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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朴次茅斯有多舒服

朴次茅斯城市布局非常紧凑，商业区，

休闲区，大学校园区和住宿区距离不

远，基本走路即可到达，生活超级便利。

地势平坦，无需爬上爬下，很适

合步行或者骑行。

公路，火车，飞机甚至乘船到达朴次

茅斯都非常便捷，从朴茅出发去英国

或欧洲旅行超级便利。

朴次茅斯是英国唯一的海岛城市，

拥有长达 4 英里的海岸线和超多绿
地，学习之余可以享受海风跟大自

然，得天独厚，简直不要太舒服。

城市风光多元，一分钟可以从历史老城

区穿越到风帆塔顶俯瞰整个朴次茅斯的

繁华，历史与现代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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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多的
住宿选择
作为一个新朴茅人，可以选择住在学生宿舍或者朴次茅

斯当地的个人出租房源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想寻求哪

种生活体验和经历。无论哪种选择，大学的住宿团队都

会为大家提供帮助。

Halls of Residence - 学生宿舍
推荐新生首选入住大学宿舍，朴次茅斯大学在市中心和海边总共运营 9栋宿舍楼，

设施齐备，环境安全，距离教学楼和生活区距离近便。并且入住大学的学生宿舍

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结交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而不是因为文化差异而被

迫拘泥在中国人的文化圈里，让留学生活体验更加丰满；更省心省力地生活，不

用担心网络、水电煤气等等。

Privately Rented Shared 

Houses and Flats-私人租房、

合租
朴次茅斯当地居民私人出租的住宅一般 3-5

室，公寓房型较多，除常规房型也有一室一

卫或两室两卫等。根据地点，面积，装修等

情况差异价格也有所区别。适合同行的小伙

伴们一起整租，生活支出自行支付，开启独

立生活。劣势即可能接触国际环境的机会较

少，语言环境受局限。

Lodgings/Home stay- 寄宿
租住一间房间在当地居民家里，与房东共

同生活。可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浸入

式学习语言。大学住宿部筛选出了符合标

准的寄宿家庭，可以参考朴次茅斯大学

的 StudentPad 来寻找你理想中的租住地：

http://www.portsmouthstudentpad.co.uk/

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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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宿舍
大学共 9 栋宿舍楼分布在市中心和海边。
市中心宿舍区：到达各学院教学楼，商场，商业街，超市，市中心火车站都很便利，步行距离 5-10 分钟内。

海边宿舍区：出门即是绿地草坪和大海，距离教学楼，图书馆，市中心区域步行 15 分钟左右。

浏览大学官网，查看各宿舍图片、全景视频等详细信息：

https://www.port.ac.uk/student-life/accommodation/our-halls-of-residence

注：
上表中英文为宿舍楼名，4 栋宿舍楼中有套间（Studio）的房型，为清晰展示房型价格所以将套间单独列出。
大学与 Unite Students 和 The Student Housing Company 两家公司合作运营管理宿舍楼。
* 这 4 栋宿舍楼为朴次茅斯大学所有，住宿合同与大学签订。
** 这 4 栋宿舍楼为 Unite Students 所有，住宿合同与该公司签订。
†  此栋宿舍楼为 The Student Housing Company 所有，住宿合同与该公司签订。

市中心宿舍区 餐厨 卫浴 周价格（2022） 学年价格（2022）

*Bateson Hall 单人间 公用厨房 公用卫浴 £104 £4,160

*Bateson Hall 大房间 公用厨房 公用卫浴 £116 £4,640

**Trafalgar Hall 单人间 公用厨房 独立卫浴 £138 £5,520

*Harry Law Hall 单人间 公用厨房 独立卫浴 £144 £5,760

**Rosalind Franklin Halls 单人间 公用厨房 独立卫浴 £148 £5,920

**Margaret Rule Hall 单人间 公用厨房 独立卫浴 £154 £6,160

†Catherine House 单人间 公用厨房 独立卫浴 £153  - £162 £6,120  - £6,480

**Greetham Street Hall 单人间 公用厨房 独立卫浴 £166  - £172 £6,640  - £6,880

**Trafalgar Hall 套间 独立厨房 独立卫浴 £161 £6,440

**Rosalind Franklin Halls 套间 独立厨房 独立卫浴 £161 £6,440

**Margaret Rule Hall 套间 独立厨房 独立卫浴 £167 £6,680

*Harry Law Hall 套间 独立厨房 独立卫浴 £161  - £168 £6,440  - £6,720

海边宿舍区 餐厨 卫浴 周价格（2022） 学年价格（2022）

*Rees Hall 单人间 包餐 独立卫浴 £182 £7,280

*Burrell House 单人间 包餐 公用卫浴 £140  - £158 £5,600  - £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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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宿舍中，公用的厨房和卫浴大约几个人

共用？ 
答：一般根据房型不同，大约 5-7 人共用一个厨房或者

卫浴设施，显示独立卫浴和独立厨房的即为自己单独

使用。

怎么找到离我的学院最近的宿舍？
答：7 幢宿舍楼在市中心，邻近各教学楼！步行距离 5-10

分钟内可以到达最远教学楼，海边的 2 幢宿舍楼步行

到校区大约 15 分钟。也可以参考上方教学楼和宿舍分

布图，找到你上课的教学楼，再决定你的理想宿舍是

哪一栋。

宿舍卧室里都有哪些设施？ 
答： 宿舍卧室标配：一张单人床、书桌、椅子、抽屉、

衣柜、布告牌、电源插座和 WiFi 接入口。

宿舍费用中包含哪些项目？
答：所列的宿舍费用包括：天然气和水电费，基本保险，

无线网络 Eduroam 的使用，有线宽带 ResNet 的使用，

宿舍管理团队的服务，包餐宿舍的费用包含一天两餐

（早餐和晚餐）的费用。

简而言之，除使用学校的洗衣设施需要单独根据使用

次数付费，不包餐宿舍需要自己买食材调味品等；其

他生活费用无需另外支出。

学生宿舍 £250 押金可以抵扣住宿费吗？

如果入学前决定不住可以退还吗？
答：£250 押金不能抵扣住宿费用。只在住宿期满时、

扣除设施损坏等费用（如有）后予以退还。

我可以只在学生宿舍住一段时间，等找到其

他房子后再搬出去吗？
答 : 学生宿舍的合约签订时长是 40 周，如果选择住一

段时间搬离，不会全额退款。具体违约责任详见住宿

合同。

你关心的
就是我们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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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可以和同学 / 朋友住在同一个宿舍

楼 / 单元？
答： 可以尝试。你可以试着和小伙伴申请同一幢学生

宿舍同一种房型，并分别给住宿部写邮件，真诚的表

达想要和对方同住一个宿舍楼 / 单元的心愿，备注同

学的姓名和学号。住宿部会根据房源酌情考虑和分配。

申请截止日期以后就不能选学生宿舍了吗？
答：不是。虽然设置了截止日期，但过了这个时间点，

还是可以申请学校宿舍的。学校会根据同学的意愿及

宿舍房间的存量情况予以调配，尽量满足大家的需要。

当然，截止日期前申请可以保证挑选到心仪的宿舍楼

和房型。

家人朋友漂洋过海来探望，是否可以留宿？
答：可以。但是每次只有一位家人 / 朋友可以留宿，

每次最多连续留宿 3 晚，每 30 天内最多留宿 6 晚。具

体请以住宿合同规定为准。

读语言班的学生有“新生大礼包”？
答： “新生大礼包” 是仅提供给语言班期间入住学生宿

舍的同学，包含单人羽绒被、 枕头、床罩、枕套、大毛

巾和基本锅具。报读语言课的同学待课程结束后、可

以直接打包拎走礼包内全部物件。

未在语言班期间入住宿舍，只在主课期间入住学生宿

舍的同学，需要自己准备床品。

住在学生宿舍是否安全？
答： 每个学生宿舍都设有管理员、门禁系统和访客登

记制度。Well-being Officer 和管理员轮值，24 小时安全

保障。

会有人带我熟悉宿舍和邻居吗？
答：入住宿舍时有宿舍管理人员引领陪同，宿舍团队

还会定期组织社交活动，完全不用担心无法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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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学生宿舍的前提：提交朴次茅斯大学主课课程申请，收到有条件或无条件 Offer。

1. 在线接受 Offer 后，会在 3-5 个工作日内收到大学住宿部（International.housing@port.ac.uk）的邮件，详细介绍宿舍信息与申请步骤，

请根据指导在线选择学生宿舍和房型偏好。

2. 预计 3 月底开始，住宿部会发送邮件通知申请结果 , 并指导如何支付押金。

3. 请在邮件标注的规定时间内（通常在收到邮件 14 天内）通过网上支付押金以预留房间。

4. 有一些宿舍楼和房型非常受欢迎，我们鼓励大家尽早申请以便分配到心仪的房间。

申请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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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住宿部

住宿信息主页：port.ac.uk/accommodation 
邮箱：student.housing@port.ac.uk 
电话：+44(0)23 9284 3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