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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卧室家具成本 
说明 

利用下面的表格估计你卧室中每样物品的价格。务必包含所有家具、床上用品和其他用品。

将所有物品的价格加起来计算出总费用。 

     床和家具（梳妆台、床头柜、桌子、架子等）  $ 

  床垫                $    

  床上用品（枕头、床单、毯子、床垫褥等）  $ 

     地毯、地板覆盖物、窗上用品     $ 

      电子设备（收音机、电脑、CD播放器等） $ 

     灯具、装饰品           $ 

      X                 $ 

      X                 $ 

      X                 $ 

     总计               $ 

  

 我卧室里家具的总费用是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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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公寓需要花多少钱 

说明 

每个小组选择一个房间： 

 ■
  厨房 

■
  餐厅 

■
  卧室 

■
  s浴室 

研究在房间里布置和添置家具需要多少钱。你能从二手店、私人旧货销售点购买到所需的

家具，或者得到亲戚的赠送吗？ 

      房间中的物品         来源                  成本 

   

    

   

      

   

   

   

   

   

    

  总计 

  

 

房间  

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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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签这份租赁合同吗？ 

 

说明 

利用所附的租赁合同回答以下问题： 

1. 出租人是否承担水电费？ 

2. 你在公寓湿滑的楼梯上摔了一跤，造成腿部骨折。出租人是否应当依法支付你的医药

费？ 

3. 你没有遵守租赁合同上的条款。本合同允许出租人怎样做？ 

4. 如果你想在租约到期后继续住，会发生什么？ 

5. 你想让出租人知道你要搬走了。你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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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签这份租赁合同吗？ 

 

1. 缔约双方/房产： 

本合同由爱丽丝·陈（此处称“出租人”）和蒂姆·贝克（此处称“承租人”）于 2004

年 8月 27日签署，出租人现租赁给承租人一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主街 123号

的两居室公寓（下文统称“房产”）。 

 

2. 租期： 

本合同租期为一年，从 2004 年 9月 1日始，至 2005年 8月 31日止。 

 

3. 租金： 

承租人需在每月第一天向出租人支付 850美元的房产租金。承租人应按照出租人以书面

形式向承租人指定的地址支付租金，无需出租人另行通知或索要。 

 

4. 水电费： 

承租人应做好安排并支付房产获得供应的所有煤气、暖气、照明、电力、电话和其他公

用设施服务费用，以及所有的接线费用。 

 

5. 免受损害协定： 

承租人应确保，出租人不因承租人对房产的使用或居住承担任何索赔。除非出租人故意

或有严重过失行为，否则承租人承担房产或房产内人员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风险。 

 

6. 违约： 

如果承租人不履行合同义务并违反任何合同条款，那么出租人在给予法律规定的适当通

知后，可以重新进入房产，令房产内任何财产和人员移出。 

 

7. 租赁期满后继续租住： 

承租人在租赁期满后如果想继续租住本房产，须经出租人同意。租赁期满后继续租住，

则租赁转为逐月租赁，承租人须按照此前一个月的房租金额支付租金。承租人在搬离房

产前必须至少提前 30天向出租人发出书面通知。其他规定保持不变。 

 

  出租人签字：          承租人签字：   

 爱丽丝·陈                  蒂姆·贝克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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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租人的一封信 
说明 

1. 选择下面三个场景中的一个。你是房客，给你的房东写封信，通知他你要搬走了。记

住：写信要礼貌而简洁。 

  

2. 请在下一页写信。称谓请使用你出租人的适当称谓（先生或女士）。从下面的建议中

选择“结尾敬语”为信件结尾。 

情景 A：  

  承租人：帕特·奥康纳         出租人：尤兰达·琼斯 

   三叶草街 123                    国家法院 59号 

   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XXXXX        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XXXXX  

帕特的公寓租约将于本月底到期。帕特付不起全部的租金。帕特的室友在两人吵架后就

搬出去了。帕特需要立即通知他们的房东。 

情景 B：  

承租人：克里斯·布莱克                出租人：哈利·沃伦 

温莎大街 44号        无花果路 608号  

纽约，布法罗，XXXXX               纽约，布法罗，XXXXX  

克里斯独自一人在公寓里住了整整一年。克里斯的父母真的很想让克里斯搬回家住。他

们说服了克里斯住在家里并进入一所社区大学学习。克里斯的租约将于本月底到期。是

克里斯通知房东的时候了。 

情景 C：  

  承租人：泰勒·摩根                出租人： 弗兰克·德卡洛 

   湖滨大道 1001 号                   湖滨大道 1000号    

   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城，XXXXX          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城，XXXXX  

一家外地公司刚刚向泰勒提供了一份令人兴奋的高薪工作，地点在 100英里之外。泰勒

在此地租住的公寓还有三个月到期。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好机会！泰勒确信房东会理解

的。 

结尾敬语：  诚挚地，  您诚挚的， 

            某某敬上，  谨上，        

            真诚地，    您忠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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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租人的一封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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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测试：出租人和承租人 

选择正确的答案。  

1. 
 

 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签署的协议叫做： 

a.房租保证金 

b.出租单元  

c.租赁合同  

d.房契 

2.      租赁合同的宗旨是同时保护承租人和谁的权益： 

a.承租人  

b.出租人 

c.室友 

d.房产 

3.      租赁合同的有效期叫做： 

a.租期 

b.租金 

c.违约 

d.房产 

4.      你的出租人不清扫你公寓台阶下的冰雪，他这么做是为了表示：  

a.作为出租人的权利 

b.过失行为 

c.他希望你铲雪 

d.他很好地照看这处房产 

  

5.      你租了一间公寓。淋浴的水龙头漏水，应该由谁负责维修？ 

a.你负责，因为你签署了租赁合同 

b.你的室友 

c.你的出租人 

d.你和你的出租人都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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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立生活编制预算 
 

说明 

用这个表格来编制一个让你和你的室友能够租一套公寓的预算。把你每月的总费用加到你

的总成本中。这个数字应该小于或等于你的总收入。 

收入 

 工作 #1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 #2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总收入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固定开销 

 房租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汽车保险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汽车贷款………………………………………………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灵活开销 

 储蓄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食品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水电费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通费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车票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汽油和机油费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停车费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维修费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疗费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衣服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休闲娱乐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居用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个人用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校花费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支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礼物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总支出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搬家费用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迁入费用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装修费用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搬家总费用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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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测试：词汇 
选择正确的答案。 

1. 
 

支付租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 

a.迁入费用 

b.不需要做预算的成本 

c.灵活生活支出 

d.固定生活支出 

2.   你在租一间公寓时，一项常见的灵活开销是： 

a.房租保证金 

b.公寓保险  

c.电费  

d.房租 

3.      迁入费用的一个例子是： 

a.房租保证金 

b.装修费用 

c.电费 

d.汽车保险 

4.      以下哪项不属于支出？ 

a.搬家费用 

b.家具费用 

c.储蓄 

d.预算 

5.    由出租人持有用来支付公寓中可能发生的物品损坏的这笔钱叫做： 

a.清洁费定金 

b.房租保证金 

c.电话押金 

d.水电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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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考察：选择一间公寓 
 

基于以下几个因素比较两三个不同的出租单元： 

地点 

工作地点、学校、教堂、犹太教堂、购物、公共交通、娱乐场所…… 

建筑物外部 

建筑物的完好状态、庭院、停车场、娱乐设施的条件…… 

建筑物内部  

出口、安保、大厅维护、电梯情况、是否有邮箱…… 

公寓的布局和设施 

状态、大小、壁橱、地毯、电器、供热类型、空调、上下水管道、水压力、储

藏区域、房间大小、门、锁、窗户…… 

费用方面 

租金数额、租赁期限、保证金、水电费、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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