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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岛租赁须知  

902-892-0853 或 1-800-240-9798   

legalinfopei.ca  info@legalinfopei.ca 



第2页 

爱岛租赁须知  

本手册为您提供关于在爱德华王子岛的住宅物业的相关

讨论。在爱德华王子岛，所有的房东和租客都受住宅物

业主管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Residential Prop-

erty）， 也就是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的一个

部门的监督。这是一个“准司法法庭”机构， 可以受理

案件和进行判决。房东和租客的交流需要保存书面的记

录以防在法庭裁决中用到。 
 

住房合作社  
  

住房合作社的成员需要知道，住宅物业出租法（Rental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Act）的条款中未提及合作建房

的社区成立的组织，所以住房合作社的成员需要查阅规

章细则，或根据合作社法案（the Co-operative Associa-

tions Act）的相关规定，或联系 CLIA 或 IRAC 了解更

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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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问题或需要帮助，请致电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

会（IRAC）的住宅物业主管办公室：902-892-3501，

或查阅网站：www.irac.pe.ca/rental  
 

住宅出租包括公寓（apartment）、独立屋（house）、

寄宿公寓（boarding houses）、 移动式住宅（mobile 

homes）和托管公寓（condominiums）。  
 

在同意租住房屋之前，您需要检查房屋的坏损情况。您

可以拍照作为记录。为避免更多问题，房检需要您和房

东一起完成。  
 

作为租客，您享有的权利有：  
 

• 隐私权  
 

• 安宁享有权  
 

• 健康安全权  
 

 

隐私和个人信息  
 

在您租住的房屋里，您享有隐私权。如果您的房东想进

入您的房间检查，他或她需要至少提前 24 小时给您书

面通知。这个书面通知需要包括房东想要进入您房间的

具体日期和时间。房东进入您房间的时间必须在早 9 点

到晚 9 点之间，此条款只有在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例外

（例如水管漏水等）。  



在您第一次签订住房合同的时候，房东可能会问您一些

关于财务的问题。在您的房东想要确保您可以支付房租

和水电费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是合理的。  
  

如果您不能提供确保这些费用的证明，您需要一名共同

签署人。当您不能负担房租或没有付房租时，共同签署

人有责任与您共同负担费用。如果您没有共同签署人，

房东可能会拒绝您租住房屋。  
  

安宁享有权  
  

在您租住的房屋内您享有“安宁享有权”。如果室友或

邻居的噪音影响了您，您可以以书面的形式向房东投

诉，通过正确的证明文件，您的房东有权利终止和扰民

的租客的租房合同。如果您担心室友或邻居知道您的投

诉，您有权让房东尊重您的隐私。但如果您的案件进入

到审讯阶段， 房东是不能保障您的匿名权。  
 

健康安全权  
  

在您租住期间，您的房东必须维护房屋物业可以正常使

用。  
  

如果您的供暖、供水、供电、燃气、家电、收垃圾、下

水道或电梯有问题，您的房东必须及时修理。  
  

房东和租客必须防止疾病带来的危险，例如臭虫。如果

有违反了健康法的问题出现，也一定要立即进行处理。

如果有房东和租客不能处理的健康问题，您可以联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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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健康中心 (Environmental Health）和爱岛管理与上

诉委员会（IRAC）。  

 

作为租客，您有责任：  
 

• 付房租；  
 

• 维护房屋；  
 

• 搬出之前打扫房间；  
 

• 遵守租赁协议或租约里的条款。  
 

付租金  
 

您需要按时间交付房租的全款。您不能以任何的理由拒

付房租，否则可能会承担包括被逐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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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吸烟的条款通常都会写入租赁协议或租约中。由房

东决定您可不可以在房间里吸烟。 如果您对烟味敏感，

需要无烟的居住环镜，在签租赁合同或入住之前，您最

好问问未来的房东有没有其他的租客可以在房间吸烟或

在附近居住的居民中有没有人吸烟。  

您也不能拒付房租直到问题被解决。您可以致电爱岛管

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寻求帮助： 902-892-3501  



 

维护房屋的状况  
  

您不能损坏房屋，如果您损坏了您所居住的房间，房东

可以扣除您的房屋押金或因为维修费用把您告上法庭。  
  

转租的承租人、来宾或访客造成的损坏也由您负责。  
  

房屋随着时间的正常的磨损不包括在损坏的范围内。  
  
 

清洁  
  

在您搬出住处之前，您需要确保房屋的干净整洁。您可

以自己打扫房间或雇佣专业的打扫人员。如果您没有按

要求打扫好房间，房东可以扣除您部分或全部的押金用

来支付专业的清洁。  
  
  

租约中的其他条款  
  

在您签订租约之前，请先仔细

阅读合约。租约中可能有附加

的条款需要您同意。例如：有

独立产权的公寓可能需要您同

意公寓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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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金  
 

租客在搬入之前须交给房东押金。房东在租客居住的时

间内保存押金。押金和适量的利息会在租客搬出时返还

给租客，当他们：  
 

• 交付了全部的房租并付清所有的账单；   

• 按要求清洁了房间；  

• 维持了房屋的状况。  
 

押金不能多于您的租金。若您的房租以每月的形式支

付，您的房东有权利要求您付不多于一个月租金的押

金。若您的租金须每周支付，您的房东有权利要求您付

不多于一周的租金。  
 

押金可以用于支付由租客的责任引发的问题。例如：房

租欠款、房间的损坏、电费或燃油费的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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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房东意图扣留您的押金，房东须在您搬出后的 

10 天内给予您书面的通知。  
 
 

这书面的通知必须使用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

给出的名为“意图扣留押金的通知”表格。 表格中解释了

为什么房东要扣除您的押金。您可以在收到通知的 15 天

之内通过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对房东的决定

上诉。  
 

如果您拿回了押金，押金必须包括利息及时的返还给

您。利率根据每个省的规定计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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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合同  
 

租赁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它列出了要居住在房屋内

所需遵守的条款。大多数租赁合同都为一年的合同。如

果这在一年之内，租约没有终止或更新，一年之后合同

转变为与原始合同相同条件的逐月的合同。基于这样的

情况，房东可以涨房租但涨幅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  
 

即使您没有与房东签订住房合同或协议，您也须遵守住

宅物业出租法（Rental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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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上涨  
 

根据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的关于房租上涨许

可的规定，房东每年只能涨一次房租。例如在2020年，

爱德华王子岛的房东可以涨房租：  

在包括供暖的前提下增涨1.30%； 

在不包括供暖的前提下增涨1.30%； 

移动房屋公园的场地可增涨1.30%。  
 

即使是新租户搬进来，房东所增长的租金也不能超过允

许的百分比。 

 

如果房东想上涨的房租超出了规定的涨幅，那则必须向

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申请。  
 

如果您的房东决定上涨您的房租，那他/她必须使用正确

的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所给出的表格，提前

3个月给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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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租 

 

转租是在维持和房东之前的租约或协议的情况下将公寓

或房屋转租给别人。 

 

若您将房子转租给别人， 您仍然为租约或协议负责。如

果租您房子的租客损坏了您的房子，您必须负责修理。 

和您转租给其房屋的租客签订协议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您签订了租约但是需要搬出房屋并不再住回，您可

以要求将您的合同过户给新的租客，如果房东认为有问

题，房东可以不同意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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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住的房间里做出

的任何改变都须通知

房东。  



第12页 

维修 

 

 

对于完成维修，法律并没有严格的时间上的规定。法律

规定了房东必须“在租约期间，维修和维护必须使租客

的房屋保持良好的居住状况”。  
 

在您搬入房屋之前如果房屋需要维修，包括在您的租约

内需要维修的部分，维修必须在您搬入的日期前完成。

如果维修未完成，租客有理由终止合约。如果您和房东

协商同意维修可以逾期完成，请确保把您协商的内容写

入租约或租房协议内。  
 

如果在您入住后，有物件需要维修，您的房东有责任为

您修理，但等待房东来处理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装修的改变例如粉刷或换地板不属于维修的范围。例

如：法律没有规定房东在每次访客搬出的时候都必须粉

刷出租的房屋。如果您希望房东在您入住前重新粉刷墙

面或更换地板，您需要提前与房东协商。  

如果您的供暖、供水、供电、燃气、家电、收垃圾、下

水道或电梯出现问题，您的房东必须及时修理。如果房

屋的状况违反了公共健康法（Public Health Act）,房东

也必须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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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能等到维修结束后才交房租，如果这样，您会被认

为迟交了房租并被驱逐出去。如果您对维修有更多的担

忧，请致电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获得更多的

指导：902-892-3501（www.irac.pe.ca/rental）  
 

宠物  
 

房东可以在租约中加入禁止养

宠物的条款。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您的家中仍有宠物，您将

可能被驱赶出住所。  
 

您的房东不能直接进入您的房

间查看您是否有宠物。这将会影响您的安宁享有权，但

是房东可以在给您书面通知的24小时后进入您的房间检

查。  
 

房东不能在您拥有辅助型宠物的情况下拒绝与您签订租

约。如果您遭遇了以上情况，请联系爱德华王子岛人权

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ssion），您可以致电：

902-368-4180，或查查询网站：www.gov.pe.ca/
humanrights  

“宠物押金”是违法的。房屋押金不可以超过每月的租

金，房东不能向租客收取宠物押金。  

如果房屋的坏损由您或您的客人所造成，您需要负责修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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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租金  
 

如果您晚交了房租，您的房东可以在您房租到期后的一

天发给您终止合同的通知（驱逐通知）。如果您在这个

通知发出后的10天内交房租，那这个通知便自动作废。  

这并不是一个宽限期。如果您经常迟交房租，您的房东

可以向住宅租赁物业主管办公室提交终止合同的申请。

如果办公室的裁定倾向房东的利益，那么即使您交了拖

欠的房租也会被驱逐出去。  
 

一些租赁协议或租约包括了拖欠房租的规定条款。如果

您的租约或协议中包括这些内容，您有可能需要支付不

多于每月租金的1%的罚金以及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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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出住所  
 

以下是房东可以将您驱逐出住所的原因：  
 

• 如果您没有及时交房租，您的房东可以在您房租到期

后的一天发给您终止合同（驱逐通知）的通知，您有

至少20天的时间搬出去。如果您在这个通知发出后

的10天内交房租，那这个通知便自动作废。  
 

• 如果您的房东认为您对于楼里居住的其他居民有安全

上的威胁，或您影响了他人的安宁享有权，您有可能

被驱逐。  
 

• 如果您除了“日常消耗”外还损坏了房屋，您可能会被

驱逐。  
 

• 如果房东发现您租住的房间中有更多的人居住，可能

会影响公共健康，您可能会被驱逐。  
 

• 如果您因为除未交租金以外以上的任何一条原因收到

了要求您搬出的通知，您有最多30天的时间搬出住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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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能因为房屋被卖

出而被驱逐出住所。

房屋的新主人应遵守

您的租约或租赁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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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房东有权因为房屋翻新或有家人搬进来而将您驱逐

出住所。在这样的情况下，房东须至少提前60天给您需

要搬出的通知并给您书面证词解释原因。  
 

不论因为任何原因，如果您收到了终止合同的通知（驱

逐通知）并且不同意通知的内容，您可以向主管办公室

申请撤销这个通知。这个申请必须在您收到驱逐通知的

10天内递交给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主管办

公室会对您的事务进行审讯最后做出书面的裁决。 

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902-892-3501，或
www.irac.pe.ca/rental  
 
 
 
 
 
 
 
 
 
 
 
 
 
 
 

 
 

所有关于驱逐的通知必须使用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

（IRAC）给出的恰当表格发出才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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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合同或租赁协议  
 

如果您的租约或租赁合同上没有标明固定的期限，您可

以至少提前一个月递交一份带有您签名的书面的需要搬

出的通知，您就不需要在搬出时交罚金。如果您是以每

周的形式租房，您只需要提前一周给出通知。最重要的

是您必须使用恰当的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给

出的表格：  

如果您的合同或租赁协议上标明了租住的时间，在合同

结束之前您不能搬出住所。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向主

管办公室申请终止合同，但这只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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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您找房东商量，房东就会同意您的请求。您需要

至少在您想搬出的时间提前60天向房东提出请求。如果

您和房东商量好可以提前终止合同，那您需要以书面的

形式写下合约，并且您和房东都须在合约上签字。  
 

最有效的提前搬出住所的方法是将房子转租给别人，并

且让房东将租约过户给新的租客。  
 

如果房东将房间租给新的租客，那么他/她就不能同时收

取您的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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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关于房东或房租的问题需要咨询爱岛管理与上

诉委员会（IRAC）：  

住宅物业主管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Residential Property）：902-892-3501，                                  

或1-800-501-6268；www.irac.pe/rental  
  

您可以由他人代表与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谈

话，前提是需要此人有您的书面同意书。  
  

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提供轮椅并愿意帮助有

各种困难的人。  
  
 
 

 

免责声明：  

此手册由爱德华王子岛社区法律信息协会（Community 

Legal Information）出版，只用于信息获取和教育的目

的。手册包括了法律的简略信息，但并不包括具体的此

领域的法律信息，也不能代替给出您法律建议。  
  

如果需要法律建议，您需要联系律师。如果您不认识任

何律师，您可以通过律师转介服务联系律师                     

（902-892-0853，或1-800-240-9798）。  

在爱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IRAC）完成庭审和上诉之

前，爱岛法庭将不予考虑房东或租客合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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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手册由爱德华王子岛社区法律信息协会（Community 

Legal Information)。Community Legal Information是

一个从加拿大司法部，爱德华王子岛司法部和公共安全

部，爱德华王子岛法律基金会和其他来源获得资助的慈

善组织。 Community Legal Information向岛民提供了

有关爱德华王子岛法律和司法系统的易于理解的有用信

息。  
 

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legalinfopei.ca，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legalinfopei.ca或致电：902-892-0853或1-800-

240-9798。 您还可以访问以下网址：

www.facebook.com/legalinfopei 和 www.twitter.com/

legalinfopei。  
 

您可以通过志愿者服务，成为会员或捐款的方式来支持

Community Legal Information。  
 

我们鼓励本文件的非商业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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