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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與城市開發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案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房與城市開發部專案編號 
  
本租約範本僅供以下計劃使用： 
  
(1) 第 202 節「老年人或者殘疾人住房計劃」連同第 8 節「住房補助金計劃」；以及 (2) 第 202 節「非老
年殘疾人家庭和個人的計劃」連同第 162 節「補助和專案補助合約」。 
  
本合約簽署於 20__年___________月__(A)_____日，合約雙方分別為： 

_______________(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下稱「出租人」；
_______________(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下稱「承租人」。 
  
特此為證： 
  
鑒於出租人系下文所述住宅單元所在專案的抵押貸款的抵押人，該專案根據 1959 年住房法（修訂後）第 

202 節規定，取得了住房與城市開發部部長辦公室（下稱「部長辦公室」）提供的一筆貸款；  
  
鑒於出租人已經與部長辦公室簽署了《住房補助金合約》或者《專案資助合約》（劃除不適用合約）； 
  
鑒於根據出租人與部長辦公室簽署的監管合約，出租人已經同意相關專案的承租人僅限於老年人或者殘疾
人家庭和個人，關於老年人或者殘疾人家庭和個人的定義，適用 1959 年《住房法》第 202 節 （有修訂），
以及住房與城市開發部針對入住第 8 節規定的獲資助住宅單元的承租人規定的相關資格標準和《住房補助
金合約》規定的持續居住的條件，或者住房與城市開發部針對入住第 162 節規定的獲資助住宅單元的承租
人規定的資格標準和《專案資助合約》規定的持續居住條件（劃除不適用規章）；以及 
  
鑒於出租人已確定承租人符合相關資格，所繳納租金可以低於所述住宅單元的合約租金， 
  
有鑑於此： 
  

1. 出租人向承租人出租，承租人從出租人承租以下專案的住宅單元： 
 

___________(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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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期一年，始於 20__年_______(E)______________________月_____日， 
 
終於 20__年_______(F)______________________月_____日。 
  

2.  總租金（合約租金）為每月 $____(G)____。 
  

3.  上述 2 款所指總租金應當包括下述公用事業費： 
  
_________(H)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總租金包括所有公用事業費，則填寫「全部」；如果承租人負擔部分或者全部公用事業費，則填寫下述幾項，作
為 3a 項。） 
  
本合約所指總租金不包括下述公用事業服務的費用，下述公用事業費的補助金為 $_____(I)_______： 
  
________(J)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於上述公用事業費，承租人應當將費用直接支付給提供相關服務的公用事業公司。如果公用事業費的補助金超過承租
人根據住房與城市開發部批准的時間表和標準所應承擔的總住房支出部分，則出租人應當在從住房與城市發展部收到補
償資金後，代表政府向承租人補償超出部分。（備註：公用事業費補助金不適用於除第 8 節規定的承租人以外的承租
人。） 
  

4.  如果膳食服務是居住條件之一，則膳食費應當為每月 $___(K)___，並且應當簽署強制性膳食合約，作為本
租約的一部分。 
  

5.  在總租金中，$___(L)_____ 作為住房補助金或者專案補助金（劃除不適用的補助金類型）部分，應當由住
房與城市開發部代表承租人支付，或者由住房與城市開發部處理，$_(M)____ 應當由承租人負責支付。上述金額可能
因下述原因發生變更：住房與城市開發部的規定發生變更；根據住房與城市開發部制定的時間表和標準，承租人的家庭
收入、家庭構成或者特別醫療支出或者異常支出範圍發生變更；或者住房與城市開發部對相關公用事業費的補助金發生
變更。上述變更的生效日期應當以承租人收到的通知上所載日期為準。（備註：本條規定不適用於除第 8 節規定的承
租人以外的承租人。） 
  

6.  承租人承擔的租金部分，應當在每個月 1 號或之前支付給出租人，或者支付給出租人不定期書面指定的其
他人員，支付地為 _____(N)______________，或者出租人不定期書面指定的其他地址。 
  

7.  在本合約開始執行時，需要提交一筆押金，押金金額為一個月的總租金或者 $50，以金額較大者為準。因此，
承租人特此提交押金 $_______(O)___________，為承租人、承租人的家庭成員、訪客或者代理人可能給相關建築物
造成的損壞（不包括建築物的合理損耗）提供擔保，且承租人同意，在收到相關帳單後，將全額支付損壞賠償金，以保
證足額的押金。在本租約終止後，該筆押金將會退還給承租人，或者用於償付上述建築物的毀損或者拖欠的租金。出租 

人應當遵守所有有關押金利息的州和當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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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出租人不得以種族、膚色、信仰、宗教、性別、家庭情況、民族起源或者殘疾等為由，在提供服
務時歧視承租人，或者以其他方式進行歧視。 

  
9.  除非根據本合約的有關規定被終止或者修訂，否則本合約將自動續期，每次續期一個月，租金以

上述租金為準，並且租金可能根據本合約規定被調整。 
  

(a) 承租人可以透過提前向出租人發出 30 日書面通知的形式，在初始租期或者續期結束時終止本
合約。出租人嚴重違反本合約的，承租人可按照上述形式書面通知出租人，根據州法律終止本合約。 
  

(b) 出租人享有的終止本合約的權利適用 24 CFR Part 247 的規定。根據住房與城市開發部規章，
出租人僅可在以下情況下終止本合約： 
  

(1) 出租人可以按照下述 (g) 項規定的通知方式，向承租人發出通知，告知承租人本合約將不
再續期，因此本合約將會終止，透過這種方式終止本合約的，合約的終止從初始租期或者續期到期後開始
生效。上述合約終止的理由必須是嚴重違反本合約，或者嚴重違反任何州租賃法規定的義務，或者其他正
當理由。當租賃關係終止的原因是其他正當理由時，合約終止通知應當說明該其他正當理由，並且應當根
據本合約的終止條款，在租期到期後終止本合約，但是合約的終止時間不得早於承租人收到通知後 30 日。
如果合約終止通知的理由是嚴重違反本合約，或者嚴重違反州租賃法規定的義務，則通知的送達時間應當
為前款規定的時間或者州法律規定的時間，以時間後到者為準。 
  

(2) 不論上述 (1) 款規定為何，無論何時承租人嚴重違反本合約，出租人都可以根據州法律和
住房與城市開發部規章，按照下述 (g) 項規定的通知方式，向承租人發出通知，終止本合約。 
  

(c) 如果承租人沒有在本合約終止的生效日到來之時搬離，則出租人可以根據住房與城市開發部
規章的規定，採取一切州或者當地法律規定的司法救濟措施，將承租人逐出相關建築物。 
  

(d) 對承租人而言，「嚴重違反本合約」包括以下幾種情況：(1) 一次或者多次實質違反本合約；
(2) 多次重複輕微違反本合約，致使相關專案的可居住性被迫中斷；對任何人員的健康和安全，或者對任何
承租人所享有的對租賃建築物和相關專案設施的平靜享受權造成不利影響；干涉專案管理工作；或者對專
案的經濟狀況造成不利影響；或者 (3) 承租人未能及時提供承租人的家庭收入資訊、家庭構成資訊，或者與
考評因素有關的資訊等一切規定資訊（包括沒有按照 24 CFR Part 5 的要求披露和驗證社會安全編號，或
者在明知的情況下，提供不完整的或者不準確的資訊）。未支付本合約（包括本合約的任何部分）項下到
期的租金，或者未履行任何其他財務義務，並且超過州法律規定的寬限期的，該行為構成實質違約。如果
繳納租金或者履行任何其他債務的時間在本合約項下的租金繳付日期到期之後，但是仍在州法律規定的寬
限期之內的，則構成輕微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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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除非出租人事先向承租人發出通知，說明承租人的某個行為已經構成本合約終止的原因，否
則承租人的該行為不能視作構成本合約終止的其他正當理由。前述通知的送達應當按照下述第 (g) 項規定的
方式。 
  

(f) 當出租人決定終止本合約時，應當採用書面形式，書面通知應當包含以下內容：(1) 說明本合
約將在通知書上所載日期終止；(2) 說明出租人終止合約的原因，應當包含足夠細節，以便承租人準備抗辯；
(3) 告知承租人，如果在規定的合約終止日期，承租人仍然居留在其承租的住宅單元內，則出租人可以僅透
過提起司法訴訟，尋求執行合約終止，到時，承租人可以提出抗辯；以及 (4) 按照下述 (g) 項規定的方式，
將通知送達承租人。 
   

(g) 出租人的合約終止通知應當：(1) 以一級郵件方式向承租人寄出，郵件應當正確蓋章、正確注
明地址，郵寄地址為承租人位於相關專案的地址，並且注明正確的回覆地址；以及 (2) 將通知的一份副本送
交出租的住宅單元內應門的成年人，或者如果沒有成年人應門，則將通知放在門下或者插入門內（如果可
能），或者將通知固定在房門上。只有當上述規定的兩份通知都已經送達後，才可認為送達已經完成。承
租人被認為收到通知的日期為上述 (1) 項規定的一級郵件的交寄日期，或者上述 (2) 項規定通知正確送交的
日期，以日期後到者為準。 
  

(h) 出租人可以經住房與城市開發部事先批准，修改本合約的條款，合約變更的生效時間為初始
租期或者續期結束後，出租人應當向承租人發出適當的合約變更通知，同時提供一份修改後的合約或者修
改當前合約的補充合約。租金上漲情形都應適用 24 CFR Part 245 的規定，以及其他適當的住房與城市開
發部規章的規定。前述通知變更合約應當按照上述 (g) 款規定的方式做出，並至少在承租人有權終止本合約
而不受修改後更條款約束之時前 30 日送達承租人。承租人可以透過簽署出租人提供的修改後的合約或者當
前合約的補充合約的方式接受合約變更，或者，也可以透過向出租人發出書面通知的方式，拒絕接受合約
變更，承租人的書面通知應當早於承租人希望終止租賃關係的生效日期至少 30 日。承租人的終止合約通知
應當採用一級郵件郵寄，郵件應當正確蓋章、正確注明地址，郵寄地址為出租人的地址。 
  

(i) 出租人可以出於下述原因，終止本合約： 
 

1. 任何承租人、承租人的家庭成員或者訪客在相關建築物範圍內或者附近實施了與毒品有關
的犯罪活動，或者任何在承租人控制下的人員在相關建築物範圍內實施了與毒品有關的犯罪活動； 
  

2. 出租人認定某個家庭成員正在非法使用毒品； 
 

3. 出租人認定某種典型的非法使用毒品行為已經干涉到其他住戶的健康、安全或者對相關建
築物的平靜享受權。 
 

4. 承租人、承租人的任何家庭成員、訪客或者任何在承租人控制下的人員實施了犯罪行為： 
(a) 威脅到其他住戶（包括居住在相關建築物內的物業管理人員）的健康、安全或者對相關建築物的

平靜享受權；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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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威脅到居住在緊鄰相關建築物的區域內的人員的健康、安全或者對居住場所的平靜享
受權； 
 

5. 承租人逃跑，以避免因為犯罪或者企圖犯罪而受到起訴、受到拘留或者在定罪後被監禁，
並且根據承租人逃離地區的法律，該犯罪行為屬於重罪，或者根據新澤西州法律，屬於嚴重的行為不端；
或者 
 

6. 承租人違反了聯邦或者州法律規定的緩刑或者假釋條件； 
 

7. 出租人認定某個家庭成員酗酒或者存在典型的酗酒行為，威脅到其他住戶的健康、安全或
者對相關建築物的平靜享受權； 
 

8. 出租人認定承租人、承租人的任何家庭成員、訪客或者其他在承租人控制下的人員從事了
犯罪行為，而無論承租人、承租人的任何家庭成員、訪客或者其他在承租人控制下的人員是否已經被抓捕
或者定罪。   

 
10.  承租人同意，家庭收入、家庭構成以及其他資格要件，就承租人有義務支付的租金以及承租人

的居住權而言，應當作為承租人租賃關係的實質性、重大義務看待，並且承租人應當根據住房與城市開發
部的規章和要求，自本租約簽訂之日起，每年向出租人提供一份家庭收入的再認證證明。（注意：本條規
定不適用於除第 8 節規定的承租人以外的承租人。） 
  

11. 承租人同意，承租人所負擔的月租金部分可由出租人調整，以反映承租人收入的再認證證明所
披露的收入變化，並且承租人同意接受此類調整的約束。出租人同意，向承租人發出關於租金調整的 30 日
書面通知，注明承租人將要支付的調整後租金金額，租金調整採用附件形式，附件構成本租約的組成部分。
（注意：本條規定不適用於除第 8 節規定的承租人以外的承租人。） 
  

12.  出租人和承租人同意，如果經再次認證，認定承租人的收入足以支付合約租金加上任何公用事
業費補助金，則根據規定，承租人應當承擔所有此類住房開支的費用，不過此後，承租人將不必再根據本
租約進行收入認證。 
  

13.  承租人不得轉讓本租約、轉租相關建築物、為房客或者寄宿人提供住宿，或者允許將相關建築
物付諸除僅供承租人及其家庭居住外的其他任何用途。承租人同意居住在本住宅單元內，並且同意本住宅
單元是承租人及其家庭的唯一居住地。 
  

14.  承租人同意，如果由於 (a) 承租人在進行初始認證或再次認證時存在虛假陳述，或者在提供給
出租人的其他資訊中存在虛假陳述；或者 (b) 承租人在需要提供收入再認證證明時未能提供，或者未能提供
出租人要求提供的資訊，導致存在承租人應付但未付的租金的，承租人將補足應付而未付的部分。 
  

15.  承租人以及承租人的繼承人、執行人和管理人同意： 
  

(a) 在本合約規定租金到期時，立即支付租金，不做任何扣減，並且出租人沒有義務正式要求繳
納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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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持相關建築物的清潔衛生，遵守相關建築和住房規範所規定的、影響相關建築物及其附屬

物的衛生和安全的一切義務，保證出租人免於承擔因承租人違反或者不遵守前述法律、要求或規章而招致
的一切罰金、處罰和費用，以及因承租人的違法或者不遵守行為而產生的一切債務。 
  

(c) 不得將相關建築物付諸承保該建築物的保險公司認為危險的任何目的； 
  

(d) 如果因出租人的行為或者過失而給相關物業造成損壞，則承租人應當立即修復毀損部分，並
且自行支付費用，如果承租人在毀損發生後合理時間內未能修復或者拒絕修復，則出租人可以自行決定做
出維修，並且將維修的費用加予承租人，承租人應當立即向出租人補償因承租人的行為或過失造成的物業
毀損的費用； 
  

(e) 允許出租人、出租人的代理人、相關物業抵押權人的代表人，或者經過出租人批准的任何承
包商、公用事業公司、市政部門的雇員或者其他人員，為進行合理檢驗、維修和替換的目的，進入相關建
築物； 
  

(f) 未經出租人事先批准，不得在公寓內安裝洗衣機、乾衣機或者空調；以及 
  

(g) 允許出租人或其代理人在承租人違反本租約的任何約定或者條款時，或者有一定違約徵兆時，
提起相應的法律訴訟。 
  

16.  承租人可以在相關住宅單元內飼養普通的家庭寵物（適用 24 CFR Part 5 的規定以及根據 24 

CFR Part 5 公佈的寵物規則）。出租人公佈任何寵物規則的，都已附在本合約後，並且併入本合約。承租
人同意遵守寵物規則。根據 24 CFR Part 5 的規定，以及相關的法規，以及州和當地法律，如果違反上述
寵物規則，可能導致寵物被清除，或者承租人（寵物主人）的租約被終止（或者兩種後果同時發生）。前
述法律法規包括 24 CFR Part 5 （「部分補助專案租房和住房與城市開發部自有專案租房的收回」），以
及在第 8 節住房補助金計劃和專案補助金計劃項下的租賃終止條款。 
  
注意：Part 5 寵物規則並不適用於承租人或者訪客需要的、用以合理照顧承租人或者訪客殘疾的動物。可
選規定：出租人可以在向承租人發出合理通知後，在適當的時間進入相關建築物檢查。只有當出租人收到
有署名的書面舉報信（或者出租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寵物在相關住宅單元內的行為或者存在狀態根據相
關州或者當地法律，已經構成公害，或者威脅到相關專案內的居民或者該專案所在社區的其他人員的健康
或者安全時，才可進入相關建築物檢查。 
  
如果寵物變得兇猛，表現出嚴重的疾病症狀，或者表現出對租戶整體的健康或安全構成直接威脅的其他行
為，但是沒有州或地方當局（或者其指定的代理人）根據州或當地法律規定授權清除該寵物的，則出租人
可以進入相關建築物（如果必要），清除該寵物，並且根據州和當地法律，採取其他針對該寵物的行動，
包括將該寵物放置在一個可以提供護理和庇護的設施內，但是放置時間不得超過 30 日。如果出租人要求承
租人（寵物主人）立即從相關專案清除寵物，而承租人（寵物主人）拒絕的，或者，如果出租人無法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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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承租人（寵物主人）而要求承租人（寵物主人）清除寵物的，則出租人應當進入相關建築物，清除該寵
物，或者採取其他許可的行動。動物照管設施的費用支付應當遵守 24 CFR Part 5 的有關規定。 
  

17.  出租人同意，遵守所有相關聯邦、州和當地法律的規定，包括健康、住房和建築規範，保持相
關建築物的安全、衛生、得體。 
  

18.  承租人一經簽署本合約，即表示同意，本合約所述住宅單元已經接受過承租人檢查，並且符合
承租人的要求。承租人在此確認，相關建築物的完成狀況符合要求，並且，鑒於出租人已經為承租人進行
油漆、粉刷等工作、勞動或服務，出租人不必再次進行油漆、粉刷等工作。承租人承認，承租人已經檢查
了相關住宅單元，並且認為該住宅單元處於良好的可出租狀態。承租人同意，在租期結束之後，在將該住
宅單元移交出租人時，將保持先前的良好狀態，但是建築物的合理損耗除外。 
  

19.  未經出租人事先書面同意，不得對相關建築物進行改建、增建或裝修。出租人同意，為照顧有
資格承租人的殘疾狀況，可以提供合理的方便措施，包括變更規則、政策或者程序，以及更改住宅單元或
公共區域的建築結構，並且支付建築結構修改的費用。如果所提供的方便措施從根本上變更了出租人計劃，
或者對出租人造成實質性的經濟困難或者管理困難，則出租人可不必提供此類方便措施。參見 24 CFR Part 

8。此外，如果根據請求修改建築結構確實造成實質性經濟困難和管理困難，則出租人必須准許承租人根據
《公平住房法》 (Fair Housing Act) 修改相關建築結構，並且由承租人支付建築結構修改的費用。  
  

20.  承租人同意，不得浪費出租人提供的公用事業服務；不得將公用事業和設備用於任何不正當的
或者未獲許可的目的；未經出租人事先書面許可，不得在相關建築物內部或週圍擺放任何固定裝置、標誌
或者柵欄。若承租人取得了出租人的前述許可，則承租人同意，在本租約到期後，經出租人同意，將移除
該固定裝置、標誌或者柵欄，同時不得損壞相關建築物。 
  

21.  本合約應當從屬於當前或者此後在相關建築物上設置的抵押權，抵押權的記錄文件應當在留置
權上優先於本合約，承租人同意簽署該抵押權文件，並且不計費用，承租人簽署抵押權文件的行為可能是
保證本合約從屬於抵押權的必要的或者需要的行為，如果承租人拒絕簽署抵押權文件，則將導致出租人、
出租人的受讓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有權決定是否取消本合約，出租人不會因此支出任何費用或者招致任何損
害，並且本合約批准的租期將因此受到明確限制。 
  

22.  承租人收入的驗證：承租人的家庭成員收到住房與城市開發部的任何信件或者其他通知，該信
件或者通知系根據住房與城市開發部的規定，提供有承租人家庭收入資訊或者收入驗證資訊的，承租人必
須立即將該信件或者通知提供給出租人。 
 

23.  承租人的組織權：出租人同意，允許承租人及承租人組織者在相關物業範圍內實施與建立承租
人組織相關的活動，承租人組織應當符合住房與城市開發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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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期再認證：   
 

(a)  承租人同意，如果發生以下變更，將立即通知出租人： 
 

1.  任何家庭成員搬離相關住宅單元。 
 

2.  任何成年家庭成員 近一次被認證或再認證為失業，現在已就業的。 
 

3.  家庭月收入累計增加 $200 或以上的。 
 

(b) 承租人可以報告任何收入降低的情況，或者在計算承租人租金時需要考慮的其他因素發生變
更的情況。除非出租人能夠確認承租人收入的降低或者其他因素的變更持續時間不超過一個月，否則出租
人將驗證相關資訊，然後適當減少租金。不過，如果承租人的收入將在兩個月內部分或完全恢復，則出租
人可以將認證程序延後，直至承租人的新收入已知，但是，租金的削減將具有可追溯性，出租人在所報告
的收入下降期間以及認證程序完成期間，不得以未付租金為由，將承租人逐出。承租人在收到上述時間段
的租金到期的書面通知後，有 30 日時間支付租金，到期未付的，出租人可以未付租金為由，將其逐出。 
 

(c)   如果承租人未告知出租人上述關於家庭成員或者收入增加的中期變更資訊，則出租人可以
將承租人的租金提高至住房與城市開發部所批准的市場租金。出租人提高租金的行為應當僅以住房與城市
開發部制定的與多戶家庭補助計劃有關的規章制度、手冊和指令中所規定的管理程序和時間範圍為準。 
 

(d)   承租人可以要求與出租人面談，討論收入或者其他因素的變化對承租人的租金或者補助金
（如果有）造成的影響。如果承租人要求面談，則出租人同意與承租人會面，並且解釋承租人的相關租金
和補助金（如果有）的計算方法。 
                 

25.  補助金的撤銷： 

(a)  承租人瞭解，如果下述 1 項或 2 項事件發生，則代表承租人支付的補助金可能終止。補助
金終止的含義是指出租人可將現有補助金提供給另一承租人，而當前承租人的租金將重新計算。此外，如
果由於下述標準 (1) 的原因導致承租人的補助金被終止，則可以要求承租人支付住房與城市開發部所批准的
相關住宅單元的市場租金。 

(1) 承租人在收到出租人的通知，說明出租人有意終止承租人的補助金後 10 個日曆天內，
未向出租人提供或者提交本合約第 10 條或者 24 條所規定的資訊或報告。 
 

(2) 承租人根據住房與城市開發部制定的規章制度需要繳納的租金和公用事業費與本合約
附件 1 所示家庭總租金相等。 

 
(b)  出租人同意，將向承租人發出計劃終止補助金的書面通知。該通知將告知承租人，在收到

該通知之日起 10 個日曆天內，承租人可以請求與出租人面談，討論補助金的計劃終止事宜。如果承租人請
求討論補助金的計劃終止事宜，則出租人同意與承租人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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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補助金的終止不得影響承租人在本合約下享有的其他權利，包括對相關住宅單元的佔用權。
在此之後，如果承租人提交了根據住房與城市開發部程序需要提交的收入資訊或者其他資料，並且出租人
確認承租人符合獲得補助金的條件，並且當前有補助金可用，則可以恢復提供補助金。 
 

26.  出租人未能堅持嚴格履行本合約的條款、約定、合約和/或條件的，出租人的該行為不應構成或
者不得被解釋為出租人已經放棄或者撤回其後執行該條款、約定、合約和/或條件的權利，該該條款、約定、
合約和/或條件應當繼續具有完整效力。 
  

27.  如果承租人持續完整履行本合約條款，作為回報，出租人約定，承租人可以在本合約持續有效
期間內，隨時持有並享有上述物業的唯一使用權和福利。 
 

28. 如果由於任何原因，第 8 節住房補助合約終止，則本租賃合約將自動終止。 
  
29.  本合約附件：承租人證明，其已經收到本合約以及下述附件的副本一份，同時瞭解，下述附件

屬於本合約的組成部分。 
        

a. 附件 1 – 符合住房與城市開發部規定之承租人資格與租金程序的業主證明，即表 
HUD-50059 

   
b. 附件 2 – 住宅單元檢驗報告。 

 
c. 附件 3 – 住房守則（若有）。 

  
d. 附件 4 – 寵物守則 

 
  

「請僅簽署租約的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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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申報義務 – 由於簽署租約是住房租賃行業的標準商業慣例，因此，住房與城市開發部不要求為本租約
範本批准案頭工作時間。上述資訊旨在為取得各項福利而需要提供，但是，是否提供，則出於自願。除非
本表注明當前有效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 (OMB) 控制編號，否則住房與城市開發部不可收集上述資訊，並
且您也不必填寫本表。相關請求及所需的證明文件將送交住房與城市開發部或者合約管理部門批准。租賃
合約是在相關專案的業主和承租人之間訂立的、解釋相關住宅單元的居住條款的合約。簽署租約是住房租
賃行業的標準商業慣例。根據規定，業主應當使用住房與城市開發部制定的租約範本，該租約範本中包括
住房租賃業使用的標準租賃合約條款，再加上住房與城市開發部針對相關專案建設時所依據的計劃以及/或
者承租人的租賃補助金計劃所制定的補充條款。 
 

上述資訊符合 24 CFR 5.360, 236.750, 880.606, 883.701, 884.215, 886.127, 891.425, 891.625 and 891.765 規定的
租約要求和條款。上述資訊被認定為非敏感資訊，無需特別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