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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指南 

本指南由波士顿市制作，旨在帮助您了解驱逐过程，即租户永久搬离出租房屋的过程。驱逐是一个非常
严重的法律程序，可能难以应对。您应该了解自己的合法权利和驱逐程序中的各个步骤，并且应该知道
到哪里去寻求资源和帮助。

驱逐有很多步骤，但可能进展速度很快。充分了解各个步骤。寻求帮助。

保留重要文件的副本
如果您签订了租赁协议，请保留一份副本，并保存好从房东那里收到的所有通知或电子邮件副本。

索要收据
支付房租或保证金时，须索要收据。

及时沟通
如果您无法支付房租，请就偿付计划与房东进行沟通。如果您违反了租约条款，请向房东解释说明您计
划如何解决该问题。如果房东提出增加租金而您无法承担，应询问房东是否可以降低涨幅或者过一段时
间再提高租金。

须出具书面迁出通知书
如果房东告诉您必须搬离，请谨记，房东须出具书面迁出通知并须遵循法律程序（包括向法庭起诉）才
能驱逐租户。

只有法官才有驱逐权
只有法官才有权命令您和您的家人搬离公寓。房东将您锁在出租房门外或者通过停电停水的方式迫使您
搬离出租房的做法都是非法的。

务必准时出庭
如果您收到了《传票和诉状》文件，请准时出庭。如果您未出庭，法庭将做出有利于房东的裁决并下令
驱逐。

获取法律援助
有些法律服务机构开设有法律诊所或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可以帮助您填写表格、提交法律文件（“申
请”）或者协商解决。

致电波士顿住房稳定办公室，电话617-635-4200
我们可以帮助您应对驱逐程序，还能帮您获得法律、经济或其他援助，其中包括收费低廉或免费的调解
服务。

 

租户实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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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前

第1步： 房东向租户出具书面通知
  租户收到指明房东要终止租赁的迁出通知。

第2步： 房东向法院起诉
	 	 租户收到《传票和诉状》，其中写明房东的诉求以及双方当事人必须出庭的时间和地点。

第3步：  				租户对房东起诉做出回应
	 	 租户可提交法律文件陈述自己这一方对诉讼的意见和立场，对房东做出回应。

第4步：	 庭审准备
	 	 租户可收集文件和寻找证人，为庭审做准备。

庭审

第5步：	 出庭
  租户必须在《传票和诉状》中所列出的日期和时间出庭。如果租户未出庭，法官可能会下令驱逐。

第6步：						租户和房东可达成协议：调解/谈判
  审判之日，租户可通过调解或谈判而不是审判来解决他们的案件。

第7步：						租户和房东可接受审判
  如果当事双方接受审判，法官或陪审团将听取事实陈述并审查证据。

庭审后

第8步：	 法官或陪审团做出裁决
  审判结束时，法官或陪审团将判决谁胜诉。

第9步：	 败诉方就判决提出上诉
  败诉方可就判决提出上诉。

第10步：	 法官下令搬出
	 	 如果房东胜诉，并且租户上诉未成功，法官将签发法律文件，让警长或警员请租户搬离租住房屋。

第11步：					租户收到搬出通知
  让租户搬出之前，警长或警员须向租户出示48小时通知/迁出通知。

第12步：					租户及其物品搬出租住房屋
  48小时通知之后，警察或警员可将租户的物品搬离公寓并换锁。关于租户物品的存放地点和时间		
	 	 都有相关规定。

驱逐程序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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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

如果您面临驱逐，有很多法律服务组织和资源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大波士顿法律服务
大波士顿法律服务为大波士顿地区的低收入租户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如果您
需要法律帮助，请致电617-371-1234并与律师交谈。大波士顿法律服务周一
设有法律诊所，帮助租户应对驱逐案件。最好拨打电话617-371-1234进行预约。

哈佛法律援助处
哈佛法律援助处为大波士顿地区的低收入租户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如果您需
要法律援助，请致电617-495-4408。哈佛法律援助处由学生在执业律师的监
督指导下运营，暑期及学校放假期间可能不会接受新案件。

志愿律师项目
志愿律师项目为低收入租户以及拥有和占有房产的房东提供驱逐援助。请于
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中午12:00拨打电话617-603-1700通过“东部地区法律
服务”与志愿律师项目联系。志愿律师项目可帮助确定您是否有资格获得法
律服务并可为您提供信息或建议。

马萨诸塞法律援助
马萨诸塞法律援助网站提供与驱逐程序相关的实用信息和易于使用的表格，
帮助您应对驱逐问题。请访问：www.masslegalhelp.org。

波士顿房屋法庭当日律师计划
周三和周四上午，律师在波士顿房屋法庭为租户和低收入房东提供免费法律
援助。如果波士顿房屋法庭正在对您的驱逐案件进行听证，您可在当日与该
计划的律师进行交谈。

法庭服务问讯处
爱德华布鲁克法院二楼（波士顿房屋法庭）设有法庭服务问讯处。如果您的
驱逐案件在波士顿房屋法庭审理，该问讯处可为您提供信息。

马萨诸塞律师协会：
马萨诸塞律师协会设有律师推荐计划。推荐服务免费，但律师要收取费用。
请致电617-654-0400了解更多信息。

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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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援助及更多帮助

如果您正面临驱逐，还有其他很多组织机构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其中包括寻
找住房方面的帮助和/或经济资助。

波士顿大都市住房合作
波士顿大都市住房合作提供找房讲座，并对过渡期家庭租房援助计划进行管
理，以帮助这些家庭获得稳定的住处。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波士顿大都市住房
合作计划的信息，请致电617-859-0400。

家庭启动（Homestart）
家庭启动计划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找房咨询，还能为保障性住房中面临驱逐的
家庭提供租房援助。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家庭启动计划的信息，请致电617-
542-0338。

租约保护计划
租约保护计划是针对因残障相关行为而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的一项无家可归
预防计划。法院或社会服务机构经常为租户引荐此计划。

波士顿市安老事务委员会
波士顿安老事务委员会可以为55岁及以上的波士顿居民提供住房资源方面的
建议和信息。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安老委的资源及其推荐合作伙伴的信息，请
致电617-635-4366。

其他非盈利组织和机构也可提供经济资助或住房资源；如有疑问，请致电住
房稳定办公室：617-635-4200。

其他资源

致谢
市长Martin	J.	Walsh和

社区发展部
对东北大学法律学院以及

社会环境中的法律技能社会公正专业的学生表示感谢。他们在
“脆弱性到稳定性：波士顿租户权益”

这一项目中的工作
为住房稳定办公室和本驱逐指南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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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房东向租户出具书面通知
 
T要启动驱逐程序，房东或房主必须向您出具《迁出通知》。《迁出通知》范例在本指南第8页。《迁出通
知》为书面文件，其中指明：

	 •	 房东意图要终止租赁。

	 •	 房东意图要终止租赁的原因（如果有的话）。

	 •	 租期结束前的剩余天数，通常为14或30天。这段时间被称为“通知期”。

一般来说，房东启动驱逐程序有三个原因：

	 •	 未付房租。租户未支付商定的租金。一般来说，未支付租金这种情况的通知期为14天。有些	 	
	 	 补贴性住房或援助凭证计划所需要的通知期较长。

	 •	 违反租约。租户违反了租约条款，其中包括与招待宾客、吸烟、噪音、宠物、分租、犯罪活	 	
	 	 动相关的租约条款或其他租约条款。这也可被称为“有原因”驱逐。

	 •	 无过错。如果您未签订书面租赁协议，即使您按时支付租金并遵守规则，您的房东也可能终
	 	 止租赁，并开始驱逐程序。无过错驱逐通常在下列情况下出现：房东欲出售房产、整修住
	 	 房、亲属入住或增加房租。无过错驱逐的通知期至少为30天。

迁出通知可由警长或警员送往公寓或通过邮寄方式发送给租户。

庭审前

租户小贴士：迁出通知

迁出通知可能使用您必须“腾出”或“迁出并交还”公寓这样的用
词。您可以——但不是必须——在此日期前搬出。房东驱逐租户必须

遵循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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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忽视迁出通知。请进行下列步骤：

如果您因未支付房租而收到迁出通知：

•	 如果您已支付房租，找到您的收据并与房东一起查看。

•	 如果您拖欠了房租，请支付欠款。如果房东不收欠款，请将此记录在一封通过美国	邮件（US	Mail）
	 邮寄的信函中，并要求回执。请一定保存好此信函的副本，并在	账户中留出租金。

•	 如果您拖欠租金并且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支付欠款，请与您的房东交谈，商定一个合理的还
	 款计划。有些机构或非盈利组织可提供经济资助。

•	 如果您有援助凭证并已失去收入来源，请告知您的租赁专员，并告诉房东您正寻求进行调整。您仅
	 负责自己那一部分租金。

•	 如果通知写明您有权要求召开会议或听证会，请提出要求。

如果您因违反租约而收到迁出通知：

•	 查看租约，看看租约中是否允许房东因为这个原因让您迁出。如果不允许，请向房东提出。

•	 向房东提供一个能够解决违反租约问题的方案。例如，解决方案可能是使非法宠物或住客离开租住房屋。

•	 要求召开会议或听证会（如果通知写明您有这个权利的话）。

•	 如果您有援助凭证，请与您的租赁专员进行沟通。因违反租约而被驱逐可能导致您的补贴终止。咨
	 询应如何解决驱逐问题。

如果您收到无过错迁出通知：

•	 如果房东想提高房租，可尝试与房东商议是否可以降低涨幅并在一定期限内不再涨房租。

•	 如果房东要出售或整修房屋，可与房东协商达成协议，让您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搬出。

庭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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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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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房东向法院起诉

一旦通知期（例如14天或30天）到期，房东便可开始进行法院驱逐程
序。房东将给您一份名为《传票和诉状》的法律文件，从而启动法院驱
逐程序。您应该亲自或在公寓接收《传票和诉状》。

标准的《传票和诉状》表是一页正反面文件。此标准表样例请参见第10
页和11页。

庭审前

 租户小贴士：切勿忽视《传票和诉状》。
它将告诉您：

	 •	 须何时出庭参加审判。

	 •	 庭审地点，其中包括法院名称和位置。

	 •	 租户应何时回应（包括答辩、反诉和/或披露）。

	 •	 房东申索的拖欠房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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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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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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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租户对房东起诉进行回应
 

作为租户，您有权对房东的起诉进行回应。您可提交下列文件进行回应：

	 •	 答辩书：租户对房东在诉状中的申索的答复和申辩。

	 •	 反诉书。租户对房东的申索。如果反诉成功，可减少租户的欠款额，甚至可能使房东赔偿租
	 	 户。如果租户因违反租约而被驱逐，则无权提出反诉。

	 •	 驳回动议。请求法院驳回房东的起诉。如果成功，这将结束房东对您的起诉，或者需要他们
	 	 重启程序。

	 •	 披露请求。要求房东提供更多信息。及时提交披露请求会使审判日期自动推迟两周，但很少
	 	 会使驱逐程序停止。

回应表有样本可以参考。马萨诸塞法律援助网站提供答辩表、反诉表、驳回动议和披露请求样本以及易
于使用的模板。马萨诸塞法院也提供各种驱逐表样本，其中包括答辩表。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常见的申辩、反诉以及您或许可以使用的驳回动议理由。如果对于是否应提出
某申辩或索赔有任何疑问，请咨询律师或法律服务机构。

常见的申辩

	 1.	 无迁出通知或通知不完善。房东未曾给租户发迁出通知，或者迁出通知中没有提供所有必需
	 	 的信息。

	 2.	 简易程序诉状有瑕疵。例如，这可能包括租户姓名拼写错误、迁出通知与简易程序诉状中陈
	 	 述的驱逐理由不同或者通知期结束之前就收到《传票和诉状》。

	 3.	 非法歧视。歧视是指出于以下原因的非法不公待遇：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原生国、性
	 	 别、性取向、年龄、血统、婚姻状况、残疾、有未成年子女或接受公共援助或租房补助。这	 	
	 	 可能包括拒绝出租或租赁条款不同。

庭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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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被拒绝/有资格获得合理的住宿条件。如果租户或其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人，租户有权获得合理		
	 	 的住宿条件。合理的住宿条件是对规则或政策的修改，使残疾人能够充分享用公寓。

	 5.	 驱逐是出于报复。房东不能因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而对您进行报复。

	 6.	 恢复租赁。租户已在答复日期之前支付了应付金额，或者双方签订了新租约。

	 7.	 无重大违约行为。违约行为较轻微或者可通过驱逐以外的方式加以纠正。

常见反诉（在未付房租和无过错驱逐中）

	 1.	 违反可居住性保证。房东未能提供安全体面的住房，例如：冬天缺乏供暖、供水和/或热水不		
	 	 足、有臭虫、老鼠或其他害虫。

	 2.	 违反安宁享用权。房东无理干扰您使用公寓，例如：未执行噪音或吸烟方面的物业条例；无	 	
	 	 正当理由或未经适当通知便进入公寓。

	 3.	 保证金方面违法。房东未依法收取、解释说明或返还保证金。

	 4.	 租金或调整不当。对于补贴性住房或公共住房的租户，未准确设定或调整租金，房东欲索要	 	
	 	 租户未拖欠的款项。

驳回动议的常见依据

	 1.	 您未曾收到迁出通知。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房东必须向租户出具迁出通知。

	 2.	 房东过早启动法庭程序。您在迁出通知中规定的期限之前就收到了简易程序诉状。

	 3.	 您已付清拖欠的房租。您有书面租约，并已支付拖欠的全部房租。

	 4.	 通知和听证权被否决。房东未遵循公共住房或补贴性住房租赁中的通知或审前听证要求
 

庭审前

Eviction Guide_v2_chinese.indd   13 8/14/2018   4:28:37 PM



14
波士顿市 

市长MARTIN J.WALSH 

驱逐指南 

 
如何提交答辩书、反诉书或披露请求

	 •	 何时：租户必须在《传票和诉状》（见上文样本）底部方框中列出的日期之前向法院和房东	 	
	 	 （或房东的律师）递交答辩书（和反诉书）。与此同时，租户向法院提交披露请求的时间不	 	
	 	 能迟于审判日期前的周一，还须将披露请求提供给房东或房东的律师。

	 •	 何地：您须将答辩书（和反诉书）递交法院和房东或房东的律师。房东的律师或许接受通过	 	
	 	 电子邮件或传真发送的副本。

	 •	 费用。租户提交答辩书、反诉书和披露请求均免费。

 

庭审前

 租户小贴士：将案件转至波士顿房屋法庭

如果房东向波士顿市法院的某一区法庭提起简易程序诉讼，您有权将案件转至波士顿
房屋法庭。各个法庭参见《传票和诉状》左上角。

为什么转移？

•	 波士顿房屋法庭的法官只审理房屋案件
•	 书记员在处理房屋问题方面更专业。
•	 通过当日律师计划可获得调解和法律帮助。

如何转移？填写《转移通知》表（可在马萨诸塞法庭（Mass	 Court）网站下载）并将
其提交到三个地方：区法院；房屋法庭；以及房东（或房东的律师）。

提交《转移通知》表的时间须不迟于原开庭日前一天。您可免费将现有案件转至房屋法庭。

Eviction Guide_v2_chinese.indd   14 8/14/2018   4:28: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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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庭审准备

 
出庭前，应做好准备。

您应为庭审做好所有文书工作并安排好证人。法官不可能因为您将文件落在家中而给您更多时间或重新
安排审判时间。

您可提前整理好文件，安排好证人。这可能包括打印您的通讯记录、请求获得检查服务部或其他机构签
发的罚单、以符合逻辑的方式整理您的文书以及为您的证人和预计房东将传唤的证人（如物业经理）准

备问题。

庭审前

租户小贴士：出庭应携带哪些材料

•	租赁协议复印件

•	拖欠房租案件中的付款收据

•	与出现问题的公寓有关的照片或书面文件

•	来自检查服务部门的罚单（如果房屋状况有问题）

•	能够应对房东指控（拖欠房租、宠物等等）的任何信件、电	
	 子邮件或通讯记录文件。请务必携带用挂号信发送信件的收据。

Eviction Guide_v2_chinese.indd   15 8/14/2018   4:28: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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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步：出庭

在法院通知中指明的日期和时间出庭非常重要，未能按时出庭可导致您失去住房。

到波士顿房屋法庭出庭

波士顿房屋法庭位于新查顿街24号（爱德华·W·布鲁克法院）。您须通过安检才能进入法庭。一定要留出
足够的时间过安检、登记以及在审判厅找座位。

租户应前往五楼登记，并确认指定的审判厅。开庭后，法官将在法官席上解释说明房屋法庭的程序。

法官说完后，各个审判厅的书记员将针对当时应在审判厅中出现的当事人进行点名。当书记员叫到当事人
的名字时，他/她会问当事人是否愿意进行调解。叫到您的名字时，您应响亮清晰地回答自己正在现场，并

说出您是否愿意进行调解。

庭审

租户小贴士：可获得法律援助；应了解到哪里去寻求帮助

租户可从《当日律师》表中的律师那里寻求帮助。“当日律
师”的成员由法律服务组织和志愿提供服务的律师组成。

您可以在波士顿房屋法庭五楼审判厅外面和三楼书记员办公室
外面找到这些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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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区法院出庭

如果您的案件将在某一区法院审理，请在《传票和诉状》中所列的日期和时间前往指定法院。您将需要过
安检，应留出足够时间来寻找法院和审判厅。您应到书记员办公室确认指定的审判厅。法官可能会一并审
理您的案件和其他民事及刑事案件。当审判厅书记员叫到您的名字时，应响亮清晰地回答您在现场。如果
书记员点名完毕却没有叫到您的名字，请与审判厅工作人员核实您是否走错了审判厅。有些区法院（虽然

不是全部）也提供调节和/或法律服务。关于这些服务请咨询书记员。

未出庭

如果您未出庭，法庭将做出有利于房东的裁决，您将被驱逐。您可能需要耽误工作或者安排其他人照管孩
子。如果您还有其他无法重新安排的事宜，比如手术或参加葬礼，请与房东或其律师联系，看看他们是否
同意将案件推迟。

如果您未出庭，法官将作出“缺席判决”。法庭将为您邮寄一份缺席判决书。如果您收到缺席判决书，应
寻求法律帮助，以提交一份撤销缺席判决的动议。撤销动议请求法庭从记录中删除缺席判决，允许进行审
判。您必须在缺席判决后10天内提交撤销缺席判决的动议，并且必须：

	 1.	 陈述错过原开庭日期的合理理由；以及
	 2.	 表明您要对驱逐提出抗辩。

如果您未能成功取消缺席判决，法庭将发出执行令。执行令将使警长或警员将您和您的财务搬离公寓。

如果房东未出庭，法院可能会驳回房东的起诉。

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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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步：租户和房东可达成协议：调解/谈判
 
谈判和调解是审判的替代方案，可使当事双方协议解决案件。你们不是必须达成协议。如果无法达成协
议，那么你们就要面对庭审。对于调解中的讨论内容，调解人和当事人必须保密。

调解中将有第三方——调解员——出席，可帮助当事双方达成解决方案。

等待调解员的时间可能较长。房东或其律师可能直接与您协商和解。您可能自己与房东的律师进行谈判；
一定要主张自己的权益。

和解协议的条款须以书面形式记录，由双方签字后提交给法庭。法庭可以执行和解协议。

 
 

庭审

租户小贴士：如何成功调解或谈判

•	 切勿同意自己不理解的条款；对于不清晰的条款，应要求进行解		
	 释说明或改写。

•	 如果同意还款计划，对于自己的负担能力应实事求是。如果您未		
	 能付款，房东可能会重新将您带回法庭，请法官命令您搬出。

•	 如果您同意搬出，应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寻找新住处，并有足	
	 够的钱来支付搬家费用（这可能包括新住所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		
	 月的房租以及保证金）。

•	 在无过错案件中，有某些可请求“延缓执行”的权利
	 ——您可要求更多的搬家时间。关于您拥有哪些“延缓执行”	 	
	 权，请咨询律师。

•	 《当日律师》表中的律师可帮助您进行谈判或审查协议。

•	 如果您有援助凭证，若因违反租约被房东驱逐，您可能会失去援		
	 助凭证。尽量以不影响援助凭证的方式解决案件。请咨询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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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步：租户和房东可能要面对审判
 
如果当事双方无法通过调解解决案件，法官将进行审判。审判是双方为自己申辩的机会。

大多数审判的步骤如下：

•	 开庭陈述。开庭陈述是双方向法庭概括讲述自己这一方情况的机会。

•	 房东陈述案件。房东将提供支持他们案件的证人和文件。租户将有机会向房东的证人提问，还可对
	 房东试图呈递的文件提出质疑。

•	 租户申辩。租户可在申辩中提供证人和文件。这是租户提供证据证明为什么房东不应胜诉的机会。	 	
	 如果租户已主张反诉，还可提供支持自己反诉的证人和文件。房东将有机会向租户的证人提问，还	 	
	 可对租户试图递交给法庭的文件提出质疑。

•	 结案陈词。双方可向法庭概括总结自己这一方的情况，并请求法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

审判期间，法庭将使各方遵守程序和证据规则。因此，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意见之前，向法律顾问寻求咨
询和帮助非常重要。如果您在波士顿房屋法庭，可请《当日律师》表中的律师给予帮助。

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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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步：法官或陪审团做出裁决

庭审结束时，法官或陪审团通常会对案件“加以周密考虑”。这意味着法官将审查庭审中呈现的事实，之
后再做决定。法官的决定称为判决书。法庭将把判决书邮寄给您。判决书中将说明谁有权占有公寓以及被
判给多少金额（如果有的话）。

第9步：败诉方就判决提出上诉

如果驱逐案件中房东胜诉，但您认为法官判决有误，您可就判决结果提出上诉。这将推迟驱逐，但您必须
在判决日期后10日内采取行动，否则您将失去上诉的机会。

在您被允许上诉之前，通常需向法庭交纳拖欠的租金和其他费用。这被称为上诉保证金。法庭可能会免除
上诉保证金。更多信息请咨询书记员办公室。上诉过程很复杂，最好去找细致的法律帮助。

庭审后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SUFFOLK SUPERIOR COURT 
SUCV2006-00000 
 

MARY MOE 
 
V. 
 

BOSTON GENERAL HOSPITAL 
 
 

NOTICE OF APPEAL 
 
 

 Mary Moe gives notice that she appeals from the 
judgment which entered against her on July 16, 2008. 
 
 
 

Mary Moe 
123 Main Street 
Boston, MA 02108 
617-555-1234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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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步：法官下令搬出

如果法官的裁决支持房东，房东须在判决后至少等待10日，才能获得执行令。执行令是一张文书，可使
警长或警员依法将您、您的家人以及您的物品从公寓中逐出。

庭审后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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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执行（在无过错驱逐中）

如果您正面临无过错驱逐，可向法庭提出动议，请求法庭将驱逐推迟（称为“延缓驱逐”）至多6个月，以
便寻找新住房。书记员办公室或法律服务机构可帮助您向法庭提交此请求。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是残疾人或
60岁以上的老人，您可申请至多长达1年的时间用于寻找新住所。如果法官认为恰当，即使不是“无过错”
案件，法官也可能给租户更多时间搬出。

第11步：租户收到搬出通知

警长或警员持执行令到公寓将您和您的家人逐出公寓之前，必须至少提前48小时向您发送书面通知。警长
或警员只能在工作日期间，不能在周末或法定假日将您逐出。《迁出通知》范例在本指南第23页。

如果您在意料之外收到48小时通知，应立即前往法庭寻求紧急延缓。这可能是因为您未参加庭审，您可以
表明自己没有收到庭审通知。

如果您收到了48小时通知并需要有限时间搬出，可前往下发执行令的法庭申请“临时限制令”，以防立即
被驱逐。提交此请求需要支付相关费用，但根据您的收入情况，此费用可能会免除。如果请求成功，您会
多几天时间（通常为10天）搬家。

第12步：租户及其物品搬出租住房屋

如果您未在截止日期之前将自己的物品搬离公寓，搬家人员将把您的物品搬走。您的物品须被搬到某一仓
库中。您也可以请搬家人员将您的物品搬到指定地点。您收到的48小时通知中将写明与您的物品存放相关
的信息，其中包括：

	 •	 驱逐后存放您的物品的仓库的信息；
 
	 •	 仓库保管费通知；
 
	 •	 通知您六个月后仓库可能会将您的物品出售；
 
	 •	 通知您如果您的地址变更，必须告知仓库；
 
	 •	 通知您如何收回您的物品

	 •	 如果您的通知中不包含以上各项，或者房东将您的物品丢在街上或垃圾箱中，请与下令驱逐
	 	 的法院联系，予以阻止。

庭审后

Eviction Guide_v2_chinese.indd   22 8/14/2018   4:28:38 PM



23
波士顿市 

市长MARTIN J.WALSH

驱逐指南

庭审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n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rtm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ree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State, Zip

Forty-Eight Hours Notice to Vacate Premises 

On information from the City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lice Department (which is enclosed), I hereby elect to annul and void 
your lease and tenancy, under the public nuisance law,  Massachusetts 
General Law chapter 139 § 19, effective immediately.
   
You have forty-eight (48) hour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to remove all 
belongings, surrender all keys, and leave the premises. 

If you fail to so vacate, I shall employ the due course of law to evict you.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ed by landlord or attorney

The Constab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ree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State, Zi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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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庇护所

个人资格。个人可选择应急庇护所，但入住时间和政策各不相同。

家庭资格。家庭可能有资格获得应急庇护所援助，但规则非常严格，无法保证一定能入住。您必须是马萨
诸塞州居民、符合收入标准、怀孕或者有年龄在21岁以下的孩子。此外，无家可归的原因必须是下列情况
之一：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房子或公寓被没收、逃离家庭暴力（当前或过去12个月之内）、无过错驱逐（
可能包括因境遇变化（如丧失收入来源或房租增加）未支付房租而被从私人住房中逐出）或者儿童遭受严
重的健康或安全风险。如果您从补贴性住房中被驱逐，马萨诸塞州可能会在3年内禁止您入住应急庇护所。

寻求帮助。波士顿的家庭应亲自到马萨诸塞大道1010号过渡期援助部申请应急庇护所。个人可致电
617-635-4200（选择1）与住房稳定办公室联系，了解更多关于庇护所选择的信息。

庭审后

家庭应急庇护所小贴士

切勿拒绝庇护所安置，否则您将在12个月内失去入住庇护所的权利。
您可对距离自己社区太远的安置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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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定义

答辩书：租户对房东控诉的答复。答辩书中应该陈述租户对驱逐的申辩以及租户对房东的索赔（反诉，如
果允许反诉的话）。第3步

上诉：将案件提交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进行审查的法律程序。第9步

诉状：启动诉讼案件的文件，其中阐明驱逐程序中房东对租户的索赔。第2步

警员：负责某些职责的公职人员，如提供法庭文件和执行法庭判决。第12步

缺席判决：在一方未能出庭或未能执行法庭命令时，法庭做出的裁决。驱逐案件中，如果租户未出庭，判
决将有利于房东，并可能导致驱逐和赔偿。第7步

申辩：房东不应胜诉的法律和事实根据。第3步

歧视：因租户的年龄、种族、原生国、性别、性取向、残疾、宗教信仰、接受公共援助或租房补助、有孩
子或者家庭成员受保护的其他特征而对租户的非法不公待遇。第3步

驱逐：房东使租户搬离其住房的法律程序。第1步

执行令：使房东有权将租户驱逐出住房的法律文件。第10步

房屋法庭：只审理房屋和房东/租户纠纷的法庭。波士顿房屋法庭负责整个波士顿市的相关案件。波士顿房
屋法庭位于新查顿街24号爱德华·布鲁克法院。第7步

当日律师：志愿者律师帮助租户的房屋法庭计划。第7步

租约：房东与租户签订的合同，其中规定租户交付指定金额的租金，有权在公寓中居住指定时间。租约中
还可能包含一些解释说明哪些行为被允许、哪些行为不被允许的条款。第1步

调解：租户和房东同意与经过培训可帮助解决纠纷的人员一起坐下来进行商谈。该人员将努力了解纠纷双
方，寻找解决方案。如果双方意见一致，法庭将不会再对驱逐案件进行审判。第6步

驳回动议：驱逐案件中，租户的驳回动议是请求法庭驳回房东的起诉。第3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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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过错驱逐：在下列情况下发生：任意租赁；租约结束；租约无故终止；租约因与违反租约或拖欠租金无
关的原因终止。第1步

拖欠房租：因未支付房租而引起的驱逐。第1步

迁出通知：房东向租户发出的书面通知，要求租户在指定日期前离开租住房屋，结束租赁。第1步

安宁享用权：生活不受不合理干扰的权利。房东或受房东监管的某人因过度的噪音、烟雾、气味等干扰租
户享用住房的权利，这可作为租户对驱逐的抗辩事由。第3步

报复：房东在租户进行合法活动后做出不利于租户的事。报复行动可能包括驱逐、增加房租或其他消极对
待。第3步

和解协议：双方之间达成的协议，在未经法庭判决的情况下解决冲突。第6步

警长：负责某些职能的公职人员，如送交法庭文件和执行法庭判决。第7步

延缓执行（延缓驱逐动议）延期执行法庭命令。驱逐程序中，租户请求法官将驱逐推迟至多六个月（如果
租户家中有残疾人或60岁及60岁以上老人，可推迟一年），以便寻找新住房。第9步

简易程序：驱逐程序的另一种说法，其中包括审判。第2步

传票和诉状：正反面文件，房东必须向租户送交该文件，以启动法庭驱逐审理程序。《传票和诉状》将确
定出庭的地点、时间以及应何时提交答辩书。第2步

未签约租户：租户未签订租约但经过房东许可住在公寓中。这是最常见的租赁类型，也被称为按月租赁。
第1步

违反租约条款（驱逐类型）：租户可能因租约条款中不允许的行为而被驱逐。第1步

可居住性保证：这要求房东使其住宅保持安全性和可居住性，并符合州卫生条例和建筑法规。第3步

附录：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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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viction Guide_v2_chinese.indd   27 8/14/2018   4:28:38 PM



28
波士顿市 

市长MARTIN J.WALSH 

驱逐指南 

Eviction Guide_v2_chinese.indd   28 8/14/2018   4:28:38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