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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本手册旨在对那些想要将自己租住处的租户们组织起来的人士提供一些帮助。
当今往往很难有时间事事都照着书本来做，因此只要将本首次册视为行动指南即
可。当然我们在此处所提供的这些建议或许已经超出了你所想要做的以及你所想
要达成的目标。

我们在过去几年里对数百个租户团体提供过一些帮助。这些团体之中的一部分常
常只是为了要解决某些特定的事宜而建立起来的。这些事宜通常涉及到诸如超指
导线增加租金，房屋的修缮和维护等。许多租户由于所能支配的时间有限,	很难建
立长期的租户团体。对此我们完全理解。

与此同时我们也目睹了许多租户团体建成了更加持久性的租户协会。这些协会在
改善了租户们的生存环境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进而增强了所有安省租户们在
社会上的呼声。在本手册成文的当日，众多的多伦多市的租户协会正在联合推动
一项建立房东的许可证制度的法规。

租户协会是租户们自己的组织。租户协会正式与否，哪些事宜需要解决，多长时
间举行一次会议，这些完全取决于你们租户自己。

正是由于租户协会的存在，租金的增长得以减缓，租室的维修得以改进，租户之
间以及租户与周围邻里的关系得以增强。所有这一切都将使你的租房体验得到改
善。

我们希望本手册将对你的团体有所帮助。

联合起来我们才会更加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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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租户协会联盟
都市租户协会联盟（英文为	Federation of Metro Tenant’s Associations	英文简称为
FMTA) 是一个致力于帮助租户争取权益的非营利组织。自从1974 年起，我们一直
在对租户提供各种帮助。我们是加拿大规模最大，运行时间最长的租户组织之一。

我们的租户热线电话从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下午	6	点为整个多伦多市的租户
提供法律信息和推荐服务。

我们的外延和组织小组可到你们的租住地向你们提供相关的法律信息以及回答关于
如何组建协会的问题。

外延和组织小组

如果你们在考虑组建租住处的租户协会，请致电： 416-413-9442

租户热线电话
如果你需要问有关于租户权利的问题，请致电： 416-921-9494

FMTA 还发行了以下对租户提供帮助的刊物

• 租客权益指南

• 对超限定租金增长进行投诉的详细步骤

• 租户生存手册

• 我们的季刊《租户》

如想浏览上述的刊物以及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torontotenants.org
我们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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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都市租户协会联盟》会员
不论你是否为 FTMA	会员，我们都会为你服务。但是成为会员也有其它一些益
处。成为会员表示你对 FTMA 及多伦多租户的支持。 FTMA 会员会收到我们的季
刊《租户》，被邀请参加特定活动，例如租户代表大会；并且可以选送有投票资
格的代表队出席 FTMA 年会。我们的会员选出对 FTMA 发展方向提供指导的董事
会。

什么是租户协会？
简单的说租户协会就是租户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而结成的团体。租户协会
的规模不必很大，不必成为法人团体，也没有租户参与率百分比的限制。所需要
的只是一些致力于改善他们租住环境的租户们。

你知道吗?
组织建租户协会的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房屋
租赁法（Residential	Tenancies	Act	或	RTA）是安
省关于业主和租客的法律。RTA禁止房东干涉租户
组织或租户参与协会	（参见RTA第83和2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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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协会可对租户提供哪些帮助？
租户协会可以提供法律信息，也可以帮助租户共同用法律来解决问题,例如房屋修
护，租赁处的安全问题，非正当驱逐，以及租金增加事宜。现行法律，房屋租赁
法（RTA），有助于保护租户权利。在都市租户协会联盟（FTMA）我们的口号是
联合起来我们才会更加有力量。租户们组织起来就会更强大。

租户协会也可以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加强社区感，例如设立儿童游乐活动，帮助
照顾孩子，以及组织社交活动。良好的租户协会既工作也娱乐。整个社区的租户
们或许都会喜欢诸如烧烤，草坪上的销售，或举行聚会等活动。

你知道吗？
如果业主或管理人员对组建租户协会进行干扰，
租户可向房东与租户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进行投诉。这种投诉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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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启动
你对房东的某些做法感到不满时，例如租处的安全问题，房东对你的骚扰，以及
房间维护等问题，很可能其它的租户也有类似的体验。为了找到这些租户们，第
一步是与楼里的朋友们和邻居们进行交流。很多组织工作可以趁洗衣服或等电梯
时来做。从敲开邻里的门开始也是个好主意。举行第一次会议之前，尽量找到更
多的具有同样感受的人们以构成一个群体，他们可以帮你进行会议的组织工作。

第一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未必能开得很完美。第一次会议只需要提供一个场所，以便于租户们
可以聚在一起自由讨论一些事宜。

关于你们的第一次会议，我们有一些建议：

• 工作日（周一至周五）的晚上一般对参与者最合适。

• 晚上的会议最好早点开始（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较好）。

• 选择较近的会议地点。（租户们有权在租处的公共区域举行会议，例如在大厅
里。）

• 会议最好不超过90分钟。

提示：
物业管理人员无权阻止租户们在租处的公共区域举
行会议。他们或许会以租处为私有财产的名义来阻
止会议的召开	—	但是已支付租金的租户们有权使用
这些区域。需要注意的只是不要阻挡其他人进出的
入口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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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初次会议通告
初次会议之前，通知尽可能多的人。在公布栏
上贴小海报是一个很好的通知方法。也可以
把告示放在每个房间的门下或邮箱里，让大
家知道租户们可以一起改善租处的状况。

这个示例也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下载。注意
告示上应有会议的时间，日期，地点，和
聚会的原因。制作告示时，需要你的想象！
别写太多，但是告诉人们为什么他们应该参加
此次会议。再次提醒你们，我们的外延和组织
小组可以在任何阶段帮助你。

初次会议的组织
需要有人愿意主持会议。简单的说，主持人的
任务是保持会议的正轨。此次会议是为了讨
论与租户团体有关的问题。如果会议中的
讨论脱轨，主持人应该指导大家回到正确
的轨道。

好的主持人尽量帮助脱轨的会议回到正
轨。开会的时候，主持人应该先作自我介
绍。他/她也可以简练地解释会议的原因并且
谁帮助组织了这场会议。

首次会议应该有以下4个主要目标：

1. 讨论租户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2. 确定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

3. 决定租户们想实现的目标

4. 决定怎么达到这些目标

建议:
会议之中，尽可能讨论对大
多数参与者有关的问题。个
别的问题可以稍后再谈。有
个别问题的租户也可以致电
我们的

 
租户热线	

416-921-9494

建议:
虽然敲门声让人有些不快，
但这是能让大家参与的好方
法。鼓励你的邻居们来参与
租户会议！

https://www.torontotenants.org/resources/organizing-documents/tenant-flyer-template


10

制定行动计划
制定行动计划是很重要的，但是此计划不必非
常复杂。确定哪些事项优先，决定下一步怎
么走，搞清楚谁负责哪些任务…然后完成
这些任务！

为了制定你们的行动计划，我们有一些建
议:

1. 增加知识！	查找有关物业管理，租户们
的问题，以及是否存在解决问题的时限。

2. 从多方获取帮助！大家所知道的人和组织之
中，哪些可以帮助你们实现你们的目标?	你们
当然可以利用《都市租户协会联盟》的租户热
线和外延和组织小组。社区法律协会，当地政
治家，以及政府机构（例如市政许可和标准部
门，警察和消防部门）也可以提供帮助。

3. 设置下次会议的日期！询问什么日期最适合大多
数的参与者。在两次会议的间隙，大家应该对已经
讨论过的任务采取行动，并且应在下次会议可以报告行动的结果。

建议:
每次会议使用登录表。登
录表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下
载，或者从本手册后面复
印。租户们是租户协会最
重要的部分，登录表可以
帮助租户们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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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己的租户协会
协会条例	(不是必需的)
协会条例是什么？简单的说，协会条例提供一些有助于协会运行的指导规则和原
则。协会条例也可以表明谁可以参加入你们的团体，如何加入，以及成员的任
务。

编写协会条例的时候，尽量用简单的语言。以下是有两个关于协会条列的建议：

1. 协会条例应该欢迎以及鼓励大家加入团体	
租处的每个租户应该很容易能够成为租户协会的会员，除非被房东聘用的租
户们。他们的就业和会员状态构成利益冲突。

2. 会员费和银行帐户	
任何组织的运行都需要资金。租户协会需要经费来发送传真，复印告示，以
及对租户提供帮助。会员费不必是很高。对于大多数的租户协会，每年从每
个会员收取$5-$15足以支他们的运行。这些钱可看作是对自己的社区的投
资。

银行帐户
开设银行账户不应该是很麻烦的。最简单的方法
是去最近的银行分行询问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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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领导者的人事安排
般来说，主要负责协会决策与发展方向的是该团体的行政人员。租户协会的行政
人员通常由3个很重要的职位组成。这3个职位是主席，秘书，和财务秘书。以下
为每个职位的职责，以及他们通常在协会中负责的任务。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每
个组织是不同的。你们的行政人员的职位设置以及任务，可以根据你们协会自己
的需要安排。

主席
• 以公平和民主的方式领导会员。

• 确保协会每月或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视情况而定。

• 主持行政人员的会议以及租户协会的全体会议。

秘书
• 制作会议记录，以及在下次会议为每个委员会成员提供上次会议的记录。

• 保存会议记录，发送的和接受的信件，以及任何其它需要保存的文件。

• 准备（与主席一起）并发送会议通知，议程和会议记录。

财务秘书
• 保存协会的财务记录，包括收到和使用的金额，以及银行帐户记录。

• 根据需要报告协会的财务状况。

• 监督支付的所有款项。

其他人事和机构的安排

委员会
除了行政人员之外，还可以建立一些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可以专注于一些具体问
题。为了鼓励租户们积极参与租户协会，一个很好的办法是成立一些有具体目标
的委员会。

每个委员会可以负责一件特殊任务，例如：

• 成员事项(如何增加会员，会员费，等等)

• 协会通信

• 集资

• 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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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层长
许多租户协会的组织利用一些楼长。该系统如下所述运行：

• 楼里的每层有一个楼层长。他/她是该楼层住的租户们与租户协会之间的联系
人。

• 楼层长为他/她的楼层负责发送告示，传达租户协会的信息和活动，并回答该楼
层住的租户们的问题。

• 通过有楼层长租户协会可以快速和容易地传送告示与其它信息。

• 租户协会应该有楼层长的通信录，包括他们的房间号与电话号码。所有的会员
应该可以看到此通信录，以便在租户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知道找谁来解
决。

资金及集资的管理
租户协会需要资金来支付诸如邮费，复印费，大厅租费（如果需要租处之外的会议
地点），向业主和租户委员会提交申请的申请费，甚至聘请律师的费用。

大多数租户协会收取会员费（例如每月$1或每年$10）。加入协会的会员费不应
该太高，以至于阻止人们加入。有些租户协会让半失业，老年人，学生或其他需
要社会资助的人付少一点的特别会员费。也有些租户协会让这些人免费加入。

协会也可以收集捐款和举行筹款活动。如果你们需要聘请律师，这些活动是尤其
重要的。筹款活动包括诸如草坪销售，销售烘焙食品，抽奖和拍卖。这些活动不
仅聚集资金，而且有助于建立社区的联系和加强你们的协会功能。

也别忘了寻找其它的援助。你们的市议员可能可以帮助印刷告示。社区中心可能
有可以免费提供集会的场所。都市租户协会联盟（FMTA）也可能可以提供复印或
者帮助寻找会议地点。需要时请随时给我们致电。(416-413-9442)

租户协会募集到一些资金之后，需要开设该协会的银行账户。该账户应该有两个
签名人，一般是协会的财务秘书和主席。当持有这些职位的人变更时，这些名字
可以在银行进行更改。

租户协会的财务秘书负责保存协会的财务记录。每年一次，在协会的年会，财务秘
书应该向会员报告所有重要的财务事宜，例如募集的资金是多少，花费了多少，以
及花在什么费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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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协会的运行
例行会议
要将会议开得有效。这一点对你们协会是非常重要的。会议之前应该做好准备，
会议之中抓紧时间做计划与安排行动方案。协会一般一年举行一次年会。当遇到
紧迫情况的时候，例如房屋维护问题，租户被驱逐，或非正常增加租金的问题，
也可以安排每个月或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甚至更频繁地举行会议。

会议议程
将会议开好的秘诀在于避免很复杂的议程。会议之前要准备好需要讨论事项的清
单，当人们进入会场的时候可以提供给他们。预知会议要讨论的事项有助于将会
议保持在正轨。

对会议议程的安排，我们有以下的建议：

• 易于做出的决定---首先解决一些容易解决的事宜，使会议可以比较顺利地开
始。.

• 困难或有争议的决定---这些决定需
要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它们不应该
排到最后，因为那时候时间紧迫以
及人们感觉疲倦。

• 略微重要，无争议的决定---排到最
后的是一些略微重要，但大家一般
都会同意的决定。

示例议程：

1. 会议开始

2. 审议与批准议程

3. 回顾前次会议的记录

4. 批准前次会议的记录

5. 有关前次会议的事宜

6. 汇报	（来自于各个委员会，各
个项目负责人，等等）

7. 与外部的通信

8. 未完成的事宜

9. 新的事宜

10. 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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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程序
为了将会议开的有效，租户协会需要有一些大家都同意的规则或准则。你们的规
则具体有哪些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了解以及同意你们的规则。以下
我们提供了一些建议。它们来自于罗伯特的秩序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
是常用的会议规则。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使用或修改这些规则。

有序的发言
会议之中当讨论重要的事项时，大家可能会同时想要发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当有人想讲话的时候，他或她应该举手。会议的主持人可以列出都有谁想发言，
并允许他们轮流发言。

提出动议
动议是一种建议，它要求会员们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动议提出后，会员有机会
辩论，然后表决。采用动议这种方式有助于使会员做出清晰的决定，并将这些决
定记录下来，以避免以后的混淆。有效的动议中应包括要做什么，谁去做，什么
时候做，以及有哪些后续行动。

主持会议的一些建议
好的主持人对于会议的正常进行很重要。主持会议是一项负有重要责任的工作，
通过不断地实践可以使其变得更容易一些。

主持人有以下的责任：

1. 确保议程中所有的事项都被考虑到；

2. 确保所有想发言的人都有所机会发言；

3. 确保会议保持在正轨；

4. 确保从各个角度来考虑要讨论的事项；

5. 确保与会者互相尊重，并且大家都可以放心与自由地发言；

6. 确保大家都理解所讨论的事项，并且懂得所做出的决定可能产生的后果；

7. 确保不偏向任何一方。



16

以下是一些对于更加有效地主持会议所提的建议：

• 会议要准时开始：当开大会时参与者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进入会场与安定下
来，主持人应该准备在正式开会时间的10-15分钟之后开始。当开小会时，应
该准时开始。

• 致欢迎词与介绍与会者：会议开始时应当致词表示欢迎与感谢大家参加。主持
人应该介绍自己以及其它对于协会的运行很重要的人（例如行政人员）。

• 解释会议的规则：可以考虑给新加入的参与者提供简练解释会议规则的书面文
件。不理解会议规则的人是没有办法参与会议过程的。

• 确保会议不偏离议题：如果大家的讨论偏离了会前决定的议题，应当提醒大
家，并引导大家的讨论回到正轨。如果在会议过程中出现了其它重要的，需要
进一步讨论的事项，可以将它们归到会议议程的“新的事宜”部分。

• 确保从讨论中得出结论：如果讨论的过程拖延得很长，主持人应该出来总结要
点。如果该事宜需要找出解决的方法，主持人可以建议人们提出动议。

• 总结会议结果和后续行动：在会议结束之前，总结主要的结论，以及将采取
什么后续行动。	这将使大家感觉会议是成功的，同时也提醒人们所承诺的任
务。

• 致谢：感谢为会议做准备的人，例如设置场所、准备茶点的人，等等。以及感
谢大家的参与并使会议得以成功。



17

解决争执
正常的辩论对于协会是有利的，因为这表明参与者对这些事项的关注程度，通过
辩论也可以确保该事项从不同的角度被考虑到。但是有些辩论可能会失控。以下
的建议可以帮助你主持激烈或引起争执的讨论。

• 制定规则

在开始时就向大家解释会议的规则。这些规则可能包括：

• 列出想要发言的人；

• 在每个想发言的人都已经得到了机会之前，每个人只能发言一次;

• 如果有人想再次发言，他们讲的话必须包含新的信息。

• 适时进行总结

秀的主持人会聆听到大家的发言，也会在需要时总结讨论的要点，以便在继续
讨论之前大家可以有机会停息一下，并有机会进行思考。

• 论事而不论人

每个人都异于他人，辩论的重点是要讨论的事宜而不是其他发言者，说到底如
果租户们不能合作，互相帮助，那么得胜的只能是主业。

保存各项记录
保存记录是很重要的任务。这有助于搞清楚人们曾经说过什么，承诺过什么。同时
这也将记录下你们协会的成功之路！你们的记录保存系统不必很复杂。大多数协会
仅需要保存以下的三种记录：

1. 记录你们协会的活动

应记录的事宜包括：什么人在什么时间曾经做出了什么决定，又是由谁来执行
的；你们所发送或接收的信件与报告以及通讯；民意调查以及请愿的结果；由协
会通过信件方式发出的维修（用工）请求。

会议记录（英文称“minutes”）应当写得简明扼要。会议记录一般包括：

• 协会的名称
• 会议的日期与地点
• 与会人员
• 记录下所讨论的事项以及所作的任何决定，并写下简要的说明
• 下次会议的日期与地点

2. 财务记录

协会收到了多少钱，从哪里收到的，怎么使用的。收入的金额减去已花费的金额
应该等于你们现在所存有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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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资产负债表作为记账簿。用于记下按日期排列的收入与支
出。需要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从这张表作出汇总账目。你们可以使用银行发来的
账户报表来核对自己的财务记录。核对账目时，可以在银行报表上与自己的报表
上都有的项目上划上对勾，以确保没有项目被遗漏掉。所有的花销都应该保留收
据，所有的收入也应该有进账记录。

3. 会员记录

简单地说会员记录就是一张记录所有协会的会员的清单，并且记下那些会员已支付
了会费。你们也可以记录下会员的电话号码与房屋号码，以便更容易地保持联系。
有些协会还发放会员卡。（你们不必向协会之外的任何人公开该会员清单）。

协会通讯
通讯对于协会的运行是最重要的部分。与租户们保持通讯联系是将协会活动告知
大家的最佳方法。重要的通讯任务可以由我们以前提到的“楼层长”来做。他们
可以帮助协会与租户们进行联系，以及帮助租户们与协会进行联系。

为了保持协会与租户们的联系，我们也有一些其它建议：

• 请求物业管理给出设置告示栏的地方（例如在洗衣房里）。之后你们可以用该
告示栏发布有关协会会议与活动的信息。

• 设立建议箱。请求物业管理给出放置建议箱的地方，或使用某人的邮箱作为建
议箱（当然需要先取得他们的允许）。

• 建立楼层长的通信录。给出楼层长的房间号与电
话号码，让租户们都知道谁是联系人。

• 定期发布一页长短的协会短讯，包括有关
协会活动的信息，以及其它租户们感兴
趣的信息。

• 很多协会使用电子邮件、群发电子邮
件服务、网站等与租户们和会员保持联
系。

建议:
你们可以使用现有的告示
栏；它应该是公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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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
你们的协会每年应该安排一次由所有会员参加的年会。年会（英文称“Annual 
General Meeting”或	“AGM”）之中要向大家报告过去一年的活动以及选举下一年
的领导人员。

年终报告一般可在年会中宣读，或分发给会员。协会主席将向大会报告协会的各
项活动，财务秘书将报告财务事宜，其它委员会（例如与会员、通讯等有关的委
员会）将报告相应委员会的活动。报告要做得简单扼要---没有人喜欢冗长的会
议。报告宣读之后应该安排时间由会员对其提出意见与建议，会议还应安排出对
重要事宜进行投票的时间。之后，你们可以选举下一年的协会领导人。

你们可以考虑邀请当地政界或都市租户协会联盟(FTMA)的人员在年会发言。在年
会上提供一些茶点也是一个好主意。年会不必开得很拘谨，这正是每年大家一起
庆祝协会成功的好机会。

感谢你们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所作出的努力！

记住联合起来我们才会更加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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