/hong-kong/the-landmark/luxury-hotel
https://www.mandarinoriental.com/hong-kong/the-landmark/luxury-hotel
mailto:anitangan@moh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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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用) 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

費用)
酒店名稱 地區 地址 預訂網址 電郵 電話 傳真

套房 非套房

會否提供送遞到

客房服務(例如外

賣)

18歲以下住客入住的酒店政策

(註)

10 華美達盛景酒店 東區 香港北角春秧街88號 www.ramadahongkonggrandview.co
m hotel@ramadahkgv.vom 2130 3388 2130 3399 33

HK$660(單人)
HK$760(雙人)
HK$860(三人)

284
HK$480(單人)
HK$580 (雙人)
HK$680 (三人)

會

18歲以下歡迎人住，並且會提供特別照顧服務，及需要

留下監護人的聯絡電話號碼。

(16歲以下必需成人陪同)

11 香港東涌福朋喜來登酒店 離島區 香港大嶼山東涌怡東路9號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hote
l-deals/details/HKGFP-four-points-
hong-kong-tung-chung/OFF-19568

fp.hkgfp.reservations@fourpoints.co
m 23528035 23528011 15

HK$2,500 (單人)
HK$3,000 (雙人) 485

傳統客房 
HK$880 (單人)

HK$1,180 (雙人)

尊尚客房

HK$1,580 (單人)
HK$1,880 (雙人)

海景客房

HK$990 (單人)
HK$1,290 (雙人)

尊尚海景客房 
HK$1,790 (單人)
HK$2,090 (雙人)

會

對於單獨入住的18歲以下未成年客人，他/她需要在辦理

入住手續時出示父母/法定監護人確認單獨入住安排的簽

名文件

12 富豪機場酒店 離島 香港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暢達路9號 https://www.regalhotel.com/regal-
airport-hotel stay@airport.regalhotel.com (852) 2286 

6888
(852) 2286 

8622 35

總統套房 (360 平方米): 
內設3間客房及廚房 - 

$16,000 (單人), 
$19,000 (雙人), 
$22,000(三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膳食

豪華套房: 
$2,260 (單人) 
$2,860 (雙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膳食

套房: 
$1,760 (單人), 
$2,360 (雙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膳食

565

豪華客房  - 
$880 (單人) 

 
$1,230 (雙人)
$1,680 (三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膳食

標準客房  - 
 

$590 (單人)
$790 (雙人) 

$1,040 (三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膳食

經濟客房  - 
$500 (單人) 

 
$700 (雙人)
$950 (三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膳食

會. 處理所有送遞

到客房的物品. 每
天送遞時間如下:  
早上 10:00 am - 
12:00 noon, 下午 

2:00 pm - 4:00 pm, 
晚上7:00 pm - 9:00 

pm.

酒店強烈建議18歲以下的客人("客人")應由父母或成年

照護人員全程陪同入住。假如該客人決定獨自入住，必

須於入住酒店前, 獲得其父母或監護人簽署信件確認此

安排。

13 紅茶館酒店紅磡機利士南路 九龍城區 紅磡機利士南路69號 https://bthhotel.com info@bthhotel.com 2364 1212 2365 7662 NA NA 45 HK$450 會 18歲以下住客不可入住

http://www.ramadahongkonggrandview.com/
http://www.ramadahongkonggrandview.com/
mailto:hotel@ramadahkgv.vom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hotel-deals/details/HKGFP-four-points-hong-kong-tung-chung/OFF-19568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hotel-deals/details/HKGFP-four-points-hong-kong-tung-chung/OFF-19568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hotel-deals/details/HKGFP-four-points-hong-kong-tung-chung/OFF-19568
mailto:fp.hkgfp.reservations@fourpoints.com
mailto:fp.hkgfp.reservations@fourpoints.com
https://www.regalhotel.com/regal-airport-hotel
https://www.regalhotel.com/regal-airport-hotel
mailto:stay@airport.regalhotel.com
https://bthhotel.com/
mailto:info@bth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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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用) 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

費用)
酒店名稱 地區 地址 預訂網址 電郵 電話 傳真

套房 非套房

會否提供送遞到

客房服務(例如外

賣)

18歲以下住客入住的酒店政策

(註)

14 富薈馬頭圍酒店 九龍城  香港馬頭圍下鄉道8號 https://www.iclub-hotels.com/iclub-
ma-tau-wai-hotel

servicedesk@matauwai.iclub-
hotels.com

(852) 3963 
6600

(852) 3963 
6622 340

經濟客房 -  $500 (單人)   $700 
(雙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

膳食

標準客房 -  $590 (單人)   $790 
(雙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

膳食

高級客房 -  $690 (單人)   $890 
(雙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

餐膳食

相連 / 家庭客房 -  $1,280 (雙
人) $1,480 (三人)  $1,680 (四
人)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膳

食

會. 處理所有送遞

到客房的物品. 每
天送遞時間如下:  
早上 10:00 am - 
12:00 noon, 下午 

2:00 pm - 4:00 pm, 
晚上7:00 pm - 9:00 

pm.

酒店強烈建議18歲以下的客人("客人")應由父母或成年

照護人員全程陪同入住。假如該客人決定獨自入住，必

須於入住酒店前, 獲得其父母或監護人簽署信件確認此

安排。

15 香港嘉里酒店 九龍城區 香港九龍紅磡灣紅鸞道38號 http://www.shangri-
la.com/tc/hongkong/kerry/ csteam.hongkong@shangri-la.com 2733 8786 24 HK$3,688 332 HK$1,706 會

酒店建議18歲或以下的客人('客人")應由父母或成年照護

人員全程陪同入住。假如該客人決定獨自入住, 必須於

入住酒店前,獲得其父母或監護人簽署信件確認此安排。

*十六歲以下人士必須有成人陪同入住

16 香港九龍維景酒店 九龍城區 香港九龍窩打老道75號 www.MetroparkHotelKowloon.com hotel.hkkl@metroparkhotels.com 2761 1711 2761 0769 8

套房

$1,240 (單人)
$1,400 (雙人)

維景套房

$3,000 (單人)
$3,160 (雙人)

477

標準客房 
$580 (單人)
$740 (雙人)

高級客房

$680 (單人)
$840 (雙人)

會 15歲以下客人必須由一名成人陪同

17 富豪東方酒店 九龍城 香港九龍城沙浦道30-38號 https://www.regalhotel.com/regal-
oriental-hotel roh.foam@regalhotel.com (852) 6117 

9319
(852) 2718 

4111 20

總統套房 (130 平方米): 內設2 間客

房及廚房 - 
 

$9,800 (單人), 
$10,800 (雙人), 
$11,800(三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膳食

豪華住宅式套房 (107平方米): 內設

2 間客房及廚房 - 
$8,800 (單人), 
$9,800 (雙人), 

 
$10,800(三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膳食

套房: 
 

$1,560 (單人), 
$1,890 (雙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膳食

350

 豪華客房  - 
$780 (單人) 

  
$1,030 (雙人) 

 
$1,380 (三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膳食

標準客房  - 
 

$590 (單人)
$790 (雙人)

$1,040 (三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膳食

經濟客房  - 
 

$500 (單人)
$700 (雙人)
$950 (三人)

房價包含入住客人三餐膳食

會. 處理所有送遞

到客房的物品. 每
天送遞時間如下:  
早上 10:00 am - 
12:00 noon, 下午 

2:00 pm - 4:00 pm, 
晚上7:00 pm - 9:00 

pm.

酒店強烈建議18歲以下的客人("客人")應由父母或成年

照護人員全程陪同入住。假如該客人決定獨自入住，必

須於入住酒店前, 獲得其父母或監護人簽署信件確認此

安排。

https://www.iclub-hotels.com/iclub-ma-tau-wai-hotel
https://www.iclub-hotels.com/iclub-ma-tau-wai-hotel
mailto:servicedesk@matauwai.iclub-hotels.com
mailto:servicedesk@matauwai.iclub-hotels.com
http://www.shangri-la.com/tc/hongkong/kerry/
http://www.shangri-la.com/tc/hongkong/kerry/
mailto:csteam.hongkong@shangri-la.com
http://www.metroparkhotelkowloon.com/
mailto:hotel.hkkl@metroparkhotels.com
https://www.regalhotel.com/regal-oriental-hotel
https://www.regalhotel.com/regal-oriental-hotel
mailto:roh.foam@regal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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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用) 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

費用)
酒店名稱 地區 地址 預訂網址 電郵 電話 傳真

套房 非套房

會否提供送遞到

客房服務(例如外

賣)

18歲以下住客入住的酒店政策

(註)

18 香港荃灣帝盛酒店 葵青區 香港葵涌健全街28號

https://www.dorsetthotels.com/zh-
hk/dorsett-tsuen-

wan/offers/4_14_min16_nights_speci
al.html

reservations.tsuenwan@dorsetthotels.
com 3996 6863 3996 6806 44

1300.00
(包括一人

每天早/午
/晚三餐)

1500.00
(包括二人

每天早/午
/晚三餐)

1700.00
(包括三人

每天早/午
/晚三餐)

436

高級客房

$600 (一人)
$800 (二人)

帝盛客房

$700 (一人)
$900 (二人)

豪華客房

$800 (一人)
$1,000 (二人)
$1,200 (三人)

相連豪華客房

$1,600 (二人)
$1,800 (三人)
$2,000 (四人)
$2,200 (五人)

會

必須由一位家長 / 合法監護人

陪同下登記入住及退房

家長監護人並須簽署一份聲明書

19

香港觀塘帝盛酒店

(2021 年 6 月 29 日起新增的臨

時指定檢疫酒店)

觀塘區 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84號 www.dorsetthotels.com/zh-
hk/dorsett-kwun-tong/index.html

reservation.kwuntong@dorsetthotels.
com 3989 6981 3989 6988 34 HK$1,420  (單人)

HK$1,600  (雙人) 327 HK$800 (單人)
HK$980 (雙人) 會

16 歲至 17 歲的客人，必須由一位家長/合法監護人陪同

下登記入住及退房，家長/合法監護人並須簽署一份聲明

書。

年齡不足 16 歲的客人，必須有家長/合法監護人陪同入

住。

20 南灣如心酒店 (前身為如心南灣

海景酒店)
南區 香港仔黃竹坑道55號 https://www.ninahotelgroup.com/zh-

hk/nina-hotel-island-south/quarantine reservations.is@ninahotelgroup.com 3968 8838 3968 8868 11

都市套房: $2,100 (單人) / $2,350 (雙
人)

Aqua Suite (有露台): $2,800 (單人) / 
$3,050 (雙人)

Grand Aqua Suite (有露台): $3,800 
(單人) / $4,050 (雙人)

以上房價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

用，額外住客每位每晚$250 (已包

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用)

421

都市客房: $770 (單人) / $1,020 
(雙人)

山景客房: $870 (單人) / $1,120 
(雙人)

山景露台客房: $1,420 (單人) / 
$1,670 (雙人)

家庭客房: $1,840 (雙人)

以上房價已包括三餐膳食及

所有費用，額外住客每位每

晚$250 (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

有費用)

會 18歲以下住客需由家長或監護人預先登記入住

21 奧華·時尚精品酒店．南岸 南區 香港仔黃竹坑道64號 www.ovolohotels.com/hong-kong/ reservations@ovologroup.com 2165 1000 2790 5490 38

特式大床套房:
HK$3,900 (單人)
HK$4,150 (雙人)

相連房 (每房):
HK$1,700 (單人)
HK$1,950 (雙人)

122

標準雙床房:
HK$500 (單人)
HK$750 (雙人)

標準大床房:
HK$650 (單人)
HK$900 (雙人)

高級大床房:
HK$900 (單人)

HK$1,150 (雙人)

豪華大床房:
HK$1,800 (單人)
HK$2,050 (雙人)
HK$2,300 (三人)

會

我們歡迎14至17歲的客人單獨入住酒店進行隔離，家長 
/ 法定監護人需要簽署同意書，以便未成年人入住。

如果客人未滿14歲，則必須由父母/法定監護人陪同入住

，並在住宿期間父母/法定監護人需遵循相同的檢疫規

定。

指定房間類型將安排給未成年客人入住。

https://www.dorsetthotels.com/zh-hk/dorsett-tsuen-wan/offers/4_14_min16_nights_special.html
https://www.dorsetthotels.com/zh-hk/dorsett-tsuen-wan/offers/4_14_min16_nights_special.html
https://www.dorsetthotels.com/zh-hk/dorsett-tsuen-wan/offers/4_14_min16_nights_special.html
https://www.dorsetthotels.com/zh-hk/dorsett-tsuen-wan/offers/4_14_min16_nights_special.html
mailto:reservations.tsuenwan@dorsetthotels.com
mailto:reservations.tsuenwan@dorsetthotels.com
http://www.dorsetthotels.com/zh-hk/dorsett-kwun-tong/index.html
http://www.dorsetthotels.com/zh-hk/dorsett-kwun-tong/index.html
mailto:reservation.kwuntong@dorsetthotels.com
mailto:reservation.kwuntong@dorsetthotels.com
https://www.ninahotelgroup.com/zh-hk/nina-hotel-island-south/quarantine
https://www.ninahotelgroup.com/zh-hk/nina-hotel-island-south/quarantine
mailto:reservations.is@ninahotelgroup.com
http://www.ovolohotels.com/hong-kong/
mailto:reservations@ovolo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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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用) 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

費用)
酒店名稱 地區 地址 預訂網址 電郵 電話 傳真

套房 非套房

會否提供送遞到

客房服務(例如外

賣)

18歲以下住客入住的酒店政策

(註)

22 香港遠東絲麗酒店 荃灣區 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135-143號 www.silkahotels.com/fareast info.fareast@silkahotels.com 2406 9090 3657 2828 / / 240

Type 1
淨價HK$498 (單人)
淨價HK$650 (雙人)

Type 2
淨價HK$900 (三人)

會
必須由一位家長/合法監護人陪同下登記入住及退房。家

長/監護人並須簽署一份聲明書

23 華麗銅鑼灣酒店 灣仔 銅鑼灣寶靈頓道38號 http://www.bestwesternhotelhongkon
g.com

rsvn@bestwesternhotelhongkong.co
m 2496 6666 3147 9237 N/A N/A 254

單人房 HK$450 /
雙人房 HK$550 會

18歲以下歡迎入住，並且會提供特別照顧服務，及需要

留下監護人的聯絡電話號碼

24 香港銅鑼灣皇冠假日酒店 灣仔區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8號 www.cphongkong.com rsvn@cphongkong.com 3980 3980 3980 3399 10

HK$4,988 (單人)
HK$5,538 (雙人)
上述房價為單人或

雙人住宿，

每位額外住客需收取

每房每晚HK$550
(包括三歲或以上小童)

88

景觀房

HK$1,988 (單人)
HK$2,538 (雙人)

家庭房

HK$1,688 (單人)
HK$2,238 (雙人)

豪華房

HK$1,488 (單人)
HK$2,038 (雙人)

高級房

HK$1,288 (單人)
HK$1,838 (雙人)

標準房

HK$988 (單人)
HK$1,538 (雙人)

會。但酒店有權適

時自行按疫情發展

調整其政策。

監護人必須提前為住客登記

http://www.silkahotels.com/fareast
mailto:info.fareast@silkahotels.com
http://www.bestwesternhotelhongkong.com/
http://www.bestwesternhotelhongkong.com/
mailto:rsvn@bestwesternhotelhongkong.com
mailto:rsvn@bestwesternhotelhongkong.com
http://www.cphongkong.com/
mailto:rsvn@cphongk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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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用) 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

費用)
酒店名稱 地區 地址 預訂網址 電郵 電話 傳真

套房 非套房

會否提供送遞到

客房服務(例如外

賣)

18歲以下住客入住的酒店政策

(註)

25 香港灣仔帝盛酒店 灣仔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387-397號 https://www.wanchai.dorsetthotels.co
m/

reservation.wanchai@dorsetthotels.c
om

852 3552 
1133

852 3552 
1410 20

行政套房

HK$3400 nett (單人)
HK$3800 nett (雙人)

400

高級客房

$880 nett (單人)
$1280 nett (雙人)

尊尚銅鑼灣城市景客房

(設少量相連房可供選擇,視乎

供應情況而定) 
$1400 nett (單人)
$1800 nett (雙人)

尊尚跑馬場景觀客房

(設少量相連房可供選擇,視乎

供應情況而定)
$1600 nett (單人)
$2000 nett (雙人)

豪華三人客房

(三張固定單人床) 
$2000 nett (三人)

豪華家庭四人客房

$2400 nett (四人)

會 家長/監護人並須簽署一份聲明書。

26 頤庭酒店銅鑼灣 灣仔 香港銅鑼灣水星街15號 https://causewaybay.ecotreehotel.com
.hk/home/ reservation@ecotreehotelcwb.com.hk 23171788 23171328 2 1000 (2 人) 97

Superior Room 
$550 (Single)
$750 (Double)

Superior Corner Room
$650 (Single)
$850 (Double)

Deluxe Room
$750 (Single)
$950 (Double)

會 (9AM-9PM) 需成人陪同

https://www.wanchai.dorsetthotels.com/
https://www.wanchai.dorsetthotels.com/
mailto:reservation.wanchai@dorsetthotels.com
mailto:reservation.wanchai@dorsetthotels.com
https://causewaybay.ecotreehotel.com.hk/home/
https://causewaybay.ecotreehotel.com.hk/home/
mailto:reservation@ecotreehotelcwb.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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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用) 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

費用)
酒店名稱 地區 地址 預訂網址 電郵 電話 傳真

套房 非套房

會否提供送遞到

客房服務(例如外

賣)

18歲以下住客入住的酒店政策

(註)

27 香港港島英迪格酒店 灣仔區 香港皇后大道東246號 www.hotelindigo.com/hongkong rsvn.hkgin@ihg.com 39263888 39263926 6
豪華套房

$3880 (單人入住)
$4170 (雙人入住)

132

高級客房

$1180 (單人入住)
$1470 (雙人入住)

豪華客房

$1480 (單人入住)
$1770 (雙人入住)

會

• 足15歲或以上的客人需由法定監護人於入住前簽寫同

意書後即可自行入住酒店。

• 年齡不足15歲的客人必須有法定監護人陪同方可入住

酒店。

28 問月酒店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謝斐道388號 https://www.miramoonhotel.com enquiry@miramoonhotel.com 2643 8888 2315 5280 1

淨價港幣5,500元
(價格包括供一位客人享用的三餐

膳食)

淨價港幣5,900元
(價格包括供二位客人享用的三餐

膳食)

89

Rooms Type 1 - 新月客房

淨價港幣1,080元
(價格包括供一位客人享用的

三餐膳食)
淨價港幣1,480元

(價格包括供二位客人享用的

三餐膳食)
 

Rooms Type 2 - 半月客房

淨價港幣1,380元
(價格包括供一位客人享用的

三餐膳食)
淨價港幣1,780元

(價格包括供二位客人享用的

三餐膳食)

Rooms Type 3 - 滿月客房

淨價港幣1,480元
(價格包括供一位客人享用的

三餐膳食)
淨價港幣1,880元

(價格包括供二位客人享用的

三餐膳食)

會

我們歡迎16歲至17歲的客人單獨入住酒店進行隔離，但

須由1位合法監護人/家長陪同客人一同於酒店辦理登記

入住及退房手續並填寫健康申報表及提供緊急聯絡電

話。

如入住客人年齡為15歲或以下，客人必須要由合法監護

人/家長陪同入住，並於住宿期間配合同樣的隔離守則，

以減低社區傳播風險。

29
帆船精品酒店

(於8月17日 00:00起停止成爲

指定檢疫酒店)
灣仔 香港摩理臣山道84-86號地下 www.thevela.hk rsvn@thevela.hk 37551755 37551733 5

馬場套房

 HK$1,000(單人)  HK$1,250(雙人) 
HK$1,500(三人) HK$1,750(四人)

75

高級客房

HK$500 (單人) HK$700 (雙人)

馬場景房

HK$750 (單人) HK$950 (雙人) 
HK$1150(三人)

豪華家庭房

HK$890 (單人) HK$1090 (雙
人) HK$1290(三人)

馬場景露台房 (禁止進出露台)
HK$890 (單人) HK$1090 (雙

人)

會 需成人陪同

http://www.hotelindigo.com/hongkong
mailto:rsvn.hkgin@ihg.com
https://www.miramoonhotel.com/
mailto:enquiry@miramoonhotel.com
http://www.thevela.hk/
mailto:rsvn@thevel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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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用) 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

費用)
酒店名稱 地區 地址 預訂網址 電郵 電話 傳真

套房 非套房

會否提供送遞到

客房服務(例如外

賣)

18歲以下住客入住的酒店政策

(註)

30 香港九龍貝爾特酒店 黃大仙 香港九龍新蒲崗六合街19號 http://pentahotelhongkongkowloon.co
m

reservations.kowloon@pentahotelsasi
a.com 3112 8222 3112 8233 5

HK$1,200 (單人) / 
HK$1,600 (雙人) 

包括三餐膳食  ̶  「食好D」餐單

395

貝爾特標準客房

HK$500 (單人) / 
HK$780 (雙人) 

包括三餐膳食   ̶  「食得均

衡」餐單

貝爾特高級客房

HK$800 (單人) / 
HK$1,200 (雙人) 

包括三餐 膳食  ̶   「食好D」

餐單

會

酒店可安排住宿給兩位均年滿

16歲或以上的房客一同入住; 或16歲以下的客人須由乘

搭同一航班的成人陪同入住。

#每房可供兩位客人入住

31 紅茶館酒店油麻地永星里 油尖旺區 九龍油麻地永星里5號 https://bthhotel.com info@bthhotel.com 37287000 27810367 NA NA 59 HK$450 會 18歲以下住客不可入住

32 香港旺角帝盛酒店 油尖旺 香港九龍大角咀道88號 https://www.mongkok.dorsetthotels.c
om/

reservation.mongkok@dorsetthotels.c
om

852 3987 
2388

852 3987 
2394 6

尊尚套房

HK$2600 nett (單人)
HK$2900 nett (雙人)

279

舒適客房

$770 nett (單人)
$1070 nett (雙人)

高級客房

$1000 nett (單人)
$1300 nett (雙人)

家庭四人客房

$2400 nett (四人)

會 家長/監護人並須簽署一份聲明書。

33 華美達華麗酒店 油尖旺 尖沙咀柯士甸路23號 www.ramadahongkonggrand.com rsvn@ramadahkg.com 31226222 27309328 0 N/A 396 單人房 HK$400  / 雙人房 
HK$500 會

18歲以下歡迎入住，並且會提供特別照顧服務，及需要

留下監護人的聯絡電話號碼.

34 香港喜來登酒店 油尖旺 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20號 www.sheratonhongkonghotel.com RES.HongKong@sheraton.com 852-2732-
6771

852-2368-
1999 68 HK$2,860 (1 guest)

HK$3,410 (2 guests) 332

Deluxe Room
$1,180 (Single)
$1,730 (Double)

Harbour View Room 
$1,980 (Single)
$2,530 (Double)

會 需成人陪同

http://pentahotelhongkongkowloon.com/
http://pentahotelhongkongkowloon.com/
mailto:reservations.kowloon@pentahotelsasia.com
mailto:reservations.kowloon@pentahotelsasia.com
https://bthhotel.com/
mailto:info@bthhotel.com
https://www.mongkok.dorsetthotels.com/
https://www.mongkok.dorsetthotels.com/
mailto:reservation.mongkok@dorsetthotels.com
mailto:reservation.mongkok@dorsetthotels.com
http://www.ramadahongkonggrand.com/
mailto:rsvn@ramadahkg.com
http://www.sheratonhongkonghotel.com/
mailto:RES.HongKong@shera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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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用) 數目
費用(已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

費用)
酒店名稱 地區 地址 預訂網址 電郵 電話 傳真

套房 非套房

會否提供送遞到

客房服務(例如外

賣)

18歲以下住客入住的酒店政策

(註)

35 香港海景絲麗酒店 油尖旺區 香港九龍油麻地上海街268號 www.silkahotels.com/seaview info.seaview@silkahotels.com 2782 0882 2781 8800 / / 268
Type 1

淨價HK$498 (單人)
淨價HK$650 (雙人)

會
必須由一位家長/合法監護人陪同下登記入住及退房。家

長/監護人並須簽署一份聲明書

註. 

1. 由2021年6月21日起，逸泰居酒店被指定為國泰航空機組人員的指定檢疫酒店。

2. 由2021年7月25日起，華逸酒店被指定為船員的臨時指定檢疫酒店。

3. 未成年的受檢疫人士如需成人陪同，須先獲得衞生署批准，陪同人可在受檢疫人士抵達香港前向衞生署申請有條件批准，把已填妥的申請表格電郵到caretaker_apply@dh.gov.hk提交 ; 或在他抵達香港和取得強制檢疫令後，致電檢疫令上的24小時熱線提出申請。陪同的成人需要同時在同一酒店房間內進行檢疫，直到檢疫期完結，期間不能離開。有關具體安排可預

先向酒店或衞生署了解。

http://www.silkahotels.com/seaview
mailto:info.seaview@silka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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