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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姆沃思A1民宿 
（注册宿舍） 

新南威尔士州韦斯特代尔，坎宁安街45号，新南威尔士州2340 
网站：www.a1homestay.com.au；电子邮件：info@a1homestay.com.au ; 文字：+61 490 493 525 

  
共享工具及条款和条件 

  

1. 提供的住宿和设施              

A.卧室：独家卧室，配备内置橱柜，大号，双人或单人床床和带床垫保护垫的床垫，电热毯，枕

头，床头柜，床头灯和椅子。提供床上用品（床单，枕头套，毯子/被子等）。  烹饪是不是在被

允许d 室秒。可应要求提供个人微波炉和水壶。保持房间和床单清洁整齐是您的责任。 

B.浴室：共用浴室配有盥洗盆/水槽，淋浴和浴缸，燃气热水器系统，用于集中供冷热水。提供手

洗肥皂，纸巾，毛巾和清洁材料。其他毛巾可供个人使用。您需要携带个人洗漱用品。每次使用

后，浴室应保持整洁。 

C.厕所：可使用普通的共用厕所。主住宅厕所还设有带冷热水混合器的迷你洗手盆。提供手洗肥

皂，卫生纸，毛巾/纸巾和清洁材料。每次使用厕所都要保持整洁。 

D.洗衣：提供普通的自动洗衣机，洗涤剂，洗衣槽，熨斗板和蒸气熨斗。  每次使用后，洗衣及其

物品应保持整洁。 

E.厨房和厨房：带大型电/煤气炉的燃气灶，带对流的微波炉，电热水壶，烤面包机，油炸锅，洗

碗机，冰箱，电饭煲，蒸汽炉，手动搅拌机，三明治烤面包机，煮蛋器，炊具和物品，锅碗瓢盆

，陶器和餐具，玻璃器皿，烤箱器皿，抽油烟机等。建筑物外还有其他芭比娃娃，可用于日常和/

或大型聚会的户外凌乱和大型烹饪。提供洗碗皂和清洁材料。您需要带上自己的消费品食品，杂

货，饮料及酒类等Ç ooking器皿，陶器，餐具及其他物品和气体顶，台式，微波炉和芭比娃娃，都

被留下干净每次使用后都要整齐。清洁，干燥后，餐具，餐具和餐具应重新存放。将个人食品妥

善存放在冰箱和食品储藏室中，不要使食品或材料在冰箱或食品储藏室内腐烂，泄漏和溢出。 

F.客厅：设备齐全的客厅配有50英寸彩色高清电视（仅具有免费频道），DVD和蓝光播放器和“ 

Chromecasts” / Apple-TV，适当的家具以及音乐系统/互联网收音机和提供蓝牙扬声器。允许仔细

使用所有这些设施。每次使用后，客厅及其物品应保持清洁，整齐和整齐。 

G. Alfresco，甲板和草坪：Alfresco / Deck具有座位和就餐安排，并且可以使用草坪。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www.a1homestay.com.au
mailto:info@a1homestay.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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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互联网和Wi-Fi ：提供了高速（超过200 Mbps）的ADSL-2互联网（以及不久的NBN）连接，具有

无限的数据使用和同样有效的“ Wi-Fi”覆盖范围。 

I.打印和复印设施：  可以使用具有Wi-Fi连接的用户友好型高科技激光打印机/复印机/传真，A4纸

，办公文具和其他物品。 

J.集中空调：两个住宅被很好地隔离和公顷已经反向循环加热和冷却系统。在极端温度条件下，

经许可，可以限制使用空调（每天不超过几个小时）。 

K.暖气在冬季：另外的天然气热水器被安装在客厅的使用在冬季的几个月。在冬季严寒条件下，

经许可，可以限制使用。不允许在房间内使用电/油加热器。提供电热毯以在冬季保持温暖。 

L.住房保障：两所住宅公顷已经在所有可移动窗户和门的安全光幕。每个人的责任是在外出之前

确保房屋安全。离开房屋的最后一个人是要确保外部检修门已正确关闭并锁定。主住宅入口设有

数字锁，操作程序和代码，将向您解释。在主住宅中安装了24小时保安监控和入侵挂安全局警报

预警系统，这可能会离开这个家，如果没有人在房子前被激活。请确保（另外询问）操作，激活

和停用安全警报系统的步骤和代码。 

M.停车位：处所内设有硬路面操纵区域，车道和标有沥青/沥青的停车位。私家车必须停在分配的

停车位处的大院内。在公共街道或在其两侧的汽车停车是不允许的，除非是在短期内装载或暂时

停止卸载乘客/项目。 

N.个人保险箱和储物柜：每个房间都配有带数字锁的电子保险箱。可以租用个人储物柜以获得更

大的存储空间。 

O.房屋清洁设备：提供真空吸尘器，拖把和水桶，扫帚，清洁纸巾/毛巾和所需的清洁剂，用于定

期定期清洁房间和共用居住区。保持住所整洁，整洁是每个乘员的责任。 

P.急救箱：急救箱位于公共区域，并在需要时提供给您使用。 

2. 共享房屋的条款和条件              

共享住房费用：  

（1）每周共享住房费用：双方商定的金额（取决于私人，共用，房间大小和床的类型等

）应在固定的方便工作日内每周预先支付一次，最好是在周日晚上。    

（2）保证金/保证金：占领前每人一次性存入一笔固定金额为$ 500 （限2周使用费）的款

项，该笔款项将在度假时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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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电，煤气，互联网和家政用品：$ 35 每人每周要支付的设施，加上0ccupation

费。 

B.终止房屋共享协议的通知期：终止居住权至少需要任何一方（房主或居住者）至少提前两周的

通知。除非终止是出于不可接受的行为，行为或纪律，否则有关方应在不经适当事先通知的情况

下以突然终止的方式支付两周的费用。 

C.一次性定期保证金/保证金：  协议/住宿终止时，这笔押金将在住宿的最后一天扣除任何人在账

单/费用和损害赔偿中的份额（如有）后退还，没有任何利息。这笔押金是每周付款的补充。 

D.共享房屋的初始期限：至少需要10周，可以根据共同商定的条件延长。期超过10周短可以考虑

的情况下，在以诚案件的基础，但将征收高达@ 40 $ 每人每天。 

E.房屋共享成本每两年增加一次：预计每六个月住宿费和其他成本共享支出将增加5％至10％。 

F.人身安全和伤害：占用者应对人身安全负责，并建议在占用场所和使用设施时遵循安全正确的

程序以保护人身安全。须遵守塔姆沃思地区委员会和新南威尔士州制定的安全规则和规定。居住

场所中，由于自身疏忽，知识不足，安全失误等原因而造成的人身伤害，居住者不应当让房东/场

所所有人负责。 

3. 一般条件              

A.个人来宾和访客：在内部不允许访客/访客。可以提前讨论非常亲密的家庭成员/亲戚/朋友的偶

尔拜访，并寻求适当的许可。可以根据空房和适当的占用费用为客人安排过夜住宿。 

B.个人缔约方在该物业：个人缔约方在驻地在特殊场合可以规划和事先许可进行。这样的事件一

定不会引起邻里的烦恼。 

C.清洁和维护：保持卧室的清洁，布置，除尘和擦拭是房客的责任。此外，乘客被要求分享和贡

献，他们通过共享的公共区域的定期清理力度居住者的处所（厨房，客厅，浴室，卫生间，洗衣

房，大厅的方式，入口，露天等），否则该，对于没有为公共区域的清洁做出贡献的违约乘客，

每天需增加2美元的居住费。提供清洁设备和材料。 

D.破损和损坏：如果发现故障，则由个人承担更换和/或维修费用。对于较大的损失调用的维修由

保险，最低超额价值的保险，这是$ 1,000，必须由支付谁负责乘员的伤害。由于正确使用，物品/

设备的公平，磨损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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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办公场所的安全，同时使建筑：最后一个人离开家（当没有一个是目前的房子）是确保所有外

部门窗窗帘绘制和窗口/门关闭并锁定。仅当没有人在家时才激活安全警报。离开房屋时，请确保

并再次检查大门是否已关闭并正确锁定。 

F.消防安全和疏散程序：  主住所和辅助住所均具有1B级建筑物消防安全认证，并装有所有必要的

警告和消防安全设备并进行定期测试。安装并提供了具有操作说明的灭火器和灭火毯，以控制任

何火灾。紧急疏散图显示在布告栏上和每个房间中。请尽早熟悉并了解消防设备的使用和疏散程

序，以确保您的安全以及建筑物中其他人员的安全。在任何怀疑的情况下，请咨询经理/业主一个

牛逼的最早和澄清你的疑虑。 

G.紧急电话：  警察：000；射击：000; 救护车：000；庄主：拉吉·波尼亚（Raj Poonia）：+61 424 
220 892 

H.物品不可用或设备，系统或服务故障（电，水和煤气）：  请致电或发短信给业主/经理，以获

取信息和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满足您的需求。 

4. 身份证明              

在占用场所之前，必须证明所有居住者的身份。需要出示护照，公民证书或澳大利亚驾驶证原件

以进行验证。上述文件和每人的照片的副本将被安全地保留，直到住所占用住所并妥善保管自己

的隐私信息为止。 

5. 停留期间的注意事项              

A. 屋内禁止吸烟。处所内的露天场所允许吸烟。 

B. 屋内没有凌乱/烟熏烹饪。建议使用室外芭比娃娃。 

C. 不得拥有或使用任何非法或非法材料，包括毒品。 

D. 允许在场所内以良好的行为饮酒。 

E. 所有居住者都希望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体面，成熟和负责任的行为，举止举止，着装

要求和对其他家庭共享居住者的相互尊重。 

F. 使用的所有物品均应清洁，干燥并存放在适当的地方。不使用时，应关闭电器和燃

气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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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个人物品只能放在卧室内。个人杂货，洗护用品和鞋子，包袋等应存放在食品储藏

室，浴室，鞋架和其他存储区中分配的空间内。 

H. 在夜间/睡眠期间，避免引起任何大的噪音/干扰等。夜间/睡眠时间是从晚上10点

到早上7点。有关减少噪音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塔姆沃思地区委员会网站。 

I. 卧室内没有个人用电/油加热器和重度用电设备。 

J. 不要停在你的汽车路边的时间超过15分钟。根据建议将您的汽车停在大院内并分配到停车

位。 

K. 如果您不确定任何物品，设备或任何程序的使用，请务必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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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协议签名和必要的个人信息              

占用人副本 
我同意上述“ 共享房屋”的条款和条件。 
  

乘员签名：----------------------------------------------- ---------。日期：--------------------------------------- 

护照名称：----------------------------------------------- ---------------------。昵称--------------------------- 

护照/博士 许可证编号：-----------------------------------地址：---------- ------------------------------------- 

国籍：------------------------------联络电话（手机）：------------ ---------------------------------------- 

电子邮件I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交网络ID：------------------------------------------ --- 

亲戚朋友（姓名和手机，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 

裁判（姓名和移动电话）（如果有）：---------------------------------------- ------------------------------------------
-------- -- 
雇主（如果适用）：--------------------------------------------- -------------------------------------------------- ----------- 

汽车制造商-----------------------------。注册编号：--------------------------------颜色-------------- -------- 
  

仅用于退还预付款或押金：- 

银行名称：-------------------------------帐户名称：------------- ---------------------------------------------- 

银行BSB号：-------------------------------------银行帐号：----- --------------------------------- 
  

祝您在A1寄宿家庭安全，愉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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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A1民宿    
（此表应由所有者/经理填写，签名，分离和移交以保留） 

6. 协议签名和必要的个人信息              

我同意上述“ 共享房屋”的条款和条件。 
  

乘员签名：----------------------------------------------- ---------。日期：--------------------------------------- 

护照名称：----------------------------------------------- ---------------------。昵称--------------------------- 

护照/博士 许可证编号：-----------------------------------地址：---------- ------------------------------------- 

国籍：------------------------------联络电话（手机）：------------ ---------------------------------------- 

电子邮件I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交网络ID：------------------------------------------ --- 

亲戚朋友（姓名和手机，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 

裁判（姓名和移动电话）（如果有）：---------------------------------------- ------------------------------------------
-------- -- 
雇主（如果适用）：--------------------------------------------- -------------------------------------------------- ----------- 

汽车制造商-----------------------------。注册编号：--------------------------------颜色-------------- -------- 
  

仅用于退还预付款或押金：- 

银行名称：-------------------------------帐户名称：------------- ---------------------------------------------- 

银行BSB号：-------------------------------------银行帐号：----- --------------------------------- 
  
  
  
  

祝您在A1寄宿家庭安全，愉快，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