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宅租賃-頁面 1 

  

房屋租賃契約書標準格式 

 

  

本契約書，以下簡稱為契約，於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20_____，立契約書人:   

出租人(房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租人(租戶):_____________________茲為房屋租賃事宜，雙方同意本契約條款如下：   

 

 

A. 租賃標的所在地及租賃範圍: 租賃住宅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包含___浴室和____臥室，如下被稱為承租人須遵守本契約

條款。出租人會將所有租賃通知副本寄送到該租賃住所地址。  

 

 

B. 住戶：承租人必須是該租賃住所住戶。請在下面列出其他房客：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使用目的:本租賃住所係供居住使用不得變更用途。除非本契約出租人有同意使用的規

定，否則不得變更用途將此租賃住所用於倉儲，生產食品，製造產品，提供專業服務

或任何商業用途。  

 

 

D. 電器用品及附屬設備：房東提供以下電器用品及附屬設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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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戶需自理其他電器用品及設備。任何屬於房東所提供的電器用品及附屬設備的損壞

均應由租戶承擔，租賃住所或附屬設備如屬自然使用所產生之耗損，而有修繕之必要

時，應由房東負責修繕，否則將直接向租戶請款或從保證金扣除。 

 

 

E. 租賃條款及期間 ：本契約租賃期間 ，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至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稱為租賃條款，承租人可以選擇按照相同的條款續約該租

賃住所。按月租用租約條款允許房東或租戶可選擇於六十天之內通知對方如需取消該

租約。租戶在按月租約期滿時如需繼續按月租用，必須在租約期滿前六十天內通知房

東。  

 

 

F. 租金： 租戶每月租金為$__________ 

整。租金於每個月的一號到期，租金繳付經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第一筆租金在契約履行生效後得支付給房東。 

 

 

G. 逾期費：租金如未在每月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繳付時將徵收逾期費用，租金如在該月

五號之後才繳付房東可斟酌加收該期租金百分之五的逾期費。 

 

 

H. 保證金：租賃住所保證金金額為$ ___________________。租戶應在本契約履行生效後支

付保證金給房東。保證金為無利息在扣除損壞支出及費用後會在本契約終止後的45天

內退還給租戶。除非房東書面同意，否則不得用這筆保證金支付租金。   

 

 

I. 使用所有權：在租戶通過審查檢視並確認接受該租賃住所的現有狀況時生效，除非另

有聲明。房東如在租賃期開始時未按時轉讓房屋使用所有權時，租戶可選擇終止本契

約。此外，如果租戶選擇取消本契約時，保證金，預付租金和其他費用包括租賃申請

費用需一起退還給租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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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搬入前確認審查：在租戶認同接受使用所有權之前或當時，房東和租戶應ㄧ起施行確

認審查並記錄所有電器用品，固定裝置，家具現況和任何現有損壞。  

 

 

K. 分租：未經房東事先書面同意，承租人無權分租該租賃住所。如果房東同意，則承租

人應對分租人的所有行為和責任負責，包括但不限於：租賃住所的損壞，拒付租金和

任何驅逐程序。在驅逐的情況下，承租人應負責所有法院備案費，代理費以及驅逐分

租人相關的費用。房東同意轉租不應視為同意任何未經批准的後續轉租。 

 

 

L. 進入權: 

房東有權利在周一至週五的上午9:00至下午5:00進入租賃住所進行檢查，維修或改建

。房東如於合理時間內通知房客，房東還可以帶預期購屋者，房貸人員或承租人進入

租賃住所展示房屋。 

 

 

M. 水電費： 租戶全權負責水電費。  

 

 

N. 維護，修理或改建：租戶應擔付保持租賃住所清潔的費用，在租期終止交還租賃住所

時需保持原先承租時的狀況。自然使用所產生之耗損除外。未經房東的書面同意，租

戶不得對該租賃住所進行任何改建。房東應負責房屋內部和外部的維修。如果住所內

洗衣機，乾衣機，冰櫃，除濕機或空調機，任何一個或所有裝置均無法正常運作時，

房東無法承諾會為該裝置修理或更換。當租戶搬入住所時，房東將會把所有煙霧探測

器換裝新電池。安裝新電池後，租戶有責任在需要時更換電池。所有滅火器均應由房

東每月進行一次安檢，以確保滅火器的正常運作。   

 

 

O. 提前解約：除非租戶是家庭暴力下的受害者否則無法取消本契約。家庭暴力案例依據

地方，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法令允許承租人在受家庭暴力情況下可以提前解約。 

     

P. 寵物：不允許租戶在住處或住所的公共區域內養寵物。供殘障人士使用的動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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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吸煙：禁止在住所吸煙，包括住所，建築物內和建築物公共區域，和毗鄰的建築物。

供殘障人士使用的藥物除外。   

 

 

R. 遵守配合法規：租戶同意即刻遵守配合目前和未來聯邦，州，縣,市政府或任何部門

及委員會針對承租人和使用租賃住所而制定的法律，條款，命令，規則，規定和要求

。承租人和出租人皆應遵守配合法令。本契約立屬於馬里蘭州的法律管轄區域。   

 

S. 契約中止條款：如果本契約的任何條款或用途由於無法預期及其它原因產生之下而變

成無效中止或無法執行時，本契約的其餘條款並不影響其他人，個人或現況，反而會

在法律允許的最高範圍內加強執行。  

 

 

T. 報復：禁止房東對房客採取報復行動，包括但不限於限制進出該租賃住所，減少或中

斷水電或維修設備或任何其他被認為是不合理的動做。  

  

U. 公平住房：如果房客有任何殘障，房東應為房客提供合適的住房和改建，除非此項要

求的費用造成財務和行政負擔。房東應遵守1968年修正的民權法第八條通稱為公平住

房法，確保所有人均可使用所有單位，而不必考慮種族，膚色，宗教信仰，國籍，殘

障，家庭狀況和性別。房東應遵守當地法令，以確保所有人均可使用所有單位，而無

需考慮性向，性別認同或表達，婚姻狀況，年齡，血統或收入來源。這些法律解釋，

房東不得在住房租賃方面歧視任何合格的申請人或租戶。如果房客認為自己受到出租

人歧視，可以電洽（410）396-

3141巴爾地摩市平等與民權辦公室。租戶還可以電洽（800）669-

9777向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報告住房歧視。     

 

V. 通知：房東或租戶應使用以下郵寄地址寄送通知：     

            

 房東/代理人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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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戶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 代理人/經理人：房東如無指定代理人或經理人時，所有有關修理，保養或投訴應以

下聯繫資料與房東聯繫：房東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X. 住所鑑定為不宜居住：如果該租賃住所的損壞是無法修復因而造成住所不宜居住時，

租戶可以用書面通知房東終止本契約。如果上述損壞是由於租戶的疏忽所致，租戶則

應承擔所有房屋恢復到適宜居住狀態的修復費用和房東收入損失，以及房東其他任何

損失費用。  

 

             

Y. 含鉛油漆：租賃住所如建於1978年之前，本契約將附加含鉛油漆公開透露附件。 

 

Z. 完整契約書：本契約書包含承租人和出租人同意的所有條款，包括所有附件或附錄。

本契約取代了之前的所有討論，理解和口頭協議。出租人和承租人同意條款和條件，

並受其約束，直至租賃期限結束。  

   

 

出租人和承租人已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_____達成協議並簽署了本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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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簽名    

   

   

   

承租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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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收據  

   

尊敬的__________________ （租戶）， 

 

房東已將保證金寄存在銀行帳戶中銀行位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州___________________。 

 

保證金金額為＄__________保證金已存入________________（銀行名稱），賬戶號碼為__________

___________，全部租賃條款履行於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__日20____________ 

 

依據馬里蘭州法令第8–203.1條，以下條款均應用於保證金： 

 

(1) 租戶有權在租用後15天內以掛號信通知房東要求屋檢，房東和租戶應ㄧ起在場檢查住所

並列出於租期開始時現有的損壞項目清單。 

 

(2) 房客應在搬遷日前15天內以掛號信通知房東搬遷日期和租戶的新地址。房東在租約期屆

滿前有住所檢查的權利以確認租戶是否對該住所造成任何搬遷損害   

   

(3) 房東有義務在租戶搬遷日期之前或之後5天內進行屋檢； 

 

(4) 房東有義務以書面通知租戶屋檢日期； 

 

(5) 租戶有權要求房東在租約終止後的45天內以郵件書面通知保證金扣除額項目清單，郵件

通知將寄送至租戶提供的地址; 

 

(6) 房東有義務在租約終止後45天內以郵寄退還租戶未使用的保證金    

      

(7) 房東如違反保證金法規條例時得付租戶保證金3倍的罰款及律師費等的處罰。 

（b）房東應將租約終止，租戶離棄租屋或驅逐租戶等文件收據副本保存2年。 

（c）如果房東無法提供文件收據副本時房東應賠償租戶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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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的 

   

出租人簽字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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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當時應付金額（$）  

 

 

保證金：________________ 

 

第一個月租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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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清單明細表格 

租賃住所地址：  

單位面積：  

搬入屋檢日期：_______________搬出屋檢日期：_______________  

   

填寫清楚租賃空間的狀況以及任何損壞或需要維修的項目表格。並確定在租賃期屆滿時填寫

清楚任何需要修理的項目表格，例如油漆剝落，牆壁損壞或所有需要維修等項目以便於在租

賃期屆滿時扣除。  

客廳   

地版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牆壁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花板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窗戶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燈照明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源插頭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飯廳  

地面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牆壁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花板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窗戶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燈照明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源插頭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廚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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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具/烤箱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冰箱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洗碗槽/水龍頭狀況______________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面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牆壁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花板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窗戶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燈照明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源插頭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廚櫃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壁櫥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排氣風扇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火警警報器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臥室 

門/鎖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衣櫥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面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牆壁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花板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窗戶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燈照明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源插頭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浴室  

洗臉槽/水龍頭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淋浴/浴缸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窗簾/門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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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巾架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廁所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門/鎖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面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牆壁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花板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  

窗戶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燈照明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源插座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  

其他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熱氣空調機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冷氣空調機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熱水器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煙霧警報器狀況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門鈴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狀況______________  具體損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租約的承租人，已對本租屋進行了充分檢查並確認上述清單明細表格。 

（僅需1個租戶確認）  

   

承租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租約的出租人，已經對本租屋進行了充分檢查並確認上述清單明細表格。  

   

出租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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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透露含鉛油漆資料 

1978年前建造的房屋，出租人必須公開透露房屋是否有含鉛油漆以及危害健康含鉛油漆成分

的資料。含鉛油漆，油漆碎片和含鉛灰塵如果處理不當會危害健康。特別是幼兒和孕婦為鉛

暴露危害高危險群。在出租1978年前建造的房屋之前，出租人必須公開透露其租屋是否具有

已知的含鉛油漆存在和含鉛油漆危害健康成分的資料。承租人應該收到聯邦政府批准的預防

鉛中毒須知簡介小冊。  

   

出租人公開透露   

（a）房屋具有含鉛油漆鉛和危害健康含鉛油漆成分的存在。  

（回答請打勾下列（i）或（ii））  

 

（i）房屋具有含鉛油漆鉛和危害健康含鉛油漆成分的存在（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_____出租人不知道房屋具有含鉛油漆鉛和危害健康含鉛油漆成分的存在。  

   

（b）出租人可取得有關記錄和報告。  

   

（回答請打勾下列（i）或（ii））  

   

（i）______出

租人已向承租人提供了房屋具有含鉛油漆鉛和危害健康含鉛油漆成分存在有關的所有記錄和

報告（下列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_____出租人沒有有關房屋具有含鉛塗料和危害健康含鉛油漆成分存在的報告或記錄。  

   

承租人認同（姓名縮寫）   

   

（c）________承租人已收到上述所有資料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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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承租人________已收到保護您的家庭免受鉛鉛中毒須知簡介小冊 。   

   

代理人認同（如果有代理人）（姓名縮寫）  

   

（e）_________代理人已根據42U.S.C4852(d)的規定告知出租人承租人應有的義務，並且知道

他/她有責任確保遵守配合法規。  

   

證明真實及準確性：以下各方已審查了上述資料，並據其所知，可證明其提供資料的真實及

準確性。   

   

承租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