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裔老人租房简介
越

来越多的新西兰人在晚年选择租房生活。对于第一次租房或正

在考虑租屋的亚裔老人来说，面對租赁问题出现时该怎么办或

到何处寻求協助此类问题，这篇简介将協助您找到适当的

帮助，并获得有关租赁问题的指导。 

您可以从亚裔家庭服务中心的网站下载此简介：
https://www.asianfamilyservices.nz

若你想了解更多，请参见 Going for 
Good Renting 工具包。

您可以在以下网站下载英语版工具
包：http://renting.goodhomes.co.nz

寻找紧急住所
• 联系附近的社会发展局的老人服务中心，电话0800 552 002，或

工收局，电话0800 550 009 寻找紧急住宿、登记公共房屋和经济

补助。

• 当地房屋租客保护协会、教会组织、公民咨询局和老年关爱协会

(Age Concern),也能帮您联系房屋供应商。

• 请与您的当地市议会联系并了解如何申请地区房屋。

• 若你想了解更多有关经济补助的信息，你可到社会发展局的老人

服务中心网站浏览：www.workandincome.govt.nz/eligibility/

seniors/index.html



• 私人出租

• 地区退休公屋/老人公屋

• Haumaru住房（仅在奥克兰）

• KāingaOra ‒房屋和社区局

（旧名称：新西兰公屋局）

• 社区住房提供者（CHPs）

• Abbeyfield（奥克兰，怀卡托，
北帕默斯顿，但尼丁和其他地区）

• Papakainga和kaumātua住房

（新西兰某些地区）

也有一些市议会专门为老年人提供住宿
服务。

若想申请KāingaOra，社区公屋和地区

租赁房屋，申请人须符合资格，并提供

有关收入和资产的证明。

私人、市议会和社会住房提供者的租

户，可能符合根据个人情况评估為合资

格申请“住宿补助金”(Accommodation 

Supplement)。

住宿补助指由工收局发放的每周补助

金，用來支付住房租金。

申请政府房屋

KāingaOra（旧名称：新西兰公屋局

Housing New Zealand）是新西兰最大

的社会住房供应商。它为有迫切住房

需要的人提供出租房屋，租戶按个人

能力负担与收入相称的租金。

如要申请，你必须符合以下的资格：

如你想查询更多相关的信

息，你可到以下网站浏览： 

• 工收局：

https://www.workandincome.govt.

nz/housing/find-a-house/who-

can-get-public-housing.html

• 社会发展局的免费电话：

0800 552 002

(普通话：0800 661 001，

粤语：0800 66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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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合您的出租房

租房类別

新西兰各地都有出租房。

出租房类型分为：

• 是新西兰公民或新西兰永久居民

• 有迫切的住房需要

• 能够证明您已尽一切努力尝试寻

找其他住所

• 低收入，没有资产或资产很少年

龄本身并不是考虑分配公共住房的

优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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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第1步:

致电0800 552 002与社会发展局的老

人服务中心进行联絡（您可以要求

翻译员）。

第2步

如果您符合获得公共房屋的资格，員

工将为你安排一次住房评估面试。这

个面试通常是通过电话完成的，但你

也可以要求面对面的访談。如果您需

要家人朋友在旁協助，他们可以与你

一起出席面试。如果您不会说英语，

则可以找朋友为您翻译，或预先要求

安排翻译员在场。

第3步

参加面试：面试大约需要一小时，内

容涉及您的情况和所需住房的类型。

工作人员在面试中，需要您提供文件

证明，用以确定您是否合乎申请公共

房屋的资格。

与中介机构打交道

请你保留一切纪录您与所有中介

机构的任何联絡，包括工作人员

的姓名、日期、时间和原因。请

每次填写申请表，以便记录你已

申请的項目及原因，後向中介机

构索取所有文件或申请表的副

本，并加上日期。

第4步

等待分配房屋：如果您有资格获分配公

共房屋，你将被列入房屋登记册。登记

册中详细列出了需要公共住房的人以及

所需的房屋类型。您的申请将转交给房

屋供应商，房屋供应商将在有合适的物

业可分配时通知您。

第5步

接受分配的公共房屋：如果房屋供应商

向您提供了合适的公共房屋，并合乎您

的要求，你须签署租赁协议书以确定你

接受有关的安排。

倡导维权服务

与中介机构打交道可能非常复杂，耗时

且费力。倡导人员与您一起做笔记，提

出问题并确保您充分了解情况。如要找

地区倡导人员服务，请联系您当地的社

区法律中心(Community Law Centre)，

公民咨询局(CAB)或Whānau Ora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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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enancy.govt.nz/rent-bond-and-bills/market-rent/


寻找出租房屋

你有很多途径寻找出租房屋，起初可向

亲戚朋友打听要出租的地方。

如果您隶属任何教会，社区组织或当地
团体，這些组织或团体成员可能帮助您
寻找出租房屋。

另外，你可与物业管理公司联系，因为

他们管理很多物业，可能为你找到合适

的出租房屋，物业管理公司经理该可帮

忙准备所需的租賃文件。

网络上也有许多有关出租房屋的广告，

例如：房地产网站、天维网(Skykiwi)

及Trade Me Property。这些网站的广

告宣传大量在新西兰各地出租房屋的信

息。你也可以查看当地各大报張或超市

的布告栏上，刊登的出租房屋广告。

人权委员会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专线电話0800 496 877

短信: 0210 236 4253  www.hrc.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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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客歧视是非法的

根据《人权法》，因為年龄、种族、族
裔、性别、性取向、家庭状况、就业状
况、宗教信仰、残疾和其他被禁止的理由
而拒绝向某人出租房屋是非法的。

但是，有一些情况会是例外，例如，同住

一屋的分房房客或是寄宿住客。

房东可以说，他们正在寻找某種類型的租

客，例如不吸烟者。除此之外，他们不能

拒绝出租房屋。根据《人权法》以个人原

因而拒绝出租房屋给予他人是非法的。

可能很难确定您是否经历过歧视。有時房

东以礼貌和友好的方式表达拒絕出租房

屋，或是很多人在看同样的房子，很难说

为什么房东选择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作为

房客。但是，如果您觉得自己受到歧视，

那么您可以与人权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



保留记录

请保留一切关于租赁事宜的文件副

件，并放同一文件夾內保存，包括：

• 您的租赁协议。

• 已付押金的收據及租房申請表格
的副本。

• 已付租金和租金收据的记录。

• 与您的房东或物业经理联系的所有

维修记录，电话或拜访的日期和时

间以及所说的内容。

• 房屋检查报告和照片的副本,确保照

片已注明日期并签名。

签署租赁协议

你的租赁协议

《住宅租赁法》要求您与房东签订书面

租赁协议。请你确保双方都签署此房屋

租赁协议。

租赁服务處提供，有关在租赁协议中应

包含和不应包含的條款。您当地的社区

法律中心(Community Law Centre)可提

供有关租赁协议的免费法律諮詢。您当

地的CAB还可以提供有关租赁权利和义

务的資訊。

预付租金

您的房东可以提前两周收取租金。如果

您在這方面需要援助，请提前联络社会

发展局的老人服务中心。

押金

房东可以要求您支付押金（金钱）作為

保證金。保证金可等同高达四星期的租

金。您的房东必须向租赁服务处提交押

金。

押金和住宿表格可在網上填寫，并且必
须由您和房东签署。你可向房东取回一
份你的住宿表格及押金收据副本作為纪
录。

如果您在支付押金方面需要帮助，请與
社会发展局的老人服务中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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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与房东备忘清单:

房东和租客都需要填写好各自的文件，并保存与租赁协议有关的记录。

o 确保您有一份签署租房协议

o 确保您有一份共同填写好,房屋检查报告,包括相片

o 确保您有一份书面的租房协议并且仔细阅读以了解双方
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o 确保您有一份收取租金并保留准确的租金和押金记录

o 确保您有一份联络租赁服务处的电话及方法

o 确保您有一份彼此联系方法以及/或您的代理中介的联系方式，包括万
一出现紧急情况时使用的电话号码

o 确保您有一份重要的备忘录，例如垃圾处理和回收所需的设备（如垃
圾箱、袋子）

o 确保您了解房屋及家居保险，以保障您的私人財物損失。您还应考虑
购买个人责任保险，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租客需对自己或他的訪客所
造成的损坏负责。

o 确保您联络安排接通煤氣、电和电话网络以及其它居家服务

o 确保您安排更新住宅地址以及更换接收信件的地址。包括银行、診
所、福利部、社会发展局的老人服务中心等。

o 确保您有一位居住附近的朋友或联絡人，可以为你提供帮忙。

BUS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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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支付租金

住宿补贴是每周一次的付款，可用于

补贴租金，伙食费或拥有住房的费

用。若你符合以下情况，便有机会获

得住宿补贴：

• 需缴付住宿费用

• 新西兰公民或永久居民

• 通常住在新西兰，打算留
在这里

住宿补贴还取决于以下因素：

• 您和您的配偶或伴侣收入多少

• 您和您的配偶或伴侣拥有的任何金
钱或资产。

支付租金及增加租金

我的租金多久会提高一次？

对于定期租赁，您的房东可以每12个

月增加一次租金，并且必须至少提前

60天给你增加租金的书面通知。

如果您住在寄宿房中，房东必须至少

提前28天给你书面通知。对于固定期

限租赁，除非在租赁协议中说明，否

则在此期间不允许增加租金。

房租能增加多少？

对于可以增加的租金金额没有法律控

制。如果您认为您的租金大大高于市

场价格，您可以向租赁审裁处提出反

对。

你可以从以下机构的网站找到您租住

地点附近出租房屋的租金价格。

租赁服务处： 

www.tenancy.govt.nz/rent-bond-

and-bills/market-rent/

物业估价处：www.qv.co.nz/

property-trends/rental-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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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想查询更多相关的信

息，你可到以下网站浏览： 

• 工收局：

https://www.workandincome.govt.

nz /products/a-z-benefits/

accommodation-supplement.html

• 社会发展局的免费电话：

0800 552 002

(普通话：0800 661 001，

粤语：0800 66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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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生活

改造房屋

你的家庭医生可能建议你改造居住环

境，例如安裝扶手、在浴室內加

裝“步入式”淋浴设计或易行坡道，

以便使你的住所变得更安全，生活得

到更大便利。

您可能合乎资格获得地区卫生局的补

助来改造房屋。你可向您的家庭医生

或需求评估和协调服务部（Needs 

Assessment and Service 

Coordination）咨询详情。

就以上事項，请你事先征求房东的许

可。根据《住宅租赁法》，房东不得

拒绝合理的房屋改造请求。

同住护理员

请查看您的租赁协议，找出允许在该

房屋中居住的人数。

您可能需要先征求房东的允许，才可

与护理员一同居住。

请查问清楚增加入住人数是否会提升

租金，如在這方面需要協助，请与社

会发展局的老人服务中心联络。

留在医院

如您需在医院留医一段时间，请您通知

房东或物业经理。您必须在住院期间继

续支付房租。

请你和医院的医疗团队及工收局联系，

以帮助您安排在住院期间如何支付房

租。

请您通知社会发展局的老人服务中心，

以确保您的养老金或其他款项不受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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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出投诉
如果你跟房东或物业经理无法自

行商量解决问题，达成共识，请

你联系租赁服务处，寻求建议。

租赁审裁处也可为您安排调停服

务，联系双方解决问题。租赁审

裁处將就此类服务收取一定的申

请费用。

承担损坏费用

租客须承担任何由他们或他们的访客故

意或不慎所造成的损坏费用。

租客不须承担因入屋盗窃或自然災害
（如洪水或地震）而引起的维修或损坏
费用。

租客不须承担因正常磨损的损坏费用。

遇到不礼貌/滋扰性房东或物业经理

如果您遭到房东的滋扰或虐待，请立即

与租赁服务处联系。

如果您受到物业经理的滋扰，请直接联

系您的房东，并联系租赁服务处。若你

想知道有关信息和建议，请联系处理虐

待老人服务(Elder Abuse Response 

Service)，保密及24小時免费求助热

线：0800 326 6865。

该如何解决问题 

维修和维护

如果您的房东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修复

房屋中的问题，并且您已以书面形式重

复地提出请求，您可以向房东发出"解

决通知书"(notice to remedy)。此表

格可在租赁服务处网站上找到。

即使维修事项未完成，你也必須准时支

付房租。

在若干情況下，若损坏会引致他人受伤

或造成更大损害，你可自行进行紧急维

修，事后房东需按法例規定偿付维修费

用。如你對向房东提出维修和追討维护

费用有疑问，你可向租赁服务处,、社

区法律中心、民政局、老年关爱协会

(Age Concern)或租赁保护

协会(Tenants Protection 

Association)要求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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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离时

收回押金

当您搬家时，您有权收回押金，除非房

东有充分的理由保留押金，例如你还未

支付租金或出租房屋內的物品有损坏的

情况。

房东不能收取正常磨损的费用。

您的押金可以转移到新的出租房屋。要
把押金转移到新的出租房屋，你需要填
写一份押金转让表，后由您和您的前房
东签署。这张表格会随后交给你的新房
东。

搬入护老院

搬进护老院，如养老院或重症护理院，

是一个重大决定，这个选择涉及您的健

康、安全、行动、打理家务的能力以及

独立生活的能力（包括能否安排社区家

居服务，去帮助您独立地生活）。

需求评估

如果您正在考虑搬到养老院或护老院，请

留意以下几点。

第一步是需求评估。这是对您的健康状况
和执行日常任务的能力的评估，以查看你
是否需要家庭帮助或住院护理。评估是由
合资格的需求评估人员，通过区域卫生局
(DHB)，或需求评估服务协调机构
（NASC）进行的。

您可以要求家庭医生(GP)安排转介做以上

的需求评估，也可以直接与区域卫生局

(DHB)联系，并要求当地的需求评估服务

协调机构幫你進行。有时，老年关爱协会

(Age Concern)的分区可以代表您联系需

求评估人员。

需求评估员(Needs assessor)会在你家中

进行详细评估，他们会深入了解你的居家

环境是否适合你的需要，例如浴室和卫生

间设施的安全性和可用性，以及询问您的

健康状况和日常活动。你的朋友或家人可

陪同你参与评估。

如果您被评估为中低度的需要，需求评估

员会建议您使用居家护理服务，帮助您继

续在家生活。如果您的需求评估为高度的

需要，即需要持续的住宿照顾，您便可以

考虑搬入护老院。

10 



BUS 
STOP

搬离时

护老院补助金

在沒有政府的补贴下，您可以自己支付入住护老院。但是，许多老人使用护老院补

助金来帮助支付护老院费用。申请资格取决于您的资产和收入。您拥有的资产必須

低于最低限额，才能获得补贴。

如果您合乎资格申请补助金，补助金将直接由卫生部支付给护老院。政府补助金将

无法支付所有费用。其余费用会从您的养老金和您其他收入去缴付。

额外费用

请务必检查不同的费用。护老院通常对“高级房”收取额外费用，“高级房”具有

套间，空間大或有更好的设备。您无法使用护老院补助金来支付这些高级房的额外

费用。如果您不想支付高级房的费用，可选择标准房。有些护老院亦会提供其他的

收费服务，如报纸、私人电视和美发师，你不一定需要这些服务，但住客需要自己

支付这些服务费用。

11



搬离时注意事项:

o 在租约期满时搬出房屋，你需要带走所有物品及垃圾。

o 请以照片证明房屋内外干净与整洁。

o 所有租金已付清，没有欠款。

o 停用银行自动转账租金服务

o 转邮/转寄。您所有的重要联系人和组织都已收到新地址的通知。

o 电力公司已完成最后一次读表，并将最终帐單发送到您的新地址。

o 如果您有家居电话及互连网络,请取消并已经到新的地址。

o 安排收回您的押金或将其转至您的新租赁中。通知租赁服务处您的新地址。

o 所有钥匙已退还给房东。

o 您已安排有关搬运所有随身物品到你的新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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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 
STOP

• 按时支付租金

• 保持房屋整洁

• 通知房东進行需要的维修

• 支付您所有的账单

• 如有任何损坏，请尽快通知房
东。

租客和房东的权利和责任

《住宅租赁法》涵盖了所有租賃事宜。它订立有关租赁规则、房东和租客的责

任、权利和对双方的保护。

作为租客，您必须：

• 损坏或允许他人损坏房屋

• 打扰邻居或其他租客

• 未经房东的书面同意，对房屋

进行任何改造或装修

• 将房屋用于任何非法途徑

• 居住人数超过了租赁协议中的

人数上限。

租客不能：

• 提供并维修房屋至合理水平

• 专重隐私和提供安静的居住环
境

• 符合所有法例規定的建筑，健

康和安全标准

• 通知租客该物业是否出售

• 如果房东需连续21天或以上不

在新西兰，须安排代理人在此

期间管理房屋。

房东必须：

• 没收你的私人物品

• 干扰你的生活及所需接受的服

务，除非有必要,如有危险或房

屋需進行维修。

房东不能：

若你想知道更多有关房客和房东的权利和责任的信息，请联系租

赁服务处，当地公民咨询局，社区法律中心或当地租户保护协会

(Tenants Protectio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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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机构和信息

老年关爱协会(Age Concern)专门为老人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和支持，包括心理辅

导，健康咨询、法律和經濟咨询服务等。主张家庭和警察合作，处理老人受虐待的

问题。全国服务电话: 04 801 9338

公民咨询局(Citizens Advice Bureau - CAB)分区遍布全国各地提供各类咨询服

务，包括租赁房屋咨询。www.cab.org.nz

社会发展局的老人服务中心(Senior Services)可以帮助，解决紧急住房需要之老

人或无家流浪者，協助申请住屋补贴或其他经济援助。免费电话：0800 552 002

Ezispeak是政府的电话口译服务中心。免费电话：0800 453 771 或网站 
 www.ezispeak.nz

社区法律中心(Community Law)提供法律咨询，去帮助调解及和解服务。查询免费

服务地区。請访问网站 https://communitylaw.org.nz/

圣约翰医疗警报器(St John Medical Alarm)帮助老人独立地生活、为身体残疾和

独居老年人提供紧急援助。免费电话：0800 50 23 23

受虐老人求助热线(Elder Abuse Helpline)由注册护士提供24小時电话服务，将求

助者与其地区专家作电话连接，为不同文化背景之求助者提供合適的服务，安排翻

译服务。免费电话：0800 32 668 65

家居护理支持服务(Home Support Services)：卫生局核下家庭和社区支援服务

部。请系您当地的需求评估服务协调机构(NASC)。网站 www.nznasca.co.nz/

regions

残疾津贴(Disability Allowance)：残疾人仕包括因身体、智力或感官障碍而持续

6个月或6个月以上，影响他們的日常生活动能力。联系工收局，残疾津贴为作支付

每周生活开支。

交通补贴计划(Total Mobility Scheme)：为有障碍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困难的

人仕提供出租车及交通费用的50%折扣。市议会(council)或当地老年关爱协会

(Age Concern)能够帮助你去申请交通补贴。 

www.nzta.govt.nz/resources/total-mobility-scheme/total-mobility.html

其他经济援助(如紧急补贴)。联系工收局老人福利部。免费电话：0800 552 002 

(普通话：0800 661 001，粤语：0800 66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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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族裔的群体和服务

奥克兰老年关爱协会(Age Concern)亚裔員工为东亚族群之老年人提供支持和活动。 

https://www.ageconcernauckland.org.nz/ 联系电话: 09 820 2713 / 09 820 0271

亚裔家庭服务中心(Asian Family Services - AFS)为居住在新西兰的亚洲人提供专

业、保密、全国性的個人专业辅导或电话輔導。服务以英语、普通话、粤语、韩

语、越南语、日语、泰语、印地语、古吉拉特语和马拉地语提供心理咨服务。 

https://www.asianfamilyservices.nz 免费电话: 0800 862 342

华人社区服务中心(Chinese New Settlers Services Trust - CNSST)为华人和韩国

人提供社区服务，教育及社会房屋等各类服务。服务以普通话、粤语、韩语和英语

提供。 http://www.cnsst.org.nz/  联系电话: 09 570 1188

华人：

华人长者慈善基金会(Chinese Positive Ageing Charitable Trust)在奥克兰地區提
供老人支持和定期团体活动。联系电话: 021 052 0930

新西兰华人互助慈善基金会(A Better Chance Charitable Trust)在奥克兰地區为的
华人提供支持和活动。http://abetterchancetrust.org.nz/  联系电话: 09 828 8333



思考未来
预设健康护理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 - ACP)是一个过程让你去提

前想一想，谈论一下和计划你的临终前的照顾和护理。你可以按你个人

的节奏，来设定这个护理计划。重要的步骤是思考和谈论你的愿望和想

法，写下这些愿望和想法，与您的亲人及您的医疗保健团队分享。谈论

未来，特别是临终前的护理，可能很难，但有资源和人可以帮助你。

更多信息

• 健康质量与安全委员会(Health Quality & Safety
Commission): https://www.hqsc.govt.nz/our-programmes/
advance-care-planning/

• 长者专线(Seniorline): https://www.seniorline.org.nz/
living-in-your-own-home/postive-ageing/

持久受权书(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EPA)是一份法律
文件，可以在您不能做决定时，委任受托人管理您的财务和处理个人
护理事务。文件是由律师、合格的法律助理或公共信托（Public 
Trust ）的授权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编制和签署。你选择一个你信任的
人来担任你的受托人。这个人可以是你的朋友、家庭成员、律师或像
公共信托(Public Trust)这样的公司。

更多信息
• 司法部(The Ministry of Justice): https://www.justice.govt.nz/
family/powers-to-make-decisions/the-court-and-enduring-power-of-
 attorney-epa/

• 长者专线(Seniorline): https://www.seniorline.org.nz/living-in- 
your-own-home/postive-ag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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