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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行千里母担忧”，对于不少父母而言，自己的孩子也许是第一次离家到这么远的地

方求学，自然会十分牵挂孩子，想多了解孩子在香港的生活情况。本指南旨在向家长全方

位详细地介绍内地学生在香港的家——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宿舍，让家长了解孩子的住宿环

境，让家长安心。此外，本指南还附上2010-2011学年度重要日期表，家长可以此为参考，

同步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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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保持联系
虽说异地求学可以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
但是刚到陌生的环境中，孩子需要父母的
关心和鼓励。一个短暂的电话，几句关心
的话语，就可以让孩子感觉到父母的支
持，从而更有信心。

改变，需要耐心
父母都希望大学可以让孩子变成熟，形成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但是成熟需要时
间，也需要家长的支持。学生在大学里会
面临许多选择，家长的引导也十分重要，
即使孩子不在身边，家长也要适时关心孩
子的动向。 

倾听，也是关心
独自在外生活的孩子总会遇到困难，父母
是他们首先想到的倾诉对象。催促孩子解
决问题有时适得其反，会给孩子压力。这
时，倾听也是一种关心，了解孩子的情况
后再和他一起想办法，相信他，鼓励他，
孩子才会用平和的心态面对每一次挑战。

探望，随时欢迎
父母都想离孩子更近，孩子一定也希望父
母能来香港游玩。来香港探望孩子是种好
的方式。即能体验孩子的大学生活，又能
欣赏香港美景。相信，给孩子关心

异地求学最能锻炼孩子能力。既然选择了
让他们出外，就应当放手让孩子独立,让
他们学习自由选择, 学习自我管理, 学习自
律。那怕他们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失落
中再找方向。相信孩子，鼓励孩子，他一
定会成长得更快，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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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简介

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宿舍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促
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宿生的全人发展。 宿舍设
施齐全，管理严格，环境优美，是内地学生在香港温馨的家。 歌和老
街宿舍区现有八座本科生楼和一座研究生楼，共提供2800余个宿位，
第十、十一栋在建设中，预计在2012年投入使用。 从歌和老街宿舍区
步行至主校园只需十分钟。 本科生宿舍绝大部分是双人间，也有少数
单人间和三人间。

为了让学生体验全面的校园生
活，尽快适应香港社会，并学
习合群之道，校方会安排修读
本科基础年及由香港特区政府
资助的本科学士学位课程的非
本地新生，在入学后首两年入
住学生宿舍。惟鉴于宿位有
限，并为了维持本地及非本地
宿生的合理比例，大学只能保
证非本地生（包括基础年课程
的学生）在学习期的首两年入
住学生宿舍。宿生能否再次入
住宿舍，要视乎他们之前住宿
期间的成就、贡献、参加舍堂
活动及宿舍生活表现而定。拟
住校的学生必须按照校方的规
定，在每年截止申请日期之前
向学生宿舍处提出申请。逾期
申请者，可能不获分配宿位。

本科生宿舍
   分配政策



宿舍生活

便利位置

城大宿舍内外设施齐全，宿生的生活舒适便捷。宿舍区内有三个多用途活动礼
堂，供宿生组织活动；每层楼均有交谊室，交谊室内有冰箱，简单的电子炉具
（不可明火炊事），微波炉，厨具，电视，沙发，为宿生提供聚会休闲的场
所。每座宿舍设有投币式的洗衣机及干衣机，并可免费借用熨斗。

此外，宿生的地理位置极佳，吃饭，运动，购物，出行十分便利。

 

学习环境

城大宿舍为宿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房间配有书桌，椅子，书架，台灯，
英特网（需自带网线）；每座宿舍的底层有电脑房，打印机，自习室；宿生可
在交谊室里讨论功课，也可以在一些宿舍楼的“小图书馆”借阅书籍。每学期
宿舍还有不少活动可以在学习方面帮助宿生，比如英语口语班和学习小组。每
学期复习周和考试周期间，两个多用途活动礼堂会改为自习室供宿生使用。此
外，每座本科生宿舍楼都有奖学金计划，奖励学习优秀，同时对宿舍有贡献的
宿生。

安全管理

城大宿舍严格的管理保证了宿舍区的安全。每栋楼的底层有保安24小时值
班，宿舍区门口有保安室。电子监控系统遍布宿舍区，包括天台和电梯。房门
均能自动上锁，宿生凭电子房卡开门。宿生需要有学生证才能进入自己所住的
那一座楼，访客访问的时间是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且需要登记才能进
入。宿舍区严格禁烟，每学期还会有防火演习。

本科生宿舍楼层平面图



贴心关怀

宿舍是内地学生在香港的家，城大宿舍不仅有家一般的舒适，更有许多人关心
宿生生活，使宿生感受到像家一般温暖。 

学生宿舍处(Student 
Residence Office, 
简称SRO): 学生宿
舍处是负责所有学生
宿舍的管理事宜，包
括宿舍审批及编配、
财务及预算制定、管
理及营运宿舍。学生
宿舍处又与各舍堂舍
监、导师及宿生会紧
密合作，共同建立一
个舒适及具启发性的
学习环境。

保安: 每栋楼大堂24小时都有保安值
班，保证宿生安全。

清洁: 清洁人员每天会清洁公共区域，
包括走道，交谊室，电梯，每周清洁一
次宿生的卫生间。宿生需学会自己保持
房间室内卫生，并且尊重清洁人员的工
作成果，保持公共区域的卫生。

园丁: 宿舍区繁花似锦，得益于园丁的
辛勤工作。他们负责种植花草树木，浇
水，修枝一类的工作。

维修: 维修人员负责维持宿舍各种设备
的正常运作，包括电灯，空调，水喉，
电梯。如果宿生的房间里任何设施有问
题，都可报告维修人员前来检查维修。

舍监(Residence Master,简称RM): 
每栋楼设一位舍监，住在每栋楼的顶
层，大多是城大在职教师，是该栋楼
的最高领导。其主要职责是提供知性
的启迪及身心发展的引导, 推动和筹划
宿生活动, 培养宿生对社群的归属感。

导师(Residence 
Tutor, 简称RT): 
由大学的研究生, 
研究员或高年级
学生组成，导师
通常住在负责楼
层的第一间单人
房，协助舍监管
理楼层，帮助宿生
解决各种困难。

宿生会(Residents’Association,
简称RA): 由每栋楼热心及乐于
助人的十几个同学组成，是隶
属于学生会的学生组织，负责
为该栋楼的宿生组织活动，比
如迎新，高桌晚宴，节日庆祝
活动等等。

楼层代表(Floor Representatives): 
每层楼有一或两位有责任心的同学
协助导师管理该层宿生的日常生
活，比如开展楼层活动，购买公共
用品。

室友: 城大宿舍多为两人一
间，两间房公用一个卫生间和
洗漱间，因此大部分宿生有一
个室友和两个“厕友”。为了
促进不同文化背景间学生的交
流，每年申请宿舍时，宿生可
选择和内地学生，国际学生或
本地学生共住。每层楼的宿生
既有来自香港本地，也有来自
内地及海外；有男生层、女生
层也有男女混层（同一间房和
公用洗手间的两间房的宿生必
须是相同性别的）。

宿舍生活



副校长（学生事务）的话

宿舍文化是城大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宿舍不仅是一个住宿的地方，也是
各国文化交流共存的地方，是宿生学会自立自律的地方。城大宿舍不仅为
宿生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也开展各种活动，帮助宿生实现全人发展。
我们希望所有宿生都能在同一片天空下，快乐生活，全面发展。

       宿生多是初次离开家庭，正好学习独
立生活。而独立生活的基础是自律。
   ‘自律’两字，记之容易，行之为难。

——副校长（学生事务）林群声教授

宿舍生活

电子月刊《宿生缘》

学生宿舍处有自己的电子月刊
《宿生缘》(ResLink)，报道
和预告每月宿舍丰富的活动，
分享宿生的感受，使读者更加
了解宿生多彩的宿舍生活。我
们欢迎宿生来稿分享他们的
心得，亦欢迎家长参阅《宿生
缘》，可通过学生宿舍处
（电邮：sro@cityu.edu.hk） 
订阅。

多彩活动

宿生会、导师们和学生宿舍处每
学期都会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宿生的生活不再单调，给异地
求学的宿生一份归属感。在活动
中，迎新会能帮助宿生更快适应
新生活，认识新朋友；高桌晚宴
让宿生穿上礼服，体验一下正式
的社交晚宴；学习小组将同科目
的宿生集中在一起，提供一个良
好的环境给宿生讨论学习上的问
题。宿生还可以在楼际及舍际体
育及文化比赛中为自己的宿舍楼
披挂上阵，在大型的晚会（如中
秋晚会，春节晚会）中代表自己
的宿舍楼表演。各种活动，丰富
多彩。拿冠军，争第一不是参加
活动的唯一目标，让宿生认识新
朋友，体验新生活才是组织者的
初衷。



建议准备的生活学习用品

适量的厚衣服（香港冬天最低温度为10°左右）
网线
转换插头（香港使用英式插头插座，同内地不同）
接线板
文具
床上用品（宿舍只提供床垫）
个人洗漱用品
清洁用品（洗衣粉，洗衣液等）
餐具（如有需要，宿生可自己在每层楼的交谊室做饭）
衣架和衣夹
樟脑球（香港湿度大，要注意衣物防潮）

2010/11学年重要日期 (本科生适用)

入住： 2010年8月23日
开学：2010年8月30日
期中考试期：随课程而定，请留意各课程的具体要求
复习周：2010年11月29日—2010年12月 4日
考试周：2010年12月6日—2010年12月18日
退房期限(如在下学期不住宿舍)：2010年12月24日中午前 *
休学期：2010年12月20日—1月8日

城大宿舍欢迎您

孩子在外求学，家长一定十分挂念。城大宿舍
欢迎家长前来探望。每栋楼的顶层有少量专
为城大访客和非本地生家长提供的客房, Guest 
Quarters（单人间，双人间，套间, 合共15间）
。家长如需住宿，最好提前预定，特别是高峰时
期（如春节，五一，国庆，圣诞节）。申请人可
为城大宿生，最早申请期可为住宿前的六个月。
此外，宿舍附近也有不少酒店及旅舍可供选择，
详情请参考学生宿舍处网站的“校外住宿”。

贴心提示

上学期 (Semester A)

下学期 (Semester B)

*宿舍申请是以一年为单位，宿舍住宿日期为2010年8月23日至2011年
5月18日，全年住宿者，在寒假时不需要退房。

入住：2011年1月3日
开学：2011年1月10日
春节假期：2011 年2月2日—2011年2月8日
期中考试期：随课程而定，请留意各课程的具体要求
复习周：2011年4月18—25日
考试周：2011年4月26日— 5月11日
申请2011-2012学年宿舍：2011年3月尾至4月
退房期限：2011年5月18日中午前
休学期：2011年5月12日—2011年6月4日

（宿生可自带或在香港购买）



地址:香港九龙歌和老街22号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宿舍处 

电话：(852)3442 1200

传真：(852)2794 7716

电邮：sro@cityu.edu.hk

网站：www.cityu.edu.hk/s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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