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切青大学学生宿舍管理条例 
 

总 则 

  

§1 

  

1、什切青大学学生宿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本“条例”规定了其行使的一般原则以及居住

人的权利和义务。它适用于住在学生宿舍中的所有居住人以及其他相关人。 

 

2、学生宿舍，以下简称“DS”，是提供给符合条件的学生和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居住、学习和休憩的

场所。 

  

3、DS 的居住人由什切青大学学术住宅区委员会负责（以下简称“ROA”），该委员会是什切青大学学

生会的一个机构。 

  

4、ROA 的遴选规则和运作规则在相关规定中有所规定。 

  

5、居住人可向 ROA、DS 指定负责人或学生宿舍物业负责人（以下简称“ODS 负责人”）提出与住所有

关的申请。 

 

住 宿 

 

§2 

 

1、什切青大学学生宿舍名额分配在“什切青大学学生宿舍名额分配规定”（以下简称“名额分配规

定”）中有所规定。 

  

2、学生的住宿由指定的 DS 管理部门根据“名额分配规定”发布的决定进行安排。 

  

3、DS 的居住人有义务进行临时登记。入住及退房的事务由指定负责人负责。 

  

4、应个人提出的特殊书面要求，可考虑提供男女合住： 

a) 在双人间， 

b) 在获得房间内其他居住人的同意后，在房间里。 

 

5、入住宿舍时，居住人将获得： 

a) 居住卡，这是授权他进入 DS 处所的证件， 

b) 有关房间里指定铺位及相关设施的信息说明， 

c) 他/她带有经济赔偿责任的钥匙， 

d) 根据学生的需求，有一套床上用品及窗帘。 

  

6、用于住宿的房间应准备好可居住、干净整洁的条件并配备实际可用的设施和家具。居住人应立即向

指定的 DS 接待处报告设施的任何损坏和存在的问题。 

 



 

 

7、入住前，已获准入住宿舍的人员需签署声明，表示已阅读过本条例并承诺遵守。 

 

 

 

8、居住卡包含姓名、照片、房间号、DS 的楼栋号和地址，以及其有效期。居住人有义务在居住证上签

字，否则其为无效。 

 

9、学生在分配给他的房间里占用一个位置。为了充分发挥住宿场所的使用，根据指定的 DS 负责人的决

定，并说明搬迁的理由，居住人（尤其是有部分空间未充分使用的房间的）可能会被要求搬到另一个房

间去。指定的 DS 负责人应以书面形式通知 ROA 有关房间转移的信息。居住人有义务在收到决定之日起

三天内搬入指定的房间。 

 

10、居住人有权申请变更房间内所分配的位置。特定的 DS 内的更换决定由 DS 负责人发出。如果 DS 内

有任何变化，ODS 的负责人会在咨询相关 DS 的负责人后做出决定。 

 

11、应学生自治会主席和 ROA 的要求，DS 负责人会提供有关空房数量的信息以及各个房间的情况说

明。 

  

收 费 

 

§3 

  

1、DS 访客的居住和住宿费用由学生事务副校长与学生自治机构协商确定。 

  

2、DS 的居住人有义务在每月的 20 号之前支付 DS 的居住费用。 

 

3、如果一个月没有支付费用，DS 的负责人则会立即打电话通知居住人支付费用。如仍不付款，则会启

动旨在剥夺居住人居住权的相关程序。 

 

4、在提前退房的情况下，可以申请减免 DS 住宿费。此信息必须在提前退房日期的前一个月提供给指定

的 DS 负责人。 

  

 居住人的权利和义务 

 

§4 

 

1、DS 居住人有权： 

a) 根据“什切青大学学生自治选举规定”中规定的条款，主动或被动地参与 ROA 的选举， 

b) 根据这些房间的预期用途和 ROA 与指定的 DS 负责人协商规定的条款，使用 DS 的所有设施和房间用

于正常用途， 

c) 随时进出 DS， 

d) 将个人物品放在寄存处，如将寄存物品存放在指定的寄存处， 

e) 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在房间内接待客人。 

 

2、宿舍居住人有义务： 

a) 及时缴纳 DS 的居住费用， 

b) 尊重 DS 的住户和员工， 

c) 爱护 DS 的公共财产， 

d) 将钥匙留在 DS 大楼出口处的接待处保存， 



 

 

e) 保持使用的房间和公共区域的秩序和清洁， 

f) 立即向接待处报告发现到的故障和问题， 

 

 

g) 遵守 22:00 到 6:00 之间的宵禁， 

h) 遵守 DS 中现行的消防法规和健康与安全法则， 

i) 保持房间和浴室的状况有如住宿前的原始状况，尤其是：墙壁、地板、门、家具， 

j) 向 DS 负责人报告共同居住人的损坏财产的情况， 

k) 应接待人员和保安人员以及 DS 的管理人员、保安人员和 ROA 人员的要求，向他们出示居住卡， 

l) 在您不在时，请关闭门窗以确保居室和房间的安全。 

 

3、在 DS 场所内，禁止： 

a) 带入、销售、提供、消费和生产酒精和其他麻醉品， 

b) 吸食烟草制品和电子烟， 

c) 任意安装、修改、修理：电气、水、电话、天线及网络设备， 

d) 未经 DS 负责人同意对房间进行任意改造， 

e) 养动物， 

f) 可遮蔽防火系统的探测器， 

g) 将宿舍的房间、家具和设施用于非预期目的， 

h) 在房间内使用燃气灶具， 

i) 赌博， 

j) 拥有枪支和气动武器， 

k) 在房间里安排社交活动，避免打扰其他居住人的正常生活， 

l) 做生意， 

m) 未经 DS 负责人同意更换门锁和配钥匙， 

n) 向未经授权的人提供密码， 

o) 将可能导致其损坏或故障的物体或试剂投入卫生和污水装置中， 

p) 将废物、设备和个人物品留在走廊或公共区域， 

q) 违反本条例§5 中的规定，在未预见到的时间接待访客并为他们提供住宿。 

  

4、在酒精或其他麻醉品的影响下违反这些规定的每一项也都将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包括立即剥夺在

DS 居住的权利，并向大学纪律委员会通报。 

  

5、居住人可以通过为 DS 劳动来补偿违反§4-4 所规定的违规行为。此事项的决定由 DS 负责人做出，

并与 ROA 协商一致。 

 

6、居住人对 DS 财产的任何缺陷或损坏承担经济责任。发生损失的成本由 DS 的管理部门确定，并考虑

到损害发生之日的价格定位。所分配房间的所有居住人对房间设施的破坏和损坏承担连带责任，所有争

议均由 DS 管理部门与 ROA协商解决。 

 

来 访 

 

§5 

 

1、DS 居住人可在 7:00 – 24:00 接待访客。 

  

2、DS 入住者必须到接待处接访客，并在访客离开 DS大楼后留下其领取的居住卡，并承担向客人收取

住宿费的义务。 

  



 

 

3、接待访客的居住人对他们在 DS 场所的逗留承担全部纪律和物质责任，尤其有义务抵制访客导致 DS

场所秩序受损或秩序混乱的行为。如果严重疏忽上述义务，居住人可能会受到相关纪律处分。 

 

 

4.处于饮酒或其他醉酒状态并有辱骂行为的人，禁止进入 DS 区域。 

  

5、如果经常违反这些规定，指定的 DS 管理人员有权： 

a) 限制来访， 

b) 禁止外部人员进入 DS 场所， 

c) 命令访客离开 DS 区域。 

 

6、访客，无论其性别，在拜访时间之外的逗留都需要获得房间居住者、DS 负责人的书面同意才行，如

果他们不在，则需要 DS 接待员的书面同意。 

  

7、如果房间里有任何人提出反对，过夜的同意书将被撤销。 

  

8、访客最多可连续两天在拜访时间以外逗留，不管他拜访的居住人是谁。在合理的情况下，DS 负责人

可能会给予增加逗留天数。住宿费用在 DS 和客房的价目表中注明。 

 

9、指定时间以外的 DS 价格在有效价目表中注明。访客需在前台提前付款。 

 

10、如果访客是大学的另一栋 DS 的居住人，则不收取访客在访问时间以外的住宿费用，前提是该人拥

有另一栋 DS 居住人的有效居住卡。 

 

11、如发现访客入住宿舍不符合本规定，接待访客将被处以非学生住宿费的双倍罚款。 

 

12. 如发现有违反本规定行为，可将访客从 DS 带出，且住宿费不予退还。 

  

撤销 DS 分配的床位 

 

§6 

 

1、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居住人可能会失去在 DS 居住的权利： 

a) 未能支付床位分配规则中规定的预付款， 

b) 他/她被分配到 DS 的期限届满， 

c) 严重或持续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d) 超过一个月未缴纳 DS 住宿费， 

e) 因个人原因未在学年开始后 7 天内到 DS 报到， 

f) 未真实行使居住权，同时允许未经授权的人居住， 

g) 阻碍 DS 管理部门履行在临时逗留期间对居住人进行登记的义务， 

h) 通过在 DS 分配名额过程中提交虚假数据，得到了在 DS 分配的名额， 

i) 违反社会共存原则。 

  

2、DS 负责人在咨询 ROA 后，应指定 DS 负责人的要求，做出关于丧失 DS 居住权的决定。 

  

3. ODS 负责人的决定可以在决定送达之日起 7 天内向什切青大学学生事务副校长提出上诉。同时，会

在负责学生事务的副校长解决之前，暂停执行该决定。 

  



 

 

4、如果居住人失去居住在 DS 的权利，他/她有义务在关于丧失 DS 居住权的决定成为最终决定之日起 7

天内办理退房。 

  

 

 

退 房 

 

§7 

 

1. 为了顺利搬出 DS，居住人有义务： 

a) 结算与 DS 的所有财务相关的义务， 

b) DS 负责人或 DS 的管理人员顺序收回， 

c) 将床上用品和收集或租用的设备退回仓库， 

d) 归还居住卡， 

e) 归还房间钥匙。 

 

2、DS 员工检查房间的财产和状况。在特别合理的情况下，检查将由大学的 ROA 与 DS 的管理部门协同

进行。 

  

3、在事先约定退房日期之后，与注销 DS 居住人有关的所有活动均由 DS 的行政部门在办公时间内进

行， 

  

4、未在规定时限内履行查验 DS 义务的，适用本条例§ 8 中的相关规定。 

  

5、在特别合理的情况下，ODS 负责人在收到 ROA 的意见后，可以应学生的要求取消学生对 DS 的某些欠

款。 

  

联合委员会及委员会适用规则 

 

§8 

 

1、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至少由两人组成：指定 DS 主管部门的代表和 ROA 的代表。 

  

2、联合委员会的行政部门代表由指定的 DS 负责人任命，而 ROA 的代表由 ROA 主席任命。 

  

3、联合委员会应根据本条例规定的原则进行驱逐程序。 

 

4、委员会驱逐程序适用于已丧失在 DS 居住权但并不想离开 DS 区域或在规定期限内非法居留在其场所

内的人。 

  

5、不早于关于丧失在 DS 居住权的决定成为最终决定之日起 7 天后可启动委员会驱逐程序。 

  

6、委员会可以常规方式传唤指定人员自愿离开 DS。 

如遭到拒绝，委员会将可采取进一步措施： 

a) 委员会应起草一份协议，其中应包括： 

a.被提起诉讼的人员的姓名， 

b.报告日期， 

c.驱逐程序发生的房间号， 

d.委员会的组成， 



 

 

e.委员会查获的物品索引， 

f.未点清的物品清单，与 DS 管理部门的房间陈设清单副本一致， 

g.委员会成员的签名。 

 

 

b) 委员会成员认为，有价值的物品应按连续编号列入索引。 

c) 其余物品装在容器中，贴上标签后计入索引中。 

d) 容器由委员会密封封存。 

e) 索引所列项目，适用本条例§9 中的相关规定。 

f) 私人家具不受委员会所保护。 

g) 委员会尽一切努力移走和储存物品，以尽量减少可能发生的任何损坏。 

h) 受保护的物品由 DS 管理部门签发。 

 

7、与诉讼有关的所有费用均由被驱逐者承担。 

 

8、在合理的情况下，联合委员会可以检查 DS 选定的房间，检查也可以在居住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 

  

9、在合理情况下，联合委员会可检查 DS 处所，尤其是： 

a) 当居住人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嫌疑时， 

b) 定期抽查房间的卫生状况， 

c) 在怀疑居住人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10、由执行的管制制定议定书，并由委员会所有成员签署。 

 

11、可在未经居民同意的情况下，采取旨在立即消除故障的行动以及与消毒和除鼠有关的活动。 

  

物品的寄存 

 

§9 

 

1、假期期间物品的寄存由 ROA 成员在与指定 DS 负责人的同意下组织。在假期之外，物品的寄存由指定

的 DS 或联合委员会的管理部门组织。 

  

2、物品寄存处是指用于存放 DS 居住人遗留物品的仓库，按本条例规定。 

  

3、ROA 以公告方式确定物品在保管室接收、交付和寄存的日期。 

  

4、自学年开始 14 天后仍未从寄存处中提走的物品，应按照惯例事先通知该人后销毁，费用由物品所有

者承担。 

  

5、只有寄存处所在的指定的 DS 居住人才能使用寄存。向寄存处提交物品的居住人有义务填写寄存卡，

其样本由 ROA 制定。 

  

6、将物品提交至寄存处，即视为接受本条例的规定。 

  

7、将物品提交给寄存处是免费的，但§8 中提到的驱逐费用除外。费用金额由 ODS 负责人与大学学生

自治机构协商确定。在合理的情况下，作为驱逐费用的一部分，可以免收对寄存物品的收费。 

  

8、物品存放的数量是有限的。 



 

 

  

9、到寄存室完全放满为止前，物品都可接受寄存。 

  

 

 

10、每件放入寄存处的物品都必须标明单号、提交物品的人的姓名以及下一学年分配的房间号。 

  

11、向寄存处提交物品的人负责将它们送到寄存室并确保它们免受损坏或破坏。 

  

12、存放物品的状况必须是可以存放三个月以上的。 

  

13、存放冰箱必须符合以下要求，否则将被拒绝接收： 

a) 必须清空、解冻、清洗干净以及已干燥， 

b) 门必须完全关闭。 

  

14、禁止在寄存室存放食品、危险物品和可能损坏其他物品的物品。 

  

15、ROA 对留在寄存处中的物品不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16、物品只能当面或在提交物品到寄存处的人的书面授权下才可从寄存处中取走。 

  

过渡性和最终条款 

 

§10 

 

1、本“条例”自批准之日起即施行。 

2、2011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什切青大学学生宿舍管理条例”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