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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有一个好的住房至关重要。公共住房局根据第8款证书方案和住房券方案帮助你租到好的住房。

你可以选择任何你喜欢的房屋或公寓，只要该房屋或公寓符合一定的质量标准。第8款证书方案

规定，租房费用不能高于公平市场租金。但是，按照住房券方案，你只要愿意付多出的租金，就

可以选择比较贵的房子或公寓。公共住房局将提供进一步资料，说明这两个方案以及如何计算你

要付的租金。  

住房质量标准  

住房质量标准可以保证你的住家安全、卫生和舒适。第8款证书方案和住房券方案规定了两类住

房质量标准。第一类是住房必须具备才能获得公共住房局核准的设施；第二类是你考虑你家庭的

特别需要而增加的设施，这些由你自己决定。  

第8款证书方案和住房券方案  

第8款证书方案和住房券方案允许你选择你喜欢的房子或公寓。这所房屋或公寓可以是你现在的

住所，也可以是别的地方。必须具备的标准是任何公寓必须有的基本设施。但是，一个家即使具

备所有这些设施可能仍然无法满足你的需要。第8款证书方案和住房券方案可以帮助你获得一个

适合安居的家，所以你应该考虑你希望家里具备哪些东西。你可能想要一个大厨房，或者窗户要

大，或者是街面的公寓。你可能不喜欢破旧墙纸或油漆。你在找住房时应该想到这些。请仔细阅

读这本小册子《适合安居的住房》。如果你喜欢留在现在的住所，你可以用这本小册子来检查一

下你的住所是否符合住房质量标准。如果你想搬家，你每次找新房子或新公寓的时候可以用它来

进行检查。祝愿你顺利找到好住房。仔细阅读这本小册子的每个部分。找到住房之后，你就可以

开始租约批准申请手续。你可能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但如果发现有一些问题。你可以向公共

住房局咨询，说不定有办法纠正这些问题。  

必要条件 

每座房子或每套公寓至少必须有一间起居室、厨房和浴室。一个有厨房的公寓小套间也可以。不

过，必须有一间只供你一家使用的单独浴室。一般来说，家庭中每两个人必须有一间起居室/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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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居室 
 
起居室必须具备：  

天花板 
天花板状况良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透风的大裂缝或破洞，严重的突起，灰泥等涂抹材料大量脱落。 

墙壁  
墙壁状况良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透风的大裂缝或破洞，严重的突起或倾斜，灰泥等涂抹材料大量

脱落。 

电源 
至少有两个电源插座，或者一个电源插座加上一个固定的头顶电灯。 
台灯或立灯、插入插座的头顶电灯以及延长线路不能计算在内，因为这些不是固定的设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断裂或破损的电线，没有固定支持（例如锁链）而吊在电线上的电灯，开

关或插座上没有盖子，插座严重破损。 

地板  
基本状况良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大的裂缝或破洞，没有地板或者能让人绊倒的突起的地板或封盖。 

 
窗户  
至少有一个窗户。窗户的状况必须保持良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窗户玻璃破裂或空缺，窗户无法关闭，或关闭后无法遮挡风雨。 

锁  
窗户或门户如果连接室外、公共走廊、太平梯、门廊或其它连接地面的室外地方，必须装置可

以开关的锁。不能打开的窗户可以没有锁。 
 
油漆  

•  如果家里有不到六岁的儿童，而且房屋或公寓是在1978年以前修建，不能有剥落的油漆或碎

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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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应该考虑:  

•  门窗上的锁  
 -- 是否安全?  

-- 你想打开的窗户是否被钉死?  
 

•  窗户的状况。  
-- 窗格玻璃有没有小裂缝?  

 
•  门窗隔绝风雪的程度。  

-- 有没有抵挡风雪的窗户?  
-- 有没有使用挡缝隙的胶布条? 如果你自己支付水电煤气费，这一点可能很重要。  

 
•  电源插座和电灯的位置。  
 
•  油漆和墙纸的状况  

-- 是否破损，褪色或肮脏?  
 

•  地板的状况。  
-- 有没有刮痕或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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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厨房 
厨房必须具备:  

天花板 
天花板的状况良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透风的大裂缝或破洞，严重的突起，灰泥等涂抹材料大量脱落。 
 
橱柜 
有储存食物的空间。 
 
电源 
至少有一个电源插座和一个固定的电灯。 
台灯或立灯、插入插座的头顶电灯和延长线路不能计算在内，因为这些不是固定设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断裂或破损的电线，没有固定支持（例如金属链）而吊在电线上的电

灯，开关或插座上没有盖子，插座严重破损。 
 
炉灶和烤箱  
炉灶和烤箱可以使用（可以由房客自己购置）。 
 
地板  
地板状况良好。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大的裂缝或破洞，没有地板或者能让人绊倒的突起的地板或封盖。 
 
厨台 
有地方准备食物。 
 
油漆  
如果家里有不到六岁的儿童，而且房屋或公寓是在1978年以前修建，不能有剥落的油漆或碎屑。  

窗户  
如果有窗户，状况必须良好。  
 
锁  
窗户和门户如果连接室外、公共走廊、太平梯、门廊或其它连接地面的室外地方，必须装置可以

开关的锁。不能打开的窗户可以没有锁。 
 
墙壁  
墙壁状况良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透风的大裂缝或破洞，严重的突起或倾斜，灰泥等涂抹材料大量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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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就餐的地方 
有地方用来吃饭。  

•  餐室或餐桌放在起居室也可以。 
 
冰箱 
冰箱制冷度可以防止食物变质。（可以由房客自己购置。） 
 
水池  
水池有冷热自来水供应。  

•  浴室水池不能算做厨房水池。 
 
 
 
你还应该考虑:  

•  厨房的大小。  

•  储存、准备食物以及进餐地方的大小、位置和状况。是否够你家人使用？ 

 •  冰箱的大小、状况和位置。是否够你家人使用?  

•  水池的大小、状况和位置。  

•  你希望获得的其它设备。  

•  额外的电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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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浴室  
浴室必须具备：  

天花板 

天花板状况良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透风的大裂缝或破洞，严重的突起，灰泥等涂抹材料大量脱落。 
 
窗户  
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户或一个正常工作的排气风扇。 
 
锁  
窗户或门户如果可以连接室外、公共走廊、太平梯、门廊或其它连接地面的室外地方，必须

装置可以开关的锁。 
 
马桶  
可以使用的抽水马桶。 
 
浴缸或淋浴间  
供应冷热自来水的浴缸或淋浴间。 
 
地板  
基本状况良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大的裂缝或破洞，没有地板或者能让人绊倒的突起的地板或封盖。 
 
油漆  

•  如果家里有不到六岁的儿童，而且房屋或公寓是在1978年以前修建，不能有剥

落的油漆或碎屑。 
 
墙壁  
墙壁状况良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透风的大裂缝或破洞，严重的突起或倾斜，灰泥等涂抹材料

大量脱落。 
 
电源 
至少有一个装在头顶或墙壁的固定电灯。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断裂或破损的电线，没有固定的支持（例如金属链）而吊在电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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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灯，开关或插座上没有盖子，插座严重破损。 
 

水池  
供应冷热自来水的水池。  

•  厨房水池不能算做浴室水池。 
 
 

你还应该考虑：  

•  浴室的大小和隐私程度。  

•  马桶、水池以及淋浴间或浴缸的外观。 

•  地板以及浴缸与墙壁连接处胶泥和封条的外观。 

     •  地板和墙壁的外观。  

     •  热水器的大小。  

     •  带有镜子的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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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房间 
其它居住的房间包括：卧室、小房间、走廊、以及装修好的地下室或有暖气的封闭阳台。其它居

住房间的必要条件与上面所说起居室的必要条件相似。  

其它居住房间必须具备：  

天花板 
天花板状况良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透风的大裂缝或破洞，严重的突起，灰泥等涂抹材料大量脱落。 

墙壁  
墙壁状况良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透风的大裂缝或破洞，严重突起或倾斜， 灰泥等涂抹材料大量脱

落。 

油漆  

•  如果家里有不到六岁的儿童，而且房屋或公寓是在1978年以前修建，不能有剥落的油

漆或碎屑。 

卧室的电源  
与起居室的条件相同。  

在所有其它居住房间：没有特别的电源标准，但必须有自然光（窗户）、固定电灯或电源插

座。 

地板  
地板状况良好。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大的裂缝或破洞，没有地板或者能让人绊倒的突起的地板或封盖。 

锁  
如果窗户或门户连接室外、公共走廊、太平梯、门廊或其它连接地面的室外地方，必须装置可

以开关的锁。 
 
窗户  
每一间用来睡觉的房间至少要有一扇窗户；如果是可以开关的窗户，必须能够打开。窗户的状

况必须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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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窗格玻璃严重破裂、破损或空缺，以及不能关闭的窗户，或关闭之后

无法遮挡风雨。  

其它非居住房间可以是：放置洗衣机或烘干机的房间、地下室或门廊。这种房间必须检查其安全

性以及电源和其它可能的危险（例如墙壁或天花板塌陷的危险），因为这些情况对整个公寓的安

全至关重要。你还应该检查是否有其它危险，例如墙壁、地板或天花板是否有大洞，楼梯是否安

全。对所有非居住房间必须做这样的检查。

你还应该考虑：  

•  你打算如何使用其它房间。  
 -- 你能不能这样使用?  

•  门窗上的锁。  
-- 是否安全?  
-- 你想打开的窗户是否被钉死?  

•  窗户的状况。 
-- 窗格玻璃有没有小裂缝?  

•  窗户隔绝风雪的程度。  
-- 有没有抵挡风雪的窗户? 
 -- 有没有使用挡缝隙的胶布条? 如果你自己支付水电煤气费，这一点可能很重要。  

•  电源插座和电灯的位置。  

•  油漆和墙纸的状况  
-- 有没有破损、褪色或肮脏?  

•  地板的状况。 
 -- 有没有刮痕和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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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物外表、管道和暖气 
 

建筑物必须具备：  

屋顶  
屋顶状况良好，不漏水；如果建筑物有檐沟和水落管，状况良好，牢固地固定在建筑物上。  

• 建筑物室内天花板如果有水渍，往往表示屋顶漏水。 
 
室外扶手  
任何长一点的楼梯（一般而言多于四个梯级）以及高于地面30英寸以上的任何门廊、

阳台或平台，必须有牢固的扶手。 
 
墙壁  
外面墙壁状况良好，没有严重透风的大洞或裂缝。 

 

地基  
地基状况良好，没有严重漏水。 

  
供水 

水管系统连接适当的公营或私营的供水系统。询问经理或房主。 

  
下水道 

水管系统连接适当的公营或私营下水道系统。询问经理或房主。 

烟囱  
烟囱没有严重倾斜或缺陷（例如大的裂缝或许多砖块脱落）。 

 

油漆 

如果家里有不到六岁的儿童，而且房屋或公寓是在1978年以前修建，不能有剥落的油漆或

碎屑。 
 

• 这包括外墙、楼梯、平台、门廊、栏杆、窗户和门户。 

 

散热 
夏天时有一些窗户可以打开，或有一些通风或冷却的设备，使空气流通。 
 

管道 

管道状况良好，没有严重漏水或使水变色的铁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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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器 

热水器的位置、设备和安装都很安全。询问经理。 
 

暖气 

有足够的暖气设备，冬天时能保持室内温暖。 

•    不合格的情况包括：烧油或烧煤气但废气不能排入烟囱的室内加热器。室内加热器如果

能向室外排出废气并提供足够的热度，可以使用。 
  
 
 
 

你还应该考虑：  

•  公寓维持的状况够不够好。  

•  暖气设备  
--冬天时能否向所有居住的房间提供足够的暖气? 

•  隔绝风雪的程度以及对水电煤气费的影响。 
-- 有没有进行隔绝保暖?  
-- 有没有抵挡风雪的窗户?  
--门窗四周有没有使用挡风雪条?  

•  空气流通或冷却设备。 

             －夏天时房间够不够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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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卫生和安全 

 
建筑物和房址必须具备：  

烟雾报警器  
房屋的每一层至少要有一个烟雾报警器，包括地下室在内。如果家里有人听觉不好，烟雾报警器必

须具备专门针对听觉不好的人的示警器。 
 

火警出口 

建筑物必须有火警时的另外出口（例如太平梯或窗户，如果窗户高于二楼，必须使用梯子）。 
 

电梯 

电梯必须安全和正常运行。 

  
入口  
有一个从室外或公共走廊进门的入口，不需要穿过别人的公寓进入自己的公寓。 
 

周围地区               

附近没有危险的地方、空间或东西，例如：  

• 附近有摇摇欲坠的建筑物  

• 没有不具备保护设施的山崖或露天矿场  

• 火灾危险  

• 被水淹过的证据  

垃圾 

房屋内外或走廊等公共地方没有大量废弃物和垃圾。垃圾在收集清理前必须放在密闭的地方，以

免老鼠和其它动物进入。垃圾应该有人定期收集清理。 
 

照明 
所有公共走廊和室内楼梯必须有灯光照明。 

  
楼梯和走廊  
室内楼梯要有扶手，公共走廊应该安全，状况良好。这些地方的裂缝和剥落应该尽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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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  
  有没有严重的空气污染，例如废气或下水道气体。 
  
  老鼠和害虫  
  没有很多老鼠和害虫（例如蟑螂）。 

   

  预制房屋必须固定  
   预制房屋必须固定在地基上，以免滑动或被风吹走。 

 

 

  你还应该考虑：  
  •  火警出口  

--是否适合你的家人?  
 

 •        你的家人住在房屋或公寓里是否安全。  
 
  •  有没有纱窗和抵挡风雪的窗户。  
 
  •  周围地区的设施。  

--附近有没有商店?  
--附近有没有学校?  
--附近有没有医院?  
--附近有没有公共交通工具?  
 

 •  附近有没有就业机会?  

  •  房客支付的水电煤气费是否太高，房屋是否节省能源?  

  •    请仔细阅读公共住房局或房主提供的关于含铅油漆的小册子，特别是在房屋或公寓

比较旧(在1978年以前修建) 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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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看完了这本小册子，你应该知道，一个适合居住的房子或公寓必须符合两类

住房质量标准： 

•  必须具备一定的设施才能获得第8款租赁证书方案和租赁券方案的批准。 
•  你认为你的家庭特别需要的其它一些东西。 
 
你知道这两个标准适用于房屋或公寓的六个地方。 

 
1. 起居室  
2. 厨房  
3. 浴室  
4. 其它房间  
5. 建筑物的外表，管道和暖气 
6. 卫生和安全 

 

你知道，当一座房子或一套公寓符合住房质量标准的时候，那么你的住家就具备了

安全、卫生和舒服的条件，就是一个好住处。 

你找到一个好的住所之后，就可以开始租约批准申请手续。你和你的房主在租约批
准申请书上签字并把它送交公共住房局之后，就会有人前往检查。公共住房局将把

检查结果通知你和房主。 

如果房子或公寓通过检查，就可以签署租约。可能有一些东西你或者公共住房局仍

然希望改善。如果是这样，你和公共住房局可以在签署租约时要求改善。如果房主

不愿意自己改善，或者你可以自己动手，要求房主支付材料费。 

如果房子或公寓检查不合格，你和/或公共住房局可以说服房主进行修理，以便通

过检查。房主是否愿意修理，可能要看严重的程度和费用而定。 

如果检查不合格，房子或公寓必须加以修理，在签署租约前必须由公共住房局再次

进行检查。如果房主不能够或不愿意修理房子或公寓，即使是轻微的修理也不愿意，

那么你必须另找住所。你必须了解房子或公寓不合格的原因，以便顺利找到新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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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住房局的责任：  

•  确保第8款证书方案和住房券方案的所有住房符合住房质量标准。 

•  在收到租约批准申请书之后检查住房。通知房客和房主检查的结果以及他们

必须采取的行动。 

•  鼓励房客和房主维持住房的标准。  

•  在房客或房主投诉或要求之后进行检查。通知房客和房主检查结果、他们必

须采取的行动以及行动期限。 

•  每年检查住房，确保住房仍然符合住房质量标准。通知房客和房主检查结果、

他们必须采取的行动以及行动期限。 

房客的责任：  

•  遵守租约的规定。  

•  承担自己那部分的责任，保持住房的安全和卫生。  

•  与房主合作，任何地方需要修理时通知房主。  

•  在公共住房局进行开始的、年度的和投诉检查时提供合作。 

房主的责任： 

•        遵守租约的规定。  

•  总体上维修住房，使它符合本小册子所说的住房质量标准。 

•  与房客合作，迅速满足关于修理的要求。  

•  在公共住房局进行开始的、年度的和投诉检查时提供合作，包括进行必要的

修理。 

 

 

本文件是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发出的法律文件的翻译本。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提供本翻译文本，

是为了协助您了解您的权利和义务。本文本的英文版本才是正式的法律原文。本翻译文本并不是一

份正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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