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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下列情況，
如果你有下列情況，這個法例可能不
這個法例可能不適
用於你：
用於你：
• 與業主或業主的家人共用廚房或浴
室；
• 住在某些學生房屋裏；
• 是一個非牟利房屋合作社的成員；或
• 住在酒店或其他臨時或季節性居所。
業主租客委員會（委員會）是一個政府
業主租客委員會
組織，負責調解業主與租客之間的糾紛
（網址：www.ltb.gov.on.ca）。

渥太華辦事處：

資助機構：

住宅租務法案定出安省的租客與業主的
權利及責任。這個法案在 2007 年 1 月
31 日正式成爲法例，内容與舊法例有一
些重要的轉變。

住宿平等權利中心
早期介入防止迫遷計劃

租約：
租約：租務協議或租約是一個你和業主
之間的法律契約。一般認爲租約是一份
雙方簽署的書面協議，其實租約也可以
只是口頭約定。租客與業主之間的口頭
協議也具有法律效用。

資料：
資料：當你遷入時，法例規定你的業主
必須給你一份由委員會提供的小冊子，
裏面解釋了你的法定權利和責任。你也
可以把任何與業主的協議細節以書面形
式記錄下來。
開始的租金
開始的租金：
租金：法例並無規定業主在你遷
入時可以向你收取的租金限額。你開始
的租金將會是你同意付出的租金。

押金及額外收費
你的業主可以
可以：
可以
• 要求收取最後一個月的租金押金（或
如果你每星期繳租，則收取最後一個
星期的租金押金），以及相等於鑰匙
或進出房屋密碼卡成本的押金。
• 使用租金押金支付你拖欠的最後一期
租金（業主不能以其他理由保留租金
押金，例如清潔、損壞等）。
你的業主必須
必須：
必須
• 每年向你支付押金的利息，但可以在
加租額中扣除這些利息。
你的業主不
不可以：
可以
• 要求你付出損壞押金或任何其他方面
的押金。
• 要求你預先付款，收取費用、佣金或
其他額外費用，或要求你使用遠期支
票或其他自動付款方式。

如果你曾經向業主支付不合法的押金或
費用，你可以向委員會申請取回款項，
但必須於付款日期一年内提出申請。

租金事宜
按時繳租
時繳租：你必須確定自己按時繳租，
因爲即使你延遲一天，業主也可以採取
行動。多次延遲繳租可以導致你被迫
遷。
每次繳租取回收據：
每次繳租取回收據：如果你要求收據，
業主必須給你收據；這些收據在發生糾
紛時有重要的作用。除非有業主的簽
署，否則銀行本票的收據不能作爲租金
收據。
加租：
加租：業主只能在你入住 12 個月後加
租，並且必須在每次加租後等待 12 個
月才可以再次加租。業主在加租前必須
給予租客 90 天通知。

保養、
保養、維修及水電
維修及水電事宜
水電事宜

終止租
終止租房

迫遷

法例說明業主必須把出租房屋保持良好
狀態，使之成爲適合居住的地方。即使
你在入住前已經知道房屋有某些問題，
或你已在某階段同意接受房屋的狀態，
這個規定仍然有效。這條法例適用於你
居所的所有部分，包括電器及公共地
方，例如大堂、電梯及停車場；也適用
於所有問題，除了你或你的客人蓄意或
不小心造成的問題。

如果你想終止租房，你有責任預先通知
業主。即使你的租約訂明結束日期（例
如一年期租約），除非你正式結束租
約，否則你的租期將會在租約到期後按
月延續下去。

如果你的業主在你反對之下想終止租
房，他/她必須採取步驟驅逐
驅逐你，並且必
必
驅逐
須有一個合法理由
一個合法理由，例如：
法理由

你的業主也必須遵守規則，提供必要的
服務，例如暖氣及水電。業主不能因任
何理由截斷這些服務，而且在 9 月 1 日
至 6 月 15 日期間，必須提供足夠的暖
氣（攝氏 20 度）。
如果你遇到保養、維修或水電問題，你
可以採取以下幾個步驟：
(1)

法例對加租幅度有所規限，通常以通脹
率為最高幅度，但是業主可以向委員會
申請更高（「高於指引」）加幅。如果
業主曾經增加保安服務或在一般保養之
外改善物業，委員會可以批准較指引高
達百分之三的增幅。如果業主面對不尋
常的物業稅或水電費增幅，委員會可以
批准無限制的租金增幅。

(2)
(3)

與業主商討有關問題。如果這不奏
效，進行第二步。
致信業主，要求他/她解決問題。如
果這不奏效，進行第三步。
市政府職員可以視察你的居所，並
且勒令業主解決問題。在多倫多致
電 416-338-0338，查詢你附近有
哪個市政府牌照及準則署辦事處。

如果上述步驟不能説服你的業主在合理
的時間内解決問題，你可以向委員會提
出申請。除非你得到委員會的准許，否
則你不能
不能因維修問題不繳租。
不能

如果你
你自己想終止租房：
• 你必須向業主提供書面通知，説明你
想在一個指定日期終止租房。
• 你必須在最少
最少 60 天前把搬遷日期通
知業主（或如果你每星期繳租，則須
於 28 日前通知業主），並且必須選
擇一個租期結束
結束的日子。
結束
• 如果你的租期是按月
按月計算，你的終止
按月
租房日期將會是租金到期前的最後一
天。例如，如果你的租金通常在每個
月的 1 號到期，而你在 6 月 15 日通
知業主，你最早的合法終止租房日期
要等到 8 月 31 日，即大約 75 天
後。
• 如果你有固定的租期
固定的租期，例如一年期租
固定的租期
約，終止租房日期不能早於租期的最
後一天，而你必須在終止租房日期
60 天前通知業主。
如果你有固定的租期而你想在租期結束
前搬遷，你便需要把房子轉
轉租或把租期
轉讓給另一個人。這個過程可以很複
轉讓
雜，所以，如果你正在考慮提早搬遷，
應該聯絡你所屬地區的社區法律診所。

•
•
•
•
•
•
•
•

你一直不繳租或你經常延遲繳租；
你騷擾你的業主或其他租客；
你或你的客人曾經造成破壞或威脅建
築物内他人的安全；
你或你的客人曾經在物業内進行非法
行爲；
你的公寓單位内人數太多，違反了市
政府過度擁擠附例；
業主或業主的家人或照顧者想搬進
來；
你的居所正在放售，買家或買家的家
人或照顧者想搬進來；
你的業主想進行維修或把建築物改建
作其他用途。

如果你的業主想驅逐你，他/她必須向業
主租客委員會提出申請。在大多數情況
下，委員會定出聽證日期，讓你有機會
作出解釋。你也有機會通過調解
調解與業主
調解
達成協議。業主只能在收到委員會的終
止租房指令後驅逐你。
有關驅逐程序的詳情，請參閲住宿平等
權利中心單張：住宅
住宅租務法案
住宅租務法案與迫遷
租務法案與迫遷。
與迫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