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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适用于待出租住宅（包括公寓套房、公寓楼和别墅）的房

东和物业经理。本刊物阐述了房东或物业经理的权利和责任。如

果您正考虑出租自有房产或购买出租房产，也会发现本刊物很有

帮助。 

本刊物不是法律建议，不代替律师的指导。 

本刊物是与住宅出租负责人办公室合作编制的。

前言

网址

www.rentingpei.ca 

社交媒体

@RentingPEI

关于我们

联系

电话 

902-940-5368

电子邮箱

renting@legalinfopei.ca

本刊物不是法律 

建议，不代替律师 

的指导。 

《爱德华王子岛租赁规定》通过提供法律信息、转介并在租赁听

证会上提供协助，为 PEI 租户和房东提供援助。我们还会举办关

于租户和房东权利与责任的研讨会。

《爱德华王子岛租赁规定》是社区法律信息中心的一个项目。 

《爱德华王子岛租赁规定》由 PEI 社会发展和住房部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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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I 租赁法

房东是指出租房屋的所有人。房东也称“出租人”。 

租户是指租下出租房屋的人。租户也称“承租人”。 

物业经理是指负责管理出租房屋的人。物业经理可以是租户的主

要联络人。房东可以向租户提供物业经理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要

求租户主要与物业经理联系。即使有物业经理，房东也必须书面

向租户提供其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租赁协议是房东与租户之间的法律合同。该协议可为口头、书面

或默示形式。租约是指书面租赁协议。按照租赁协议的规定，租

户租住房东所有的出租房屋，并因此支付租金。 

租赁法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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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租赁法案》及其《条例》适用于爱德华王子岛的大部分住

宅租赁协议。本刊中，《住宅租赁法案》简称“法案”。 

法案 及其条例 阐述了房东和租户的权利与责任。还阐述了当房

东或租户中有一方不遵守法律时，另一方可如何应对。法案 和条

例 并不涵盖所有类型的出租房产。不涵盖的出租房产包括：

• 住房合作社。

• 高等院校宿舍。

• 社区护理设施和长期护理设施。

• 提供治疗或康复服务的设施。

• 提供临时庇护的设施，比如过渡房。

• 集体住宅。

• 租户租住时间少于一周的短租房。

• 商租房。

如果不确定自己的出租房产是否在法案的适用范围内，可以拨打 

902-892-3501 联系租赁办公室进行进一步了解。 

住宅租赁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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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房东权利与责任的其他法律包括： 

•  《公共卫生法案》及其《房屋租赁规定》。

•  《加拿大国家建筑法规》。

•  《防火法案》。

•  《PEI 人权法案》。

•  《PEI 旅游行业法案》。

•  《大麻控制法案》。

•  当地市政规划细则或官方计划。 

如果不清楚这些法律对您是否适用，请咨询律师。

其他重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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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出租负责人 

办公室

租赁办公室负责处理 PEI 租户与房东之间的租赁问题。租赁办公

室设有行政法庭；行政法庭有权力组织租户和房东召开听证会，

并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定（称作“判令”）。租赁办公室也称“住

宅出租负责人办公室”。

租赁办公室是爱德华王子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 (IRAC) 的一部

分。爱德华王子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 (IRAC) 是独立于省政府的

类司法法庭。IRAC 负责设定天然气价格和听取省级规划、税收

和租赁裁定上诉。

租赁办公室只处理《住宅租赁法案》适用的住宅租赁事宜。如果

房东的房产不在《住宅租赁法案》适用的范围内，租赁办公室可

能不能为其提供帮助。 

如果房东有出租房屋方面的问题，或如果租户不履行其法律责

任，房东可以要求租赁办公室介入。在租赁办公室介入前，先向

租赁办公室提交正式表格，阐述问题。关于住宅租赁的所有正式

表格可从租赁办公室的网站获得。也可以从 IRAC 的办公室获得

租赁表格的复印件。

爱德华王子岛管理与
上诉委员会

联邦法院广场

5th floor, Suite 501, 

National Bank Tower

134 Kent Street, 

Charlottetown, PEI



如果房东不履行其法律责任，租户可以要求租赁办公室介入。

在房东或租户向租赁办公室提交表格后： 

1. 租赁办公室可以尝试与房东和租户共同解决问题，而不召

开听证会。 

2. 租赁办公室召开听证会。听证会期间，将分别要求房东和

租户呈递支持其各自要求的证据。租赁办公室员工（称作 

“出租物业负责人”）将监督听证会，并作出裁定。该裁

定写在称作“判令”的文件中。 

3. 如果房东或租户不同意租赁办公室关于案例的裁定，可以

向 IRAC 提起上诉。房东只有在出席了租赁办公室召开的第

一场听证会后才可以向 IRAC 提起上诉。开始上诉前，在收

到租赁办公室的裁定后 20 个日历日内提交《上诉通知》。 

如欲了解租赁办公室及其工作内容的更多信息，请拨打咨询热线 

902-892-3501 或发送邮件至 askrental@peirentaloffice.ca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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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当前已 
租出房产

如果您从前任房主那里购买了一套已租出的房产，那么您即成为

房东。当房东购买一套出租房产后，有一些规则必须遵守。

房东是否必须遵守现有租赁协议？

是。如果房东购买了一套当前已租出的房屋，房东必须继续遵守

租户与前房东签订的任何现有租赁协议。 

房东如何修改租赁协议中的条款？

如果房东想修改现有租赁协议中规定向租户提供的服务，可向租

赁办公室申请。申请时，请使用《表 2 – 租赁协议法定条件或其

他条件的执行申请》。 

如果房东购买了一套出租房产并想上涨租金，必须遵守所在省的

租金上涨规定。即使这套房产在房东购买时是空置状态，租金上

涨规定也适用。 

关于 PEI 房租控制的更多信息，请阅读第 29 页上关于房租上涨

的更多详情。

如果房产已租出，房东如何获得押金？

询问卖方租户是否支付了押金。如果支付了，房产的之前所有 

者应将押金转交给房东。该信息通常提供给房东的律师或房产 

代理。

关于押金的更多信息，请查阅第 23 页。

如果房东购买了一

套当前已租出的房

屋，房东必须继续

遵守租户与前房东

签订的任何现有租

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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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房东想自己或让家人入住这套房产， 
该怎么办？

只有在这套房产的出租房屋数量为两个或以下，并且房东或房东

的亲密家庭成员想入住的情况下，房东才可以驱逐租客。亲密家

庭成员可以是：

• 房东的配偶。

• 房东的孩子。

• 房东的父母。

• 房东配偶的父母。

其中一种出租房屋数量为两个或以下的房产就是家庭住房或复式

公寓。

告诉卖方房东想自己或想让家人入住这套房产。卖方必须向租户

送达《表 4 – 出租人终止租赁协议通知》。必须将表 4 连同宣誓

书一起送达。 

宣誓书即对事实的宣誓声明。宣誓书必须由房东（买方）签字；

签字过程由宣誓书专员见证。宣誓书中必须说明房东和/或房东

家人想入住这套房产。 

卖方必须在房东希望的租户搬离日期前至少 2 个月，将表 4 和宣

誓书送达租户。 

关于驱逐的更多信息，请查阅第 38 页。



准备待出租 
房屋

出租房屋的最低要求有哪些？

房东必须确保出租房屋符合《公共卫生法案房屋租赁规定》中的

要求。有关于空间、通风、供暖、照明和供水的最低要求。 

空间 

• 卧室：至少每位住户 50 平方英尺。

• 客厅面积：至少 80 平方英尺。

• 天花板：高度至少为 7 英尺 6 英寸。

• 除厨房和盥洗室之外的其他房间宽度不小于 7 英尺。

通风

各盥洗室或有厕所的房间必须采用至少下列一种方式通风：

• 直接向外打开的窗户。

• 窗户直接向通风口打开，通风口延伸到户外。

• 使用非易燃材料做成的通风管，穿过房顶延伸到户外。

• 通风天窗。

• 经公共卫生官员批准的机械通风。

11



供暖

所有供暖设备必须正常工作，状况良好，工作效率合理。如果房

东不确定其出租房屋是否满足这些要求，可以申请由环境和公共

卫生部进行免费检查。

如果房东提供供暖服务，必须确保出租房屋内的温度至少为  

65 °F/18.3 °C。 

照明

出租房屋内的每个居住房间必须有至少一个向户外打开的窗口。 

出租房屋数量为 3 个或以上的建筑物内的任何公共走廊必须采用

自然光或人造光每天 24 小时照明。 

供水

出租房屋必须有压力合适的热水和冷水。

其他要求

出租房屋必须： 

• 防风防雨（不漏雨漏雪）。

• 防潮（不受潮）。

• 防虫（啮齿类动物或昆虫无法进入）。

出租房屋必须有至少 48 立方英尺的食物储藏空间。

还有许多其他需要考虑的标准。《公共卫生法房屋租赁规定》中

列出了这些标准。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 902-368-4970 或 

1-800-958-6400 联系环境和公共卫生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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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租房屋不符合这些标准，怎么办？

租户可以： 

• 要求房东维修出租房屋。 

• 向租赁办公室提交《表 2 – 租赁协议法定条件或其他条件

的执行申请》，要求房东维修出租房屋。 

对于之前从未出租过的新出租房屋，房东该收取
多少租金？

在出租之前从未出租过的全新房屋时，租金与租户协商一致即

可。一旦房东签订了第一份租赁协议，就必须遵守所在省的租金

上涨规定。 

关于租金上涨的信息，请参阅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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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户入住前，房东是否需要检查出租房屋？

在租户入住前，房东和租户一起检查出租房屋是一件有益无害的

事情。尽管法律未作此要求，但检查房屋可确保双方对既存损坏

情况达成一致意见。

检查出租房屋的墙壁、地板、柜台、电器及其他物件的状况。 

记录下任何损坏情况，并考虑拍摄照片和/或视频留证。房东和

租户共同签署一份承认任何既有损坏的同意书是一件有益无害的

事情。 

一份详尽且经签署的检查同意书可以在租户退租时，帮助解决损

坏争议。租赁办公室网站上提供了《出租房屋状况报告》范本。 

租户退租时，房东和租户应对出租房屋进行最终检查。房东可使

用租户入住前第一次检查时的笔记和照片作为参考。这可以帮助

确定租户租住期间是否有损坏情况。如果租户造成损坏，房东可

以扣留部分或全部押金，用于支付维修费用。



寻找租户

 
《人权法案》中规定的房东义务有哪些？

所有人享有平等的看房机会，不受歧视。歧视指因身份、信仰或

背景而受到不公平对待。《PEI 人权法案》保护租户不受歧视。 

房东不得因租户的下列情况，拒绝其租住或不公平对待租户：

• 年龄。

• 肤色、种族、民族或国籍。

• 信仰或宗教。

• 家庭或婚姻状况（包括携带孩子，如果出租房屋空间足够

容纳每个人的话）。

• 性别认同。

• 性别表达。

• 残疾状况（包括有嗜好）。

• 政治信仰。

• 性取向。

• 性别。

• 收入来源（包括享受社会救助或就业保险）。

房东也不得因租户曾提起人权申诉而歧视租户。 

15



房东是否可以拒绝将房屋出租给饲养 
服务类动物的租户？

不可以。即使房东的出租房屋中未饲养宠物，房东也不得因租户

饲养服务类动物而拒绝将房屋出租给他们。 

服务类动物是经过训练可帮助残疾人士的动物。服务类动物通常

佩戴有服务类动物标识的项圈。服务类动物的所有者会收到公认

的训练机构提供的信函或卡片，说明此动物为服务类动物。 

在房东同意将出租房屋出租给租户前，租户可以不将其有服务类

动物的情况告知房东。如果房东在同意将房屋出租给租户后了解

到租户有服务类动物，房东不能因租户有服务类动物而拒绝出租

房屋，也不得终止租赁协议。 

房东可以询问动物是否接受了训练可以帮助有残疾租户，但是不

得要求租户提供其残疾情况的详细信息。如果动物明确标识为服

务类动物并且行为正常，租户可以不向房东提供确认，确认该动

物是服务类动物。 

如欲了解关于服务类动物的更多信息，请拨打 902-368-4180 联

系 PEI 人权委员会或阅读其《服务类动物情况说明书》。

16



社区法律信息中心 17

房东可以从租户处收集哪些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版文件法案》(PIPEDA) 中涉及租户的 

个人信息。

当房东询问租户或准租户的个人信息时： 

• 说明需要这些信息的理由、 

• 说明将如何储存这些信息、 

• 说明房东打算共享这些信息的任何第三方；及

• 说明房东打算如何保护这些信息。 

租户或准租户可以建议采用其他方法实现这一目的。 

房东必须：

• 在收集、使用或披露租户的个人信息时，征得租户同意。

• 告知租户其为什么收集他们的个人信息。房东只能以正常

人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这些信息。

• 允许租户查看其收集的关于他们的个人信息。租户可以对

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任何信息的准确性提出质疑。

• 只能将租户的个人信息用于收集时既定的目的， 

• 确保对租户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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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是否可以核查准租户的信用？

可以，房东可以核查准租户的信用，以确定其是否有能力支付租

金。房东向第三方（包括进行信用核查的征信机构）披露租户的

个人信息时，必须征求租户同意。租户可以拒绝，或建议采用其

他方式证明其有能力支付租金。

房东是否可以要求租户提供其 
社会保险号码 (SIN)？

社会保险号码 (SIN) 属于保密信息。房东不得要求租户提供其 

SIN，除非房东证明完成某个具体、合法目的确需租户的 SIN。 

如果房东询问租户的 SIN，租户可以询问房东为什么需要 SIN、

如何使用 SIN 以及 SIN 的披露对象。租户可以： 

• 拒绝提供其 SIN，或 

• 向加拿大隐私署投诉。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可以登录加拿大隐私署网站查看。

房东是否可以要求租户购买租户保险？

可以，在租户租下房屋前，房东可以要求租户购买租户保险。租

户保险是在发生洪灾、火灾或失窃时，承保租户个人财物的保

险。大部分财产保险都承保房东的出租房产，而不承保出租房屋

内的租户个人财物。 



租赁协议

租赁协议是租户与房东之间的法律合同。该协议可为口头、书面

或默示形式。在租赁协议中，房东和租户同意遵守一系列规定 

（被称作“条件”）。 

房东需要在租赁协议中列入哪些信息？

法律要求房东在每一份租赁协议中列入特定条件。法律要求的 

条件称作法定条件。即使房东和租户都有意向，也不得不将这些

法定条件列入协议。即使房东没有书面租赁协议，法定条件也 

适用。

法定条件采用租赁办公室的《表 1 – 租赁协议标准格式》书写。

租赁协议的法定条件包含房东保持出租房屋良好维修状态的责

任，以及租户保持出租房屋整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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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可以向租赁协议中添加哪些其他条件？

房东和租户在签订租赁协议前，可以向协议中添加其他条件。房

东和租户向协议中添加的条件不得与法律冲突。如果协议中的某

一项条件与《住宅租赁法案》或任何其他法律冲突，该项条件将

不可执行。 

房东可以选择在租金中加入一些公共事业费，也可以选择不加

入。公共事业指暖气、水、电、互联网等服务。一定要确认租金

中包括哪些公用事业费（如有）。 

房东可以向租赁协议中添加“勿饲养宠物”或“请勿在出租房屋

内抽烟”等条件。“勿饲养宠物”条件不包括服务类动物。关于

服务类动物的更多信息，请查阅第 16 页。

租赁协议签订后，房东如何修改租赁协议的 
条件？

房东和租户必须就修改条件事宜达成一致，最好是采用书面方

式。比如，请勿在出租房屋内抽烟，或删除“勿饲养宠物”规

定。不过，如果房东与新租户签订新租赁协议，房东可以自由设

定新条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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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如何修改租赁协议中规定的服务或公共 
事业？

如果房东想要修改租赁协议中规定的服务或公共事业，必须向租

赁办公室申请，征得同意。比如，如果房东不再打算在租赁协议

中列入草坪修剪或热水供应服务。 

使用《表 2 - 租赁协议的法定或其他条件执行申请》。租赁办公

室将安排听证会。房东和租户都可以出席。听证会后，租赁办公

室将允许或拒绝修改租赁协议。租赁办公室可以责令降低房租，

以补偿租户。 

突然中止服务或公共事业被视为非法上涨房租。租户可以向租赁

办公室申请退还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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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协议类型有哪些？

月租协议不含终止日期。协议持续有效，直至租户通知房东协议

将终止，或房东因法案中规定的有效理由驱逐租户。其中一个有

效驱逐理由就是租户不支付租金或损坏房屋。

固定期限租赁协议有明确的起始日期和终止日期。预计租户在固

定期限协议终止前，一直租住在出租房屋中并支付租金。终止日

期后，固定期限租赁协议自动转换为月租租赁协议，其中的规定

和条件与原协议相同。 

房东不得因协议期限终止而驱逐租户。例外情况是按照《旅游行

业法案》，出租房屋被批准可以短租。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 

902-892-3501 联系租赁办公室。

终止日期后，固定期限租赁协议自动转换为 

月租租赁协议，其中的规定和条件与原协议 

相同。



押金

何为押金？

押金是租赁协议期间，租户支付，由房东为租户代管的款项。 

押金必须：

• 不多于一个月的房租。

• 代为保管，直至租户退租。

房东不得向任何租户收取任何额外押金，比如钥匙押金、定金、

宠物押金或首月和末月的租金。

租户退租后，房东可在 10 天内退还租户押金（加上利息）或通

知租户扣留押金并解释扣留原因。

房东如何计算押金的利息？

使用租赁办公室网站上的利率计算器计算所欠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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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情况下，房东有权利扣留全部或部分押金？

在以下情况下，房东可以扣留租户的全部或部分押金：

• 租户未全额支付押金和/或账单；

• 租户对出租房屋的损坏超出了合理磨损范围；

• 未按照合理标准清洁公寓。

房东扣留全部或部分押金需要采取哪些步骤？

如果想扣留全部或部分押金，房东必须将《表 8 – 押金扣留意

向通知》送达租户。如果租户质疑房东的决定，可以向租赁办公

室提交《表 9 – 申请回复：确定押金》。租赁办公室将安排听证

会，房东和租户可以出席。 

听证会召开前，租赁办公室将要求房东上交押金（加上利息）。 

听证会期间，房东和租户可以呈递证据。比如，租户租住出租房

屋前，以及租住后编制的检查表或拍摄的照片或视频。租赁办公

室将根据证据，决定是否允许房东扣留全部或部分押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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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押金不足以支付损失费，怎么办？

租赁办公室不能责令租户支付超出押金金额的损失费。如果押金

不足以支付损失费，房东可以向民事法庭提出小额索赔。如果房

东打算向民事法庭提出小额索赔，可以向律师说明。关于小额索

赔的更多信息，见我们的刊物《选择法庭判决》。

隐私

租户在租住的房屋内享有隐私权。 

在参观出租房屋前，房东需要提供哪些通知？

房东必须提前至少 24 小时通知租户。通知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说明参观日期和时间。房东必须将参观安排在上午 9 点到晚上  

9 点这一时段内。 

如果房东未通知租户就进入出租房屋，租户可以向租赁办公室 

投诉。

在下列情况下，房东可以在不提前 24 小时通知的情况下进入出

租房屋：

• 租户邀请房东在 24 小时内参观出租房屋；或

• 出租房屋内有紧急情况，比如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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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户租住期间，房东是否可以拍摄出租房屋的
照片或视频？

可以，前提是征得租户同意。房东必须告诉租户将如何使用这些

照片或视频。比如，房东需要这些照片帮助出售或出租房产。

房东是否可以在出租房屋上安装监控摄像头？

可以。但是，房东必须： 

• 张贴标识，说明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 向租户解释监控记录的使用方式以及查看时间。 

• 确保摄像头不记录出租房屋内的情况。

房东如何了解关于隐私的更多信息？

联系加拿大隐私署，或阅读该署的刊物《房东和租户关系中的隐

私》及《租房部 10 条隐私提醒》。

加拿大隐私署 

网站  www.priv.gc.ca 

电话 1-800-282-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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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租户投诉

房东负责维护出租房屋的状况，并负责确保租户权利受到尊重。

如果租户对出租房屋有疑问或与其他租户发生争执，房东通常是

他们的第一联系人。

如果租户告诉房东出租房屋有问题或向房东投诉另一租户，房东

有责任在合理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 

常见的租户投诉有哪些？ 

在下列情况下，租户可以要求房东提供帮助：

• 在出租房屋内发现了老鼠、臭虫、蟑螂、蠹鱼或其他害虫。

• 列入租赁协议中的家用电器（炉子、洗碗机等）出现故障。

• 在出租房屋内发现了黑霉菌。

• 出租房屋漏水或透风。

• 暖气或热水供应出现故障。

• 其他租户在禁烟建筑物内抽烟。

• 其他租户过于吵闹。

• 被另一租户骚扰。 

房东应负责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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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房东不解决这些问题，怎么办？

如果房东不履行其职责，租户可以向租赁办公室申请。租户可以 

要求退还房租，提前结束租赁，或要求提供要求房东采取行动的 

指示。

如果是租户引起的问题，怎么办？

如果租户不履行其职责或侵犯另一租户的权利，房东可以： 

• 与他们谈话； 

• 给他们书面警告； 

• 向他们送达驱逐通知；或 

• 租户可以向租赁办公室申请终止租赁协议的指令。 



社区法律信息中心 29

租金上涨

关于上涨租金的规定有哪些？

房东可以在最大允许金额范围内，每年上涨一次租金。如果打算

上涨租户的租金，房东必须： 

• 提前 3 个月书面通知租户上涨租金。

• 每年只能上涨一次租金。即使有新租户入住，此项规定也 

适用。

• 租金涨幅不能超过允许金额。可以登录租赁办公室网站查

看今年的允许金额。如房东期望的租金涨幅超出允许金额，

房东必须向租赁办公室申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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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最大允许涨幅？

爱德华王子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 (IRAC) 每年设定最大允许租金

涨幅。房东可以根据允许的租金涨幅，每年上涨一次租金。比

如，2021 年，PEI 房东的上涨租金涨幅如下：

• 供暖住宅：1.0%。

• 无供暖住宅：1.0%。

• 移动屋园区的可移动房屋：1.0%。

这意味着房东可以将 2020 年的 1,000 美元月租租金上涨到 2021 

年的 1,010 美元，而不需要向租赁办公室申请。一整年内，房东

不能再上涨租金。即使有新租户入住，此项规定也适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租赁办公室网站。

IRAC 是如何确定最大允许涨幅的？

IRAC 基于租户和房东的书面反馈，以及住房相关支出的变化，

设定该涨幅。住房相关支出的变化包括：

• 与上一年相比，所有物品  

PEI 消费价格指数。

• 高炉燃油费。

• 电费。

• 市政水费和污水处理费。

• 保险费。

• 不动产税。

• 垃圾清理费。

房东可以根据允许

的租金涨幅，每年

上涨一次租金。



房东如何在允许金额内上涨房租？

房东在向租户收取涨后租金前至少 3 个月，向租户送达《表 10 – 

住宅租金上涨通知》。上涨时间自 3 个月通知期结束算起。对于

这种上涨，房东可以不向租赁办公室申请。 

如果租户不确定涨幅是否在允许金额范围内，或不确定距离上次

上涨房租是否有至少一年时间，可以向租赁办公室提交《表 13 – 

承租人申请审查拟定的租金涨幅》，请求租赁办公室审查租金涨

幅。租赁办公室将安排听证会。房东和租户都可以出席。租赁办

公室会要求房东提供距离上次上涨房租有至少一年时间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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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情况下租金涨幅可以超过允许金额？

如果房东修缮出租房屋，或房东支出上涨，房东可以申请租赁办

公室批准租金涨幅超过允许金额。

在申请租金涨幅超过允许金额时，房东必须：

• 在上涨租金前至少 3 个月，向租户送达《表 10 – 住宅租金

上涨通知》。

• 向租赁办公室申请批准。在将表 10 送达租户后 10 天内，

向租赁办公室提交《表 12 – 出租人申请批准租金涨幅超过

法规允许的比例》。租赁办公室将安排听证会。房东和租

户都可以出席。

• 听证会前，提交《表 15 – 出租人的收入和支出表》。

• 听证会期间，租赁办公室将考虑：

 – 房东是否必需上涨租金才不亏本。

 – 房东的运营成本或大额支出增加（如有）。

 – 房东期望的合理投资回报。

 – 上次涨租金的日期及上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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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办公室可批准租金上涨、部分上涨金额或拒绝上涨租金。房

东和租户有权在 20 个日历日内就裁定提起上诉。 

在上诉过程中，房东不得按上涨后金额向租户收取租金。房东必

须等待收到租赁办公室的裁定。 

如果房东的租金涨幅超过允许金额，并且未向租赁办公室申请批

准，租户可以申请退还租金和调整租金。 

如果出租房屋空置，房东是否可以上涨租金？

不可以。租金与出租房屋有关，而与租户或房东无关。这意味 

着在新租户承租前，房东如欲上涨租金，必须向租赁办公司申请

批准。即使房东在出租房屋空置期间对房屋进行修缮，如果房东

期望的租金涨幅超出允许金额，房东也必须向租赁办公室申请 

批准。 

如果房东从另一房东处购买了一套闲置出租房屋，房东必须弄清

楚对各租户收取的租金金额。在不向租赁办公室申请的情况下，

房东的租金涨幅不得超过允许金额。该信息通常提供给房东的房

产代理和/或律师。

如果房东的租金涨幅超过允许金额，并且未向租赁办公室申请批

准，下一租户可以申请退还租金和调整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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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租赁协议

租户如何终止月租协议？

租户可以在提前一个月通知房东后，终止月租协议。租户必须在

其下一次支付租金日期到期前至少一个月，向房东送达《表 3 – 

承租人终止租赁协议通知》。 

租户如何在期限结束时终止固定期限租赁协议？

如果租户想在固定期限结束时终止固定期限协议并退租，必须在

期限结束前至少两个月向房东送达《表 3 – 承租人终止租赁协议

通知》。 

租户想何时退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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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如何提前终止固定期限租赁协议？

租户只有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才可以提前终止固定期

限租赁协议。如果房东因批准租户申请提前结束租赁的申请而产

生了开支，房东可以扣留部分押金。关于扣留押金的信息，请查

阅第 23 页。

如果固定期限协议的期限多于六个月，而租户想退租，租户可以

申请分租或转租。 

• 分租是指租户将其出租房屋租给另一人。房东和原租户之

间仍有租赁协议。原租户将继续向房东支付租金。房东将

继续保管原租户的损坏押金。原租户负责确保分租租户遵

守租赁协议的条件。如果分租租户违反租赁协议的条件，

或如果原租户不支付租金，房东可以向原租户下达驱逐通

知。如果房东驱逐了原租户，分租租户也将被驱逐。

• 转租是指新租户接管租赁协议。转租也称签约转租。房东

与原租户之间不再有协议，原租户对出租房屋不再承担任

何进一步的责任。将由新租户直接向房东支付租金。原租

户应向新租户收取押金，房东应扣留原押金。



36

租户如欲分租或转租出租房屋，必须征得房东允许。请理性考虑

租户的请求。如果房东拒绝租户分租或转租，租赁办公室可以要

求房东说明理由。通常，如果租户想将出租房屋分租或转租，由

其自行负责寻找分租租户或新租户。 

如果房东了解到租户在固定期限协议期间退租，房东有义务寻找

新租户，让新租户尽快租住。

在下列情况下，租户必须继续支付租金直至房东找到新租户：

• 租户在固定期限协议结束前退租出租房屋；且 

• 租户未分租或转租出租房屋。

租户可以申请由租赁办公司下达提前结束协议的判令。如果租户

认为房东未采取措施解决房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比如房屋内有

霉菌，租户可能想提前终止租赁协议。 

租户需要继续支付租金直至租赁办公室下达允许终止协议的 

判令。 

在下列情况下，房东可以索要欠付租金：

• 租户不再支付租金；且 

• 租户未找到分租租户或租赁出租房屋的租户；且 

• 租赁办公室未授权租户提前终止租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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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表 2 – 租赁协议法定条件或其他条件的执行申请》。

听证会期间，租赁办公室将要求房东提供房东正在寻找新租户的

证据。证据包括网上招租广告、出租房屋外的标志图片，以及房

东收到的有意向租户的申请。 

如果租赁办公室确认房东已尽己所能寻找新租户，其可以责令原

租户支付租户暂停支付租金日期至房东找到新租户日期期间的 

租金。 

如果房东未尽力尽快将出租房屋再次出租出去，将可能不能成功

索回欠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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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必须有驱逐租户的有效理由。为确保有效，发送给租户的任

何驱逐通知必须采用租赁办公室提供的《表 4 – 出租人终止租赁

协议通知》格式。如果房东不使用表 4，驱逐将无效。

在房东向租户送达了表 4 后，租户如果不同意，有权要求租赁办

公室取消驱逐通知。

对于不支付租金情况，房东如何驱逐租户？

租户负责按时足额支付租金。如果租户不按时支付租金，房东可

以在租金支付日期到期后，向租户下达驱逐通知。房东必须为租

户留出至少 20 天的退租时间。 

如果租户在收到通知后 10 天支付了租金，驱逐将无效。 

如果租户持续不按时支付租金（比如，租户在短时间内有 3-4 次

不按时支付租金的情况），但是总能在收到通知后 10 天全额支

付租金，房东仍可以向租赁办公室申请批准终止协议。使用《出

租人申请判令 - 持续和/或习惯性不按时支付租金》。

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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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违反条件情况，房东如何驱逐租户？ 

如果租户违反双方在租赁协议中达成一致的其中一项条件，房东

可以驱逐租户。比如，如果租赁协议中规定不允许抽烟，房东了

解到租户在出租房屋内抽烟，则房东可以向租户下达驱逐通知。 

房东必须在房东希望的租户退租日期前至少 30 天，向租户送达 

《表 4 – 出租人终止租赁协议通知》。租户可以在收到驱逐通知

后 20 天内，提交《表 6 – 承租人申请驳回终止通知》，对驱逐

提出质疑。如果租户提交了表 6，必须向房东送达一份复件。 

租赁办公室将安排听证会，房东和租户可以出席。租赁办公室可

以考虑室友、邻居证词、烟头图片，以及违反条件记录等证据。

听证会后，租赁办公室将允许或取消驱逐。 

如果房东或双方都出席了听证会，房东和租户有权在收到租赁办

公室的裁定后 20 天内就裁定提起上诉。就裁定提起上诉时，房

东必须向 IRAC 提交《上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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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房东欲修缮、个人使用、拆除或改建出租房
屋情况，房东如何驱逐租户？

在下列情况下，房东可以驱逐租户：

• 房东、房东的孩子、配偶、父母或配偶的父母想要入住出租 

房屋。

• 为了保护房产或保护租户的健康和安全，需要对出租房屋

进行大整修。（注意：房东必须获得适当允许和批准。）

• 房东想将出租房屋改建为非居住用房（比如储藏室或 

餐馆）。

• 房东想拆除出租房屋。

房东必须在房东希望的租户退租日期前至少两个月，向租户送达 

《表 4 – 出租人终止租赁协议通知》。租户可以在收到驱逐通知

后 20 天内，提交《表 6 – 承租人申请驳回终止通知》，对驱逐

提出质疑。如果租户提交了表 6，必须向房东送达一份复件。 

租赁办公室将安排听证会。房东和租户都可以出席。租赁办公室

可能考虑的证据包括例如房东想入住出租房屋的经签字声明和修

缮许可等证据。听证会后，租赁办公室将允许或取消驱逐。 

如果房东或双方都出席了听证会，房东或租户有权在收到裁定后 

20 天内就裁定提起上诉。就裁定提起上诉时，向 IRAC 提交《上

诉通知》。

一旦房东因上述其中一个原因下达了驱逐通知，租户可以提前十 

(10) 天通知房东将退租。租金只需要支付到租户退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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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房东认为有伤害其他租户的重大风险， 
怎么办？

如果房东已经向租户送达了驱逐通知，并且认为有直接伤害人或

财产的风险，房东可以向租赁办公室申请提前驱逐。 

如果房东的其中一个出租房产有紧急情况，请拨打 911 联系应急

服务机构。

房东必须向租户送达《表 4 – 出租人终止租赁协议通知》。在送

达表 4 后，房东还可以向租赁办公室提交《表 5 - 出租人申请提

前终止》。房东必须阐明为什么想提前驱逐租户，并在表5后附

一份表4的副本。房东还必须向租户送达一份表5的副本。

租赁办公室将安排听证会。房东和租户都可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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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是否可以因打算出售房产而驱逐租户？

不可以。房东不可以因打算出售其出租房屋而驱逐租户。如果 

房东将出租房屋进行出售，则新房主必须遵守已经签订的租赁 

协议。

如果新房主想要尽快入住，或想让其配偶、子女、父母或配偶的

父母尽快入住，则原房东可以在原房东和新房主希望的租户退租

日期前至少 2 个月向租户送达《表 4 – 出租人终止租赁协议通

知》。新所有者还必须签署宣誓书，解释其或其家人想入住出租

房屋。必须将宣誓书和房东的终止通知同时送达租户。 

租户如何对驱逐提出质疑？

租户可以在收到驱逐通知后 20 天内，提交《表 6 - 承租人申请

驳回终止通知》，对驱逐提出质疑。 

租赁办公室将安排听证会。房东和租户都可以出席。租赁办公室

可能考虑的证据包括比如买方想入住出租房屋的签字声明。

听证会后，租赁办公室将允许或取消驱逐。 

如果房东或双方都出席了听证会，房东和租户有权在收到租赁办

公室的裁定后 20 天内就裁定提起上诉。就裁定提起上诉时，房

东必须向 IRAC 提交《上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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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王子岛警长办
公室

42 Water St, 

Charlottetown, PE  

C1A 1A4

902-368-6050

如果租户拒绝退租，怎么办？

房东不得自行执行驱逐。如果房东想执行驱逐，需要向警长办公

室求助。只有在房东有占有交付令时，警长办公室才会帮助房东

执行驱逐。占有交付令是责令将出租房屋归还房东的法院判令。

在下列情况下，房东可以申请占有交付令： 

• 房东向租户送达了驱逐通知；且 

• 租户未对驱逐通知提出质疑；且 

• 租户在驱逐通知上规定的驱逐日期前仍未搬离出租房屋。

在下列情况下，房东不需要申请占有交付令：

• 房东向租户送达了驱逐通知；且 

• 租户对驱逐通知提出质疑；且 

• 租赁办公室允许驱逐；且 

• 租户在驱逐通知上规定的驱逐日期前仍未搬离出租房屋。

申请占有交付令，需要向租赁办公室提交《表 2 – 租赁协议法 

定条件或其他条件的执行申请》。租赁办公室将安排听证会。 

房东和租户都可以出席。租赁办公室可能会考虑原驱逐通知是否

有效，房东向租户下达的搬离通知是否足够，租户是否质疑驱逐

通知，房东是否隐瞒了驱逐租户的原因，以及关于驱逐的其他 

情况。 

听证会结束后，租

赁办公室会下达占

有交付令。

将占有交付令交给 

警长，其将负责执

行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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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宣誓书： 经签字且经见证的情况声明。

转租：指新租户接管租赁协议。

占有交付令：责令将出租房屋归还房东的法院判令。

歧视：因他人身份、信仰或背景而不公平对待他们。

固定期限租赁协议：有明确的起始日期和终止日期的协议。

爱德华王子岛管理与上诉委员会 (IRAC)： 

独立于省政府的类司法法庭。

房东：出租房屋的所有人。房东也称“出租人”。

租约：书面租赁协议。

判令：包含出租房产专员关于案件裁定的正式打印文件。

物业经理：负责管理出租房屋的人。

租赁协议：房东与租户之间的协议，采用标准格式，列入了所要

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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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办公室：负责处理 PEI 租户与房东之间的房屋租赁问题。租

赁办公室也称“住宅出租负责人办公室”。

出租房产：有一个或以上出租房屋的建筑物或承租，用作可移动

住宅的建筑物。出租房产也称“住宅房产”。

出租单元：租户从房东处租住的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分。出租

房屋也称“住宅用房”。

押金：租赁协议期间，租户支付，由房东为租户代管的款项。

送达：采用合适的方式交付法律文件。通常是亲自交至已知住所

或交给其律师。

服务类动物：经过训练可帮助残疾人士的动物。

签字转让：租户终止租约，由其他人取代。

法定条件：法律要求的租赁协议条件。

分租：指租户将其出租房屋租给他人。

租户：租下出租房屋的人。租户也称“承租人”。

租户保险：在发生洪灾、火灾或失窃时，保租户个人财物的 

保险。

公用事业：指暖气、水、电、互联网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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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王子岛租赁须知 –  

适用于租户和房东的法律信息 

  

社区法律信息中心

    

   

 

爱德华王子岛管理与 

上诉委员会 

   

   

租赁办公室/ 

住宅出租负责人办公室 

 

人权委员会

     

 

环境卫生部   

    

加拿大隐私署 

支持服务

902-940-5368 

renting@legalinfopei.ca 

www.rentingpei.ca 

902-892-0853 

info@legalinfopei.ca 

www.legalinfopei.ca 

902-892-3501 

info@irac.pe.ca 

www.irac.pe.ca 

902-892-3501 

askrental@peirentaloffice.ca 

www.peirentaloffice.ca 

902-368-4180 

1-800-237-5031 

www.peihumanrights.ca

902-368-4970 

1-800-958-6400 

www.princeedwardisland.ca 

1-800-282-1376 

www.priv.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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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法律信息中心是由加拿大司法部、爱德华王子岛法律基金

会、爱德华王子岛法律学会、爱德华王子岛司法与公共安全部，

及其他资源共同资助的登记慈善机构。社区法律信息中心提供关

于爱德华王子岛法律和司法体系的可理解、有用信息。 

欲了解关于其他法律话题的更多信息，可以访问 

www.legalinfopei.ca，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legalinfopei.ca，或拨打我们的电话 902-892-0853 或

1-800-240-9798。我们也有社交媒体帐号。 

可以在网站 www.legalinfopei.ca/donate/ 上捐助， 

支持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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