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成租賃申請的說明 

在完成您的申請之前，請完整閱讀這些說明。 

 
1. 您必須完整填寫申請表和所需附件。請確定物業名稱。如果有不適用的信息，請在空白處填寫“N/A”。 

 

2. 本申請中提供的信息將被視為機密信息。 

 

3. 您打算居住在開發項目中作為您的主要和唯一住所。 

 

4. 您可以申請一個以上的戶型；但是，您的家庭規模和構成必須適合單元規模。 

 

5. 必須提供計劃入住公寓的所有 18 歲及以上成年人的信息。 

 

6. 所有提供的信息都將被驗證。如果您故意偽造或遺漏信息，您的申請將被拒絕。 

 

7. 您的家庭總收入和資產必須在規定的限額內： 

作為收入包括：所有18歲及以上家庭成員的收入，包括但不限於就業總收入，包括加班費；獎金和佣金；自主就業;退休金；年金；股

息；資產利息；社會保障;社會保障補助；贍養費和子女撫養費；退伍軍人福利；失業和殘疾補償；福利援助；定期贈送；等。作為資

產包括：所有儲蓄的現值，支票；快速借記卡和投資賬戶（包括退休和教育賬戶）、房地產、投資財產等（不包括 

汽車和其他個人財產。） 

 

8. 申請後兩年內以低於公ŝ市場價值的方式撤資超過 1,000 美元的資產將被計入全部和公ŝ價值的收入歸集。 

 

9. 您沒有犯下與任何联邦或州住房援助計劃有關的任何欺詐行為，並且您沒有欠付與住房援助有關的租金或其他款項。 

 

10. 需要確定學生身份，申請人必須符合 HUD 根據“學生規則”實施的計劃指南。 

 

11. 將盡快審查申請以確定初步資格。 

 

12. 將對所有年滿 18 歲的成年家庭成員進行信用/犯罪背景調查和租房證明。資格要求如下： 

根據租約及時支付租金和其他費用的歷史；照顧和不損壞單元和公共區域的歷史；不Ŝ涉他人的權利和享受，不損害他人財產的歷史；

不從事任何威脅其他居民或員工的健康、安全或和ŝ享受的權利的活動，以及不在該場所內或附近從事涉及非法使用受控物質或武器的

活動的歷史；任何在房屋內外發生的對住房有害的犯罪活動，以及遵守住房提供者必要且合理的規則和計劃要求的歷史記錄。 

 

13. 無障礙單元將優先提供給需要实际住宿的家庭。 

 

14. 如果您是殘障人士並且需要無障礙單元、額外的臥室用於設備或 

个人护理人员、對住房進行合理改造或對規則、政策、做法或服務進行合理調整，請附上一封來自您的主要的信醫療保健提供者解釋

此類特殊要求。 

 

15. 可通過郵寄方式獲取和提交申請：South Cove Plaza Management office, 230 Stuart Street, Boston MA 02116；電子郵件： 

SouthCovePlazaDL@waboston.com，親自：在 230 Stuart Street, Boston MA 02116 

的管理辦公室下車，在線：https://www.waboston.com/ communities/ma/south‑cove‑plaza，點擊在線申請 

 

16. 申請人可以要求在十四 (14) 個日曆日內與  Weston  Associates  

的代表舉行會議，對不利決定提出異議。殘障人士有權要求提供合理便利以參與聽證程序。 



 

This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If you require 
interpretation, please call the telephone number below or 
come to our offices and we will provide free interpretation 
services. 

 

Este es un documento importante. Si necesita 
interpretación, por favor llame al número de teléfono a 
continuación o venga a nuestras oficinas y le brindaremos 
servicios de interpretación gratuitos. 

 

這是重要的文件。如果您需要口譯服務，請撥打以下電話或

致電我們的辦公室，我們將提供免費的口譯服務。 

 

Isso é um documento importante. Se necessitar de 
interpretação, por favor ligue para o número de telefone 
abaixo ou venha aos nossos escritórios e iremos fornecer 
serviços de interpretação gratuitos. 

 
Это важ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Если вам требуется устный перевод, 
позвоните по указанному ниже номеру телефона или 
приходите в наши офисы, и мы предоставим бесплатные 
услуги уст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Đây là một tài liệu quan trọng. Nếu bạn yêu cầu phiên dịch, 
vui lòng gọi số điện thoại bên dưới hoặc đến văn phòng 
của chúng tôi, chúng tôi sẽ cung cấp dịch vụ phiên dịch 
miễn phí. 

น◌◌◌ ◌◌◌  เป◌◌◌  นเอกสารส◌◌  าคญ◌◌◌  

หากค ◌◌◌ ◌  ณตอ◌◌◌   งการล ◌◌◌ ◌  ามกร ◌◌◌ ◌  

ณาโทรไปทหมายเลขโทรศพทด◌◌◌  านล◌◌◌ ◌  างหรอ◌◌◌   มาท◌◌◌  สา◌◌   

น◌◌◌  กงานของเราและเราจะใหบรก◌◌◌  ารลามฟร◌◌  

Sa a se yon dokiman enpòtan. Si ou bezwen 
entèpretasyon, tanpri rele nimewo telefòn ki anba a oswa 
vini nan biwo nou yo epi n ap bay sèvis entèpretasyon 
gratis. 

 

Kani waa dukumenti muhiim ah. Haddii aad u baahan 
tahay tarjumaad, fadlan wac lambarka taleefanka ee hoos 
ku yaal ama kaalay xafiisyadayada waxaanan ku siin 
doonnaa adeegyo tarjumaad lacag la’aan ah. 

 
ھامة وثیقة ھو ھذا   .الھاتف برقم االتصال فیرجى ، فوریة ترجمة إلى ةجاحب كنت إذا 

 ناجم الفوریة الترجمة خدمات وسنوفر انبتاكم إلى الحضور أو أدناه◌ ًا

 

合理住宿權 
Weston Associates 
將根據合格殘障人士的要求考慮提供合理的便利條件

，以確保有平等機會使用開發項目、其便利設施、服

務和計劃。 

合理便利可能包括對建築物、場地或單個單元的更改

；政策、做法和程序的變更；和減輕情節。 
 

獲得美國手語口譯員的權利 

所有失聰或有聽力障礙的租戶、申請人和潛在申請人

都有權獲得由 Weston Associates 

支付費用的適當的、經過認證的口譯員。 
 

公平住房/平等機會信息 

Weston Associates 

不因種族、膚色、宗教、國籍、性別、殘疾、家庭狀

況、婚姻狀況、性別、性取向、遺傳信息、退伍軍人

/軍人身份、接受公共援助、收入來源、血統、年齡

、性別認同或聯邦、州或地方法律禁止在訪問或錄取

其計劃或就業或其計劃、活動、職能或服務時的其他

依據。 
 

VAWA (2013) 暴力侵害婦女法重新授權 

Weston Associates 和 HUD 

為家庭暴力、約會暴力、跟踪和性侵犯的受害者提供

保護。這對女性和男性都是如此，對於與遭受迫在眉

睫的威脅的受害者有關聯的人也是如此。

 
Telephone: 
617-266-0044 

MA - TTY 711 or 1.800.439.2370 
ME -  TTY 711 or1.800.457.1220 
NH  -  TTY 711 or 1.800.735.2964 
VA - TTY 711 or 1.866.894.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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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申請 

 
申請按收到日期和時間的順序排列。只有在收到此租戶申請後，才能對申請人進行面談。 

 

請按優先順序列出您申請的房產和臥室數量： 

 
物業名稱 # 卧室数量 物業名稱 # 卧室数量 
1. _   _ 2.       

(請注意: 是否需要輔助功能： 行動能力  視覺  聽力) 

 
申請人#1:   

名 中间名缩写 姓 

 
 

社會安全號碼* 電話（家庭、手機或其他） 電子郵件 
 

     居住時間: 从

 到當前地址：街道和公寓# 城鎮/城市 州 

 
申請人 #2:   

名 中间名缩写 姓 

 

社會安全號碼* 電話（家庭、手機或其他） 電子郵件 
 

          居住時間: 从

 到當前到當前地址：街道和公寓# 城鎮/城市 州 
 

您是如何得知這一進展的？  

 

首選聯繫方式：郵寄；郵政信箱；電子郵件;電話;短信和首選聯繫時間  

 

*截至 2010 年 1 月 31 日，不具備合格移民身份或年齡在 62 歲或以上的家庭成員除外。 
 

現在的房東 

房東姓名： 電話#: 傳真號碼：  

房東地址：:                          
街道 公寓# 城鎮/城市 州 邮编 

公寓是租給你的嗎？ 是  否  如果否，請解釋:       

您目前處於租賃狀態嗎？ 是    否  如果是，租約何時到期？    

離開的原因：             

每月租金金額 $   # 臥室數量：  # 住戶數量: 你有房子嗎？是    否   

您正在接受租金援助嗎？是否如果是，哪個房屋管理局？是    否   如果是，哪個房屋管理局？  

您是否收到任何終止租約的通知？ 是否  如果否，請解釋:     

申請此開發項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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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房東（需要五 (5) 年曆史）如有必要，請使用單獨的一張紙來包括所有 5 年。 

房東姓名： 電話#: 傳真號碼：  

 房東地址：:                          
街道 公寓# 城鎮/城市 州 邮编 

申請人地址：:                         

 公寓# 城鎮/城市 州 邮编 

公寓是租給你的嗎？是    否              如果否，請解釋:                                                                                         

居住在房屋內的人數：:  租期：從 到 每月租金金額 $  

那你當時有租約嗎？是否 如果是，您是否任期滿？是否 

您是否收到任何終止租約的通知？是否  如果是，請解釋:     

您離開的原因：    

 

前房東（需要五 (5) 年曆史）如有必要，請使用單獨的一張紙來包括所有 5 年。 

房東姓名： 電話#: 傳真號碼：  

 房東地址：:                          
街道 公寓# 城鎮/城市 州 邮编 

申請人地址：:                         

 公寓# 城鎮/城市 州 邮编 

公寓是租給你的嗎？是    否              如果否，請解釋:                                                                                         

居住在房屋內的人數：:  租期：從 到 每月租金金額 $  

那你當時有租約嗎？是否 如果是，您是否任期滿？是否 

您是否收到任何終止租約的通知？是否  如果是，請解釋:     

您離開的原因：    

 

 

 
請提供任何家庭成員居住過的所有州的列表：  

如果以上時間少於五 (5) 年，請列出所有以前的公寓地址：  

房東姓名：  房東地址：  

你為什麼離開這間公寓？  
 

您在這套公寓期間是否收到過任何終止租約的通知？是否  如果是，請解釋: 

 
 

為將入住公寓的每位家庭成員（包括您自己）填寫以下信息：  

 

姓名 

 

關係 

 

出生日期 

 

性別* 

 

职业 

全职学生 

是/否 

社會保障號或稅號 

       

       

       

       

       

*為性別提供的信息是為了人口統計目的，並且是可選的（男性、女性、无性别或選擇不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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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請列出您家庭每位成員的所有收入來源 

 

就業收入：如果沒有“就業”，請在下面的框中註明無。 

 
 

家庭成員 

 

雇主姓名和郵寄地址 

每月總收入 

   

   

   

   

   

 

其他收入來源（適用於所有家庭成員）： 

 每月收到的金額 獲得此類收入的人 

社會保障 $  

補充保障收入 (SSI) $  

養老金/年金/信託 $  

公共援助（TANF / AFDC / EAFDC / GR） $  

失業補償 $  

劳工赔偿 
$  

子女撫養費：您在法律上有權獲得子女撫養費

嗎？如果是，請列出您有權獲得的金額。 

$  

子女撫養費：您是否領取子女撫養費

？列出您收到的金額。 

$  

贍養費：您在法律上有權獲

得贍養費嗎？ 

如果是，請列出您有權獲得

的金額。 

$  

贍養費：你領取贍養費嗎？列出收到的金額。 $  

全日制學生收入（僅限 18 歲及以上） $  

財政援助（不包括貸款） $  

對家庭的捐贈（貨幣或非貨幣） $  

退伍軍人福利（列出索賠#）     $  

超過 180 美元/天的長期醫療保險付款 
    $  

投資的預定付款     $  

其他收入（請註明）     $  

 

年度總收入（基於上面列出的每月金額 X 12 $  

上一年度的年度總收入 $  

您預計在接下來的  12   個月內該收入會發生什麼變化嗎？是 否  

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員依法有權獲得收入援助？是 否  
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員可能從非上述家庭成員的人那裡獲得收入或援助（貨幣或非貨幣)?  是 否  

     如果以上任何一項”是”，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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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請列出您家庭中任何人在過去兩年內現在擁有或處置的資產（包括支票、儲蓄、IRA、貨幣市場賬戶、定期證書、房地產、股票、債

券、證書、快速借記卡和儲蓄後的手頭現金。）： 

資產描述 來源/銀行名稱 

 
金額或價值 賬號 資產描述 

活期账户  $  

存款账户  $  

信托账户  $  

SS、SSI、SSP，TANF、兒童撫養費、

工作的直接存款卡 

 $  

定期存款  $  

 貨幣市場賬戶  $  

储蓄债券  $  

人壽保險單 現金價值   

共同基金：名稱_ 股數股數股數 
利息或股息：$ 

價值：$ 

股票：姓名_ 現金價值 
已付股息: $ 

價值：$ 

債券：姓名 股數股數股數 
利息或股息：$ 

價值：$ 

投資物業    

         您擁有任何不動產嗎？是 否  

如果是，財產類型                                                                                                                                                                                   

物業位置  

評估市場價值  

到期的抵押貸款或未償還貸款餘額  

年度保險費金額  

最近的稅單金額  

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員與非家庭成員的人共同擁有資產？是 否  

如果是，請解釋：  

他們是否有權訪問資產？  

您在過去 2 年內是否出售/處置過任何財產？是 否  

如果是，財產類型？  

出售/處置時的市場價值  

出售/處置的金額：  

交易日期:    

                您在過去 2 年內是否處置過任何資產？ （例如：給親戚送錢，設立不可撤銷的信託賬戶）是 否  

    如果是，請描述資產：   

處置日期  

處置的金額  
 

    附加信息： 

您或任何家庭成員是否需要在任何州遵守終生性犯罪者登記要求？  是 否  

您目前有寵物嗎？ 是 否  如果是，什麼類型？  

將有多少輛汽車停在該處所？ （必須提供註冊副本。） 

年:    登記# 
 

品牌/型號：  

年:    登記#  品牌/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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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或任何家庭成員是否曾經犯下與任何联邦住房援助計劃有關的欺詐行為？ 

是 否 ; 如果是，請解釋: 

 

您或任何接受聯邦援助的家庭成員是否曾因欺詐而被解僱？ 

是 否 ; 如果是，請解釋: 

 

会有所有列出的未成年人至少有 50% 的時間都住在該單元嗎？ 是 否  

過去 12 個月的家庭構成是否有任何變化？是 否  

如果是，請解釋  

請說明您預計未來 12 個月家庭構成會發生任何變化嗎? 是 否  

如果是，請解釋  

上面是否有其他人通常會與該家庭同住？是 否  

如果是，請解釋  
 

在過去 10 年內，您或您的家庭成員是否曾被指控犯罪？ 

如果是，請解釋  

 

在今年的五個日曆月中，家庭中的所有人是否都是或曾經是全日制學生，或者計劃在下一個日曆年在擁有正規設施和學生的教育 

機構（函授學校除外）？是 否  
 

      如果是，請回答以下問題：  

是否有任何全日制學生結婚並提交聯合納稅申報表？是 否  

 

是否有參加職業培訓計劃的學生根據《職業培訓合作法》接受援助？是 否  

 

是否有任何全日制學生是 TANF 或 Title IV 接受者？是 否  

 

是否有任何全日制學生是單親父母，他/她的孩子不依賴他人的納稅申報表，並且他們的孩子不依賴父母以外的任何人？ 

是 否  

 

是否有任何學生以前接受過寄養計劃的照顧和安置（根據《社會保障法》第四篇 B 或 E 部分）？是 否  

 

 

 

 

 

   遇到緊急情況或需要幫助時要通知的人（協助您完成此申請的人或有權與我們交談的人）： 

 
 

名稱 關係 地址 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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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均等/公平住房信息 

Weston Associates 

不因種族、膚色、宗教、國籍、性別、殘疾、家庭狀況、婚姻狀況、性取向、遺傳信息、退伍軍人/軍人身份、接受公共援助、血統

、年齡、性別認同而歧視或聯邦、州或地方法律在訪問或准入其計劃或就業或其計劃、活動、職能或服務時禁止的其他依據。  
 

   

聯邦政府將需要以下信息來監督該業主/管理代理人是否遵守平等住房機會和公平住房法。法律規定，無論是否提供以下信息，申請 

  人不得因以下提供的信息而受到歧視。 

 

    首選家庭語言 

您最喜歡的家庭語言是什麼？  

       

  民族類別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非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種族類別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亞洲人  黑人或非裔美國人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ŝ洋島民  白人  其他 

 我不想提供以上資料   

 

本人特此證明，據我所知，本申請中提供的信息真實完整，並特此承認本申請構成我作為上述開發項目中租戶的考慮請求。它不構

成 

業主或管理代理人向我提供公寓的租約或承諾。我了解可能需要額外信息才能完成我的申請處理。 

 

我理解並允許業主/代理人驗證上述所有信息。我進一步了解並同意授權信用局服務製作任何消費者報告和消費者調查報告，其中信息是

通過公共記錄、與我的鄰居、朋友或我認識的其他人的個人或電話採訪獲得的。此查詢可能包括有關我的性格、信用價值、信用狀況和

信用能力的信息。我明白我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提出書面請求，以接收有關所作出的任何此類報告的性質和範圍的信息。 

 

本人理解，虛假陳述、失實陳述或遺漏本申請中的任何信息將影響居留許可；並且，如果我入住，則應被視為嚴重不

遵守租約並作為終止租賃的依據。 
 

最後，我理解並同意在我的租賃期間和之後，有關我的租賃的信息可以而且將會提供給消費者信貸機構、刑事調查和/或其他查詢我在公寓大樓

的租賃的信息。 

 

合理住宿權 

 
Weston Associates. 

當住宿是必要的，而不僅僅是可取的，以確保平等地使用開發項目、其便利設施、服務和項目時，將根據合格殘疾人的要求

考慮合理的住宿。合理便利可能包括對建築物、場地或單個單元的更改；政策、做法和程序的變更；和減輕情節。 
 

 如果您想申請合理便利，請勾選此處。管理層隨後會向您提供合理便利申請表 (RA-1) 並填寫推薦表 (RA-2) 

給物業的居民服務協調員，以便根據管理層的合理便利政策和程序直接跟進您。 

 

日期:    

 

簽名:    

 
簽名:    

 

 

所有簽署租約的人都需要簽名和身份證明。



Page 9 of 10 V 09.29.2022 
 

 

申請人認證 

 
 

此應用程序不以任何方式對我/我們、業主或 Weston Associates 承擔任何義務。我明白，我有責任以書面形式通知 Weston Associates 

地址變更。我了解不完整的申請可能不會被處理，完成申請並不能保證獲得公寓。我將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包括來源名稱、地址、電話號碼

和適用的帳號，以及加快申請流程所需的任何其他信息。我了解我的入住取決於是否滿足 Weston Associates 

的居民選擇標準和住房計劃要求。我證明，如果我被提供並接受了一套公寓，這將是我的永久居留權，並且我不會在不同的地點保留單獨的公

寓。 
 

關於欺詐或失實陳述的重要信息：通過在下方簽名，我/我們確認我/我們了解虛假陳述或信息會受到聯邦法律的懲罰。我/我們還明白，

虛假陳述或信息是拒絕我/我們的申請、終止住房援助和/或入住後終止租賃的理由。 

 

信息發布授權：通過在下方簽名，我/我們特此授權 Weston Associates 

獲取與我/我們的住房申請和擬租賃相關的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於查詢我/我們的收入、資產、醫療費用、子女護理費用、性格和房東推薦信；

獲得信用報告；從任何篩選機構、任何執法機構或任何法院獲取有關任何刑事定罪數據的信息。 

 

準確性證明：通過在下面簽名，我/我們特此證明，據我/我們所知，我/我們在此申請中提供的信息是真實、完整和準確的。 

 

家庭的所有成年成員（18 歲或以上）必須簽署完整的處理申請。 

 
 
 

 
簽名 日期 

 
 

 

簽名 日期 



 

OMB Control # 2502-0581 
Exp. (02/28/2019) 

HUD 援助住房申請人的補充和可選聯繫信息 

聯邦援助住房申請補充 
此表格將提供給聯邦援助住房的每位申請人 

 

說明：可選的聯繫人或組織：根據法律，您有權在申請住房時包括家庭成員、朋友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和其他相

關信息，或社交、健康、宣傳、或其他組織。此聯繫信息旨在識別可能能夠幫助解決您在租賃期間可能出現的任何問

題或協助提供您可能需要的任何特殊護理或服務的個人或組織。您可以隨時更新、刪除或更改您在此表格中提供的信

息。您不需要提供此聯繫信息，但如果您選擇這樣做，請在此表格中包含相關信息。  

 
申請人姓名:       

郵 寄 地 址:       

電話號碼:     手機號碼:  
 

其他聯繫人或組織的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地址（如果適用）：  

和申請者的關係：    

聯繫原因：（勾選所有適用項)   

 緊急情況  延遲支付租金  其他： 
 無法聯繫到您  協助重新認證過程  

 租賃援助終止  租賃條款變更  

 被驅逐出單位  房屋規則變更  

 

房管局或業主的承諾：如果您獲得住房批准，此信息將作為您的租戶檔案的一部分保存。如果您在租賃期間出現問題，或者

如果您需要任何服務或特殊照顧，我們可能會聯繫您列出的個人或組織，以協助解決問題或為您提供任何服務或特殊照顧。 

 

保密聲明：本表格中提供的信息是保密的，除非申請人或適用法律允許，否則不會向任何人透露。 

 

法律聲明：1992 年住房和社區發展法案（公法 102-550，1992 年 10 月 28 日批准）第 644 

節要求向每位聯邦援助住房申請人提供提供有關其他聯繫人或組織的信息的選項。通過接受申請人的申請，住房提供者同意

遵守 24 CFR 第 5.105 節的非歧視和平等機會要求，包括禁止基於種族、膚色、 

《公平住房法》規定的宗教、國籍、性別、殘疾和家庭狀況，以及 1975 年《年齡歧視法》規定的禁止年齡歧視規定。 

 

      如果您選擇不提供聯繫信息，請選中此框。 

 

申請人簽名:  日期:    
 

根據 1995 年減少文書工作法案 (44南加州大學3501-3520）。每次回复的公共報告負擔估計為 15 

分鐘，包括審查說明、搜索現有數據源、收集和維護所需數據以及完成和審查信息收集的時間。 1992 年《住房和社區發展法》（42 U.S.C. 13604）第 644 條規定 HUD 

有義務要求參與 HUD 援助住房計劃的住房提供者向任何申請入住 HUD 

援助住房的個人或家庭提供選擇，包括在申請入住時，家庭成員、朋友或與社會、健康、宣傳或類似組織有關的人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和其他相關信息。提供此類信息的目的

是促進住房提供者與租戶確定的個人或組織聯繫，以協助向租戶提供任何服務或特殊照顧，並協助解決此類租賃期間出現的任何租賃問題租戶。此補充申請信息由住房提供者維護

，並作為機密信息維護。提供信息是 HUD 

援助住房計劃運作的基礎，並且是自願的。它支持防止欺詐、浪費和管理不善的法定要求以及計劃和管理控制。根據《減少文書工作法》，機構不得開展或贊助信息收集，並且個

人無需回應信息收集，除非該收集顯示當前有效的 OMB 控制編號。 

 

隱私聲明：第 102-550 號公法授權住房和城市發展部 (HUD) 收集所有信息（社會安全號碼 (SSN) 除外），HUD 將使用這些信息來保護支付數據免受欺詐行為。Form HUD- 92006 
(0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