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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財務遭遇危機？
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些人會遇到個人財務危機。有些財務問題

可能我們自己能解決，但有些我們則需要專業人員的幫助。財

務危機可能是隨時間逐漸變得愈發嚴重，也可能因失業、嚴重

疾病、婚姻破裂或其他重大生活變故而突然出現。

不管什麼原因，如果您無力支付個人帳單或債務，您仍有選

擇。

識別危險信號

如果出現下列現象，您是有了或即將會有債務問題，

• 您持續超出信用卡限額，或您使用信用卡並不是為了方

便，而是只能用它

• 從一個發薪日到下一個發薪日您總是借錢度日

• 很多個月以來，您每月只支付利息或服務費，不能減少總

債務

• 債權人迫您還錢，通過法庭令扣押您的工資，威脅起訴，

或收回您的車子、家具或電視，或雇用了討債公司為他們

收帳

• 水電氣公司切斷了服務因為您沒有付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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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註冊信託師聯繫
找一位註冊信託師討論不同選擇

如果您遭遇到嚴重財務困難，您需要找一位註冊信託師

（LIT）商談。找LIT談時，帶上所有有關您財務狀況的資訊：

信用卡帳單、銀行對帳單、房屋貸款記錄、貸款文件等。LIT
會向您介紹不同解決辦法的優點及結果。一般來講，LIT第一

次約談不收費。

LIT是法院工作人員，他們的責任是平衡您和您的債權人之間

的利益。除了幫助您評估您的狀況，LIT還將向您提供有關還

款建議書和破產程序的資訊和建議，他們扮演一個公正的角

色，確保您和債權人的權利均得到尊重。

註冊信託師是什麼？

註冊信託師（LIT）是唯一擁有許可、管理與政府有關的破產訴

訟的專業人員，他們通過消費者建議書和破產等相關程序，使

您免除債務煩惱。

當您選擇LIT時，您可以放心您是在與獲得了破產總監辦公室頒

發的執照，有知識、經驗和技術的人打交道。

LIT負責：

• 審核遇到財務困難的消費者的狀況，提供各種不同選擇

• 代表您與債權人打交道

• 保護消費者權利，使他們不受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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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一名您所在地區的註冊信託師：

• 在網站Canada.ca 搜索 Licensed Insolvency Trustee database 

available

何為債務諮詢師？

債務諮詢師通常是在消費者建議書或破產申請提出之前、其間

或之後向債權人推銷自己的服務。相反，非營利的信用顧問往

往不收取服務費用，並向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財務諮詢。

瞭解註冊信託師與債務諮詢師的不同

註冊信託師 債務諮詢師

第一次諮詢免費 ?

可以辦理消費者建議書 

可以辦理破產

持聯邦執照

由聯邦管理

經驗和教育資質由政府評估

收費受到監管

有正式投訴機制 ?

按聯邦標準提供破產諮詢，按

規定的低費率收費

http://www.ic.gc.ca/app/osb/tds/search.html?lang=eng
http://www.ic.gc.ca/app/osb/tds/search.html?lang=eng
https://www.ic.gc.ca/eic/site/bsf-osb.nsf/eng/br036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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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消費者建議書和破
產程序

解決您的財務危機有各種可能的方案。本節介紹破產總監辦公

室（OSB）監督下的兩種正式解決方案：消費者建議書和破產

程序；這兩種方案依據加拿大《破產法》為債務人提供法律保

護，使誠實但不幸的債務人被免除大部分債務責任。

消費者建議書

如果您的總債務少於$250,000 (不包括房屋貸款)，消費者建

議書可能是適合您的選擇。

消費者建議書是一個還款計劃，它安排向您的債權人支付欠款

的一定百分比或推遲清償期限或兩者兼有。

在這種安排下，您向註冊信託師（LIT）付款，LIT 把錢分割，

還給您的不同債權人。

按照法律，您必須最長在五年之內按消費者建議書的規定付清

款項。

為什麼申請消費者建議書？

消費者建議書可以在不宣佈破產的情況下幫助您解決債務問

題。與破產不同的是，如果您的債權人接受您的還款建議書，

只要您遵守建議書的條款，您將可以保留您的資產（例如任何

存款或投資、汽車、住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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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書必須得到您的債權人的同意

處理您的財務問題的LIT將與您一起制定一份比較有可能被債

權人接受的建議書。您的LIT會在破產總監辦公室註冊您的建

議書，LIT還將把建議書的副本連同您的個人狀況及財務困難

起因報告一起交給債權人。

您的債權人有45天時間接受或拒絕消費者建議書。

如果債權人接受了您的建議書：

• 您將負責向LIT一次性付款或分多次付款，並遵守建議書中

的任何其它條款

• 只要您向有抵押債權人按期付款，您可以保留自己的資產 

• 您必須參加兩次強制性諮詢課

• 建議書在其執行期內和之後的三年時間裡將留在您的信用

記錄上

如果您的建議書未被接受，LIT將與您一起對建議書作修改並

再次提交。或者您也可以考慮其它選項來解決您的財務問題，

例如申請破產。

建議書在破產總監辦公室註冊後，您停止向您的非抵押債權人

付款。另外，如果您的債權人正在使用工資扣押程序，或提起

了訴訟，這些行動也將被停止。

在建議書的期限結束時，只要您滿足了所有付款條款，您將被

合法免除建議書中所列債務。

注：

如果您欠款數額超過$250,000，您可以選擇申請另一種形式的

建議書，名為Division I建議書。但與消費者建議書不同的是，

如果一個Division I建議書未被債權人接受，您自動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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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

破產是註冊信託師可以辦理的另一種法律程序。申請破產只應

該作為最後的選擇 – 即您已不能以任何其它方式履行財務責

任，無法解決您的債務問題。理解申請破產中您需要做些什麼

以及破產對您有什麼影響很重要。

LIT將幫助您填寫要求的表格。破產總監辦公室的官方受理人

（Official Receiver）審核並接受了破產申請後，您將被正式宣

佈破產。從這時開始，LIT將直接與您的債權人打交道。債權

人或收債機構的電話也應停止了。如果他們還打來電話，讓他

們找您的LIT講話。LIT可以向您提供與您的個案相關的進一步

適用資訊。

您被宣佈破產後，您有責任在破產程序中與LIT配合，提供所

有要求的資訊。

您破產後，LIT 佔有您的、除省或地區法律豁免部分以外的全

部資產，如家庭物品、衣服和專業工具。

您交給LIT的財物將被出售，所得錢款將被用於償還欠債和破

產程序相關費用。

強制性諮詢

如果您申請了破產或申請了消費者建議書，您將被要求參加兩

次諮詢，由合格諮詢師或註冊信託師提供諮詢。諮詢將幫助您

管理您未來的財務。

費用

申請消費者建議書或破產，您需要支付費用。每個具體個案的

收費有所不同，收費標準由聯邦政府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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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破產者責任免除
破產者責任免除是破產程序的最後一步。一旦您作為破產者被

免除了債務責任，宣佈破產時的大部分負債，您將被免除法定

還款責任。某些種類的債務，如配偶贍養費、撫養費、法庭判

定的罰款、罰金或賠償令等，不能免除。

取得破產者責任免除需要九個月時間或更長，這要看您的情況

和在整個過程中您與LIT合作的情況。

如果您申請消費者建議書或宣佈破產，對您的信用等級會
有什麼影響？ 

某人被宣佈破產或訂立了消費者建議書時，信用機構會得

到通知。消費者建議書將在其有效期內和之後三年時間裡

保留在您的信用記錄上。信用記錄中有關第一次破產的資

訊通常會在您被免除破產者責任起的六年或七年後在信用

報告上刪除，具體時間要視您所居住的省份而定。

消費者建議書和破產記錄對外公開

您訂立消費者建議書或宣佈破產時，您的名字會進入公開

破產及資不抵債記錄。 任何人要求得到這個資訊，都可以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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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者責任有時被自動免除

破產者責任是否被自動免除要看幾個因素。 

如果這是您的第一次破產且滿足以下條件，宣佈破產九個月後

您將被自動免除破產者責任： 

1. LIT 、債權人和破產總監辦公室不反對免除您的責任；

2. 您不曾拒絕接受諮詢或不參加諮詢；和

3. 按照破產總監辦公室規定的標準，您未被要求支付您的一

部分剩餘收入。如果您必須向LIT支付部分剩餘收入，支付

21個月之後您便達到自動免除責任的條件。如果您不滿足

自動責任免除的條件，您將被要求上法庭參加責任免除聽

證會。

與破產有關的調解

我們提供破產相關的調解服務，幫助被宣佈破產者和LIT解決

他們之間有關剩餘收入支付的爭議。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一個

債權人反對免除破產者責任，我們也有調解提供。瞭解更多資

訊，請訪問破產總監辦公室網站 Canada.ca website

https://www.ic.gc.ca/eic/site/bsf-osb.nsf/eng/br010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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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破產總監辦公室
破產總監辦公室（OSB）負責管理《破產法》，及擔負《公司

債權人安排法》的某些責任。我們為破產專業人員發放牌照並

進行監督管理，確保高效和有效的監管框架，指導相關方遵守

破產程序，維護公共記錄和統計數據。

問題與投訴

關於建議書、破產程序和其它相關方面如果您有問題，請與

註冊信託師（LIT）談，或打電話或通過OSB網站 Canada.ca 

website與破產總監辦公室聯繫。

OSB還負責記錄及在適當情況下調查對LIT、債務人和債權

人的投訴。如要提出投訴，您可以通過電話或網站Canada.ca 

website與OSB聯繫。

1-877-376-9902 

1-866-694-8389（有聽力障礙者） 

（星期一到星期五 - 上午8:30 到下午4:30）

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

 
與 Your Money Matters 保持鏈通。

查找更多如何管理債務的資源和資訊，請上  

Office of Consumer Affairs 網站。

https://www.ic.gc.ca/eic/site/bsf-osb.nsf/eng/home
https://www.ic.gc.ca/eic/site/bsf-osb.nsf/eng/home
https://www.ic.gc.ca/eic/site/bsf-osb.nsf/eng/home
https://www.ic.gc.ca/eic/site/bsf-osb.nsf/eng/home
https://www.facebook.com/YourMoneyMattersCanada/?fref=ts
https://twitter.com/YourMoneyCanada
https://www.facebook.com/YourMoneyMattersCanada/?fref=ts
https://twitter.com/YourMoneyCanada
http://www.ic.gc.ca/eic/site/oca-bc.nsf/eng/home
http://www.ic.gc.ca/eic/site/oca-bc.nsf/en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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