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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NYChA)

紐    約    市    房    屋    局  與

紐約市房屋局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簡稱 “NYCHA” 或「房屋局」) 提供之中文譯本僅作參考用途﹐
並非官方文件。文件之英文版本才具有法律性及權威性。
閣下必須填寫﹐簽署並注明日期於本表格之英文版本。

HigHligHts of House Rules, 
lease teRms and Policy
(chinese TranslaTion key)

房屋規章﹐租賃條款及政策之重點提要

本文件列載紐約市房屋局租約規定﹐住房規章法規﹐基本法律規定和紐約市房屋局政策的重點項目。文件旨在警惕轄
下出租房屋租客有關租約的規定重點。
請謹記本文件既不是租約也不是租約補篇。
簽署本文件不授予租用權或住用許可。

本文件不豁免任何未有列載的租賃條文﹐規章和政策。沒有在本文件列載的紐約市房屋局規章﹐租賃條款及政策仍然
執行和生效。

欲知詳情﹐聯絡公房管理處租務助理。
租 金 事 宜
1 年度審查: 租戶每年必須向紐約市房屋局 (NYCHA) 填報年度審查表格。
 審查表格列出兩名承租人 (租約簽署人) 和租戶內認可的成員的姓名資料。
 表格另包括整個家庭的入息資料﹐例如工作薪金﹐社會保障金﹐生活補助金 (SSI) ﹐退休金﹐公共援助金﹐失業補  
 助金或企業收入等。
 紐約市房屋局根據美國聯邦房屋及城市發展部 (HUD) 和其他相關部門的資料數據﹐查核上報資料的真確性。

2 租金: 租金是按照整個家庭的收入釐定。租金是 (減免收入抵扣後) 家庭入息或社會福利租金補助 的百分之三十   
 (30%)﹐而且不得超過目前最高租金定額。

3 租金繳款日: 整個月的租金須於每月一日一次付清﹐除非租戶使用自動轉帳服務 (詳情請見下列第5欄說明) 分兩期  
 繳交租金。

4 繳付租金方法: 租金須於每月一日前一次付清:
 • 郵寄: 連同月租單寄出支票或匯票﹐
 • 電話: 致電(866) 942-3104 ﹐
 • 銀行現金支付﹐或
 • 支票兌換店現金支付: Pay-O-Matic付款點

5 自動轉帳繳交租金 – 每月分兩期繳交租金:
 • 工資扣租: 大部份紐約市政府職員 (包括紐約市房屋局職員) 可以使用此服務。
 • 電腦設定自動轉帳: 收入來源 (例如: 薪金﹐退休金﹐社會保障) 是直接存款至銀行帳戶的租客﹐可以上網   
  登記使用此服務 (上網www.nyc.gov/nycha點擊“Online Rent payment” 「網上交租」).
 • 公共援助: 領取公共援助租戶的租金會每月分兩期直接由社會福利部過戶予房屋局。

租 住 單 位
6 維修及檢驗: 如有維修需要或緊急事故﹐請致電 (718) 707-7771通知客戶服務中心總台 (CCC) 。租客必須留守家中﹐  
 以便工作人員上門維修和檢查。

7 窗戶防護柵欄: 不論家中有孩童居住與否﹐單位每個窗戶必須安置防護柵欄。紐約市房屋局必須檢查窗戶空調機是否安  
 置妥當﹐因此﹐如果因裝置空調機而拆除窗戶防護柵欄﹐租客必須通知管理處。

8 家用電器: 租客添置家庭電器 (空調機﹐冰箱﹐洗碗機或洗衣機) 前必須通知管理處並簽署有關文件。租戶可能需要負  
 責少量的電費或水費。禁止安裝乾衣機。
9 住用: 公房單位僅供紐約市房屋局戶籍內認可的成員住用。未經認可﹐不得擅自住用單位。戶籍內認可的成員須於遷出  
 時﹐通知管理處並簽署有關證明文件刪除戶籍。

10 增加戶籍: 租客可以向紐約市房屋局遞表申請增加戶籍。申請條件包括: 租賃記錄良好﹐擬加戶人士與戶主有親屬關係  
 (其子女﹐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配偶或註冊同居者等) ﹐符合配房標準並通過犯罪背景調查。

11 單位調遷: 租客可以向紐約市房屋局遞表申請調遷。申請條件包括: 租賃記錄良好及合理調遷理由。申請獲批後﹐租戶  
 必須騰空遷出舊單位。租戶在承租單位後，會因家庭成員遷出、離世、結婚等原因，使餘下的租戶家庭成員享有的居住  
 房間數遠超原定的標準，成為「寬敞戶」。現時租約條文已規定，倘成為寬敞戶，租戶須遷往房屋局認為適合承租人家  
 庭所需的單位。此外，在房屋局可能需要收回公屋單位作其他用途的情況下，住戶都有需要調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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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緊急調遷: 紐約市房屋局設有緊急調遷計劃﹐協助家庭暴力受害人 (VDV) ﹐受威脅證人 (IW) ﹐受威脅受害人 (IV)  
 或兒童性侵受害人 (CSV)緊急遷出現居單位。住戶在申請書上提供的資料正確，並能夠遞交有關證明文件，而所獲准 
 調遷的地區又有合適的單位，個案將獲受理。申請獲批後﹐租戶必須騰空遷出舊單位。施虐者必須永久遷出現居單位 
 並刪除戶籍。

13 婦女遭受暴力法案 (VAWA): 紐約市房屋局不會以家庭暴力﹐約會暴力和非法跟蹤事件為由﹐終止受害人的租約或其租 
 用單位權利。
 如果符合緊急調遷計劃要求 (請見上列第12欄說明)﹐受害人可以申請緊急調遷。
 紐約市房屋局有權著手起訴施虐者﹐終止其租約或租用權利。

14 單位保養: 單位必須保持良好﹐乾淨及衛生。租客和訪客不得損壞﹐破壞或損毀單位或任何紐約市房屋局屋邨物業。 
 租客必須格外注意防火安全﹐家中不得儲存煤氣或其他易燃危險物品。

15 垃圾: 租客必須妥善棄置家中雜物垃圾。貓咪排泄物須與家居垃圾一併倒入垃圾槽﹐不得沖入馬桶。床褥傢俬等大型 
 雜物應妥善處理﹐不得留放在公共地方。

16 煙霧警報器/一氧化碳探測器: 租客負責保管家中的煙霧和一氧化碳探測裝置﹐並必須定期更換電池確保裝置正常運 
 作。 

17 搬運:
 • 租客搬運傢俬必須預先至管理處索取搬家許可證。
 • 搬運只限於週日 (即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時至下午5時進行。
 • 如有特殊搬運安排﹐必須經由管理處批准同意。

住 宅 樓 及 公 房 區
18 嚴禁擅闖:  紐約市房屋局轄下處所僅供租客﹐獲邀訪客和正當商務人士使用。如發現可疑人物﹐請即通知管理處﹐合 
 約警衛﹐居民執勤人員或警員。

19 禁區: 屋頂﹐天臺和保全室等屬於禁區範圍﹐僅供工作人員或緊急事故使用﹐閑人勿進 (包括租客) 。

20 電視天線/有線電視碟型天線: 嚴禁租客在住宅樓屋頂或單位外圍牆身安置電視天線或有線電視碟型天線。 

21 大堂/樓梯井/升降機: 大堂僅供租客進出住宅樓﹐樓梯井僅供租客上落樓層。 
 • 嚴禁在住宅樓大堂﹐走廊通道和樓梯井內進行非法活動﹐徘徊﹐吸煙﹐喝酒和攜帶開罐酒精飲品。
 • 嚴禁故意破壞升降機或闖進升降機轎廂上。
 • 出入記得關門﹐不得任由出入口大門撐開。

22 停車: 紐約市房屋局將停車位當作住宅區養護﹐並批准租客和非租客停泊車輛在內。只限擋風玻璃貼有本年度的停車 
 登記證的車輛停泊在停車位。 停車證每年5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為一年。紐約市房屋局按照車主身份 (轄下出租房屋 
 租客或非租客) 和停車位劃分 (預訂車位或非預訂車位) 釐定停車收費。紐約市房屋局也提供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的車 
 位。
 更換輪胎除外﹐嚴禁在停車位修理車輛。
 違反上述停車規則的車輛可被抄牌罰款或拖走﹐一切後果﹐車主自負。

23 閉路電視: 紐約市房屋局在轄下出租屋邨多處安裝閉路電視監視攝影機﹐例如大堂﹐郵箱區﹐住宅樓出入口﹐升降 
 機﹐商鋪﹐社區中心和其他設施場所。監視器用於阻嚇違法行為﹐從而加強物業的保安並確保居民和職員的安全。任 
 何人士一律不得損壞或毀壞監視器或阻礙攝影鏡頭。

24 公共地方﹐屋邨範圍和悠閑設施: 紐約市房屋局轄下物業的公共地方供租客享用。嚴禁霸佔﹐破壞或損壞公共地方﹐ 
 包括游樂設施﹐燒烤野餐區﹐花圃﹐樹木﹐草地和地面等。另有以下行為規定:
 • 不得製造噪音或造成滋擾。
 • 不得溜直排輪﹐騎自行車或踩滑板。
 • 不得喝酒或攜帶開罐酒精飲品 (包括在社區中心內) 。
 • 不得買賣﹐吸食或藏有毒品。
 • 未經紐約市房屋局許可﹐不得燒烤野餐。
 • 籃球場於晚上10時關閉。其餘公園設施於黃昏時分關閉﹐除非另行通知。
 • 未經紐約市警方許可﹐不得使用擴音器。
 • 不得隨地掉垃圾或非法棄置垃圾雜物。
 • 除緊急服務車輛和紐約市房屋局許可車輛﹐車輛不得在 (馬路邊的) 人行道﹐(住宅區內的) 車行道和行人通道上 
  行駛。
 務必遵守住宅區內各地點張貼的特定使用和行為指示。
一 般 資 料
25 寵物:
 • 租戶家庭可養一隻狗或一隻貓﹐並必須至管理處登記其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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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2月1日後登記的狗隻完全發育後﹐體重不得超過25磅。
  杜賓犬﹐比特犬和洛威納牧犬是禁養品種。
 • 禁止未登記的狗隻和貓隻進入公房區的公共地方和場地。
 • 在公房區公共地方和場地走動的狗隻 (包括工作犬) 必須時刻佩戴紐約市房屋局派發的有效不鏽鋼狗牌和紐約市健  
 康及心理衛生局的健康執照。
 • 工作犬是指從事各項工作以協助其殘疾人夥伴的狗隻。需要工作犬的租戶必須遞交醫生證明並至管理處為狗隻登記  
  戶籍。
 • 基於現時無法律限制﹐租戶可以飼養小寵物﹐一般養在籠、展示箱、水族箱或其他特製容器內﹐例如雀鳥 (鸚鵡﹑  
  金絲雀) ﹑倉鼠﹑沙鼠﹑葵鼠﹑魚等等﹐(此項規定不包括狗隻和貓隻)。此類家庭小寵物毋須登記戶籍。
 • 在公共地方﹐狗隻主人必須使用短於六英尺長的皮帶牽住狗隻。禁止寵物進入屋頂。
 • 狗隻必須牽至路邊小便或大便。主人必須撿起固體排泄物。

26 合理住宿待遇: 紐約市房屋局為傷殘人士提供合理住宿待遇。有需要人士請聯絡管理處經理或平等機會部的傷殘人士服  
 務小組。

27 社會服務: 每位租客 (獲豁免人士除外) 每月必須履行8小時的社會服務或參加經濟獨立活動。紐約市房屋局每年發出  
 兩次關於社會服務規定的通知。

28 終止租約: 如果租客或租戶內家庭成員犯罪﹐危及其他居民安危﹐傷害他人﹐破壞公物﹐造成滋擾﹐違反紐約市房屋局  
 規章或長期拖欠租金﹐紐約市房屋局有權提出起訴收回單位終止租約。

附註: 租約規定租客 (承租人) 必須為家庭成員和訪客的行為負責。

紐約市房屋局規定轄下出租公房租客及租戶年滿18歲家庭成員簽名﹐以證實獲發並閱讀紐約市房屋局的「房屋規章﹐租賃條
款及政策之重點提要」。
如有家庭成員因身體或精神狀況欠佳 (殘疾) ﹐或暫時遷往別處 (例如寄宿學校或參軍) 而無法簽署文件﹐請以正楷填寫姓
名並註明原因。
請謹記﹐如有戶籍內認可成員永久遷出單位﹐租客必須另行通知管理處辦理刪除戶籍手續。

如不敷應用﹐請另紙簽寫。

租客 – NYCHA租約簽署人 (正楷填寫並簽署姓名) 日期

租客 – NYCHA租約簽署人 (正楷填寫並簽署姓名) 日期

年滿18歲認可戶籍成員 (正楷填寫並簽署姓名)  日期

年滿18歲認可戶籍成員 (正楷填寫並簽署姓名)  日期
  
年滿18歲認可戶籍成員 (正楷填寫並簽署姓名)  日期

年滿18歲認可戶籍成員 (正楷填寫並簽署姓名)  日期
  
年滿18歲認可戶籍成員 (正楷填寫並簽署姓名)  日期
  
年滿18歲認可戶籍成員 (正楷填寫並簽署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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