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喜入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现在是时候选择一个可以帮助你走向成功的宿舍体验了。是的，你可以做出
选择。

UW新生不需要住在UW宿舍。
一些学生（和家长）以为不得不住在学校宿舍，才匆忙选择了现有住处。不要急于做出任何人生决定。离家在外的
第一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严格管理的宿舍生活并不适合每个人。选择Dorm@Lucky，你可以按照自己真正渴
望的方式度过大学生活。

掌控第一年的大学生活 —  
dormsatmadison.com/apply
你认真对待学业和生活（而且一路也要尽享乐趣），所以更要货比三家，做出聪明的购买决定。我们的宿舍住房为
你提供最好的校园位置、更多的空间、更多的隐私、一对一支持以及大量机会来建立持久的友谊 - 所有这一切无
需花费太多，更可确保你度过充实有趣的大学第一年生活。

利用所有大学资源，再加上...
更聪明的新宿舍生活方式。你自己的套房里有厨房、卫生间和客厅。还有屋顶露台、社区休息室、计算机中心等所
有其他设施，都近在咫尺。入住Dorm@Lucky，可谓万事俱备。那么，当你准备好做出另一个伟大决定时......

	 •	  预订房间。填写我们的申请表 DormsAtMadison.com/apply ，我们会立即处理你的租约文件，也可以
邮寄随附的申请表。

	 •   签署租约。如果你决定住在我们这里，请赶快行动。（请在申请时查看我们轻松的取消政策详情。）只有
签署的租约可以保证为你预留所选宿舍的所选房间。

再次祝贺你入读世界一流大学 -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我们的大门总是为你敞开 - 欢迎随时前来参观做客。
我们期待着与你相识。

Alyssa Hellenbrand-Best
运营总监
Steve Brown Apartments

Dorm@Lucky由Steve Brown Apartments在本地拥有和管理，并非由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拥有、运营或审查。	
我们拥有25年的大学住房质量、支持和专业知识。

归家般舒适@选择我们的宿舍
探索更聪明的宿舍生活方式。



777 University Avenue, Madison, WI 53715 
608-237-2777 or 877-36-LUCKY

DormAtLucky.com

我们是独特私人宿舍环境的创造者和管理者。这是全新的宿舍生活方式。我们的公司规模较小，因
此更灵活也更体贴，并且我们提供适合所有家庭预算的选择。我们非常自豪能够提供特别的一对一
支持，以满足新生和大一学生的需求。这里没有一刀切式的方式。我们的计划根据每批新生以及他
们的兴趣和安排量身定制。

我们的团队包括现场宿舍助理和住客主管，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学生。
这些专业人员参加了严格的培训，充分准备好在任何情况下提供支持和指导，无论是学业问题
还是个人危机都能为你化解。我们的培训课程借鉴了我们国家一流大学的培训课程。敬请浏览
DormsAtMadison.com/about-us，详细了解Steve Brown Apartments。

25 多年丰富经验为你服务

Dorm@Lucky is locally owned and managed by Steve Brown Apartments. 

探索更聪明的宿舍生活方式

Dorm@Lucky

现在该寻找最棒的宿舍了。
你已经进入了最棒的大学。

做你自己@麦迪逊

你不必住在普通的宿舍 - 你可以做出选择。
你的想法与同龄人略有不同。你比大多数人更渴望精彩充实的大学体验。你
也想住在特别的宿舍里，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环境，为你提供属于自己的空间。
欢迎来到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Dorm@Lucky — 大学新生（和家长）的明智选
择，我们能助你充分享受大学生活！

如果你认真对待学业和生活（而且一路也要尽享乐趣），那么更要货比三家，
做出聪明的购买决定。普通的宿舍是过时的宿舍 - 不妨看看你的全新选择。

查看新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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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m@Lucky

100步即到巴斯科姆
Dorm@Lucky位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校
园学术和社交生活中心地带。学生活动中心、健康
服务和其他UW办公室与Dorm@Lucky在同一栋
楼里 - 而且图书馆、教室、学生会和餐厅几乎只有
几步之遥。这里有必不可少的大学体验：交友、学
业、运动、自行车路径和热闹的城市街道。

成功@生活
我们住客生活计划的学生职员
比例为35:1。（大多数大学宿舍
是70:1）。将住客生活团队想象成你专业的兄长/姐姐 
- 他们由衷祝贺你的成功，在艰难的日子里为你提供
支持。他们会帮助你建立丰富人脉、打造各种乐趣，
支持你顺利过渡到大学生活。

致新生
UW新生不需要住在UW宿舍。 
（也就说，在大学的第一年，你不需要将你的一切生
活塞进那个小房间里。）掌控自己的第一年大学生活 - 
选择Dorm@Lucky！

乐趣只为你
利用我们的活动日历，在新城市结交新朋友轻松无比。
以下只是过去活动的几个示例：
 »   屋顶晚餐@Lucky

 »   野餐@野餐点

 »   兰德尔体育场的私人之旅

 »   威斯康星大学归乡五千米慈善义跑/义走

 »   游览啤酒厂

 »   水上乐园@戴尔

 »   星期一晚上足球派对

 »   寿司制作课程

交际@大学
离家在外，结识朋友，建立自己的小圈子。你需要的一切都
在这里：校园、宿舍社区和我们的社交支持计划。如果你担
心与新室友的相处，请打消顾虑。之前入住的数百名新生对
我们的在线匹配过程一直赞赏有加。你可以自己选择室友！

我在这里的宿舍生活感觉更像是
住在家里。
—     Tian L.，来自中国南京， 

Dorm@Lucky住客

还有两步就走向 
独立生活！
现在申请 
完成我们的EZ两步注册流程，准备好拥有超棒的宿
舍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1)   预订房间。填写我们的申请表DormsAtMadi-
son.com/apply，我们会立即处理你的租约文
件，也可以邮寄随附的申请表。

  (2)   签署租约。如果你决定住在我们这里，赶快行
动！（请在申请时查看我们轻松的取消政策详
情。）只有签署的租约可以保证为你预留所选
宿舍的所选房间。

	

欢迎随时前来参观做客
如果Dorm@Lucky听起来好到不敢相信，这也
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快来亲眼看看自己未来的
住处。真正感受一下你的新邻居。有问题，尽管
问。亲自详细了解你的所有选择。

想安排参观吗？访问DormAtMadison.
com/tour  登记参加私人参观，或致电
877-36-LUCKY安排参观。

你也可以随时上门 - 我们永远欢迎你。我们期
待着与你相识。

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宿
舍社区，而且还有更好的生活
条件。
—   Scott P.，来自威斯康星州格林贝 

YouBelong@Lucky

如果你准备前往麦迪逊并决定选择Dorm@Lucky，
请立即填写我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申请表： 
DormsAtMadison.com/apply. 

预订房间 

没
有
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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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m@Lucky

100步即到巴斯科姆
Dorm@Lucky位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校
园学术和社交生活中心地带。学生活动中心、健康
服务和其他UW办公室与Dorm@Lucky在同一栋
楼里 - 而且图书馆、教室、学生会和餐厅几乎只有
几步之遥。这里有必不可少的大学体验：交友、学
业、运动、自行车路径和热闹的城市街道。

成功@生活
我们住客生活计划的学生职员
比例为35:1。（大多数大学宿舍
是70:1）。将住客生活团队想象成你专业的兄长/姐姐 
- 他们由衷祝贺你的成功，在艰难的日子里为你提供
支持。他们会帮助你建立丰富人脉、打造各种乐趣，
支持你顺利过渡到大学生活。

致新生
UW新生不需要住在UW宿舍。 
（也就说，在大学的第一年，你不需要将你的一切生
活塞进那个小房间里。）掌控自己的第一年大学生活 - 
选择Dorm@Lucky！

乐趣只为你
利用我们的活动日历，在新城市结交新朋友轻松无比。
以下只是过去活动的几个示例：
 »   屋顶晚餐@Lucky

 »   野餐@野餐点

 »   兰德尔体育场的私人之旅

 »   威斯康星大学归乡五千米慈善义跑/义走

 »   游览啤酒厂

 »   水上乐园@戴尔

 »   星期一晚上足球派对

 »   寿司制作课程

交际@大学
离家在外，结识朋友，建立自己的小圈子。你需要的一切都
在这里：校园、宿舍社区和我们的社交支持计划。如果你担
心与新室友的相处，请打消顾虑。之前入住的数百名新生对
我们的在线匹配过程一直赞赏有加。你可以自己选择室友！

我在这里的宿舍生活感觉更像是
住在家里。
—     Tian L.，来自中国南京， 

Dorm@Lucky住客

还有两步就走向 
独立生活！
现在申请 
完成我们的EZ两步注册流程，准备好拥有超棒的宿
舍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1)   预订房间。填写我们的申请表DormsAtMadi-
son.com/apply，我们会立即处理你的租约文
件，也可以邮寄随附的申请表。

  (2)   签署租约。如果你决定住在我们这里，赶快行
动！（请在申请时查看我们轻松的取消政策详
情。）只有签署的租约可以保证为你预留所选
宿舍的所选房间。

	

欢迎随时前来参观做客
如果Dorm@Lucky听起来好到不敢相信，这也
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快来亲眼看看自己未来的
住处。真正感受一下你的新邻居。有问题，尽管
问。亲自详细了解你的所有选择。

想安排参观吗？访问DormAtMadison.
com/tour  登记参加私人参观，或致电
877-36-LUCKY安排参观。

你也可以随时上门 - 我们永远欢迎你。我们期
待着与你相识。

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宿
舍社区，而且还有更好的生活
条件。
—   Scott P.，来自威斯康星州格林贝 

YouBelong@Lucky

如果你准备前往麦迪逊并决定选择Dorm@Lucky，
请立即填写我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申请表： 
DormsAtMadison.com/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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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做出选择：  严格管理的宿舍生活并不适合每个人。选择
Dorm@Lucky，以自己真正渴望的方式度过大学生活。我们保留
一切精彩，去除一切糟粕。

出色@学业 
住在我们的宿舍，你仍然可以参加学校的写作指导和辅导课程、
通过学校的咨询和职业规划网络获得帮助，以及利用学校的电子

邮件、提醒系统、计算机实验室、图书馆和其他通信系统。除了所有的学校资源，
我们的住客生活计划工作人员还将帮助你解决各种琐碎问题，让你专注于学业。
（他们也曾经是新生，深知要想取得学业成功需要怎么做。）我们的住客生活团
队将：

 »   寻找同一班级的其他住客，这样你们可以分享笔记和组成学习小组。

 »   确保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   计划全年的活动，帮助你保持专注学习。 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宿
舍助理帮助我选择
第二学期的课程非常
棒。我没想到竟然这
么难选。
—     Julie M.，来自伊利诺伊州内 

珀维尔，Dorm@Lucky住客

提前入住： 
提前预订优待
需要多几天时间熟悉校园生活？ 我们提供各种
提前预订优待活动，帮助你在开学前就能结交朋
友，熟悉校园。提前入住活动包括团体用餐、校
园参观、社交聚会、旅行和其他计划。开始打造
你的新朋友圈吧！

询问我们如何注册！

If you’re set on coming to Madison, and set on choosing 
Dorm@Lucky, don’t hesitate to fill out our RISK FREE 
application at DormsAtMadison.com/apply. 

RESERVE YOUR ROOM 

If you’re set on coming to Madison, and set on cho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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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t DormsAtMadison.com/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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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空间
你的独立代表着一切。Dorm@Lucky给你做自己的空间。请查看我们的楼层平面图：
DormsAtMadison.com/lucky-dorm

特色@Lucky
看看你在入住Dorm@Lucky后将会获得的所有自由。每层楼都有洗衣房，
还有一间配备平面电视和免费无线网络的社区休息室。Lucky学生还能获
得：

1,063平方英尺

Traditional Dorm

Room
12' x 19'

228平方英尺

Dorm@Lucky让你不仅可以自由地生活在校园里最好的地方，而且还能拥有全新
的宿舍生活方式！你自己的套房里有厨房、卫生间和客厅，宿舍楼内还有杂货店、咖
啡店和健身中心。普通的大学宿舍相形见绌。

共用卧室的空间足够两个人起居生活，私人卧室更是始终保障隐私的选择。如果你
不想同住，那么完全可以自己住。而且Dorm@Lucky有各种平面布置，这里可没有
千篇一律的无聊房间。享受这种与更传统选择价格相差无几的新宿舍生活方式。

电子密钥、视频监控和限制电
梯进入等全楼高科技安保措

施，让你安心无忧。

比普通宿舍
空间更大



无论你需要什么，从帮忙
喂鱼到打印学期论文，我

们都有服务台/礼宾服务台
和商务中心（全天候开放）

为你效力。

享受美丽的城市和湖泊美景。漫步
来到科尔中心 (Kohl Center)、东校
区购物中心 (East Campus Mall)
、州街道 购物中心 (State Street 
Mall)，或前往任何市中心或校区

目的地。

额外优势@Lucky
你甚至可以拥有一些额外优势，例如我们的建筑内停车场
和车库中的轻便摩托车停车位、一次性或每月的房间整理
服务或者租赁保险柜。有顶棚的免费自行车位也包括在内。

详细了解@...
Dorm@Lucky是我们提供的最好选择！考虑到你所需的一
切，Lucky的费用要 
比你想象的低很多。如需了解准确价格以及查看更多照片、
视频和平面图详细信息 - 请访问DormsAtMadison.com/
lucky-dorm

在这里生活、工作和娱乐，你会发现许多和你志同道合的学
生，大家都是那样的雄心勃勃，专注学业，而且还有关爱有
加的专门住客生活工作 
人员。

探索更聪明的宿舍生活方式。

居家般@  舒适 
你的新环境专为自我表达、侧重学业、社区参与和个人成功而打
造。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舒服  @Lucky：

      私人单元内厨房，配备木地板、洗碗机、微波炉、冰箱、 
GE Advantium快速烹饪烤炉、炉头、垃圾处理和早餐吧台。

      设施齐备的卫生间，配备超大洗手台和镜子。（尊重你的隐
私；不超过三人共用卫生间）。

      舒适的客厅，配备沙发、矮脚软垫椅、吧台凳、桌子，还可欣
赏美景（一些房间有阳台）。

      私人或共用卧室，配备地毯、可以搭成上下床的双床、书桌
和椅子以及壁橱收纳。

取暖、电力、家具、洗衣和
高速互联网都包括在合约

费用内。

在我们葱郁的屋顶花园
露台或屋顶日光甲板学习
或打发时间，惬意地晒晒

太阳。

健身房 与锻炼 要求适
合你的 繁忙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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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校园 
并不是只顾学习，没有娱乐 - 大学也应该是多彩有趣的，因
此我们的住客生活计划营造了结交朋友的良好氛围。 
以下只是其他活动的一些示例（请浏览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
信息）：

 »     回归自然：魔鬼湖徒步
 »     大胆谈性：更安全的性教育计划
 »     新鲜食品：麦迪逊农贸市场之旅
 »     惊恐之夜：奥林公园恐怖夜
 »     秋天的乐趣：玉米迷宫和篝火
 »     滚起来：寿司之夜教育计划

成功@  生活 
住在Dorm@Lucky，我们会为你提供课程来学习基本的
生活技能。查看我们提供的一些科目：

 »     个人理财/预算规划技能
 »     校园安全
 »     在大学里健康饮食
 »     如何兼顾工作和学业
 »     如何撰写成功的简历
 »     职业规划的早期步骤

If you’re set on coming to Madison, and set on choosing 
Dorm@Lucky, don’t hesitate to fill out our RISK FREE 
application at DormsAtMadison.com/apply. 

RESERVE YOUR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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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  学业 
我们的学术支持计划旨在帮助你顺利度过第一学年。

     我们愿意为你提供帮助。我们的住客生活团队可以为你提
供指导，帮助你获得整个校园适合的学术资源，如辅导支持、
写作研讨会和咨询课程。

     我们就是你的坚实后盾。我们会定期与你联系，了解你的
个人生活和学业情况。我们会听取你的意见，量身定制我们的
支持计划，帮助你从大学教育和第一年体验中获益更多。

     我们还会提供嘉奖。我们将提供”奖励”（即开胃小菜和其
他好东西），激励你充分利用我们所有的学术计划，如学习小
组、嘉宾发言人和研讨会。

成功才是重点所在。对全国多所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第一年
住在宿舍环境中的学生成绩要胜过不住在宿舍的学生 。我们也
在我们的学生中看到一致的成功率。

我的大学生活不仅仅
是周六的獾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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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m@Lucky

100步即到巴斯科姆
Dorm@Lucky位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校
园学术和社交生活中心地带。学生活动中心、健康
服务和其他UW办公室与Dorm@Lucky在同一栋
楼里 - 而且图书馆、教室、学生会和餐厅几乎只有
几步之遥。这里有必不可少的大学体验：交友、学
业、运动、自行车路径和热闹的城市街道。

成功@生活
我们住客生活计划的学生职员
比例为35:1。（大多数大学宿舍
是70:1）。将住客生活团队想象成你专业的兄长/姐姐 
- 他们由衷祝贺你的成功，在艰难的日子里为你提供
支持。他们会帮助你建立丰富人脉、打造各种乐趣，
支持你顺利过渡到大学生活。

致新生
UW新生不需要住在UW宿舍。 
（也就说，在大学的第一年，你不需要将你的一切生
活塞进那个小房间里。）掌控自己的第一年大学生活 - 
选择Dorm@Lucky！

乐趣只为你
利用我们的活动日历，在新城市结交新朋友轻松无比。
以下只是过去活动的几个示例：
 »   屋顶晚餐@Lucky

 »   野餐@野餐点

 »   兰德尔体育场的私人之旅

 »   威斯康星大学归乡五千米慈善义跑/义走

 »   游览啤酒厂

 »   水上乐园@戴尔

 »   星期一晚上足球派对

 »   寿司制作课程

交际@大学
离家在外，结识朋友，建立自己的小圈子。你需要的一切都
在这里：校园、宿舍社区和我们的社交支持计划。如果你担
心与新室友的相处，请打消顾虑。之前入住的数百名新生对
我们的在线匹配过程一直赞赏有加。你可以自己选择室友！

我在这里的宿舍生活感觉更像是
住在家里。
—     Tian L.，来自中国南京， 

Dorm@Lucky住客

还有两步就走向 
独立生活！
现在申请 
完成我们的EZ两步注册流程，准备好拥有超棒的宿
舍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1)   预订房间。填写我们的申请表DormsAtMadi-
son.com/apply，我们会立即处理你的租约文
件，也可以邮寄随附的申请表。

  (2)   签署租约。如果你决定住在我们这里，赶快行
动！（请在申请时查看我们轻松的取消政策详
情。）只有签署的租约可以保证为你预留所选
宿舍的所选房间。

	

欢迎随时前来参观做客
如果Dorm@Lucky听起来好到不敢相信，这也
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快来亲眼看看自己未来的
住处。真正感受一下你的新邻居。有问题，尽管
问。亲自详细了解你的所有选择。

想安排参观吗？访问DormAtMadison.
com/tour  登记参加私人参观，或致电
877-36-LUCKY安排参观。

你也可以随时上门 - 我们永远欢迎你。我们期
待着与你相识。

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宿
舍社区，而且还有更好的生活
条件。
—   Scott P.，来自威斯康星州格林贝 

YouBelong@Lucky

如果你准备前往麦迪逊并决定选择Dorm@Lucky，
请立即填写我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申请表： 
DormsAtMadison.com/apply. 

预订房间 
没
有
风
险



777 University Avenue, Madison, WI 53715 
608-237-2777 or 877-36-LUCKY

DormAtLucky.com

我们是独特私人宿舍环境的创造者和管理者。这是全新的宿舍生活方式。我们的公司规模较小，因
此更灵活也更体贴，并且我们提供适合所有家庭预算的选择。我们非常自豪能够提供特别的一对一
支持，以满足新生和大一学生的需求。这里没有一刀切式的方式。我们的计划根据每批新生以及他
们的兴趣和安排量身定制。

我们的团队包括现场宿舍助理和住客主管，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学生。
这些专业人员参加了严格的培训，充分准备好在任何情况下提供支持和指导，无论是学业问题
还是个人危机都能为你化解。我们的培训课程借鉴了我们国家一流大学的培训课程。敬请浏览
DormsAtMadison.com/about-us，详细了解Steve Brown Apartments。

25 多年丰富经验为你服务

Dorm@Lucky is locally owned and managed by Steve Brown Apartments. 

探索更聪明的宿舍生活方式

Dorm@Lucky

现在该寻找最棒的宿舍了。
你已经进入了最棒的大学。

做你自己@麦迪逊

你不必住在普通的宿舍 - 你可以做出选择。
你的想法与同龄人略有不同。你比大多数人更渴望精彩充实的大学体验。你
也想住在特别的宿舍里，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环境，为你提供属于自己的空间。
欢迎来到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Dorm@Lucky — 大学新生（和家长）的明智选
择，我们能助你充分享受大学生活！

如果你认真对待学业和生活（而且一路也要尽享乐趣），那么更要货比三家，
做出聪明的购买决定。普通的宿舍是过时的宿舍 - 不妨看看你的全新选择。

查看新的选择  »



与我们签署租约之前，请先阅读此常见问题解答！
它包含有关您的房屋合同的非常重要的信息。

问： 我即将签署的租约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答：  是的。 租约会将保证您入住在表格上选择的宿舍房间。

问：  取消住房合同有何政策？
答：  我们的租赁文件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同Dorm@Lucky一

起确保您的住房。 如果您打算在麦迪逊上学，则没有理由等待：

 »  如果您被拒绝进入您申请的所有麦迪逊学校，只要您在 
2020年6月1日之前书面通知我们，即会解除合同。 请附上正
式拒绝信的副本。

 »  如果您选择就读不在麦迪逊市的另一所学校，我们将解除您
的合同，前提是您在2020年6月1日之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我
们您的计划。 请附上文件。

 »  在2020年6月1日之后收到的新合同无法取消，并且在 
2020年6月1日之后收到的取消请求或通知也无法处理。

问： 我将如何支付合同总额？
答：  有多种支付每月分期付款的方法。 大多数家庭从其银行帐户中

选择定期自动扣除。 也可以使用其他方法，例如信用卡/借记卡。 
我们将在入住前提供付款明细。

问： 我的$50押金会如何处理？
答：  它成为您的$300保证金总额的一部分。 剩余的$250请于 

2020年6月1日或之前支付。

问：  住房付款何时到期？
答：  合同总额将分九次等额支付；每个都应在每月的第一天到期：

 » 保证金到期日：2020年6月1日
 » 首期付款到期日：2020年8月1日
 »  后续到期日期：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3月1日
 » 分期付款最终到期日：2021年4月1日

  详细的时间表将包含在住房确认包中，我们将在收到您的合同
后发送给您。

问：  价格中包含任何公用设施吗？
答：  是的。 我们提供暖气，电，水，污水处理，无限洗衣和有线上网 

（最高1 GB），每月固定设施费用为$60。 

问：  如果有室友不和会怎样？
答：  我们将竭尽所能帮忙。 我们的居民助理经过培训可以解决室友

问题，并且室友可以在头几周内共同制定家庭合同，这有助于减
轻许多冲突。

问： 我什么时候搬入和搬出？
答：  大多数学生会选择在2020年8月24日提前入住。 这是一个很好

的机会，可以让您在集中学习之前适应校园！ 提早入住需要支
付名义入住费用。 标准入住日期为2020年8月30日。 搬出日为
2021年5月8日。

问： 我需要携带哪些家居用品？
答：  包括所有标准物品：床，迷你百叶窗，大尺寸冰箱，便易烤箱/微

波炉，衣物存放箱等。 您将需要携带基本的厨房用具，小家电， 
餐具，浴帘，毛巾和其他基本物品。

问：  我在校园休息期间必须离开吗？
答：  不。 在整个租赁期内，您都可以留在建筑物中以及您租房中。  

包括冬季和春季假期。

问：  如果我住在私人公寓，我可以使用学校的图书馆，工会，餐厅和
卫生服务吗？

答：  绝对可以！ 无论学生住在哪里，都可以使用院校提供的所有服
务。

问： 住在私人宿舍中安全吗？
答：  我们会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提供一个维护良好且受到良好监

控的环境。 我们使用摄像头，24小时前台服务和受监控的门。 我
们还会筛查所有员工，雇用私人保安，并且我们有24/7的常驻助
理和维护技术人员随时待命。

问：  如果我们还有其他问题怎么办？
答：  请致电608-237-2777电话咨询或安排时间参观。 我们一直开

放！

准备好签字了吗？

在与我们签订住房合同之前，请使用此清单来确保您已完全了
解情况：

  我知道Dorm@Lucky是私人拥有和管理的，不隶属于麦迪逊
的任何学院和大学。

  我了解，如果我没有被申请的学校录取，或者我决定去麦迪
逊市外的另一所学校上学，则只有在2020年6月1日之前书面
通知您的情况下，我才能被解除合同。

  我已经仔细阅读了整个租赁文档，包括政策，NSRP和附录。

  （如果在2020年6月1日之后申请）我了解取消合约的截止日
期已经过去，并且签署租约使我得以住在Dorm@Lucky。

学生和担保人常见问题



申请表	 2020-2021学年

BeYou@ 
Madison

第3步：告诉我们你的联系方式。

学生联系信息 - 所有字段都为必填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行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行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省/地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校年份（入住时）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女    ¨男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读院校： ¨UW-Madison   ¨Madison College   ¨Edgewood College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担保人联系信息（担保人是在你无法支付合约金额时将为你支付的人士。）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行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行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省/地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雇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要信息：我们将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与你联系，以提醒你未付款项和截止日期，并为你提供完整的入住信息。 如果你的邮寄地址、电子邮件地址
或电话号码在搬入前的任何时间更改，请务必告知我们！ 我们需要知道将你的入住信息发送到何处！

Dorm@Lucky由Steve Brown Apartments在本地拥有和管理，并非由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拥有、运营或审查。

第1步：选择房型。

第2步：阅读我们的取消政策。

签署租约是无风险的——如果你选择入读不在麦迪逊
的学校，满足如下条件即可解约：

» 在2020年6月1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我们。

»  提供拒信或其他学校接受入学的文件副本。

»  你并没有取消租约来改变在麦迪逊的居住安排。 
最初的$50押金将依然不予退款。

双人房：与一位室友共用一间卧室，并与最多七位同
住者共用一个三卧室或四卧室的公寓。
高级双人间：与一位室友共用一间卧室，与最多另外
三位同住者共用一个两卧室或三卧室的公寓。
单人间：自己拥有一间卧室，与最多另外三位同住者
共用一个三卧室或四卧室的公寓。
高级单人间：独自入住一个一间卧室的公寓。

请参阅背面的房型和平面图示例。

地址： 777 University Ave.，Madison，WI 53715  •  电话： 877-36-LUCKY • 传真：608-237-2778

房型 每月 一年
双人间 $860 $7,740

高级双人间 $975 $8,775
单人间 $1,395 $12,555

高级单人间 $1,950 $17,550
提前入住 1x $250

申请提前入住！ 

»  找到您的课程并及早购买书籍——为上课提前做
好准备！

»  尽早结交新朋友。 大约85%的邻居会选择于 
2020年8月24日到达，而不是在8月30日。

»  参加所有激动人心的迎新周活动！

只需选中上方表格中的方框即可注册。

第5步：交回此申请表并支付押金。

递交此表格和50美元不予退款的押金。请支付给SBA Management Services或打电话通过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  
这笔50美元不予退款的押金将计入总额300美元的保证金。剩余的$250请于2020年6月1日或之前支付。

下一步是什么？
在收到你的申请表和押金之后，我们会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将租约文件发送给你。
 只有签署的租约能够保证入住所选房型（申请无法保证房型），所以请尽快返还。

第4步：确认你已阅读此申请表的条款。

在下面签名即表示你同意以下内容：

¨  我已阅读并同意此申请表反面的申请人确认和申请人声明。

¨   我知道这个宿舍是由Steve Brown Apartments私人拥有和运营。

¨  我知道我的年度合约总额分为九次等额分期付款。我的第一期付款应于2020年8月1日付清，而我的最后一期付款应
于2021年4月1日付清。

学生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担保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申请人未签字，则此文件不能被视为有效的入住申请。

取暖、电力、家具、洗衣和网费包括在每月$60的固定
设施费内。



双人间
卧室A

10'10" x 16'

双人间
卧室B

10' x 10'7"

双人间
卧室C

10'9" x 12'

双人间
卧室D

10'7" x 12'

卫生间1
7'9" x 12'2"

卫生间2
10'2" x 10'

暖通空调

厨房
10'1" x 11'4"

露台

客厅
16'6" x 18'6"

支柱

双人间的所
有床铺都可
以架设成上
下床

我们的楼面布置比典型宿舍房间提供更多选择，空间更大。

在你签署本申请之前，请仔细阅读每节内容：
申请人确认：
本文件不是租约、协议或许可，除非申请人签字，否则被视为对入住无效。不完整的申请
表格、未提交每位提议住客的申请表格，以及提交不完全保证金都会导致申请程序失效，
并且任何提交的包含此类遗漏的申请可能会被拒绝。
通过提供你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你授予Steve Brown Apartments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
向你发送重要更新、通知和信息的许可。你可以在收到后选择不接收此类通知。
¡  我在此授权业主或其代表调查我的信用和财务责任、收入、租赁和驱逐历史记录、犯

罪背景、在本申请中做出的陈述以及向汇编和维护全国消费者档案的消费者报告机
构获取关于我的消费者信用报告。我的任何租约的履约情况以及我可能与业主签订
的租赁协议可以报告给此类报告机构。 

¡  我了解以下费用结构：1）重写任何租赁或租赁补遗：不等，最高不超过$200； 2）分租： 
$175。

¡  我保证并表示我至少年满18岁，并且据我所知此处的所有陈述都是真实和正确的。
¡  我了解，申请表填写不完整、未为每位住客提交申请表以及提交不完全保证金皆可能

会导致申请程序失效，并且提交的任何包含此类疏忽的申请可能会被业主自行决定
予以拒绝。 

¡  我已阅读下面的申请人声明并同意其中列出的条款。
申请人声明：
•  如果我的申请获得批准，业主和我应签署书面租约。我准备租赁所示的公寓单元，但我

知道业主和我之间在签署租约前并没有租赁协议。 
•  我了解，如果在签署租约（和适用的担保人副本）前，自最初提交申请之后没有住客或

期限变动，则完成租约签署程序无需申请费，也无需管理费用。我也了解，在签署最初
租约之前或之后，有一份重新签订租约、完成第二次租约签署过程或创建其他附录以
修改租约的收费表。 

•  我已支付此申请列明的押金。如果业主与我签订租约或租赁协议，押金将计入我的保
证金。 剩余的保证金将在签署上述租约或租赁协议时支付。 

•  如果此申请获得批准，而我未能签订租约或租赁协议，则保证金和任何后续付款将不
予退款，以补偿业主的费用和损失，但须由业主减轻责任。 最低$200的费用以及重新出
租公寓的任何费用和损失可能会被保留，除非并且直到公寓再次出租给另一方并签署
新的租约，否则不会退还任何保证金。

•  我仔细阅读了本申请的单元信息部分，并已收到任何相关文件，以确认来自业主或其
代表的居住单元的可居住性，并且我理解我支付此单元公用事业费用方面的财务责
任。我有机会审查样本租约和业主的规则和条例。

•  如果此申请被拒绝或在批准前撤回，押金和任何后续付款将退还给我。 撤销申请的请
求必须以书面形式或亲自提出。

•  尽管业主可能没有向我展示我要申请的特定公寓，或者我可能根本没有看到公寓，但
我完全愿意与业主就这些物业签署租约。 

•  关于性侵犯者信息库的通知：你可以访问威斯康星州惩教署 (Wisconsin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网站http://www.widocoffenders.org 或拨打电话 (608) 240-5830，获取性侵犯
者信息库或在此信息库登记的个人的相关信息。

•  我明白我有权在租赁开始后7天内进行以下任何一项工作：1) 检查住宅单元并通知房东 
任何原有的损坏或缺陷；2) 要求以书面形式列出已向之前租户保证金收取的物理损坏
或缺陷（如有）。

如果你的入住申请被拒绝，是否希望收到拒绝入住的书面说明？ ¡ 是 ¡ 否

我们按照联邦公平住房法（1988年公平住房修正法案）开展业务。 因种族、肤色、 
宗教信仰、性别、残疾、家庭状况或国籍而歧视任何人属于违法行为。

高级双人间：与一位室友共用一
间卧室，与最多另外三位同住 

者共用一个两卧室或三卧室的 
公寓。有18种可能的单元样式。

双人间：与一位室友共用一
间卧室，与最多另外七位同

住者共用一个三卧室或四卧
室的公寓。有7种可能的单

元样式。

单人间：自己拥有一间卧
室，与最多另外三位同住

者共用一个三卧室或四卧
室的公寓。有7种可能的单

元样式。

高级单人间：独自入住一间一卧室
公寓。有11种可能的单元样式。

高级双人间
卧室A

13'2" x 17'2"

高级双人间
卧室B

10'10" x 15'9"
卫生间2

9'1" x 10'9"

卫生间 1
10'1" x 11'9"

暖通空调

厨房
8'4" x 13'2"

露台

客厅
12'2" x 15'4"

双人间的所有床铺都
可以架设成上下床

双人间的所有
床铺都可以架
设成上下床

支
柱

暖通空调

露台

高级单人间
卧室

9'9" x 15'客厅
12'9" x 14'9"

厨房
10'3" x 11'1" 卫生间

6'2" x 13'

厨房

卫生间B

卫生间B

客厅
12'6" X 16'3"

暖通空调
书架

单人间
卧室A

9'10" x 11'10"

单人间
卧室B

9'10" x 14'4"

单人间
卧室C

10'2" x 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