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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年學生住宿申請 
• 校外租住資訊簡介 
• 租房小提示 
• Q&A 
• 學長分享 
• 參觀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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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生住宿分配準則 
 

由教資會資助的全日制非本地四年制本科生可於一年
級時獲分配校內學生住宿 (註一)，及於二年級時獲分
配校內或校外學生住宿。 

因宿位供應量有限，合資格的本科生如欲於二年級時
入住校內或校外學生宿舍，須於指定申請限期前提出
申請；宿位將按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 (註二)。 

自三年級起，學生將不獲校內或校外學生住宿安排 
(註三)。 

備註:  
一. 全資入學獎學金的非本地本科生就讀一年級及二年級時可獲分配校內宿位。  
二. 校內及校外的學生住宿均按供應量提供宿位，其住宿計劃及住宿費用均有所不同。 
三. 大學不會向任何本地或海外銜接之課程之非本地學生提供任何校內或校外學生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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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浸大管理的學生宿舍 
1. 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學生住宿 (校內宿舍) 
 

地址 : 九龍塘聯福道32號 
 
位置 : 位於浸會大學道校園內，環境清幽， 
          鄰近大學圖書館及本科生舍堂 
 
房間類型及間格 : 
 單人房間 (約196平方呎/18平方米) 
 雙人房間 (約238平方呎/22平方米) 
 每房間連獨立浴室 
 總共提供約二百多個學生宿位 
 

 

 
 

 



入住浸大管理的學生宿舍 
1. 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學生住宿 (校內宿舍) 
 

房間設備 : 
 傢俱 : 床、衣櫃、書桌、椅子及書櫃 
 電器 : 空調、小型冰箱、熱水爐、電熱水壺、電視、電話及網路線 

 
 

 
 
 

 

 

） 

 

 



入住浸大管理的學生宿舍 
1. 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學生住宿 (校內宿舍) 
 

學生住宿設施 : 

 24小時保安 
 學生休憩室及兩個學生閱讀區 
 食物售賣機  
 獨立郵箱 
 學生休憩室内提供食品翻熱設備  
    (*請注意中心嚴禁煮食) 
 

房間清潔 : 
 每星期提供基本房間清潔 
 免費清洗床單及枕套服務 

 

洗衣服務 : 
 中心不設洗衣服務，宿生可享用本科生舍堂的自助洗衣服務 

 
 
 

 

 

 
 

 



2. 啓城軒 (校外宿舍) 
 

地址 : 九龍城沙浦道 51 – 53 號 (富豪東方酒店對面) 
位置 :  
 位於九龍城巿中心，附近有大型商場、 食肆、

休憩公園、體育館、社區中心、醫院等 
 步行五分鐘可到達巴士站，巴士路線可直達香

港大部分地區 
 大廈正門外有專線小巴 25M  
    可直到大學，車程約十五分鐘 
 環境安全，設保安員巡邏 
 單位備有基本煮食設施  

 

入住浸大管理的學生宿舍 



2. 啓城軒 (校外宿舍) 
 

宿舍單位數目及間格 : 
 共 76 個宿位 - 19 間 X 4人單位 (約 367 平方呎 / 34.1 平方米) 

 兩房一廳、一浴室、一廚房及前後陽台 
 

 
 

入住浸大管理的學生宿舍 



2. 啓城軒 (校外宿舍) 
 

單位設備 : 
傢俬 : 雙層床連床祳、衣櫃、書桌及椅子  
電器 : 空調、冰箱、熱水器、煮食爐、電熱水壺、洗衣機、微波

爐、電風扇、 寬頻調碼器及路由器 
 

宿舍單位清潔及維修 : 
 宿生需分工合作，定期清潔所屬房間 / 單位 
 提供每週基本清潔服務 
 如有需要，校外宿舍組亦會為各單位進行設施維修 
 

 

入住浸大管理的學生宿舍 



申請2017/18年度學生宿舍 
申請住宿資格 : 由教資會資助即將升讀二年級之非本地全日制本科生 
 
 
 
 
 
 
 
 
 
 
 

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  啓城軒  
住宿期 :  10 個月   

(28/8/2017-27/6/2018) 
11.5 個月 
(16/8/2017 – 31/7/2018) 
 

住宿費用 : 

註: 全期住宿費 ( 已包括水、電及

寬頻網絡服務等費用 )，另預

繳港幣 3,000 元保證金及港

幣 100 元宿生活動年費。 

全期住宿費包括無線寬頻網絡

服務，但不包括水、電及煤氣

等費用 (該費用會由各單位內之

宿生均分，金額將分兩期於預

繳港幣 4,000 元之保證金內扣

除)，每人亦須繳付港幣 100 元
之宿生活動年費。 

港幣52,260元  (雙人房間) 
港幣119,780元(單人房間) 港幣47,310 



申請2017/18年度學生宿舍 
申請須知 : 
 2016-17年度學生住宿申請(本科生)將於 2017年3月20日
公開接受申請，詳情請留意大學發出之電郵或留意中心學生

住宿網址。 
 學生住宿組將於約 5月初 發出申請床位結果通知。宿生須

於指定日期前繳付不可退還之留位費用港幣500元，並於 5
月下旬 前繳付餘下之全期住宿費用。 

 查詢電話: 3411 2037 (簡老師) / 3411 2035 (劉老師) 
 電郵: sasrapp@hkbu.edu.hk  

 

mailto:sasrapp@hkbu.edu.hk


校外宿舍組 

1 •管理啟城軒 

2 

 
•提供校外住宿資訊 

 

3 •提供簽訂租約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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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宿舍組網頁 
http://sass.hkbu.edu.hk/sass/och/tc/index_privateac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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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1.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Sheet (to be updated from time to time) – Around April, will show some collections of available rental flats around popular districts for students’reference. 2. Platform3.租賃地產代理聯絡及最新租賃市場資料4. 校外住宿資訊平台 – 尋找室友伙伴@浸大 

http://sass.hkbu.edu.hk/sass/och/tc/index_privateacc.html


 http://smart.eaa.org.hk/wp-content/uploads/2016/12/AGuideToTenancy_ch.pdf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Thanks Venny for sharing and we herewith a guide to rent

http://smart.eaa.org.hk/wp-content/uploads/2016/12/AGuideToTenancy_ch.pdf


校外住宿資訊平台 OCASP 
http://ocasp.sass.hkb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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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學宿舍以外，我的住宿選擇是… 

部份非牟利機構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自資的物業單位或旅舍 

服務式住宅 (Serviced Apartment) 

私人租住物業 (Private Rental Properties) 



 
浸大 

尚學苑 

立方 

安怡居 

明愛 



 

 明愛太子宿舍Caritas Lodge (太子) 
 https://booking.caritas-ch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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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比租私人住宅貴, 但比租酒店便宜, 多以月租計算通常包括私人浴室, 租金已計算水電煤等開支包括洗衣乾衣服務多數包上網, 本地電話服務

https://booking.caritas-chs.org.hk/


 



立方國際青年社區M3 (太子) 
 http://www.m3commun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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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月租計算大小: 由套房至1房, 2-3房不等比租私人住宅貴, 但比租酒店便宜通常已裝修, 有獨立私人浴室/基本煮食設施及COMMON  ROOM…

http://www.m3community.com/


立方國際青年社區M3 (太子) 
 http://www.m3commun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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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月租計算大小: 由套房至1房, 2-3房不等比租私人住宅貴, 但比租酒店便宜通常已裝修, 有獨立私人浴室/基本煮食設施及COMMON  ROOM…

http://www.m3community.com/


尚學苑 Uni Hall (深水埗) 
 http://www.unihal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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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是位於深水埗近石硤尾的一座私人物業，一共有約120床位，提供由1人至4人合住的單位。Uni Hall Factsheet at counter, Linked to Uni HallApply  Interview by Skype  Bed spaces assignment * Rental + management fee

http://www.unihall.com.hk/


 



安怡居 Contented Living (旺角) 
 http://www.contentedliv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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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來港留學生及短期訪港人士提供住宿服務，入住的大學學生有浸大、中大、理大及城大。住宿單位分佈於港島(中西區西營盤)丶九龍(旺角-毓成樓/上海街/窩打老道 及佐敦)及新界(沙田河畔花園/花園城)，均為受業主委託管理之出租物業，並提供專業的管理服務。Weekly cleaning, prompt action on repair work.

http://www.contentedlivings.com/




汀蘭居 Campus HK (荃灣) 
http://www.campus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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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使用健身室、桑拿房、*游泳池及*按摩池 
   (*只限夏天時間) 
免費穿梭巴士由汀蘭居往返荃灣西鐵站 
     





姓名 : 林雯慧 
 
 
 
姓名 : 曾宣 

學長們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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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VISIT 

校外宿舍組謝謝你的參與 
 

王老師 Ms. Boey Wong  
     廖老師 Miss Beatrice Liu 

          Email: saocsr@hkb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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