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店名稱 地址 酒店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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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2歲以下; 
(b) 12至15歲; 
(c) 16至17歲

備注

28 紅茶館酒店紅磡機利士南路
Bridal Tea House Hotel - Hung Hom

紅磡機利士南路69號 https://www.hunghom.bthhotel.com/ 會 18歲以下住客不可入住

29 Iclub Ma Tau Wai Hotel
富薈馬頭圍酒店

香港馬頭圍下鄉道8號 https://www.iclub-hotels.com/iclub-ma-tau-wai-hotel/en/home/home.html 處理所有送遞到客房的物品, 每天送遞
時間如下:
10:00 am - 12:00 noon
2:00 pm - 4:00 pm
7:00 pm - 9:00 pm

(a) 需成人陪同
(b) 獲得其父母或監護人簽署信件確認此安排
(c) 獲得其父母或監護人簽署信件確認此安排

30 香港嘉里酒店
Kerry Hotel Hong Kong

香港九龍紅磡灣紅鸞道38號 http://www.shangri-la.com/tc/hongkong/kerry/ 會 (a) 需成人陪同 
(b) 需成人陪同
(c) 酒店建議18歲或以下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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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香港九龍維景酒店
Metropark Hotel Kowloon

香港九龍窩打老道75號 https://hongkonghotel.metroparkhotelkowloon.com/eng/ 24小時送遞服務 (a) 需成人陪同 
(b) 15歲以下客人必須由㇐ 名成人陪同 
(c) 不需成人陪同

32 奧斯酒店
O’Hotel

九龍土瓜灣九龍城道42號 https://www.ohotel.hk/ 送遞服務只限於 8am-11pm 需成人陪同

33 富豪東方酒店
Regal Oriental Hotel

香港九龍城沙浦道30-38號 https://www.regalhotel.com/regal-oriental-hotel/en/home/home.html 所有送遞物品每天送遞時間如下: 
10am -12noon, 
2pm-4pm, 
7pm-9pm

(a) 需成人陪同 
(b) 需成人陪同 
(c) 獲得其父母或監護人簽署信件確認此安排

34 香港觀塘帝盛酒店 
Dorsett Kwun Tong

香港九龍觀塘鴻
圖道84號

https://www.dorsetthotels.com/zh-hk/do
rsett-kwun-tong/index.html

會 (a) 必須有家⾧/合法監護人陪同入住。
(b) 必須有家⾧/合法監護人陪同入住。
(c) 家⾧/合法監護人必須簽署㇐份聲明書。

35 悦品海景酒店‧觀塘
Hotel Cozi Harbour View

香港觀塘偉業街
163號

https://www.hotelcozi.com/harbourview/zh-tw/home 送遞服務只限於 8am-11pm (a) 需成人陪同
(b) 需成人陪同
(c) 需成人陪同

36 九龍東如心酒店 
Nina Hotel Kowloon East

香港觀塘創業街38號 https://www.ninahotelgroup.com/zh-hk/nina-hotel-kowloon-east 送遞服務只限於 9am-11pm 13歲或以下兒童需由㇐名成人陪同入住
14-17歲兒童需由父母/監護人簽署㇐份聲明書

37 香港九龍貝爾特酒店
Pentahotel Hong Kong Kowloon

香港九龍新蒲崗六合街19號 https://www.pentahotels.com/hotels/asia/hong-kong-kowloon 送遞服務只限於 8am-10pm (a) 需由乘搭同㇐ 航班的成人陪同入住 
(b) 需由乘搭同㇐ 航班的成人陪同入住 
(c) 酒店可安排住宿 給年滿16歲的房客入住 
#每房可供兩位客人入住

38 香港康得思酒店 Cordis Hotels 上海街555號 https://www.cordishotels.com/sc/hong-kong/ 送遞服務只限於8am-10pm 需成人陪同

39 紅茶館酒店油麻地永星里
Bridal Tea House Hotel 
– Yau Ma Tei

九龍油麻地永星 里5-5C號 https://www.yaumatei.bthhotel.com/ 會 18歲以下住客不可入住

40 香港旺角帝盛酒店
Dorsett Mongkok

香港九龍大角咀道88號 https://www.mongkok.dorsetthotels.com/ 送遞服務只限於 7am-11pm 10歲或以下 , 需成人陪 同入住;
11至17歲須家⾧/監護人簽署㇐份聲明書。

41 尖沙咀皇悅酒店 
Empire Hotel Kowloon－
Tsim Sha Tsui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62號 http://www.empirehotel.com.hk/zh/hotel/empire-hotel-hong-kong-tsim-sha-tsui/about 會, 處理所有送遞
到客房的物品每天送遞時間如下:
早上十時至中午十二時
下午二時至四時
晚上七時至九時

(a) 需成人陪同
(b) 需成人陪同
(c) 必須於入住酒店前,獲得其父母或監護人簽署聲明書確認此安排

42 香港金域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Golden Mile 
Hong Kong

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50號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us/en/hong-kong/hkgkl/hoteldetail 送遞服務只限於 9am-9pm 需成人陪同

43 Hotel Ease ‧ Mong Kok 
旭逸酒店‧旺角

香港九龍旺角砵蘭街60號 https://www.hotelease.com.hk/hemk/zh-tw/home 送遞服務只限
於 8am-11pm

需成人陪同

44 Iclub Mong Kok Hotel
富薈旺角酒店

香港旺角晏架街2號 https://www.iclub-hotels.com/iclub-mong-kok-hotel/tc/home/home.html 每天送遞時間如下: 
10:00am12:00noon, 
2:00pm4:00pm, 
7:00pm9:00pm

(a) 需成人陪同
(b) 獲得其父母或護人簽署信件確認此安排
(c) 獲得其父母或監護人簽署信件確認此安排

45 太子酒店 
Marco Polo Prince Hotel

九龍尖沙咀海港
城廣東道23號

https://www.marcopolohotels.com/tc/hotels/hong_kong_sar/kowloon/prince/index.html 送遞服務只限: 
上午7時至晚上11時

(a) 需成人陪同
(b) 需成人陪同
(c)可由成人陪同或無成人陪同進行檢疫。對於無成人陪同的未成年受檢疫人士，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需填寫及簽
署同意書和酒店損害賠償表格。

46 華美達華麗酒店
Ramada Hong Kong Grand

尖沙咀柯士甸路23號 http://www.ramadahongkonggrand.com/en/index.html 24小時送遞服務 18歲以下歡迎入住，並且會提供特別照顧務，及需要留下監護人的聯絡電話號碼。

47 富豪九龍酒店 
Regal Kowloon Hotel

香港尖沙咀麼地道71號 https://www.regalhotel.com/mobile/regal-kowloon-hotel/tc/about/about-this-hotel.html#tab_0 每天送遞時間如下: 
早上10:00am12:00noon,
下午2:00pm4:00pm,
晚上7:00pm9:00pm

(a) 需成人陪同
(b) 獲得其父母或監護人簽署信件確認此安排
(c) 獲得其父母或監護人簽署信件確認此安排

48 The Royal Pacific Hotel and
Towers皇家太平洋酒店

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
中港城

https://www.sino-hotels.com/zh-hk/hk/the-royal-pacific-hotel-and-towers 24小時送遞服務 14歲以下 : 必須由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陪同入住
14歲-17歲以下 :
如欲單獨入住，必須在入住前出示附有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簽名的同意書方可入住

49 香港海景絲麗酒店 
Silka Hotels

香港九龍油麻地
上海街268號

https://www.silkahotels.com/zh-hk/silka-seaview/index.html 送遞服務只限於 
8am-1pm & 6pm-9pm

(a) 必須有成人陪同入住
(b) 必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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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聲明書
(c) 入住酒店前,獲得其家⾧/監護人簽署㇐份聲明書

50 The Kowloon Hotel九龍酒店 香港九龍尖沙咀
彌敦道19 - 21號

https://www.harbour-plaza.com/kowloonhotel/en/ 送遞服務只限
於 8am-10pm

(a) 需成人陪同
(b) 需成人陪同
(c) 於入住酒店前，父母/ 監護人必須簽署㇐份聲明書確認此安排

51 The Langham Hong Kong
香港朗廷酒店

香港九龍尖沙咀北京道8號 https://www.langhamhotels.com/en/the-langham/hong-kong/ 會 (a) 我們要求父母/監護人填寫同意書
(b) 我們要求父母/監護人填寫同意書
(c) 我們要求父母/監護人填寫同意書

52 W Hong Kong Hotel 
香港W酒店

九龍柯士甸道西1號 www.w-hongkong.com 送遞服務只限: 
早上 06:00 – 晚上 23:59

(a) 需成人陪同
(b) 需成人陪同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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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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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