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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和公平是不同的。

LHOP 住房平等与公平研究所（Housing Equality & Equity Institute）与社区
组织和政府官员合作，提供信息与支持资源，以解决兰开斯特和约克居民面临
的住房障碍。

我们认为平等和公平是不同的。当资源平均分配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受
益。如果个人在获得公平、安全和负担得起的住房方面面临多重障碍，他们可
能比没有障碍的人需要更多的援助。平等机会是我们社区的愿景，而公平是我
们实现这一愿景的途径。

LHOP 住房平等与公平研究所与宾夕法尼亚州住房平等中心（Housing 
Equality Center）共同编写了这本手册，为承租人与出租人提供公共服务。许
多组织的存在只是为了向住房提供者或承租人单方提供信息。我们相信，通
过提供平等的信息渠道，每个人都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并有能力建立健康的出
租人-承租人关系。

本手册不能替代适当的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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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inger，公平住房外联经理；Todd Burgard, Burgard设计（Burgard 
Design）；Carolyn Capistrano，宾夕法尼亚州住房平等中心外联与沟通协调
员；威得恩大学（Widener University）法学院的健康、教育和法律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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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本手册通过提供有关州和联邦《公平住房法》以及宾夕法尼
亚州《房屋租赁法》中涉及私人住宅物业租赁的综合信息和自助资源，
帮助您获得成功的租赁体验。
本手册涵盖宾夕法尼亚州保护承租人权利的两大类法规。首先，联邦和州《公平住房法》保护
承租人不会因其属于受这些法律保护的类别而受到歧视、被不公平对待，或受到偏见。根据《
公平住房法》，出租人因其种族或族裔而拒绝租给某人，是属于住房歧视的违法行为。第二类
对承租人的保护是《房屋租赁法》中所涵盖的内容。宾夕法尼亚州《房屋租赁法》通过制定住
宅物业租赁的基本规定来保护承租人和出租人。
修理和维护以及驱逐程序等租赁问题属于《房屋租赁法》管辖范围。
公共住房、补贴住房、分租房、活动房屋和商业地产可能有不同的法律和要求，不在本手册讨
论范围内。
本手册不能替代适当的法律建议。
兰开斯特住房机会合作伙伴（Lancaster Housing Opportunity Partnership）和住房平
等中心（Housing Equality Center）不对法律的错误、遗漏或变更负责。

引言
Introduction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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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住房法
经修订的 1968 年《民权法案》第八章，被称为《公平住房法》。
《公平住房法》是一部联邦法律，其内容规定在任何与住房有关的交易中基于七个受保护类
别而进行歧视是非法。
• 种族
• 肤色
• 原始国籍
• 宗教
• 性别

• 残障
•  家庭成员状况（或家中有未成年子女、

孕妇或任何正在获得儿童合法监护权
的人）

宾夕法尼亚州《人际关系法》是保护消费者免受住房歧视的州法律，增加了两个额外的受保
护类别。
• 年龄（40岁以上）
• 残障人士辅助性动物的使用者、饲养者或训练者

《公平住房法》规定，以下列任何方式歧视任何受保护类别的人都是非法的：
• 拒绝出租或出售房屋
• 拒绝协商出售或出租房屋
• 不提供住房或否认住房可用
•  为出售房屋、出租房屋、抵押贷款、房主保险、承租人保险或任何其他房屋交易设定不

同的条款、条件或特权
• 以歧视性方式投放广告
• 威胁或恐吓任何行使公平住房权的人，或协助其他任何不行使公平住房权的人

《公平住房法》涵盖的住房类型
《公平住房法》和宾夕法尼亚州《人际关系法》涵盖所有类型的住房，包括：
• 公寓
• 活动房屋园区
• 共管公寓
• 独栋住宅

• 公共住房
• 疗养院
• 宿舍
• 残障人士集体宿舍

Fa
ir 

Ho
us

in
g

8

公
平
住
房

公平住房



住房不受《公平住房法》约束 
以下类型的住房不必遵守《公平住房法》的某些部分。
拥有两个单元且业主居住在其中一个单元中的建筑物不受宾夕法尼亚州《人际关系法》的
约束，而拥有四个单元且业主居住在其中一个单元中的建筑物不受《公平住房法》的约束。
宗教组织经营的住房可能会限制成员入住，前提是他们不存在基于种族的歧视。
老年人住房（适用于 55 岁或 62 岁以上的人）在符合某种要求的情况下可能会拒绝出租给有
孩子的家庭。
歧视性言论或歧视性广告绝无豁免。

歧视性言论和歧视性广告
《公平住房法》规定，制作或发布任何偏好或限制受保护类别的声明或广告都是非法的。以
下是非法广告的示例：
• “不允许小孩入住”
• “非常适合单身或情侣”
• “基督教之家” 

• “公寓不适合残障人士”
• “意大利人街区”

通常，房屋广告应描述正在出租的房产，而不是所需的承租人。

有孩子的家庭
家庭成员状况是受《公平住房法》保护的类别之一。歧视有未成年
子女的个人和家庭、孕妇或任何获得儿童合法监护权的人属于违
法行为。对有孩子的家庭进行非法歧视的示例包括：
• “禁止儿童”政策
•  由于孩子的年龄而拒绝家庭（例如，不允许7岁以下的孩子入

住）
• 以铅基涂料为由拒绝家庭
• 隔离住房，只允许儿童进入某些楼层或某些建筑物
•  以“不安全环境”或公寓“不适合儿童”为由拒绝向有儿童的

家庭出租

Fair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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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父母和孩子或男孩和女孩不能共用一间卧室 — 这些类型的决定是父母的选择
• 因怀孕或因孩子出生、领养或合法监护而加入家庭的原因驱逐家庭或个人
•  在某些情况下，过度限制的居住政策和对每个额外居住者的人均收费可能会违反《公平

住房法》。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 歧视有家庭暴力经历的人属于违法行为。
• 以某人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为由而拒绝向其出租的行为违反了《公平住房法》。
•  如果将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应用于家庭暴力受害者，就违反了《公平住房法》。(比如：一

个出租人对在房产上的犯罪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其中一位承租人是家庭暴力的受害
者，当她的施虐者违反防止虐待令，并出现在她的公寓时，她进行了报警处理。施虐者被
捕。如果出租人用零容忍政策驱逐该承租人，将违反《公平住房法》。） 

性骚扰
根据《公平住房法》，性骚扰属于违法行为。住房提供者要求以性好处来换取住房或进行维
修属于违法行为。根据《公平住房法》，诸如“跟我约会，我会减少租金”或“跟我约会，我会
修理屋顶”等言论构成非法性骚扰。住房提供者创造或允许有敌意的环境也属于违法行为。
出租人或出租人雇员让人不舒服的冒犯行为或性行为、性方面的言论，或不受欢迎的触摸导
致构成敌意环境的，属于违法行为。

对 LGBT 个人的保护
《公平住房法》和宾夕法尼亚州《人际关系法》均未将性取向、性别表达或性别认同列为受
保护类别。然而，一些市政当局已通过法令，禁止基于性取向、性别表达或性别认同的歧视。
请咨询当地政府以获取更多信息。
此外，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道德准则禁止房地产经
纪人（Realtors®）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简称：HUD）的平等机会规则
禁止 HUD 资助的住房计划基于性取向、性别认同或婚姻状况进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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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国籍、移民身份和有限的英语水平
在美国，每个人都受到《公平住房法》的保护。一个人的移民身份不影响他或她的公平住房权
利。因某人的原籍、祖籍、文化背景、种族背景或语言而对其进行歧视属于违法行为。歧视看
似具有特定种族背景的人属于违法行为，即使该人并不具有特定种族背景。
出租人可以要求提供移民文件并进行查询，以确定潜在承租人是否符合租赁标准，只要对所
有潜在承租人应用相同的程序即可。仅仅因为某些人的原始国籍而让他们证明自己的移民身
份，是违反《公平住房法》的（例如，只要求墨西哥或拉丁裔移民提供移民身份证明，而不要
求其他申请人）。
此外，由于某人的英语水平有限而对其进行歧视属于违法行为。诸如“所有承租人必须讲英
语”的言论或因承租人英语不熟练而区别对待，都属于违法行为。接受联邦资金的计划有额
外的责任为英语不熟练的个人提供口译和笔译。

残障人士
《公平住房法》将残障定义为严重限制一个人
的一项或多项“主要生活活动”的身体或精神
障碍。主要的生活活动包括照顾自己、走路、
看、听、说、呼吸、学习和工作。《公平住房法》
对残障的定义还包括有损伤
历史的人和被认为有缺陷的人（即使他们实际
上并未残障）。
残障可能包括精神或情绪疾病、由于衰老、艾
滋病毒/艾滋病产生的相关障碍、以及酗酒或
吸毒戒断中的人（目前使用非法药物的个人
不受保护）。

Fair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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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残障人士提供合理调整和改造

合理调整是指规则、政策、做法或服务的改变，使残障人士有平等机会使用和享受住所。残
障人士如需合理调整，必须通知住房提供者。住房提供者必须在其请求合理的情况下予以
批准。残障和对调整的需求之间必须有联系。通常情况下，为了能给住房提供者和残障人士
提供最佳服务，调整事项需要通过协商决定。

合理调整的示例包括:
• 尽管承租人停车位通常是先到先得，但还是为残障人士在其单元附近分配预留停车位
• 尽管有“禁养宠物”的政策，但允许残障人士饲养辅助性动物
• 允许每月5日收到残障支票的残障承租人在当月1日之后支付租金，并且不收取逾期费用

合理改造是指改变住宅的物理结构，使残障人士有平等的机会使用和享受该住宅。在许多
情况下，对住宅的个性化改造使残障人士能够生活在一个他们原本无法居住的空间里。
这包括建筑物或单元的内部和外部，包括公共和公用区域。

合理改造的示例包括：
• 允许使用轮椅的承租人在住宅的入口处安装斜坡通道
• 允许承租人在浴室安装扶手
• 允许承租人安装视觉或触觉警报设备
通常，合理改造的费用由承租人承担，除非住房可得到联邦补贴（例如公共住房管理局）。联
邦政府资助的住房项目可能需要支付残障承租人要求的合理改造的费用。
私人住房提供者可以要求承租人使用经认证的承包商进行施工。如果改造会影响到下一个承
租人使用和享受房屋，可以要求承租人在搬出单元时将住宅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例如，如果承
租人在一个多单元的公寓楼里建了一个通往洗衣房的坡道，那么这个坡道就不需要拆除，因为
它位于公共使用区，可能对未来的承租人有利。但是，如果承租人厨房里的橱柜被移到较低的
位置，以便为轮椅使用者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那么这些橱柜可能必须恢复到原来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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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承租人搬出时需要对住宅进行修复，住房提供者可以要求承租人将款项存入计息托管
账户。此类付款可在合理期限内支付，金额必须合理且不得超过修复成本。帐户的利息应归
承租人所有。需要对租赁单元进行大量改造的承租人，应考虑与出租人协商延长租约。

住房提供者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批准合理调整或改造请求？
在下列情况下，住房提供者必须批准的合理调整或改造请求：
• 提出请求者符合残障人士的定义，
• 此人因其残障情况而提出请求，并且
• 该要求是“合理的”。
住房提供者不得拖延或延迟对合理调整或改造的请求作出回应。
什么是合理的？
如果调整或改造请求满足以下条件，则该请求被认为是合理的：
• 不会给住房提供者造成不应有的财政和行政负担，
• 不会导致现有住房计划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
• 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或损害，
• 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示例  1: 残障人士要求出租人协助他们用餐是不合理的，除非住房提供者已经从事提供用餐
相关的业务（例如在辅助生活设施中）。
示例  2: 如果一个人成为残障人士，无法再进入无电梯建筑的三楼公寓，要求出租人允许承租
人建造电梯是不合理的（而且可能在建筑上无法实现）。更合理的要求是请求转移到一楼公
寓。如果无法实现，承租人可以与出租人协商提前终止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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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租人提议的调整或改造不合理，住房提供者必须进行积极对话，以确定是否有其他
解决方案可以满足承租人的需求。

撰写合理调整或改造请求书的技巧
承租人（或承租人的代表）有责任要求提供调整或改造。不能期望出租人预测或预知个人的
需求。尽管《公平住房法》未做出要求，但建议以书面形式提出合理调整或改造请求，并提出
可证明承租人相应残疾以及需要调整或改造的相关材料。
您的信应该：
1.  说明您住在哪里以及哪方对建筑物负

责；
2.  表明您符合《公平住房法》定义的残障人

士的资格（无需透露您残障的性质或严
重程度）；

3.  描述对您来说存在问题的政策、规则或
建筑结构障碍；

4.  描述这一政策或障碍如何干扰了您的需
求、权利或对住房的享受；

5.  用清晰简洁的语言描述您就这些政策、

规则或障碍所寻求的调整；
6.  引用保护您权利的适用法律；
7.  调整用途：《公平住房法修正案》，Sec. 

804 (42 U.S.C. 3604)(f)(3)(B)；
8.  改造用途：《公平住房法修正案》，Sec. 

804 (42 U.S.C. 3604) (f)(3)(A)；
9.  要求在一定时间内给予书面答复；

10.  包含签名和请求日期，请记住保留一份您
的请求文件副本。

请参阅样函；合理调整和样函；合理改造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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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名字   
您的地址

日期

出租人姓名   
出租人地址

亲爱的{输入出租人姓名}：
我住在{输入地址}。我（或我的家庭成员）是《公平住房法》定义的残障人士。我写信请求您根据联邦
《公平住房法》提供合理调整。

可能的请求1：

我请求允许使用辅助性动物来协助日常生活。我知道我们大楼的规则规定了禁养宠物的政策。但是，
我请求您在大楼的规定中做出合理调整，以允许我的公寓内有一只辅助性动物。

可能的请求2：

我想要申请一个离我单元最近的预留停车位。我了解知道停车是先到先得的，但由于我行动不便，我
请求保留一个离我的单元最近的停车位。

可能的请求3：

我请求在每月6日支付我的租金，且不被征收滞纳金。我将在每月5日收到我的残障金。

根据《《公平住房法》修正案》Sec. 804 (42 U.S.C. 3604) (f)(3)(B)， (3) 就本小节而言，歧视包括 — (B) 
拒绝在规则、政策、做法或服务方面做出合理调整，而这种调整可能是为此人提供使用和享受住宅的
平等机会所必需的。拒绝残障人士的合理调整请求是违反《公平住房法》的行为。
您可以参考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司法部的联合声明，其中详细说明了住房提供者根据《公平住
房法》为残障人士提供合理调整的义务。您可以访问equalhousing.org，点击 Landlord Resource 
Center（出租人资源中心）获取这份联合声明。

请在本函发出之日起十天内对我的请求作出书面答复。期待您的回复，感谢您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关
注。

谨上， 

您的签名  
请用印刷体签名

样函 

合理调整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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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名字   
您的地址

日期

出租人姓名   
出租人地址

亲爱的{输入出租人姓名}：

我住在{输入地址}。我（或我的家庭成员）是《公平住房法》定义的残障人士。我写信请求您允许我根
据联邦《公平住房法》进行合理改造。

可能的请求1：

我请求允许在我的公寓入口处安装一个坡道。

可能的请求2：

我请求允许在浴室安装扶手。

可能的请求3：

我请求允许在我的公寓里安装可视烟雾探测器。

根据《公平住房法修正案》(42 USC 3604) (f)(3)(A) 和宾夕法尼亚州《公平住房法》，住房提供者必须
允许承租人进行必要的合理改造，让残障人士能够充分享受房屋建筑及附属场地。拒绝残障人士的
合理改造请求是违反联邦《公平住房法》的行为。

您可以参考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司法部的联合声明，其中详细说明了住房提供者根据《公平住
房法》为残障人士提供合理调整的义务。您可以访问equalhousing.org，点击 Landlord Resource 
Center（出租人资源中心）获取这份联合声明。

请在本函发出之日起十天内对我的请求作出书面答复。期待您的回复，感谢您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关
注。

谨上， 

您的签名  
请用印刷体签名

样函 

合理改造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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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残障和需求
什么时候住房提供者可以要求核实残障以及合理调整或改造的请求？
如果残障情况以及对合理调整或改造的需求也是显而易见的，住房提供者不能要求提供额
外的文件（例如，视力障碍人士拥有导盲犬）。
如果残障情况显而易见的，但对合理调整或改造的需求不明确，住房提供者只能要求提供信
息来评估与残障相关的需求（例如，视力障碍人士拥有一只提供情感支持的猫）。
如果残障和需求都不明确，住房提供者可能会要求提供文件证明承租人有残障并且有残障
相关的合理调整或改造需求（例如，患有精神健康诊断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拥有一只提
供情感支持动物）。

住房提供者不得询问：
• 残障的性质或严重程度
• 需要您放弃对您的医疗状况或病史进行保密的权利的问题
• 查看您的医疗记录

辅助性动物
为残障人士提供的辅助性动物并非宠物。辅助性动物
是为残障人士工作、提供帮助或执行任务的动物 — 包
括为精神或情感障碍提供支持。
情感支持动物可以减轻患者由于残障产生的一种或多
种已确定的症状或影响。住房提供者不得因为需要辅
助性动物而拒绝残障人士入住或将其驱逐。
根据《公平住房法》，辅助性动物无需接受正式培训或
认证，住房提供者不得要求证明动物已获得认证、培训
或 被许可为服务性动物。限制宠物大小、重量或类型
的政策不适用于辅助性动物。必须免除辅助性动物的
宠物费用和/或宠物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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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施和新建
根据《公平住房法》，在1991年3月13日以后建造的新的多户住房中，如果建筑物包含四个或
更多的单元，则必须采用无障碍设计，这些单元需位于一楼或装有电梯。为了符合《公平住房
法》的无障碍要求，住房必须包含以下功能：
• 无障碍通道上的无障碍建筑入口
• 无障碍公共和公用区域
• 能让轮椅通过的门
• 进出住宅单元的无障碍通道
• 灯具开关、电源插座、温控器和其他环境控制装置位于无障碍位置
• 浴室墙壁的加固，以便以后安装扶手
• 允许轮椅使用者在空间内活动的厨房和浴室

如果您认为自己遭受了住房歧视该怎么办
如果您认为自己遭受了住房歧视，请务必保留有关该事件的姓名、日期和详细信息的记录和
文件，以帮助证明您的情况。投诉出租人的住房歧视有多种途径。
公平住房投诉可以在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内向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提出，也可以在事件发生
后的 180 天内向宾夕法尼亚州人际关系委员会提出。此外，最多可在两年内向联邦法院提起
诉讼。如果出租人被发现有歧视行为，住房歧视的受害者可以获得在取得替代住房时产生的
实际费用以及与该住房有关的任何额外费用。
因羞辱、精神痛苦或其他心理伤害而造成的非经济损失也可以得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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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获得免费的出租人或承租人公平住房相关咨询，或在兰开斯特郡和约克郡申请公平
住房的技术援助，请致电 LHOP 公平住房热线 717-299-7840，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lhop.org。
如若向宾夕法尼亚州人际关系委员会提出投诉，请致电 215-560-2496 或访问  
www.phrc.pa.gov。
如果您住在费城或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克斯、切斯特、特拉华、利海、蒙哥马利或北安普顿
县，您可以致电住房平等中心，根据您的案件情况进行咨询、调查和执法选择。请致电 
267-419-8918 或 866-540-FAIR（3247），或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equalhousing.org，或访问
equalhousing.org。
如若向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提出投诉，
请拨打 HUD 住房歧视热线 1-800-669-9777 或访问www.hud.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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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提供者常见的公平住房错误以及如何防止这些错误的发生
1. 未能保留记录 
  即使是致力于公平住房的出租人也可能会面临公平住房投诉 — 甚至是诉讼。在与承租

人和潜在承租人交往的所有方面践行公平住房相关政策，是对住房歧视投诉的最佳辩
护。

2. 条款和条件适用的不一致性 
  条款和条件应平等且一致地适用。如果经理或出租人对当前或未来的承租人适用更严

格的规则，可能很难对歧视的投诉进行辩护。
3. 报复 
  《公平住房法》规定，胁迫、恐吓、威胁或干扰任何人行使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都属于

违法行为。因此，如果承租人向任何州、地方或联邦机构提出投诉，住房提供者必须允
许该承租人行使这一权利。

4. 全成人或成人情节 
  1988 年，国会修订了联邦《公平住房法》，禁止基于家庭成员状况（存在 18 岁以下儿

童）的歧视。除非该单元被列为老年人住房，否则不允许有子女的家庭入住属于违法行
为。

   其政策和程序必须表明有意为55岁或以上的人提供住房，或其住房由62岁或以上的人
居住，或至少80%的单元由一个或多个55岁或以上的人居住。

5. 出于安全考虑而违反家庭成员状况法的行为 
   必须认真制定安全规则，以避免与禁止歧视有子女家庭的法律相冲突。经理或出租人在

尝试执行安全规则时可能会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违反法律。违法行为包括出于游泳池安
全考虑而拒绝向有小孩的家庭出租、禁止儿童使用游乐区，以及拒绝将带阳台的楼上单
位出租给有儿童的家庭。

6. 未能合理地进行调整以满足残障人士需求 
 以下行为违反了地方、州和联邦《公平住房法》：

• 拒绝出租给残障人士；
• 拒绝合理的改造，如果这种改造可能是承租人能够使用和享受住宅的必要条件；
•  拒绝放弃或修改政策、做法、程序或服务，如果提供这种调整可以使承租人能够使用

和享受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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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障承租人提出的调整和改造要求必须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您的房产接受联邦资助（
第8节 税收优惠房产、住房管理局等），您可能需要支付调整或改造费用。管理部门有权
要求医疗或物理治疗领域的人员提供残障相关证明文件。调整要求不应成为不适当的
行政或财政负担；因此，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把钱存入代管账户，以便在未来承租人
不能使用的情况下将房产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他或她可以要求由经过认证的承包商
进行改建。

  注意：在兰开斯特县，为身体残障者提供的住房供不应求；因此，如果您有一个经过改造的单元，该房产可
以很快租出去。

  示例：如果行动不便的承租人要求提供合理调整，出租人就必须为其分配停车位，即使
停车位通常不分配给承租人。该车位应离无障碍通道最近。

7.  未能向公平住房经理和贵公司的所有代理清楚地表达您的承诺 
许多公平住房投诉是由租赁代理、经理或维修雇员做出的一个有问题的租房决定引起
的，他们终止了雇佣关系，但是却让出租人承担责任。提醒承租人和员工您对公平住房
的承诺。在显眼位置张贴公平住房海报。 
定期在社区通讯或公告中向承租人和员工分发一份关于您对公平住房的承诺的相关声
明。

8. 未能培训全体员工 
  法律变更。国会通过新的法律和修正案。法院判决为现有法律增添了新的意义。经理、

租赁代理或维修人员可能无意中触犯了法律，而没有意识到法律已经变更。让您的全体
员工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公平住房培训研讨会。如果您的企业在兰开斯特和约克县，培训
将由 LHOP 的住房平等与公平研究所提供。请致电 (717) 291-9945 转 109。

9. 不合理的入住标准 
  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指出，在没有当地居住标准的情况下，每间卧室两人的居住限制被认

定属于合理要求。然而，根据不同的情况，这种限制可能会受到质疑，每间卧室少于两个
人的限制可能会违反《公平住房法》，对有孩子的家庭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无论现有的
入住标准如何，都必须始终如一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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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能与承租人沟通 
“有效的沟通技巧”可能被过度提及，但它在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关系中是非常宝贵的。
清楚地传达并耐心地向您的承租人解释您采取的任何可能对他们的住房状况产生负面
影响的决定或行动。例如，“迁出通知”中强硬的语言往往向承租人发出信号，表明他们
正在被驱逐。向承租人解释，警告的目的是纠正已识别的违规行为。这可能会避免公平
住房机构介入。

其他《公平住房法》相关信息
《公平住房法》涵盖的住房
根据联邦《公平住房法》和宾夕法尼亚州《人际关系法》，其规定适用于以下住房：

• 租用或出租的公寓
• 活动房屋园区
• 融资、出售或出租的住房

• 共管公寓
• 融资、出售或租赁土地

住房歧视可能付出昂贵代价
•  根据《公平住房法》，实际和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以及法庭费用和法律费用的追偿都可

以判给受害者。此外，还可能会受到民事处罚。
•  其他平衡法上的救济可包括但不限于：投诉所涉及的住宅单元或类似单元的使用权，

以及提供与该住宅有关的服务或设施。
• 适用于消除歧视性住房做法的强制令救济也可能成为需付出的代价之一。

自我保护
• 认真对待所有投诉。
•  不要害怕向调查投诉的机构提出问

题或得到解释。
•  提前以书面形式制定政策、程序和指

南，并在每任何情况下都遵循它们。

•  确保所有行动、政策和程序都基于合
法、非歧视性的商业因素。

•  拥有准确、完整的记录，以证明在类
似情况下遵循了这些政策、程序和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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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8小时的租赁相关的认证教育课程， 
旨在增加您对以下方面的了解：

信用基础 - 有效的出租人/承租人沟通承认
并讨论您的个人历史 - 租赁基础以及来自

该领域专业人士的更多信息

立即注册！
访问 www.lhop.org 或致电 717-291-9945 转 100

课程费用 $25.00 包含轻食早餐和午餐。
询问我们的奖学金机会！

通过以下方式获得资金：                                                             课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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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公寓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以下是您开始寻找住房和查看可用单元时需要考虑和牢记的
一些最重要的事情。

成本
该公寓的价格是否可以承受？您的租金和公用事业费应该只占您月收入的40%左右。过去几
年租金有上涨吗？上涨多少？租金内包括什么？弄明白哪方负责支付供热、煤气、电、热水、
水/下水道、回收和垃圾清理费用。要求提供每月水电费的历史记录，这样您就知道该怎么做
了。

地点
住所的位置是否方便您前往工作地点、学校、托儿所、公共交通、购物、医疗等？

安全
物业及周边地区是否维护良好且安全？建筑物的门、窗和入口是否有安全的、正常工作的锁，
并且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当作出口？

健康
是否有啮齿动物或昆虫存在的迹象？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出租人是否会支付灭虫
费？是否有剥落、脱落的油漆？谨防铅基涂料导致的铅中毒，尤其是如果您有孩子。

消防安全/烟雾探测器
是否容易抵达消防通道？是否有随时可用的灭火器？有烟雾探测器吗？烟雾探测器是否正常
工作？哪方负责他们的维护？宾夕法尼亚州法律要求出租人在每个单元中提供正常工作的烟
雾警报器。

邻居
公寓安静吗？您能听到旁边、上面或下面的邻居的声音吗？询问公寓楼里的其他人，了解住在
那里的积极和消极方面。

结构
楼梯是否安全且光线充足？窗户被侵蚀了吗？木材是
否开裂、腐烂、水渍， 或有白蚁侵袭？出租人是否提供
防风窗、纱窗和遮光帘？地板是否坚固且没有孔洞、裂
缝或碎片？确保没有瓷砖或地板丢失。墙壁上是否有裂
缝或孔洞？确保没有松散或掉落的石膏。墙壁和天花
板是否涂漆或贴墙纸且没有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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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费
供热：检查炉子或其他供热设备。确保供热设备可用且能有效工作。检查来自门窗的气流。
水：应有冷热自来水。检查水压是否够强。找出关闭阀门的位置。
下水道：马桶冲水正常吗？检查水槽和浴缸是否有排水问题。浴缸和马桶周围的地板是否坚
固？
电力：是否有足够的电源插座？接线是否足以处理您可能想要带入单元的任何设备？寻找破
损或磨损的电线或悬挂在没有支撑物的电线上的灯具，因为这些都是安全隐患。找到保险丝
盒和断路器。
垃圾清运：垃圾清运的政策是什么？有垃圾桶或垃圾箱吗？它们是否安全，不受啮齿动物影
响？

供热、通风和空调
您可以控制空调和供热的温度吗？您可以控制供热吗，还是由出租人控制供热？通常情况
下，如果供热包含在租金中，则由出租人控制供热。

收纳
租赁单元内部/外部是否有收纳区？

家具和家电
公寓内有什么？询问租赁单元中是否包含冰箱、洗衣机和烘干机、窗帘、百叶窗、地毯或其他
家具。如果这些物品需要维修，哪方负责支付费用？

洗衣房
它是否安全可靠？是否干净且光线充足？它是 24 小时开放还是仅限于特定时间使用？是否
仅限于住户使用？ Before R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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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可能会问潜在承租人的问题
住房提供者可以询问申请人是否有能力满足租房要求。这意味着出租人可能会询问您是否
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租金、您是否愿意遵守建筑物的规定以及其他与租赁直接相关的问题。
住房提供者还可以采用和应用统一、客观和非歧视性的标准来评估潜在承租人的信用度，例
如进行信用或犯罪背景调查。住房提供者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向所
有申请人提出，不分种族、肤色、宗教、原始国籍、性别、家庭成员状况或残障情况。有关非
法住房歧视的解释，请参阅《公平住房法》部分。您不能因为种族、肤色、宗教、原始国籍、性
别、残障、有孩子或超过40岁而被拒绝入住公寓。

财务资质标准
每个出租人可能有他或她自己的财务资质标准。许多出租人用来确定承租人资质的公式是：
每月净收入 × 40% = 租房者能够支付的租金和公用事业费的总和
例如：每月1,500 美元 x 0.40 = 每月600 美元的租金和公用事业费
其他出租人可能要求家庭收入达到月租金的三倍或四倍，才能获得入住公寓的资格。如果一
个潜在承租人申请公寓，但收入不符合资格，这个人可能更难以支付租金，因为他必须支付其
他费用，如汽车花销、儿童护理、医疗费用、食品、衣服等。

租赁申请表
物业经理或出租人可能会要求潜在承租人填写租赁申请表。此申请可能会要求：
• 信用证明和其他信用背景信息
• 以往的出租人名单，包括电话号码和地址
• 雇佣历史记录，包括工资信息
• 可能无法退还的申请费
• 第一个月租金，外加保证金
潜在承租人应始终仔细阅读申请书，以便他们了解如果决定不租用该租赁单元可能带来的后
果。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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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租人在申请时要求保证金，请询问保证金是否不可退还。确保收到所有已支付款项
的收据。
在签署租房申请之前，要求阅读拟议的租约，因为您可能会在没有协商条款的情况下被租
约约束。

拒绝申请者
出租人可能出于多种合法原因拒绝潜在的租房申请人。除了不符合财务资质标准外，不良的
信用评分、不良的出租人推荐信和/或法院对租房申请人作出的先前判决，都可能导致您的申
请被拒绝。如果承租人或潜在申请人拒绝或无法遵守适用于所有承租人的规则，或者个人会
对他人的健康或安全构成直接的人身威胁，则住房提供者可以拒绝该申请人。

犯罪记录
出租人可以拒绝出租给有犯罪背景的人吗？ 
是的 — 但这取决于具体情况。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发布的指南指出，由于刑事司
法系统中的种族差异，一揽子禁令（或拒绝向任何有任何犯罪历史的人出租，无论情况如
何）很有可能对黑人或拉丁裔申请人的影响更大，因此可能违反《公平住房法》。
HUD 指南指出，住房提供者需要考虑犯罪的性质、严重程度以及已经过去的时间，以确定此
人是否会对其他居民的健康和安全构成直接威胁。HUD 发布的指南指出，仅仅逮捕并不表示
有罪，不应根据没有定罪的逮捕而拒绝为一个人提供住房。此外，住房提供者必须将标准平
等地适用于所有申请人和承租人，而不考虑受保护类别。以犯罪背景为借口歧视受保护类别
的人群属于违法行为。
HUD 关于犯罪背景的指导有一个例外。如果某人因制造和/或分销非法受控物质而被定罪，
则出租人可以合法地拒绝他们入住，并且没有违反《公平住房法》。注意：此例外不包括因毒
品指控而被捕但未被定罪，或仅因持有毒品而被定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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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租人拒绝接受住房券、社会保障金或失能收入怎么办？
在宾夕法尼亚州，收入来源不是一个受保护类别，这意味着出租人可以拒绝向持有住房管理
局的住房选择券的个人出租。宾夕法尼亚州的多个地方已经将收入来源列入受保护类别。联
系您当地的政府或市政当局，了解收入来源在您所在地区是否属于受保护类别，以及如果您
因收入来源而被拒绝入住，您的社区可以提供哪些追索权。
社会保障金或失能收入是可核实的收入，它与作为受保护类别的成员（年龄超过40岁和/或
残障）直接相关。如果潜在承租人有其他可核实的收入，如社会保障金或失能收入，在经济上
有租房资格，那么因为潜在承租人没有工作而拒绝申请可能会构成非法歧视。

28



了解租约条款
租赁合同，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都是一份合同，它将租赁房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规定的
时间内转让给承租人。
租约应明确出租人和承租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简明语言消费者合同法》要求所有住宅租
赁合同的书写、组织和设计都易于阅读和理解。如果承租人难以理解租赁合同，他或她应该
寻求帮助或联系可以帮助承租人的当地机构。

•  请记住，租赁合同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您需要对您签署的租赁合同中的所有条
款负有法律责任。

•  在签署之前，请确保您了解租约的条款。签署租赁协议，即表示您同意其在租约期间的
条款和条件。

• 在签署任何内容之前，请确保划掉或填写所有空白。
•  确保您获得完整的租赁合同的副本。不要接受出租人说他/她稍后会给您一份副本的说

法。

您需要确保您的租赁合同中包含以下内容，并且您了解这些条款：
• 出租人的街道地址和紧急电话号码；
• 您的姓名和允许入住该单元的其他人的姓名；
• 租赁房产的地址。
• 每月租金金额 — 确保您了解如何、在何处、何时以及向哪方支付租金
• 租金到期日
• 逾期费用 — 合理吗？
• 租约起止日期：是一年租还是月租？确保您能承诺支付整个租期的租金。
•  续约/终止租赁合同通知的要求：出租人在您搬走前需要如何通知您？当您想搬走时，您

必须如何通知出租人？ （请注意，在宾夕法尼亚州，在提出驱逐前，租赁合同要求的法
定通知期可以免除或缩短。）

• 租约是按年续约还是在第一年后恢复为月租合同？

The Lease
租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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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金：确保您了解在搬出租赁单元时可以收回保证金的必要条件
• 公用事业费：哪方负责为每个公用事业设施付费？
• 维修：承租人的维修责任是什么？需要维修时，您该与哪方联系？
• 租约中包括哪些电器？
• 宠物协议和任何宠物保证金（请记住，辅助性动物可能不收取保证金和宠物费用）

租金到期日
大多数租约规定租金应在当月的第一天到期。您有义务确保在租约规定的到期日之前支付租
金。即使您的出租人告诉您迟交几天也没关系，您仍然受租约中有关逾期费用和其他罚款的
条款约束。

租约变更
在新的租赁期开始之前，也就是您和出租人续租的时候，不应该对租约进行任何修改，除非
双方在租期结束前同意拟议的修改。除非租约中规定了如何进行更改，否则出租人需要在更
改前提供一个完整的租赁期。

共同租赁条款
• 承租人必须保持住所清洁
• 未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不得转租该住宅
• 未经适当通知，承租人不得搬家或违反租约
•  出租人可以在合理的时间进入物业进行检查、维修或向潜在承租人展示，但必须事先通

知现有承租人
• 还应包括联系人姓名以及如何联系该人员进行维护和修理
• 租约中可能包含承租人应遵守的规定清单

不可执行的租赁条款
承租人通常受他们签署的租约条款和条件的约束；但是，某些条款和条件在法庭上是无法执
行的。

Th
e 

Le
as

e
租
约

30



不可执行的租赁条款和条件的示例包括：
•  虽然承租人可能要对公寓的损坏负责，但他们不能负担所有正常的维护和维修，或所有

低于一定金额的维修。
•  不能让承租人“按原样”接受房屋或公寓。根据可居住性默示保证，在租赁场所提供的

设施和服务必须允许该单元被用作合理预期用途的住宅单元。（请参阅维修和可居住
性默示保证部分。）

• 承租人不能放弃在法庭上代表自己的权利。
•  出租人不能让承租人同意如果他/她违反了租约中的任何承诺，出租人就有权闯入公

寓，更换锁，并没收承租人的财物。
•  出租人不能让承租人同意放弃他/她的听证权利或判决供述权。
谨记：在签署之前仔细阅读租约！把所有东西都写在纸上！

避免陷入租赁骗局
一些租赁广告可能不合法。骗子经常在广告中宣传不存在的、他们不拥有的或不存在的出租
房。他们还会复制实际的租房信息，更改联系方式和电子邮件信息，并将更改后的广告放在
报纸和网站上，以骗取尽可能多的人的钱。
记住以下提示，您可以避免陷入租赁信息的骗局：
•  切勿为从未见过的公寓电汇或给从未见过的人邮寄支票。如果您因出租人旅居国外而

无法与其见面，或者如果您在支付申请费、保证金或签署租赁合同之前无法看到实际的
公寓，请继续寻找其他房屋。电汇与发送现金相同 — 一旦发送，就无法取回。

•  不要急于做出决定。如果您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要求您当场做出租赁决定，这可能是一
个危险信号。请忽略它，继续寻找。

•  优质房源的价格越低，越有可能是一个骗局。以低于市场价的租金租下位于绝佳位置、
拥有百万美元景观的壮观公寓？骗子喜欢通过做出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承诺来吸引人
们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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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前记录损坏情况
明智的做法是在搬入之前（在出租人或物业经理在场的情况下）记录下任何缺陷。当需要搬
出时，那些最初注明的损坏不应从您的保证金中扣除，因为它们发生在您搬入之前。书面笔
记和照片非常有用，这样以后就不会出现混乱。拍照记录公寓的状况和任何现有的损坏。承
租人有权以书面形式了解住宅的状况。
如果您决定入住，您可以使用租赁单位检查清单来记录公寓中的任何损坏。如果将来的维修
确实出现问题，此列表将为您提供帮助。出租人没有义务签署您的清单，但您可以要求他或
她签名，并向出租人提供一份您的清单副本。请确保注有日期。
如果租赁单元需要维修，为了您的利益，最好以书面形式确定完成维修的日期和时间。如果
需维修的地方很多，而且规模很大，就不要接受该公寓。

与当地房屋检查员核对
这非常重要。您可能正在租赁一处已报废或有结构、电气或管道问题历史的房屋。入住前，请
咨询当地房屋检查员，查看租赁单元中是否存在任何当前的房屋违规行为。询问房屋检查员，
是否有前承租人对未来出租人就未进行必要维修的问题进行投诉。一些市政当局要求租赁
单元获得许可。查明租赁单元是否获得许可。

铅基涂料
1978年之前建造的房屋可能使用铅基涂料，而1950年之前建造的房屋多数使用了铅基涂料。
确定是否有铅基涂料的唯一方法是让经过认证的检查员测试是否存在铅。当旧油漆开裂和剥
落时，会产生铅尘。儿童可能会因吞下手和玩具上的油漆片或油漆粉尘而导致铅中毒。儿童
也会吸入铅尘。即使是少量的铅也会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其他部分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儿童体内的铅会导致生长发育迟缓、听力和言语受损，并导致行为问题和学习障碍。老房子
中可能还有其他铅来源，例如管道或房屋周围的土壤中。出租人必须向承租人提供有关他们
租用的任何房产中铅基涂料的信息。未能提供正确信息的业主或出租人可能会被起诉，要求
赔偿三倍的损失。业主也可能受到民事和刑事处罚。请联系您所在的市政府或市政当局，了
解您所在的地区是否对铅基涂料的披露和补救有具体要求。

入住前



烟雾探测器/一氧化碳探测器
宾夕法尼亚州法律要求出租人在每个单元中提供正常工作的烟雾探测器。承租人不能放弃此
要求或断开烟雾探测器的连接。租约应说明哪方需要检查烟雾探测器和更换电池。
《一氧化碳报警器标准法》要求业主在所有配备化石燃料燃烧加热器、电器、壁炉和/或附属
车库的租赁单元中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承租人/住户必须根据需要更换电池，并更换在入住
期间被盗、移除、丢失或无法使用的任何设备，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出租业主或代理人任何与
一氧化碳探测器有关的缺陷。

  

717-291-1911
info@hdcweb.com
www.hdcweb.com

构建希望 与机遇

物业管理 房地产开发 居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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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单位检查清单
检验日期: ���������������������������������������������������������������
公寓地址: ���������������������������������������������������������������
出租人姓名: �������������������������������������������������������������
出租人地址: �������������������������������������������������������������
电话号码: ���������������������������������������������������������������

确保所有电器和固定装置正常工作。此外，还要记下是否有家具、地毯和固定装置，以及出
租物业内所有东西的状况。记下标记、烧伤或其他损坏的位置和数量。在您入住之前拍摄
照片以记录房产的状况。如果您确定某件物品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或没有缺陷，请勾选“
是”。如果您不确定，请勾选“不确定”。

建筑外观:
检查清单项目 是 否 不确定 注释
地基和外墙是否都完好且没有危
险？
所有外部楼梯、栏杆和门廊是否都
完好且没有危险？
屋顶、排水沟和下水管是否都完好
且没有危险？
烟囱是否完好且没有危险？
是否所有外表面都没有剥落或剥
离的油漆？
如果该单元是活动房屋，它是否正
确放置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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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房间:
检查清单项目 是 否 不确定 注释
是否至少有两个工作的插座，或
者一个工作的插座和一个工作的
灯具？
房间是否没有电气危险？
所有可以从外面进入的门窗是否
都可以上锁？
是否至少有一个窗户可以打开，并
且所有窗户都状况良好，没有缺少
或损坏的窗格？
天花板、墙壁和地板是否完好且没
有大裂缝、孔洞或危险缺陷？
是否所有内表面都没有剥落或剥
离的油漆？
是否有正常工作的烟雾警报器或
探测器？

浴室:
检查清单项目 是 否 不确定 注释
单元内是否有供承租人私人使用
的可用厕所？
是否有提供冷热自来水的可用浴
缸或淋浴？
是否有可以打开的窗户或工作的
通风系统？

Before Yo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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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

检查清单项目 是 否 不确定 注释

是否有可以使用的烤箱，是否有一
个带顶部燃烧器的炉子（或灶台）
可以正常工作？

是否有可以正常工作并保持足够
冷的温度以防止食物变质的冰箱？

是否有可以使用冷热自来水的厨
房水槽？

供热、管道和电气:
检查清单项目 是 否 不确定 注释
供热设备是否能够为所有用于居
住的房间提供足够的热量？
单元是否没有燃烧燃料的空间加
热器或其他类型的不安全加热条
件？
设备是否有足够的通风？
热水供热是否以安全的方式定位、
配备和安装？
是否有安全、卫生的公共或私人供
水系统？
水管是否有漏水现象？
水管系统是否连接到经批准的公
共或私人处理系统，是否没有下水
道倒灌？
电气系统是否没有危险（例如，接
线不当、供应严重不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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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Health and Safety:
检查清单项目 是 否 不确定 注释
该单元是否在居住区的每一层都
有至少一个处于工作状态的烟雾
探测器或警报器？
是否不必经过另一个单元就可以
进入该单元？
是否有可使用的消防出口？可用
吗？
单元是否没有老鼠、蟑螂等？
单元是否没有垃圾或碎屑？
楼梯和公共大厅是否没有因台阶
松动、缺少扶手、照明不足或其他
危险造成的危险？
现场和邻近地区是否没有危险状
况？

承租人签名: ��������������������������� 日期: ������������������������������
出租人签名: ��������������������������� 日期: ������������������������������
注意：出租人无需在此清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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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承租人的责任
作为承租人，您正在租用他人的财产。要建立负责任的租赁关系，您应该遵守您的租约以及
以下职责清单：

1.  到期支付租金到期支付租金，而不是在1天后或5天后支付。如果租金在每月1日到期，请
当月1日支付。作为承租人，您有法律责任根据租赁协议按时支付全额租金。如果您不按
时支付租金，出租人可以对您提起驱逐诉讼。无论您是残障人士或失去了工作，有生病
的家庭成员，有孩子，或者时值冬季，您仍可以被驱逐。如果您认为您无法按时足额支付
租金，您应该尽快告知您的出租人。不要等到租金到期或过期。如果出租人没有收到您
的租金支票，他们会做出最坏的打算。解释您不能付款的原因，并询问是否能协议付款。
如果您的出租人同意协议付款，请以书面形式制作付款协议，并保留一份副本。如果您
不遵守协议，出租人可以驱逐您。

2.  取得收据。保存所有向出租人付款的收据。如果可能的话，请用支票支付房租，因为您
的注销支票会为您保留记录，证明您已经支付了房租。如果您的出租人不接受个人支票，
而您通过现金或汇票支付租金，请获取付款记录。坚持让出租人为您支付的每笔租金提
供收据，并保存所有收据。

3.  如果您负责支付公用事业费，则必须按时支付。如果没有按时支付，可能会导致驱逐。
4. 遵守租约的所有条款和条件。
5. 遵守租约或单独签署的附录中包含的规则和条例。
6. 遵守宾夕法尼亚州法律、当地法令和住房法规的要求。
7. 不要打扰其他承租人和邻居的安宁。
8.  不要破坏房屋建筑及附属场地。确保没有与您同住或拜访您的人损坏该房产，因为您可

能要为这些损坏承担经济责任。
9.  通知出租人住宅中任何可能导致建筑物损坏的严重缺陷（或需要维修）。请务必遵守租

约中列出的通知条款。如果您的租赁合同没有提供具体的通知说明，请以书面形式提出
您的维修请求，并确保保留一份副本作为记录！

10. 对您或您的家人的行为或疏忽（正常磨损除外）造成的任何损害承担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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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保持房屋建筑及附属场地清洁。
12. 允许出租人、出租人代表或当地政府检查员合理进入以进行检查和维修。
13. 不允许租约上未注明的人士居住在租赁单元内。
14.  不要从事或允许任何人从事犯罪活动，包括非法吸毒或允许未成年人在房屋建筑及附属

场地内喝酒。任何这些行为都可能导致驱逐。
15.  如果您更换了锁，请确保您事先得到出租人的许可，然后需要给他/她配备用钥匙。法律

上允许出租人拥有您安装的任何锁具的全套钥匙。

租房保险
大多数出租人都购买了财产保险，该保险涵盖房产损失，但不包括您的个人财产。可以购买租
房保险（这是可选的，但有些出租人可能要求购买），以保障您的家具和其他个人财产。租房
保险的费用大约为每年 175-200 美元，平均每天约 50 美分。租房保险一般可以从任何销售
业主保险的保险公司购买。

邻里关系
向邻居介绍自己并成为邻里的一部分。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邻居们可以在许多方面相互帮
助，例如留意非法活动。
导致邻里关系不佳的一种行为是用巨大的噪音打扰邻居。如果您计划举行聚会，请控制好时
间，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结束聚会。当您策划这样的聚会时，最好让您的邻居也知道，并在特
殊情况下尽量配合他们，例如当您的邻居生病时。您可能想修改或改变您的计划，以便能够
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如果您配合他们，他们就更有可能配合您。
邻里关系还意味着对建筑物外部的良好维护和保养。草坪和灌木应该得到很好的维护，垃圾
不应该留在外面。在公寓楼中，尊重所有公共区域如走廊、楼梯或地面的秩序非常重要。不要
在这些区域留下垃圾或阻塞建筑物的入口。出于安全原因以及考虑到您的邻居，最好不要在
公共大厅和楼梯上玩耍或制造过多的噪音。
 要成为一个好邻居，您必须努力确保您的客人不会打扰您的邻居。虽然控制您客人的一切行
为不太可能，但您有权期望他们的行为不会让他人产生反感。
如果承租人或承租人的客人骚扰或威胁要伤害楼里或附近的其他人，根据《公平住房法》
或市政条例，出租人可以有权驱逐承租人，以保护邻居和/或其他承租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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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承租人之间的问题
如果您遇到其他承租人的矛盾问题，请向出租人报告。根据《公平住房法》，如果承租人基
于种族、原始国籍、残障情况或其他受保护类别骚扰另一承租人，法律要求出租人解决该问
题并防止骚扰继续发生。如果您感到受到他人的威胁，请报警。随后并向出租人提交书面报
告。为自己保留一份副本。说明问题，并要求出租人解决问题。通常情况下，最好是保持信件
的清晰和简洁，坚持用事实说话。如果问题持续存在，请进行跟踪。保留所有信函的副本。
您受租约条款的约束，所以如果您毁约并搬走，您仍有可能被要求承担剩余租期的租金。如
果出租人在法庭上对您采取行动，您需要证明出租人违反了租约条款，未能行使您安静享受
房产的权利或忽视防止歧视性骚扰。您要能提出证据，证明您已尽一切努力将问题通知出租
人，并在您搬出之前要求他/她解决问题。

客人
您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邀请社交客人，并有权在您的租赁单元内接待商务访客，而不受出租
人的干扰。客人必须遵守所有适用于承租人的公共区域规定。

允许他人入住
您的租约将规定谁可以和您一起居住在出租屋内。如果您希望有人与您同住或长期逗留，您
需要征得出租人的许可。出租人可能希望对新承租人进行背景调查、提高租金或要求将该人
加入租约。确保任何允许他人与您同住的协议都采用书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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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的隐私权
宾夕法尼亚州法律规定，在每份租约（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中，都需承诺出租人不会无理干
涉承租人对租赁房屋的拥有权。这份安宁享有承诺，也包括隐私权。您所支付的租金不仅为
您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而且还确保了您有权在不受出租人无理和过度侵扰的情况下享用该
房屋建筑及附属场地。
出租人仅有权合理进入租赁房屋的权利。如果出租人无故进入租赁单元或在晚上打扰承租
人，他或她可能违反了租约。出租人确实有权出于合理目的偶尔进入出租房屋，包括检查和
维护、维修或向潜在买家或承租人展示房产。合理还意味着，出租人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到访，
首先应提前通知承租人，并且先敲门 — 除非有紧急情况。如果出现水管破裂或烟雾探测器启
动等紧急情况，出租人有权立即进入，而无需事先通知。
如果租约规定出租人可以在合理时间内不经通知进入，则承租人可能无权要求提前通知。但
是，如果出租人或出租人的雇员多次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进入，承租人应向出租人发出信
函，要求在非紧急情况下进入前至少提前24小时通知，同时保留一份信函副本，并通过挂号
邮件发送原件，“要求回执”。虽然出租人没有义务遵守提前通知的要求，但出于礼貌，出租
人应在进入出租屋前向承租人发出通知。如果出租人不遵守上述的一般标准，在没有通知的
情况下反复进入租赁单元，出租人可能会因非法入侵而被传唤。致电当地警察局了解更多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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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房屋租赁法》 
弃置个人财产的处置
2014年10月22日法案  P.L. 2620   第 167 号 Cl. 68 
2014 会议 
No. 2014-167 
B 1714

法案
修订1951年4月6日的法案（P.L.69，第20号），该法案题为“与业主和承租人及其交易方的权
利、义务和责任有关的法案，及修订、修订、修改和合并相关法律”，进一步规定了弃置个人财
产的处置。
宾夕法尼亚州联邦议会特此颁布如下规定：
第1节1951年4月6日法案（P.L.69，第 20 号）第505.1条，即《1951年房屋租赁法》，于
2012年7月5日添加（P.L.1091，第 129 号），修改为：
第 505.1. 节弃置个人财产的处置。 — (a) [在承租人放弃对房屋的占有权时，承租人应将其个
人财产的所有项目从房屋中移除。就本节而言，在下列情况下，承租人应被视为已放弃对房
屋的占有权：

1. 执行有利于出租人的占有令。
2.  如果承租人已经实际搬离了房屋，则要搬走基本上所有的个人财产，并提供一个转送地

址或书面通知，说明承租人已经搬离了房屋。
 (b) 在根据 (a) 款放弃房舍并接受出租人对不动产的占有后，承租人应在10天内与出租人联
系，说明其打算搬走留在房屋建筑及附属场地内的任何个人财产。如果将意图传达给出租人，
个人财产应由出租人在出租人选择的地点保留三十天。如果在十天内未与出租人进行沟通，
则在十天后出租人可以酌情处置该财产。
(c) 如果个人财产在承租人放弃该房屋后仍留在该在房屋建筑及附属场地内，则应适用以下
规定：

1.  如果出租人根据 (a)(1) 条款接受了房产，而且占有令状或命令中包含了 (b) 条款规定的通
知，那么出租人就无需再向承租人提供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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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出租人根据 (a)(2) 款接受了房产，并且租约或租约附录包含 (b) 款规定的通知，则应
要求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书面通知，说明个人财产仍在房屋内，必须由承租人取回。本
款规定的通知应给承租人十天时间，从通知的邮戳之日起的十天内，承租人应通知出租
人取回个人财产。如果意图传达给出租人，个人财产应由出租人在出租人选择的地点保
留三十天，从通知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如果在十天内未与出租人进行沟通，则在十天
后出租人可以酌情处置该财产。该通知还应包括可以联系出租人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并
应指明可以取回该财产的地点。通知应：

 (i) 通过普通邮件寄往承租人的转送地址（如果提供了转送地址），或者，如果没有提供转送
地址，则寄往以前租赁的房屋；或者
(ii) 亲自交付给承租人。
3.  如果租约或租约附录不包含 (b) 款规定的通知，出租人除了遵守 (2) 款的要求外，还应向

承租人在租赁协议中可能提供的任何紧急联系人发送通知。
4. 本款要求的任何通知也应包含这样的信息：承租人被要求支付的、与移除或储存承租人
根据 (f) 款在十天后取回的财产有关的费用。

 (d) 在出租人接受房屋以及十天或三十天期限届满之间的任何时候，出租人应对前承租人留
在房产内或房产上的任何个人财产进行日常普通照管。
 (e) 在 (d) 款规定的适当期限届满后，出租人对前承租人的个人财产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并可
酌情处置该财产。如果个人财产被出售，且收益超过对出租人的任何未偿债务，则应将收益
以挂号邮件的方式转交给承租人。如果前承租人未向出租人提供转送地址，则出租人应保留
收益三十天，如果无人认领，可以保留收益。
(f) 如果出租人已根据 (c) 条款向承租人发出通知，则出租人可以选择将承租人的个人财产存
放在与租赁房屋合理距离内的另一地点。如果出租人选择将财产存放在另一地点，出租人可
以通过任何合理的方式将财产移出房屋，以保障财产在本节规定的时间内的安全。如果前承
租人在通知邮戳日期后的10天内取回个人财产，则承租人无需支付与出租人移除或存放财
产有关的任何费用。如果前承租人在通知的邮戳日期十天后但在三十天内取回个人财产，则
应要求承租人支付该时间段内与出租人移除或储存该财产有关的任何合理和实际的费用。
租约终止或放弃对房产的占有时，承租人应将所有个人财产从租赁的或以前租赁的房屋中移
走。根据本节的规定，出租人可以酌情处置留在房屋内的弃置个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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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则留在该处所的个人财产可被视为已弃置：
1.  承租人在书面租赁合同终止后已搬出该单元。
2.  出租人已发出驱逐令或占有令，承租人已经搬出单位，并基本上搬走了所有个人财产。
3.  已经执行了出租人发出的驱逐令或占有令。
4.  承租人已向出租人提供了转送地址的书面通知，已搬出单元，并基本上搬走了所有个人

财产。
5.  承租人在未传达归还意向的情况下已腾出该单元，租金逾期超过十五天，且在这些事件

发生后，出租人已发布承租人对该物业权利的通知。
(c) 如果承租人去世，并在出租的房屋中留下了个人财产，则本法的规定不适用。对死者个人财
产的处置应遵循《宾夕法尼亚州法典》第 20 章第 711(1) 条（关于通过孤儿法庭的一般分院
强制行使管辖权）和第 3392 条（关于分类和付款顺序）以及《宾夕法尼亚州法典》第 20 章
其他相关规定（关于死者、遗产和受托人）的规定。
(d) 在清除或处置弃置财产之前，出租人必须提供书面通知，说明承租人对该财产的权利。承
租人应有自通知邮戳日期起十天的时间取回该财产，或要求自通知日期起将该财产额外存放
不超过三十天。如果承租人提出要求，出租人必须自通知之日起保留或储存该物业最多三十
天。将在出租人选择的地点提供存储，承租人应承担其费用。在任何时候，出租人在处理和
保护承租人的财产时均应谨慎行事，并应合理提供该财产，以便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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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通知应通过平信邮件发送至承租人的租赁场所地址和承租人提供的任何转发地址，包括
为紧急情况提供的任何地址。通知应大致采用以下形式：
留在（地址）的个人财产目前被认为已被弃置。在本通知的邮戳日期的十天内，您必须取回您
希望保留的任何物品，或通过（电话号码和地址）联系您的出租人，请求保留或储存这些财
产。如果请求保留或储存这些财产，将从本通知的邮戳日期起在您出租人选择的地点提供最
多三十天的存储服务，您将负责存储费用。
(f) 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承租人的明确许可，出租人均不得处置或以其他方式控制留在有人居
住的房屋内的个人财产。如果个人财产可被视为弃置的条件不再存在，则出租人无权处置或
以其他方式对该财产进行控制。
(g) 除 (h) 条款的规定外，如果本节的规定与书面租约的条款发生冲突，应以租约的条款为
准。
(h) 尽管本节有任何相反的规定，如果根据 (b)(3) 条款的规定进行诉讼的出租人实际知道或
被告知为保护承租人或承租人的直系亲属而发出的防止虐待令，自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内，出
租人不得处置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承租人的个人财产。如果承租人提出要求，出租人必须自通
知之日起储存该财产最多三十天。
(i) 违反本节规定的出租人应承担三倍的损害赔偿、合理的律师费和法庭费用。
第2节该法案将在60天内生效。批准日期 –
- 公元2014年10月22日。
TOM CORB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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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正规的居住场所的权利
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已确保承租人有权获得正规的居住场所。这种对正规租赁住房的保
证称为“可居住性默示保证”。

该保证意味着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每份住宅租赁合同（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中都有一个承诺
（保证），即出租人将提供一个安全、卫生和健康的住宅。出租屋必须适合居住，出租人必
须在整个租赁期内通过进行必要的维修来维持这种状态。即使承租人签署了租赁合同以“
按原样”使用住宅，该保证条款也会保护其个人。租约中不能放弃拥有宜居房屋的权利。请
记住，无论租约上是否有规定，该保证都为租约的条款。任何试图放弃该保证的租赁条款均
无法执行。

该保证不要求出租人进行外观维修。例如，出租人不需要修理褪色的油漆、安装新地毯或进
行其他外观升级或改进。但是，出租人必须对影响安全或居住能力的严重缺陷进行补救。

以下是可居住性默示保证涵盖的缺陷示例：
• 缺乏热水和/或冷水供应
• 失灵的污水系统
• 无法用锁（门、窗）保护租赁的房屋
• 冬天缺乏足够的供热
• 昆虫或啮齿动物侵扰
• 屋顶漏水
• 不安全的地板、楼梯、门廊和扶手
• 电线不足（火灾危险）或缺乏电力
• 因制冷设备损坏而无法安全储存食物（当出租人负责维护和修理冰箱时）。
• 不安全的结构部件，使得入住此房屋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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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充足的供热？
“充足的供热”取决于您当地的物业维护规范。您需要咨询当地市政当局，了解您所在社区的
租赁单元对充足的供热量的要求是什么。许多城市都采用了《国际物业维修规范》作为物业
维修的标准。该规范一般要求出租人提供一个能够在冬季维持最低温度68°F（20°C）的供热
系统。在费城，出租人必须维持供热系统，从10月到4月提供最低68°F的热量。如果承租人可
以通过恒温器控制自己的供热，出租人不需要将供热保持在最低68°F — 这由承租人自行决
定。请咨询您当地的法规执行部门，了解您所在地区的最低供热要求。

如果您的单元不适合居住该怎么办？
如果问题严重到足以构成违反可居住性默示保证，您可能有权寻求一种或多种补救措施。采
取以下步骤建立和保护您的权利：
•  您必须确定该缺陷影响了您租赁单元的可居住性（您在住宅中的居住能力受到严重影

响）。
•  一旦您确定缺陷影响了您的可居住性，请拍摄该缺陷的照片。如果您被要求出庭，最好

可以提供照片。
•  您必须将问题告知出租人。如果您的租约中有描述如何将缺陷通知出租人的条款，请

确保严格遵守这些通知程序。如果您与他或她交谈，请确保您以书面形式跟进， 
并为自己保留信函副本。对于承租人来说，以书面形式通知出租人任何缺陷始终是一个
好习惯。这提供了证据，证明出租人已被告知有缺陷的情况。（请参见“给出租人的样
函” ）

•  您必须给出租人合理的时间来修复有缺陷的状况。多长时间是合理的时间？没有普遍的
答案。合理性将取决于缺陷的性质以及修复缺陷的能力是否在出租人的直接控制范围
内。修复受损屋顶的合理时间可能以周为单位；但冬季缺乏热量必须在一两天内得到维
修。

•  您必须能够证明，出租人在接到缺陷通知后，在合理的时间内不愿意或不能修复房产，
然后再使用补救措施来解决问题。

•  如果您决定采取补救措施或综合补救措施，您需要谨慎行事并做好充分准备，因为您的
出租人可能会采取措施收取租金甚至试图驱逐您。适当的法律建议是非常宝贵的。宾夕
法尼亚州法律禁止您的出租人为了报复而驱逐您，因为您在可居住性保证下正确行使
了您的权利。如果法院发现您不当地行使了补救措施并因此违反了租约，您可能会被驱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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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违反可居住性默示保证的补救措施
对于违反可居住性默示保证的行为，有一些法律补救措施可以单独使用或结合使用：
1. 终止租约并搬出
2. 扣留全部或部分租金
3. 修理与扣除
4. 提起法律诉讼寻求赔偿 

在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之前，请记住以下几点： 
•  这里的每一种补救措施都有与之相关的风险。任何一种都可能导致您的出租人试图驱

逐您。如果您的出租人没有提供宜居的租赁单元，他不能因为您适当使用了这些补救
措施而报复性地将您驱逐。但是，如果您不正确地扣留租金或以其他方式违反租约，他
仍然可以因您未支付租金而驱逐您。

•  在使用任何这些补救措施之前，您可能需要联系律师或承租人权利组织，以获得与您
的情况相关的法律建议。确保您采取了正确的步骤来建立和保护您的权利。这些补救
措施和程序存在一些限制。每种补救措施都可能很复杂，而且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适
当的法律建议是非常宝贵的。

•  确保您可以证明问题存在。朋友和亲戚在法庭上的证词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有能清
楚显示您想指出的缺陷的照片会更好，而来自法规执行部门的信件或通知是最理想
的。

•  一定要提前考虑，做好准备，以防出租人最后把你告上法庭。您需要提供导致您的公寓
无法居住的缺陷的文件 — 照片、法规检查案例报告、证明您以书面形式通知了出租人
这些缺陷、并证明您给了出租人合理的时间来进行维修、证明维修没有进行，因此您在
法律上有权利用这些补救措施。

补救措施 #1：终止您的租约，避免任何进一步的支付租金的义务。

如果承租人已将房屋缺陷通知出租人，并且在合理的时间后出租人不愿意或无法进行维修，
则承租人有权终止租约并搬出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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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决定使用此补救措施，您必须搬出租用的房屋。您不能终止租约并继续留在该房产
中。如果您不搬出该房屋，您可能会失去您的保证金或者因未支付租金而被起诉。必须遵守
所有迁出程序，包括将所有钥匙交还给出租人。

补救措施 #2：扣留全部或部分租金，直到缺陷得到补救。

根据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如果您能证明住宅单元不适合居住，并且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
施，将问题告知出租人，并给出租人合理的时间来修复导致租赁单元不适合居住的缺陷，您
可以扣留租金。只要有证据表明住宅单元不适合居住，如果出租人以不支付租金为由提起任
何法律诉讼，您应该提出抗辩。
• 确保您已书面通知出租人问题的存在。
• 确保您留出合理的维修时间，并能证明您的出租人未能按照您的要求进行维修。
• 如果您不确定如何进行，对证明违反默示保证有疑虑，或需要更多信息，请咨询律师。
您可以扣留多少租金？ 
没有确切的公式来确定您可以合法扣留多少租金。计算此金额的一种方法是计算出您不能
使用的房屋面积以及多长时间不能使用。
示例 1：如果您有一套五居室公寓，并且由于屋顶漏水而无法使用其中一个房间，您可以扣留
租金的1/5（五分之一）或20% ，以弥补损失的1/5（五分之一）。
示例 2：如果您没有供热，被迫与朋友或在酒店住一周，您可能会扣留1/4（四分之一）或25%
的租金，因为您在四个星期中的一个星期失去了整个房屋的使用权。
将扣留租金存入托管账户 
虽然法律不作此要求，但建议您将扣留的租金存入银行或托管账户。如果您无法开设单独的
银行账户，请确保您可以证明您已预留了租金。如果您的出租人因未支付租金而将您告上法
庭，这可能会给您一些保护。法官经常询问承租人是否已将扣留的租金托管。通过将钱存入
银行账户，您将向法官表明您并没有试图免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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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救措施 #3：修理缺陷并从您的月租中扣除修理费用。

这种补救措施允许承租人修复缺陷或修复导致租赁房屋无法居住的条件。然后承租人可以
从租金中扣除维修费用。可从租金中扣除的维修费用金额是有限的。
•  数额必须合理且必要，以使住宅单元适

合居住。
•  您不得扣除使居住单元更符合个人预

期的修缮费用。只有使房屋安全并符合
可居住性保证而发生的费用才可以扣
除。

•  在继续之前，请书面通知您的出租人您
打算行使此补救措施并提交成本估
算。

•  您必须等待一段合理的时间，然后再
继续进行。

•  工作完成后，您需要再次通知出租人。
•  如果您的问题是维修人员可以解决的

特定问题，并且维修费用将低于您一个
月的租金，则此选项可能对您有好处。

•  确保您保留所有产生的任何费用的收
据，并将其提供给出租人。

补救措施#4：提起法律诉讼，追讨维修费用、获得追溯性租金返还，和/或赔偿住宅单元无法居住时遭受的
任何其他损失。

如果因为房屋有严重的可居住性问题，导致您已经花了一些自己的钱进行维修，或者您要搬
走，并且认为您应该获得追溯性的租金返还，这对您来说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
• 如果您仍然住在房屋中或正要搬出去，您可以采取这种法律行动。
•  承租人有责任证明遵守了可居住性默示保证的前提条件，并且证明由于出租人违反了

可居住性默示保证而产生了费用或其他损失。

哪方负责灭虫？
可居住性默示保证要求出租人为承租人提供安全和卫生的条件。受臭虫、蟑螂、跳蚤、老鼠
或其他害虫侵染的公寓或房屋不处于安全和卫生的状态。如果您的出租人拒绝雇用灭虫员，
您可以联系当地的执法部门。如果存在虫害，执法官员应该到该物业进行检查，并向出租人
发出传票。如果您的出租人拒绝灭虫，您也许可以行使法律补救措施，自己处理虫害问题。
请参阅承租人违反可居住性默示保证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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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居住性默示保证不涵盖的维修
诸如重新粉刷、更换地毯、更新瓷砖和安装升级的橱柜之类的美容维修不包括在可居住性
默示保证范围内。始终检查您的租约。如果您的租约未涉及重新粉刷公寓，并且您通过重新
粉刷改变了房屋状况，那么通常出租人不负责补偿您的费用，但出租人可以要求您在搬走时
将房屋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在您重新粉刷或对房屋进行任何更改之前，请获得出租人的许可
（最好是书面许可），以避免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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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名字   
您的地址

日期

出租人姓名   
出租人地址

亲爱的{输入出租人姓名}：

亲爱的{请输入出租人的姓名}：
我写信给您，是想和您说明我租用您的位于{输入地址}的公寓/房屋（选择一个），有需要维
修的事宜。必须维修的具体问题是：
制作清单：（示例如下所示）
没有热水
管道问题（详细说明）
没有供热
天花板开裂等。
我认为这些缺陷违反了我们的租赁协议，也违反了可居住性默示保证。
如果您能尽快进行维修，我将不胜感激。如果这些情况在合理的时间内没有得到修复，我
打算行使我的法律权利，减少租金、自己进行维修并从租金中扣除费用，或扣留我的租金
付款，等等。（选择一项）
希望您能及时关注此事。

谨上， 

您的签名  
请用印刷体签名 
您的联系方式

样函 

严重影响可居住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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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名字   
您的地址

日期

出租人姓名   
出租人地址

亲爱的{输入出租人姓名}：

此信函是为了确认我们在 {日期} 在{电话号码}的谈话，在谈话中我通知您我位于{地址}的公
寓/房子（选择一个）需要进行
以下维修。
必须维修的具体问题是：
制作清单：（示例如下所示）
没有热水
管道问题（详细说明）
没有供热
天花板开裂等。
您承诺维修将在{输入承诺日期}之前完成。感谢您在这件事上的配合。

谨上， 

您的签名  
请用印刷体签名  
您的联系方式

样函 

确认需要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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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名字   
您的地址

日期

出租人姓名   
出租人地址

亲爱的{输入出租人姓名}：

我写信给您，是想和您说明我租用您的位于{输入地址}的
公寓/房屋（选择一个），有需要维修的事宜 。必须维修的具体问题是：
制作清单：（示例如下所示）
没有热水
管道问题（详细说明）
没有供热
天花板开裂等。
您可能还记得，我们在{输入讨论日期}讨论了这些问题。（仅在适用时才使用此句。）
我认为这些缺陷违反了我们的租赁协议，也违反了可居住性默示保证。
如果这些情况未在{输入天数} 内得到修复，我打算行使我的合法权利进行必要的维修并从
我的租金中扣除费用。 （包括任何您可能有的、显示预期维修费用的估计。）
希望您能及时关注此事。

谨上， 

您的签名  
请用印刷体签名  
您的联系方式

样函 

修理与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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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名字   
您的地址

日期

出租人姓名   
出租人地址

亲爱的{输入出租人姓名}：

我写信给您，是想和您说明我租用您的位于{输入地址}的
公寓/房屋（选择一个），有需要维修的事宜 。必须维修的具体问题是：
制作清单：（示例如下所示）
没有热水
管道问题（详细说明）
没有供热
天花板开裂等。
您可能还记得，我们在{输入讨论日期}讨论了这些问题。（仅在适用时才使用此句。）
我认为这些缺陷违反了我们的租赁协议，也违反了可居住性默示保证。
如果这些情况未在{输入天数} 内得到修复，我打算行使我的合法权利，扣留我的部分或全
部月租金，直到这些缺陷得到修复。
希望您能及时关注此事。

谨上， 

您的签名  
请用印刷体签名  
您的联系方式

样函 

扣留全部/部分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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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名字   
您的地址

日期

出租人姓名   
出租人地址

亲爱的{输入出租人姓名}：

我写信给您，是想和您说明我租用您的位于{输入地址}的
公寓/房屋（选择一个），有需要维修的事宜 。必须维修的具体问题是：
制作清单：（示例如下所示）
没有热水
管道问题（详细说明）
没有供热
天花板开裂等。
我认为这些缺陷违反了我们的租赁协议，也违反了可居住性默示保证。
如果这些情况未在{输入天数} 内得到修复，我打算行使我的合法权利搬出该房屋。

谨上， 

您的签名  
请用印刷体签名  
您的联系方式

样函 

出于可居住性原因终止租约 — 第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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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名字   
您的地址

日期

出租人姓名   
出租人地址

亲爱的{输入出租人姓名}：

特此通知您，我将于{输入日期}搬离位于{输入地址}的公寓/房屋（选择一个）。 
我已遵循所有规定的迁出程序。
我的转送地址是{输入新地址}。请在我搬出后的30天内将我的保证金退回到上述地址。

谨上， 

您的签名  
请用印刷体签名  
您的联系方式

样函 

出于可居住性原因终止租约 — 第二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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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属于承租人但由出租人持有，以保护其免受损失。承租人有责任支付整个租赁期间的
租金。租约到期后，减去对财产产生的任何损害后，出租人应将保证金退还给承租人。
如果您有以下情况，则可能在租期结束时被扣留全部或部分保证金：
• 损坏房屋建筑及附属场地；
• 未能正确进行清洁；
• 未能支付您最后一笔或任何租金；
• 没有向出租人提供您要搬出的适当通知。
未经出租人同意，保证金不得用作最后一个月的租金。保证金不应用于支付您搬入之前其他
承租人造成的损坏或财产的正常磨损。请参阅您的保证金退还

保证金金额限制
宾夕法尼亚州法律限制了出租人可以要求的保证金数额。在租赁的第一年，保证金不能超过
两个月的租金。出租人可能会要求承租人支付保证金加上“最后一个月的租金”。不管出租人
怎么称呼这笔“最后一个月的租金”的付款，它仍然不能超过“第一年，两个月的租金”的限
制。
在第二年或原租约的任何续约期间，保证金不得超过一个月的租金。如果承租人的租金增
加，出租人在租赁的前五年还可以按新费率将保证金增加至相当于一个月新租金的水平。五
年后，即使租金增加，出租人也不能增加保证金。
如果承租人已经支付了两个月的保证金（或一个月的保证金和“最后一个月的租金”），那么
在第一年之后，承租人可以要求出租人返还持有的超过一个月租金的金额。请通过撰写信函
要求返还这笔金额，并保留该其副本。这封信应该通过挂号邮件发送原件，“要求回执”，以
确保出租人收到此邮件。如果承租人没有收到邮局退回的签名收据，承租人应使用普通邮件
跟进挂号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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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利息
如果收取的保证金超过100美元：
1. 资金必须存放在一个单独的账户中
2. 该帐户必须在宾夕法尼亚州或联邦银行当局监管的机构中
3. 出租人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承租人存管（银行）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保证金金额
4.  第二年之后，承租人的钱所赚取的利息（减去出租人1%的管理费）必须每年在租约周年日

支付给承租人
5. 法律没有规定承租人必须获得多少利息
请悉知，如今的利率非常低。因此，在出租人扣除1%的费用后，可能不会向承租人支付利
息。但是，出于建议，出租人应该以书面形式通知承租人没有应付利息。

保证金退还
在租约终止后的三十（30）天内，出租人必须向承租人提供：
1.  一份书面清单，列出出租人声称承租人应负责的任何损失，并支付保证金资金加利息（如

果有的话）与用于支付损害赔偿之间的差额，或
2. 一张全额保证金的支票。
如果出租人未能在30天内完成上述任何一项，他或她就放弃了扣留任何保证金或利息的权
利，并放弃了在法院起诉承租人要求赔偿的权利。在第31天，承租人可以起诉出租人，要求
赔偿托管的保证金的双倍金额和利息（如有）。注意如果承租人没有提供转送地址或归还钥
匙，则不能要求出租人遵守30天期限。

对从保证金中收取的损害赔偿提出异议
出租人不应就正常损耗向承租人收取费用。例如，如果出租人决定在租约结束时重新对公寓
进行粉刷，则不应向承租人收取重新粉刷的费用，除非承租人造成了超出正常范围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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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正常损耗？
正常损耗是由于日常使用而导致的房产的正常劣化。它不是由滥用或疏忽造成的损害。正常
损耗与房产损坏之间存在差异。地毯出现哑光属于正常损耗。地毯上的烧伤或污渍是由于疏
忽造成的损坏。褪色或变黄的油漆属于正常损耗。地毯上的大块污渍或墙上的洞都需要赔
偿给出租人损失。

保证金可以用于什么用途？
您的出租人可能会保留部分或全部保证金，以便对正常损耗以外的损坏进行维修。您的出租
人可以保留您的保证金，以支付租期结束时的任何未付租金。如果您违反租约，保证金也可
能会被没收。如果您没有在搬出后打扫出租房，房东可以向您收费，但收费应该是合理的，
而且只能使房产恢复到入住前的状态。
您不应对前承租人造成的损害负责。通过使用租赁单位检查清单，承租人可以注意到在搬入
租赁单元前存在的任何损坏。文件证据、目击者和照片特别有助于确定租赁之前存在损坏的
事实。如果承租人希望起诉出租人以收回错误持有的保证金，贼此类证据是非常有价值的。

搬离时取回保证金的步骤
• 给房东适当的通知，告诉其您将搬离。
•  该通知必须符合您的租约规定。您需要阅读您的租约，以了解应将搬出通知寄往何处

以及必须发出多少通知才能终止租约。
•  请务必在您搬离时或之前以书面形式向出租人提供您的新地址。即使您的租约中没有

说明，您也必须这样做。请参阅样函 - 退还保证金的搬出通知/转送地址。
•  最好通过挂号邮件发送通知，“要求回执”。如果您不确定您的新地址是什么，请给出

租人您一位亲戚的地址。保留您发送的所有信函副本、以及通过挂号邮件发送信件的
收据和回执。

•  在搬出之前尽可能彻底地清洁住宅单元。保留租用或购买任何清洁设备的收据，例如 
用于清洁地毯的蒸汽清洁器。记得清洁炉子和冰箱的内部，并处理所有垃圾。不要留下
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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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您不欠任何租金。
• 尽量让您的出租人与您一起检查住宅单元。
•  拍摄空置的房屋建筑及附属场地照片。这时，您可以查看搬入公寓或房屋时准备的照

片、检查清单或任何其他损坏的相关文件。
•  将钥匙归还给出租人。如果可能的话，在这个时候向出租人支付的任何欠款都要有收

据。
请记住，如果没有给予适当的通知，您可能会违反租约，保证金也可能会被没收。如果您没
有正式终止租约、欠租或没有归还钥匙，您的出租人可能会拒绝退还您的保证金。

如果出租人没有退还您的保证金怎么办
如果您的出租人没有在三十（30）天内退还保证金并向您提供一份书面的损失清单，或者您
的出租人没有在三十（30）天内向您支付保证金金额和租赁单元实际损失之间的差额，那么
出租人就丧失了：
• 保留保证金的任何部分（包括利息）的所有权利和
•  所有起诉承租人破坏租赁单元的权利（但是，出租人仍可起诉承租人未付租金或违反

租约）。
您可以向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起诉出租人，要求赔偿双倍的保证金（包括利息，如适用）
。出租人将不能提出反诉要求赔偿。
如果出租人在三十（30）天内向您提供了损失清单和退款，而您对损失金额有异议，您可以
向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您必须证明出租人不当地向您收取了损害赔偿费用。同样，图片、
检查清单和其他文档将有助于此审理过程。出租人有权对您提起反诉。
您必须向地方法院支付申请费才能提起民事诉讼；但是，您可以要求出租人报销这些费用。
如果法官的决定对您有利，则申请费用和开支应由出租人支付。前往法庭时，您应该携带以
下文件（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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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书面租约
• 您归还钥匙的文件或证明
•  您向出租人提供了转送地址的文件或

证明
•  您发送的要求退还保证金的任何信函

副本
•  出租人解释为何不全额退还保证金的

任何信函的副本。

• 所有租金收据（或取消的支票）
• 保证金收据（或取消的支票）
• 搬入时的损失清单
•  图片或视频（准备好说明其拍摄人和

拍摄时间）
•  见证您支付保证金的证人，和/或了解

您搬入和搬出时公寓状况的证人 

如果您没有提供转送地址，您仍然有权获得保证金。但是，由于出租人可能难以找到您，因
此出租人不必在30天内归还保证金。
任何表明您已放弃这些权利的租赁条款均不可执行，因此被认为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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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名字   
您的地址

日期

出租人姓名   
出租人地址

亲爱的{输入出租人姓名}：

根据 68 PS§250-512(e)，我以书面形式向您提供以下转送地址：
{输入名称 街道地址 城市/州/邮编}
我的租约于{输入日期} 终止。我将在您方便的时候，在{输入日期}的最后一周对单元进行最
终检查。请与我联系以安排检查时间。
请在 30 天的法定期限内将我的全额保证金，或任何索赔的损失清单、我的保证金余额连
同应计利息一起转送到上述地址。

谨上， 

您的签名  
请用印刷体签名  
您的联系方式

样函 

退还保证金的搬出/转送地址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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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州没有租金管制法。出租人可以随意提高租金。但是，必须根据您的合同（您的
租约）进行更改。
1.  租金上涨必须遵循书面或口头租约中规定的适当通知程序。
2.  除非您同意增加租金，否则出租人不得在租期中间提高租金。
3.  出租人不能因为承租人行使了合法权利而提高租金作为报复。出租人不得因为承租人提

出歧视投诉或联系执法部门而提高租金。如果由于您提出住房歧视投诉而提高了租金，
您应该通知您提出投诉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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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收到公用事业设施将被关停的通知，您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以保护您的权利。关停后
重新打开的服务将更加困难。无论哪方负责支付公用事业费，如果没有以下情况，公用事业
公司不能切断服务：
• 关停前10天的书面通知
• 在关停前至少3天尝试亲自联系您或您家中的成年人
• 在关停时尝试联系您或您家中的成年人
•  在 12 月至 3 月期间，如果公司在终止服务前未与个人联系，则必须在您家的明显位置

张贴通知，说明您的公用事业设施将被关闭，并且必须至少提前 48 小时通知您
在公用事业公司向承租人发出10天的通知后，该公司有60天的时间来关停承租人的公用事
业，而无需再提前10天通知。
如果公用事业公司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关停服务，则违反了法律。联系公用事业公司并
要求立即恢复服务。要求与主管交谈并写下与您交谈的人的姓名。如有必要，请致电公用事
业委员会 1-800-692-7380。如果您需要法律援助，请咨询私人律师或致电您当地的法律援助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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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公用事业设施关停的步骤
您有责任在出现任何账单纠纷或付款问题时立即联系公用事业公司，以避免您的公用事业设
施被关停。
1.  通过通知上的电话号码联系公用事业公司。要求建立付款协议。付款协议的期限由法律确

定。如果您的家庭是低收入家庭，请务必通知公用事业公司，因为低收入家庭可以获得更
长的付款协议。公用事业公司只需要为同一债务向您提供一份付款协议。如果您认为公
用事业公司没有提供付款期限，您可以拨打 1-800-692-7380 向公用事业委员会（PUC）报
告。PUC 可以签发付款协议。

2.  表明您支付了账单或表明您的账单存在分歧（争议）。如果您对账单提出异议或不同意电
表读数，您必须通知公用事业公司并告诉他们您对账单提出异议。在您等待对您的询问
或争议的答复期间，您的服务将无法关停。您仍然有义务支付您没有异议的所有公用事业
账单，包括您在投诉进行期间收到的任何账单。如果您和您的公用事业公司无法达成一
致，请拨打 1-800-692-7380 联系公用事业委员会（PUC）。

3.  如果您获得了医疗证明，证明您家中有人病重或有人的健康状况会因关停而变得更糟，则
公用事业公司无法关停您的服务。在您告诉公用事业公司这一医疗状况后，您需要让医生
或护士打电话或寄一份声明给公用事业公司，确认这一医疗状况。每次可以将关停推迟30
天。医疗证明可以再更新两次延长期限。如果您的服务已被关停，公用事业公司需恢复您
的服务。您仍然必须对任何无争议的公用事业账单进行付款。

4.  如果您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并且拥有有效的防止虐待令（PFA），在处理您的公用事业
服务方面有特殊程序和保护措施。致电您的公用事业公司，告知他们您的 PFA，以便为您
实施这些特殊程序和保护措施。您可能需要向公用事业公司提供 PFA 副本。

5.  如果您住在低收入家庭，可能会有特殊安排来帮助您– 有关帮助低收入客户的计划的信
息，请参阅支付公用事业费用时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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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出租人负责支付公用事业费用怎么办？
如果您的出租人负责支付公用事业服务费用但未能支付公用事业账单，或者出租人指示公用
事业公司关停您的服务，《公用事业服务承租人权利法案》要求公用事业公司至少提前30天
通知您。
一旦公用事业设施被关闭，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首先，尝试让出租人立即支付必要的费
用以恢复您的服务。如果出租人没有支付恢复服务所需的费用，您和任何其他承租人可能必
须支付费用才能恢复服务。您为恢复服务而支付的任何账单都可以从您的租金中扣除。您也
可以将公用事业服务转移到您的名下。但是，请注意 - 您可能需要支付一笔可观的押金，而且
还可能影响您的租约。如果您这样做，请尽快寻求法律顾问的帮助。

恢复公用事业服务
在4月1日至11月30日期间，如果您全额支付欠款或签订付款协议（如果符合条件），并满足公
用事业公司要求的任何其他条件，您的服务一定会在3天内恢复。
在12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如果您全额支付欠款或签订付款协议（如果符合条件），并满足公
用事业公司要求的任何其他条件，您的服务一定会在24小时内恢复。

哪方负责支付公用事业费？
无论租约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双方必须就由哪一方负责支付公用事业费用达成一致。承租
人可能负责电力和燃气，而出租人负责供水和污水处理。如果您的租约是书面形式，请确保
租约概述了哪方负责支付公用事业费。

每间公寓都必须有单独的电表吗？
如果承租人负责支付公用事业费用，宾夕法尼亚州水电法要求出租人确保每个住宅单元都单
独计量。这意味着承租人的公用事业账单上不能有“外来负载” — 承租人的布线不能包括公
共区域或其他公寓。如果一栋建筑中有三个单元，那么每个单元必须有三个独立的仪表，公共
区域必须有一个单独的仪表。
如果一个租赁单元没有独立的仪表，则出租人将负责公用事业费用 — 包括任何逾期未付的
余额。在确认接线已更正之前，公用事业公司不应允许承租人支付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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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出租人可以因为我维护自己在公用事业方面的权利而对我进行
报复吗？

《宾夕法尼亚州公用事业法》中有一项规定，出租人对承租人行使宾夕法尼亚州公用事业法
下的权利进行报复是非法的。任何对承租人进行威胁或报复的出租人、代理人或雇员，都要
承担相当于两个月租金或房客所受实际损失（以较高者为准）的赔偿，以及诉讼费用和合理
的律师费。
法律中有一条反报复条款，如果业主在承租人行使《宾夕法尼亚州公用事业法》规定的权利
后6个月内试图提高租金或驱逐承租人，则推定为非法报复，但不支付租金的情况除外。请
注意，即使租约上表示您已经放弃了这些权利，这些权利也不能被剥夺。

我的出租人可以因为我拖欠租金而关闭我的公用事业设施吗？
法律不允许您的出租人干扰您的公用事业服务，即使您拖欠租金。即使水、下水道、煤气或电
力包含在您的月租金中，出租人也不能合法地关停您的公用事业服务。这可能被认为是在没
有经过适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试图驱逐您的非法行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或出租人威胁要
这样做，您应该咨询律师或致电给法律援助。请参阅驱逐相关常见问题：我的出租人威胁要
把我锁在门外。

无法支付公用事业账单
如果您尚未支付或拖欠公用事业费用，公用事业公司可以在发出适当通知后关停对您租赁房
产的服务。请参阅公用事业设施关闭。但是，即使您无法支付全部欠款，您也可以采取措施
保持公用事业服务。
•  电力、天然气和一些供水公司都有客户协助计划（CAP）。CAP 适用于难以支付每月全

额账单的低收入客户。这些计划提供每月账单的折扣以及过去的债务减免，以换取客户
每月定期付款。询问您的公司您是否符合资格。

•  公用事业公司必须允许您按照预算计划支付账单，这样您的冬季付款就不会很高，而夏
季付款却很低。根据预算计划，您的付款是平均的，因此每个月的付款都是相同的。

•  您可能有资格参加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LIHEAP） 。该计划可能能够帮助您支
付水电费或其他保暖费用（空间加热器和家庭维修）。公共福利部运营着三个能源计划 
— 能源援助现金补助、危机补助和危机补助气象修理援助。如果您遇到供热危机，您
可能有资格通过 LIHEAP 危机计划获得福利。紧急情况包括必须修复或更换的供热设
备或泄漏的管道、缺乏燃料、主要供热源或第二供热源（用于操作主要供热源或在主
要供热源不工作时使用的供热源）被完全关停，以及面临没有燃料（少于15天的供应
量）或公用事业服务被终止的危险（收到未来60天内将关停服务的通知）。

Utility Shut-Offs
公
用
事
业
设
施
关
停

69



Ut
ili

ty
 S

hu
t-O

ffs
公
用
事
业
设
施
关
停

•  每家电力和天然气公司都有一个困难基金，低收入客户可以申请该基金，以避免关停或
需要重新连接服务。致电您的公司，看看您是否符合资格。

•  气象援助计划和住宅低收入使用减少计划是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公用事业客户提供
的免费服务。提供的服务可能包括家庭能源调查、减少使用教育和气象服务。联系您的
公用事业公司或您当地的社区行动方案，以便申请或获得更多信息。

•  宾夕法尼亚州公用事业委员会拥有许多资源来帮助个人和家庭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冬天
保持温暖。访问他们的网站www.puc.state.pa.us了解更多信息。

•  如果您住在费城以外，请访问www.dollarenergy.org，了解1美元能源基金，或联系您
的公用事业公司，了解可能帮助您支付公用事业账单的项目信息。

•  如果您住在费城，请访问www.uesfacts.org，了解公用事业应急服务基金（UESF），或
致电(215) 972-5170，了解可能帮助您支付公用事业账单的项目。 

 要申请或了解有关LIHEAP的更多信息，请在周一至周五致电1-800-692-7462致电宾夕法尼
亚州公共服务部（听力障碍人士可拨打 711）。您也可以在www.compass.state.pa.us 上申
请LIHEAP。如果您在填写COMPASS申请表时需要帮助，请在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下午4:45
之间拨打求助热线1-800-692-7462。如果您有听力障碍，请拨打 1-800-451-5886 联系 TTY/
TTD。
您也可以致电您当地的县援助委员会或当地的社区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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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承租人，您有法律责任根据租赁协议按时支付全额租金。如果您不按时支付租金，出租人
可以对您提起驱逐诉讼。无论您是残障人士或失去了工作，有生病的家庭成员，有孩子，或者
时值冬季，您仍可以被驱逐。如果您认为您无法按时足额支付租金，您应该尽快告诉您的出租
人。不要等到租金到期或过期。如果出租人没有收到您的租金支票，他会做出最坏的打算。解
释您不能付款的原因，并询问是否能协议付款。如果您的出租人同意协议付款，请以书面形式
制作付款协议，并保留一份副本。如果您不遵守协议，出租人可以驱逐您。
如果您在支付账单时遇到困难，您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给自己留有栖身之地。您的租金应该是您
的首要任务之一。您可以从当地机构获得帮助以紧急支付租金。援助可能只在一年中的某些月
份提供，通常每年只提供一次。当地宗教和社区组织也可以提供紧急财务帮助。您当地的县援
助办公室可能会为需要帮助支付房租的人提供紧急避难所援助
或为新住处支付保证金。您也可以考虑通过当地房屋委员会申请补贴住房。
保持公用事业设施供应。如果您拖欠了公用事业付款，您可以与公用事业公司安排付款计划。
这将使您在寻求解决财务问题时，能够维持您的灯光和供热。许多租约要求承租人在租赁期间
维护单元中的公用设施。如果您允许您的公用事业服务被终止，您可能会因违反租赁条款而被
驱逐。有许多计划可以帮助收入很少或没有收入的人支付取供热费用和其他公用事业费用。请
参阅无法支付公用事业账单。
法律不允许您的出租人干预您的公用事业服务，即使您拖欠租金。即使水、污水处理、煤气或
电力
包含在您的月租付款中，出租人也不能合法地关停您的公用事业服务。这可能被认为是在没有
经过适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试图驱逐您的非法行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或出租人威胁要这样
做，您应该咨询律师或致电给法律援助。请参阅驱逐相关常见问题：我的出租人威胁要把我锁
在门外。
若要查看您是否有资格获得公共福利，例如LIHEAP（能源援助）、食品券、医疗援助、CHIP、
现金援助、儿童保育工作计划、学校膳食、长期生活服务以及早期干预、智力障碍或自闭症服
务，请访问www.compass.state.pa.us
如果您在填写COMPASS申请表时需要帮助，请在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下午4:45之间拨打求
助热线1-800-692-7462。如果您有听力障碍，请拨打1-800-451-5886联系TTY/TTD。如果您在
非工作时间有疑问或更喜欢使用电子邮件，您可以在他们的网站通过电子邮件与他们联系。

拖欠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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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

驱逐是由房产所有者发起的法律行动，以迫使承租人搬出该房产。法院下令驱逐是出租人迫
使承租人离开出租房的唯一合法方式。合法的驱逐需要有法院程序。该过程的时长将取决于
驱逐的情况。 

在以下情况下，出租人可以提起诉讼，驱逐承租人：
• 承租人不支付租金，
• 承租人未能在租期结束时搬出，或
• 承租人违反了租赁协议的条款。
违反租赁协议的示例包括：
• 持续拖欠租金
• 损坏租赁单元超出正常磨损
•  将出租单元用于租赁协议不允许的目的（例如，经营业务、允许未经授权的人员与您同

住等）
• 当租约中说明不允许携带宠物时，饲养狗、猫或其他非服务性动物
• 屡次违反噪音规定，干扰其他承租人
• 从事犯罪活动
• 如果您在租房协议中同意，但却没有保持草坪的修剪和场地的维护
• 不适当地储存或处理垃圾，吸引昆虫、啮齿动物等
• 未能遵守租约中、租约所附或签署租约时提供的适当规则和规定

驱逐令相关程序
迁出通知

出租人可能会首先向承租人发出“迁出通知”。该通知可以张贴在承租人的门上，或者出租
人可以将其交给房屋内的成年人。不能通过普通邮件或挂号邮件发送通知。任何只通过邮件
发送的通知都应被视为无效，并在法庭上据此进行论证。
检查您的租约条款。出租人需要让承租人搬出的时间应该写在租约中。如果租约说五天，就
应该给承租人五天的时间。租约可能有“通知豁免”，即出租人不必提前通知承租人。
如果您的租约中没有规定，请查看驱逐时间表，看看需要怎样的通知。除非您的租约中另有
规定，否则所需通知的数量取决于驱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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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出通知必须包含出租人姓名、承租人姓名、租赁房产地址、通知原因（例如未能在特定时
间段内支付租金或其他违反租约的行为）和出租人希望承租人搬出租赁房产的日期。通知必
须清楚、果断且没有歧义。

如果出租人没有给予适当的通知怎么办？  
如果出租人没有根据租约给予适当通知，承租人可以将此事提交法庭。如果承租人可以证明
没有被给予适当的通知（例如，当租约要求提前30天通知时，出租人仅提前10天通知），并要
求房东在再次提出申请前给予租户适当的通知，再重新启动程序。这只会为承租人争取更多
的时间，并不会阻止承租人最终被驱逐。

法庭听证会
如果承租人没有在驱逐通知规定的时间内搬离，出租人必须去地方法院提交出租人/承租人
投诉。出租人提出投诉后七（7）至十五（15）天将举行法庭听证会。
您将会通过平信邮件收到来自地方法院的出租人/承租人投诉的副本，您也会收到由治安官
或警员送达的一份副本。如果您收到法庭听证会的通知，请联系承租人权利组织或律师讨
论您的具体情况，以便您了解自己的权利并做好准备。

我应该参加听证会吗？  
是的！如果您迟到或没有出席听证会，默认情况下可能对您作出不利判决。请计划提前到
达，因为即使您只迟到几分钟，默认情况下可能对您作出不利判决。出席听证会至关重要。
如果法院以外的其他人告诉您听证会被取消或推迟，请与法院核实以确定这是否属实。听证
会让您有机会针对另一方提出您的辩护或反诉。如果你不能在预定的听证会日期去，或出现
紧急情况，请在开庭前尽快打电话给地方法院办公室，询问是否可以延长听证会以允许你出
席。
如果您和您的出租人在开庭前达成协议，或者如果法院以外的人 告诉您“一切都处理好了”
，请无论如何都要按计划参加听证会，或者向法院查询是否还会安排听证会。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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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地方法院，了解有关听证会的更多信息和预期结果。
在听证会之前的任何时间，您都可以提出交叉投诉（或“反诉”）或向出租人提出任何其他
索赔。如果您提出交叉投诉，对两个投诉的听证会必须在七（7）天后举行，但不超过您提出
交叉投诉后的十五（15）天。如果您提出反诉，则必须在听证会前至少五（5）天将其送达另一
方。

判决
听证会结束后，地方法院法官将在当天或三（3）天内做出判决。法官将发出书面判决通知。
如果判决对您有利，出租人将被要求执行法官的命令 — 例如不将您驱逐出租赁单元。如果
地方法院法官裁定出租人胜诉，则判决将对您不利。该通知会告诉您已经作出了什么类型的
判决。
• 在金钱判决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授予占有权
• 授予占有权
• 不授予占有权
• 金钱判

如果判决是在金钱判决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授予占有权（通常称为“支付并留下”），您有
机会在驱逐日期之前的任何时间全额支付任何欠款，以避免驱逐并留在家中。 

• 如果出租人在判决后10天内全额付款，包括判决费用，则不能申请占有令。
•  如果您在10天内没有付款或提出上诉，也没有按要求支付保证金，出租人可以要求下达

占有令。如果出租人要求下达占有令，法庭费用会增加，所以最好尽快支付。
•  强制驱逐日期将安排在警察将占有令张贴在您家门口的10天后。在该日期之前（包括该

日期），您仍然可以全额支付判决费用以避免被驱逐。
•  如果您在驱逐日期之前付款，您应该与出租人和警员做出安排，并保留收据作为付款证

明。

74



•  如果您在驱逐之日付款，则必须直接向警员付款，并且必须以现金付款。警员不会接受
支票，驱逐将如期进行。

请记住：判决将保留在您的记录中，直到您全额付款为止。它会影响您的信用评级，并对您
获得未来住房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占有令
如果判决为授予占有令，即使您全额支付了所有欠款，您也必须在预定的驱逐日期前搬出房
屋。如果您不同意该决定并希望留在家中，您需要在判决日期后10天内向民事诉讼法庭提出
上诉并缴纳保证金。请参阅上诉程序
10天上诉期过后，出租人可以申请占有令。当出租人获得占有令后，警员将亲自或通过将通知
张贴在您的门上的方式向承租人发出通知。
•  警员的通知会说，从送达之日起，承租人还有十（10）天的时间来搬出住宅。
• 本通知是搬出的最后期限。
•  如果承租人在通知中的时间和日期的十 (10) 天期限结束时没有搬家，警员可以强行带

走承租人并挂锁出租单元的门。
如果您不打算上诉，则需要在预定的驱逐日期之前制定尽快搬出的计划。至少在预定的驱
逐之前将您的所有物品从租赁单元中移出，因为当警员到达时，您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搬
离。
承租人在放弃租赁时（包括在驱逐时）必须搬走他们的财物。如果在警员驱逐您时，您没有
取走您的财物，您将必须迅速行动以收回您的财物。请参阅如何在被驱逐或搬离后取回您
的物品
请记住：听证会后至少需要二十（20）天才能够合法挂锁。
如果警察一直不来驱逐我会怎样？  
出租人可能永远不会执行占有令，也永远不会通知警察驱逐您。通常，当出租人和承租人达
成付款协议并且出租人同意承租人可以留下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您能达成协议，请
确保您向出租人支付的款项有收据，并获得书面协议。

出租人通常可以在判决日期后的120天内要求重新下达占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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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程序
法官的判决通常有两个部分：占有（驱逐）和金钱判决。
您有权对针对您的判决提出上诉。向民事诉讼法庭首席书记官提出上诉。如果要对地方法
院的判决提出上诉，您需要携带一份判决书的副本到首席书记官办公室。如果您选择提出上
诉，建议您寻求律师的建议，因为法院级别的程序更为复杂。最有可能的是，您的出租人会
有一名律师。
如果您要对占有判决提出上诉，并且想留在家中，则自判决之日起，您有十（10）天的时间
对该判决提出上诉。
您还必须提交一份中止执行令状，以阻止治安官或警员将您从房产中带走。如果您没有告诉
首席书记官办公室您想要停止挂锁，也没有提交中止执行令状，那么您只会对金钱判决提出
上诉，挂锁仍将如期进行。
您必须支付申请费，而且超额担保要求承租人支付保证金，金额为金钱判决或3个月的租金，
以较低者为准。（如果您的收入很低，您可能只需要在提出上诉时支付三分之一的租金作为
保证金）。这笔钱将被放在一个托管账户中。您还需要从上诉之日起每30天向法院支付月租
金。如果您不这样做，则中止执行令状可能会终止，驱逐可能会继续进行。确保您有留意截
止日期，因为有些月份的天数超过了30天。

如果您不想对占有判决提出上诉，而只想对金钱判决提出上诉，自判决之日起您有三十
（30）天的时间提出上诉。
向民事诉讼法庭首席书记官提出上诉。您需要携带一份判决书副本到首席书记官办公室。
对金钱判决提出上诉不需要保证金。

如果没有上诉会怎样？ 
如果地方法院批准占有判决，则出租人必须等待10天才能向地方法院索取名为“占有令”的
文件。警员或治安官的副手将向您送达占有令，让您有额外的10天时间搬出房屋。如果您在
收到占有令后的10天内不搬出，警员或治安官的副手会将您从房产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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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地方法院授予金钱判决，您有30天的时间来支付判决。如果您不支付，起诉您的一方可
以前往地方法院并要求签发一份名为“执行令”的文件。警员或治安官的副手将通过向您发
出通知或张贴在您家门口的方式向您送达执行令。在向您发出执行令时，警员或治安官的副
手将列出他或她将出售的财产清单，以偿还对您的判决。这份清单被称为征收。
如果您的财产被征收，请立即致电律师或法律援助中心寻求更多帮助。如果您什么都不做，
您的财产可能会在警员或治安官征收后的几周内出售，除非其价值低于300美元（如果您已
婚且您和您的配偶都被起诉，则为600 元）。您可以对征收（财产出售）提出上诉或反对。
工资扣押 
宾夕法尼亚州法律允许出租人通过扣押承租人净工资的10%来收取超过保证金金额的损害
赔偿判决，只要该金额不会使债务人的收入低于贫困线。

CHS 能为您：

chs@tabornet.org717-358-9381www.chslancaster.org想要查询更多的信息

服务

您是出租人吗？

提供商

CHS 与个人和家庭合作以确
保永久住房，并与地区快速
重新安置计划合作，支持他
们的租赁。

减少单元周转时间和广告成本

支持您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

为您提供一种回馈社区和维持业务
的方式

帮助个人实现住房和50
年的财务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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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通知时间表
公寓或房屋的出租人/承租人驱逐/非续约流程时间表：

若驱逐理由为： 出租人必须给承租人：
未支付租金 提前10天通知
与非法药物有关的行为 提前10天通知
月租或无限期租约到期/一般违约 提前15天通知
一年或更短的租约到期/一般违约 提前15天通知
超过一年的租约到期/一般违约 提前30天通知

活动房屋公园的出租人/承租人驱逐流程时间表：
若驱逐理由为： 出租人必须给承租人：
少于一年或无限期的租约的一般违约 30天

超过一年的租约的一般违约 自服务之日起3个月
在此期间未能支付租金：4月至8月 15天

在此期间未能支付租金：9月至3月 30天

法律诉讼和民事诉讼上诉中的出租人/承租人驱逐程序时间表：

地方法官安排听证会 出租人提出投诉后1-15天

地方法官将在听证会结束时或在听证会结束的几天内作出
判决。

3天

出租人的占有令 处置日后10天

执行占有令的警员可以驱逐居住者，如果他们留在房屋内的
时间超过：

占有令送达后10天

判决影响住宅财产所有权的交付，请在以下时间内提出上
诉：

处置后10天

判决为金钱，或占有非住宅财产，请在以下时间内提出上诉： 处置后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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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 驱逐
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搬离。我的情况很特殊。是否能作为理由？
 您无权要求更多时间来寻找新的居住地点或搬出您的财产。所有承租人的责任都是一样
的。不管您是老年人还是有孩子，您仍然有法律义务履行您同意的租约或合同，如果您违反
合同，您的出租人有法律权利驱逐您。如果您还没有支付租金，那么出租人有绝对的权利驱
逐您。如果您因为生病或失业，或者因为您有其他账单要支付而拖欠租金，这并不能成为理
由。您可以尝试与出租人协商更多时间。如果您的出租人同意延长时间，请要求出租人签署
一份协议，说明您可以逗留更长时间。

我无处可去。我应该怎么办？
 您需要为您自己和您的物品找到一个地方。不要留下您的财产。您的出租人不需要为您保管
它们，事实上，如果您将财产留下，出租人可能会向您收取保管费。如果您找不到住的地方，
请联系家人或朋友。您可能需要暂时存放您的财产，直到您找到新的住处。您也可以联系当
地的庇护所或过渡性住房。

我是否能够阻止驱逐行动？
 如果驱逐案件只是因为未支付租金，您可以在实际被驱逐之前的任何时间通过支付地方法
院命令的金额（包括法庭费用）来阻止驱逐行动。这被称为支付和逗留的权利。如果出租人
请求下达占有令，法庭费用会增加，所以最好尽快支付。您也可以尝试与出租人达成协议，支
付您欠款的款项。如果您能够达成协议，请确保以书面形式获得该协议，以便在出租人试图
驱逐您时留有证据。

我的出租人威胁要把我锁在门外。他们可以这么做吗？
未经法院命令，出租人不得将您锁在公寓或房屋之外。这称为自助式驱逐。即使出租人有理
由驱逐承租人，自助式驱逐是不合法的。出租人必须根据租约的要求向承租人提供迁出通
知，并通过适当的程序向地方法院提出驱逐。只有警员或治安官可以合法地搬走承租人的财
产，并根据法院的命令将承租人锁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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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自助式驱逐的示例包括：
• 挂锁或换锁
• 从房产中移除您的个人财产

• 关停部分或全部公用事业
• 拆除门或窗户

注意：合租房的规则是不同的。合租房相当于旅馆。如果承租人租了一个房间而没有支付租
金，出租人可以挂锁。给承租人权利组织或法律援助机构打电话，看看您的居住环境是否符
合合租房的定义。仅仅因为出租人称该房产为“合租房”或“寄宿房”，并不一定意味着您不
受宾夕法尼亚州《房屋租赁法》保护。

如果出租人进行自助式驱逐，租客可以有几个应对措施。关于此应对措施，请咨询律师。
1.  报警。您需要证明您有权占用该处所。因此，如果您预计这种情况可能发生，请将您的

租约和当前的公用事业账单的复印件放在房屋以外的某个地方 — 比如您的汽车或钱包
里。一些警察部门会对出租人进行干预，让您回到公寓，而一些警察部门会拒绝介入。保
持礼貌并保持冷静。

2. 致电法律援助或私人律师寻求帮助。
3.  请求民事诉讼法庭的法官发布针对出租人的禁令。在这种情况下，禁令是法院命令，指示

出租人允许您返回住所、打开公用事业和/或停止干扰您对住所的合法使用。
4.  寻求向出租人收取实际损失。实际损失是您可以证明您遭受的所有损失。如果您因出租

人将您锁在住所之外而被迫搬家，则酒店房间的合理费用就是一个例子。
5.  如果出租人的行为令人发指并导致严重的情绪困扰和身体伤害，则可以寻求惩罚性赔

偿。

被驱逐或搬出房屋后，我如何取回我的财物？
如果您最近搬家或被驱逐出租赁房产，您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回您留下的个人财产。
如果您被驱逐或搬出租赁房产，您有10天的时间与您的出租人联系，并让您的出租人知道您
打算取回您 留下的个人财产。您应该致电您的出租人并向您的出租人发送信件，通知您的出
租人您打算取回留下的任何个人财产。保留一份您寄给出租人信函的副本。如果您在被驱逐
或收到出租人通知您有遗漏的个人财产的10天内没有联系出租人，出租人可以处理所有个人
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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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联系出租人并说明您想要取回您的物品后，从您被驱逐之日或出租人通知的邮戳日期
算起，您有30天的时间可以取回您的个人财产。
如果您已搬出并留下个人财产，出租人必须发送通知，说明您有遗留的个人财产。如果您没有
给出租人您的转送地址，通知将发送至您的旧地址。如果您被驱逐，您的出租人不必向您发
出通知，说明您有遗留的个人财产。您必须自己联系出租人。
从您被驱逐之日起或从您的出租人通知您取回您的财产的邮戳日期起10天的后，出租人可
以开始向您收取保管您财物的费用。

Q&A:  权威性  
地方法院 

什么是地方法官？
地方法院法官是当地民选官员，可以裁决小型民事诉讼，例如出租人-承租人事务。地方法官
曾被称为治安法官或治安官。

我需要律师吗？
不。听证会期间不需要律师。但是，如果您希望有律师在场，您可以保留一名律师并将他们带
到听证会。

我应该去地方法院听证会吗？
是的！如果您迟到或没有出席听证会，默认情况下可能对您作出不利判决。这意味着，如果
您未能出席，您可能会输掉听证会，并且对您不利的判决将要求您支付款项。即使法院以外
的其他人表示听证会已取消，您的在听证会上的出席也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听证会让您有
机会对另一方进行辩护或交叉投诉。如果您不能在预定的日期前往听证会，或出现紧急情
况，请致电地方法院办公室，询问是否可以重新安排听证会。
如果您有充分的理由迟到或错过听证会，您必须在获悉缺席判决后立即提交请愿书，并且您
必须提出有效、有理据的辩护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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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辩护”？ 
辩护是您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对您的指控是不真实的。您无需提交任何文件即可进行辩护。
一种常见的辩护是，出租人没有根据租约向承租人发出适当的通知，让承租人搬出出租单
元。如果您有书面租约，法律要求出租人按照租约的规定通知您。如果您没有书面租约，法
律规定了出租人必须给您的时间。请参阅驱逐通知时间表。另一种常见的辩护是公寓存在严
重缺陷。无论您的辩护是什么，您都需要文件和/或证人来佐证您的辩护。

什么是原告？
原告是提起诉讼的人；起诉被告的人。被告是被起诉的人。

什么是“反诉”？
反诉是指对方欠您钱而进行的索赔。例如，如果承租人支付了维修费用（在通知出租人后）以
使住宅适合居住，而出租人不偿还承租人的费用，则承租人可以提出反诉。它必须与地方法
院办公室的民事投诉表一起提交。提出反诉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提出反诉的人必须支付将反
诉送达另一方的费用。如果您打算提出反诉，则应在收到听证会通知后立即提出。出租人的
投诉和您的反诉都将在听证会上做出裁决。

我应该如何准备我的听证会？
如果您有律师，您应该与您的律师一起检查听证会上将提供的信息。如果您没有律师，您应
该制作一份重要事项清单和所发生事情的顺序大纲。简明扼要。准备好解释每一项证据。练
习说出您的立场。如果您拍摄了照片，您需要将它们带到听证会。您应该能够说出照片是谁
拍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穿着得体，准时出席听证会。

听证会上会发生什么？
在听证会上，所有证词都是经过宣誓的。原告（起诉您的人）可以先作证。证人也可以代表原
告作证。在 原告完成作证后，您将有机会向作证人提问。您不是必须向他们提问。您还将有
机会陈述您的案件和您的证人。说“法官大人，我想进行辩护。”或“法官大人，我想问X先生
或女士一个问题。”您和您的证人可以接受地方法院法官或原告的讯问。
记住要保持冷静并保持礼貌。简明扼要。尽量不要胡言乱语，否则法官可能会打断您。使用“
法官阁下”作为正式的发言形式，向法官提出您的所有问题和意见。如果您想向另一方提问，
请先征得法官的许可才能提问。不要打断法官或对方。您将有机会发言并解释您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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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反对证人所说的话吗？
是的。两种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相关性和传闻。
相关性异议: 如果提供的信息与听证会旨在解决的情况无关，则承租人或出租人可以提出异
议。示例：出租人作证说，您的兄弟10年前因殴打被捕。礼貌但坚定地说：“法官阁下，我反
对。这并无关联。”
传闻异议: 您也可以反对未出席听证会的人员陈述的证词。这是“传闻”，不应被允许。示
例：证人作证说，邻居告诉他，她看到您打破了窗户。请说：“法官阁下，我反对。那是道听途
说。”
请注意不要打断地方法官的讲话，除非您对提供的证词提出法律异议。

我可以携带文件吗？
是的，您可以携带任何有助于证明您案件的文件。任何对案件重要的文件都必须在听证会上
出示。地方法官不会给您机会回家去拿您忘记带到听证会上的任何文件。如果另一方反对书
面陈述，地方法官不能考虑未出席听证会作证的人的书面陈述。如果有人对您的案件有重要
意见，他/她将需要出席听证会。
但是，如果账单、估价、收据、取消支票或银行对帐单有助于证明您的辩护或反诉，地方法官
会予以考虑。请务必携带您的租约以及您与出租人之间的任何相关信件。带上照片和证人。

Eviction
驱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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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传唤某人出席听证会吗？
是的。您有权传唤证人。您可能希望传唤执法人员或房屋检查员或维修人员就您公寓的状况
作证。传票是一种文件，要求个人即使不想来也必须到法庭作证。也可以传唤证人携带证明
您的辩护或反诉所需的某些文件。您应尽快获取并送达传票，以确保证人及时收到传票以备
庭审。

听证会后会发生什么？
地方法官将在听证会上或在三（3）天内通过邮件做出裁决。如果判决对承租人有利，则出租
人必须按照地方法院法官的命令执行。如果判决对出租人有利，则承租人必须按照地方法院
法官的命令执行。请参阅驱逐：裁决

如果我不同意地方法院的裁决怎么办？
您有权对针对您的判决提出上诉。向县法院的首席书记官提出上诉。请参阅驱逐：上诉程序

如果我租的房子或公寓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或在治安官拍卖会出售，
我该怎么办？

当承租人居住在已被止赎或在Sheriff出售的房产中时，新业主（包括银行）必须遵守某些规
则。新业主不能换锁或采取其他行动强迫居住者到街上。只有通过法院命令才能将租户锁在
外面。业主必须上法庭并提出驱逐诉讼。这与止赎程序完全不同，有相似之处，但与出租人-
承租人驱逐程序不同。
当承租人居住在已被止赎或在Sheriff出售的房产中时，新业主（包括银行）必须遵守某些规
则。新业主不能换锁或采取其他行动强迫居住者到街上。只有通过法院命令才能将租户锁在
外面。业主必须上法庭并提出驱逐诉讼。这与止赎程序完全不同，有相似之处，但与出租人-
承租人驱逐程序不同。
•  如果可能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通知已送达或张贴在您的房屋上，请立即联系发件人并

说明您是承租人。您也应该联系您的出租人。
•  您可能会从出租人那里得到关于止赎的令人困惑的信息。例如，出租人可能会要求您预

付租金，这违反了您的租约或租赁协议。您的出租人也可能会告诉您止赎是一个“错
误”，或者说问题已经解决。在房产已经出售给另一方后，不要被骗向前业主支付租金。
可以肯定的是，请与房产所在县的契约记录办公室核对。您可能还想针对您的出租人检
查法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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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电法律援助或咨询律师，了解您的应对措施、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以及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或治安官拍卖后你有多少时间可以搬家。

•  如果您的出租人无法支付抵押贷款，出租人也可能不会支付公用事业费用，您的公用事
业服务可能会被关停。如果发出停电通知或您的公用事业被关停，您应该立即联系公
用事业公司和出租人。您可以通过联系公用事业公司并直接付款来避免停电，即使公用
事业单位是出租人名下的。请参阅公用事业设施关闭

•  不要被骗。如果有人联系您声称是新业主，请要求查看显示所有权的文件。在支付租
金、签署新的租赁协议或允许他们进入物业之前这样做。诈骗者会查看公开可用的止
赎录音，并可能联系居住在止赎房产中的承租人以虚假要求租金。

•  协商付款以搬出。如果新主人想让您搬出去，问问他或她是否会给您一些钱来帮助支
付搬家费用。这有时被称为“现金换钥匙”协议。有时，如果您同意在一段时间内搬出，
银行或止赎出售后的新业主会愿意这样做。

• 当您搬出时，您应该移除所有物品，以免新业主拿走或销毁它们。
•  如果出租人在止赎出售后没有退还您的保证金或将其转移给新业主，您可能需要采取

法律行动来取回保证金。请参阅如果出租人没有退还您的保证金怎么办
致电法律援助或咨询律师了解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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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出租人/承租人、消费者、儿童和家庭、就业、健康法、住房和庇护所、公共福利、残疾、老
年法、移民问题、以及退伍军人和军人在内的法律问题的信息，请访问网站PALawHELP.org。

如果您认为自己经历过住房歧视或想举报住房歧视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提出基于种族、肤色、宗教、国籍、性别、残疾或家庭状况的住房歧视投诉：
• 请拨打1-888-799-2085联系 HUD。
• 要提交在线投诉：清访问www.hud.gov并单击“提交歧视投诉”。
•  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投诉发送至complaintsoffice03@hud.gov，或将投诉邮寄至

HUD FHEO，收件人：Intake Branch, 100 Penn Square East, Philadelphia, PA 19107。
• HUD的TDD号码是1-800-877-8339。
住房歧视投诉必须在事件发生之日起1年内向 HUD提交。

宾夕法尼亚州人际关系委员会（Pennsylvania Human Relations Commission）
因种族、肤色、宗教、国籍、性别、残疾、家庭状况、年龄（40 岁以上）或因为您是残疾人辅助
动物的使用者、处理者或训练者而导致的住房歧视的投诉：
• 致电215-560-2496或访问www.phrc.pa.gov下载投诉表格。
投诉必须在事件发生后180天内提交给宾夕法尼亚州人际关系委员会。

住房平等中心（Housing Equality Center）
如果您居住在费城、巴克斯、切斯特、特拉华、利哈伊、北安普顿或蒙哥马利县，您可以联系
住房平等中心寻求帮助，以提出住房歧视投诉：
•  致电267-419-8918或866-540-FAIR (3247)，或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equalhousing.

org，或访问www.equalhous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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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OP住房平等与公平研究所（Housing Equality & Equity Institute at LHOP）
如需免费的出租人或承租人公平住房咨询，或需要在兰开斯特和约克县提出歧视投诉的
技术援助，请致电 717-299-7840 联系 LHOP 住房平等热线，或访问我们的在线网站www.
lhop.org。

地方法院
要查找您所在地区的地方法院，请访问www.pacourt.us ，单击“初级法院”，然后单击“地
方法院法官”。您可以按县或邮政编码进行搜索，以获取为您所在地区提供服务的地方法官
的联系信息。

联系您当地的执法官员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执法部门。致电您居住的市政当局（乡镇、自治市镇或市）。

宾夕法尼亚州消费者保护局总检察长办公室
宾夕法尼亚州消费者保护局总检察长办公室调查消费者投诉并尝试为您调解和纠正问题。
• 消费者保护热线是1-800-441-2555。

老年法律中心（Senior LAW Center）
老年法律中心为60岁及以上的宾夕法尼亚人提供服务。可拨打1-877-PASRLAW (727-7529)，
或访问 www.seniorlawcenter.org获得法律建议、咨询、信息和转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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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权利PA
残障权利PA保护和倡导残障人士的权利，使他们可以过上自己选择的生活，不受虐待、
忽视、歧视和隔离。清访问网站www.disabilityrightspa.org ，发送电子邮件至intake@
disabilityrightspa. org，或联系离您最近的办公室：
哈里斯堡办公室  
301 Chestnut Street  
Suite 300  
Harrisburg, PA 17101  
1-800-692-7443 (voice)  
1-877-375-7139 (TDD)  
(717) 236-8110 (voice)  
(717) 236-0192 (fax)  
drnpa-hbg@drnpa.org 

费城办公室  
The Philadelphia Building  
1315 Walnut Street  
Suite 500  
Philadelphia, PA 19107-
4798  
(215) 238-8070 (voice)  
(215) 772-3126 (fax)  
drnpa-phila@drnpa.org 

匹兹堡办事处  
429 Fourth Avenue 
Suite 701  
Pittsburgh, PA 15219-1505  
(412) 391-5225 (voice)  
(412) 467-8940 (fax)  
drnpa-pgh@drnpa.org

宾夕法尼亚州律师协会（Pennsylvania Bar Association）
PBA律师转介服务（LRS）将来电者转介给自己没有转介服务的县的律师。这项服务覆盖
了全国67个县中的45个县。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可通过拨打800-692-7375（仅限州内电话）
、717-238-6807，或访问http:/ www.pab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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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州当地律师转介服务 
如果您正在下面列出的县寻找律师，请直接联系该县律师协会的律师转介服务。
匹兹堡， 
阿勒格尼县  
(412) 261-5555 
比弗，比弗县  
(724) 728-4888 
雷丁，伯克斯县  
(610) 375-4591 
霍利迪斯堡， 
布莱尔县 
(814) 693-3090 
多伊尔斯敦，巴克斯县  
(215) 348-9413 
(888) 991-9922 
巴特勒，巴特勒县  
(724)-841-0130 
莱哈顿，卡本县  
(610) 379-4950 
西切斯特， 
切斯特县  
(610) 429-1500 
卡莱尔， 
坎伯兰县 
(717) 249-3166 

哈里斯堡， 
多芬县 
(717) 232-7536 
梅迪亚，特拉华县 
(610) 566-6625 
伊利，伊利县  
(814) 459-4411 
钱伯斯堡， 
克林县  
(717) 267-2032 
斯克兰顿，  
拉克瓦纳县 
(570) 969-9600 
兰开斯特，  
兰开斯特县 
(717) 393-0737 
黎巴嫩，黎巴嫩县 
(717) 273-3133 
阿伦敦，哈伊县  
(610) 433-7094 
威尔克斯-巴里，  
卢泽恩县  
(570) 822-6029 

默瑟，默瑟县  
(724) 342-3111 
斯特劳兹堡，  
罗县  
(570) 424-7288 
诺里斯敦， 
蒙哥马利县  
(610) 279-9660 
伊斯顿， 
北安普敦县 
(610) 258-6333 
费城， 
费城县  
(215) 238-6333 
华盛顿， 
华盛顿县  
(724) 225-6710 
格林斯堡  
威斯特摩兰县  
(724) 834-8490 
约克，约克郡  
(717) 854-8755

宾夕法尼亚州法律援助网络公司（Pennsylvania Legal Aid Network, Inc.）
如果您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免费法律援助，可以访问www.palegalaid.net，找到您附近的法
律援助办公室，点击服务/员工定位器，然后点击您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县。或者，您可以
拨打717-236-9486，并按照提示听取您所在县法律援助办公室的联系信息。
如果您不符合获得法律援助的资格，或者如果您联系的法律援助办公室因任何原因无法帮
助您，请访问PALawHELP.org，查看有哪些其他法律资源和信息可供您使用。

89



宾夕法尼亚公用事业法项目（Pennsylvania Utility Law Project）
面临公用事业关停？已经没有服务？PA居民可能有资格获得免费法律帮助。
• 致电1-844-645-2500，或发送电子邮件至utilityhotline@palegalaid.net。

PA房屋搜索
• www.pahousingsearch.com 
• 免费电话：1-877-428-8844。TTY：7-1-1。
•  宾夕法尼亚州住房金融局的搜索工具可帮助人们按租金金额、感兴趣的区域、可及性

或公共交通的可用性等主题搜索住房。在网站上，您还可以找到其他全州信息和资源，
包括租赁清单、租金计算器、服务信息、交通信息、与租赁相关的常见问题等，请访问
网站的“信息和链接”部分。

公共福利
要查看您是否有资格获得公共福利，例如LIHEAP（能源援助）、食品券、医疗援助、CHIP、现
金援助、儿童保育工作计划、学校膳食、长期生活服务和早期干预、智力障碍或自闭症服务，
请访问www.compass.state.pa.us 。
如果您在填写 OMPASS申请表时需要帮助，请在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下午4:45之间拨打求
助热线1-800-692-7462。
如果您有听力障碍，请拨打1-800-451-5886联系TTY/TTD。如果您在非工作时间有疑问或更
喜欢使用电子邮件，您可以在他们的网站通过电子邮件与他们联系。

2-1-1联合行动
• 请访问www.pa211.org，或拨打2-1-1。
• PA 2-1-1是一个免费的资源和信息中心，可以将您与定制的健康、住房和人类服务信息联系

起来。
• 通过拨打211，您可以获得与食品、住房、就业、医疗保健以及各种其他服务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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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住房管理局（Public Housing Authorities） 
如果您需要公共住房援助或有关公共住房计划的信息，例如住房选择券（HCV），请联系您当
地的公共住房管理局（PHA）。HCV计划是联邦政府的主要计划，旨在帮助极低收入家庭、老
年人和残疾人在私人住房市场上获得体面、安全和卫生的住房。如果您在查找当地公共住房
管理局的位置需要帮助，请致电2-1-1（联合行动）获取信息。

快速入门住房资源
• www.phfa.org/mhp/serviceprovider
•  使用此网页，按县查找各种住房提供者的联系信息，包括住房管理局、无家可归者提供

商、社区行动机构等。单击“热门话题”按钮可查看宾夕法尼亚州县的下拉菜单，然后
选择要查看的县。

宾夕法尼亚公用事业委员会（Pennsylvania Utility Commission）
公用事业客户可以拨打PUC的热线电话1-800-692-7380，了解投诉、终止或付款安排。他们要
求您首先致电您的公用事业公司以尝试解决问题。请访问 www.puc.state.pa.us

宾夕法尼亚州老龄化和残障资源链接 
•  免费热线：1-800-753-8827。
•  老龄化和残障资源中心（ADRC）是一项全国性的工作，旨在帮助在日常生活活动中需

要帮助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宾夕法尼亚州的ADRC被称为Link。
•  PA Link可以：通过任何LINK合作伙伴机构轻松地将您与当地服务联系起来；帮助您探

索现有的选择，以确保独立的安全计划；协助您申请确定资格；并帮助您留在或返回您
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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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改造 
如果您有残障并且需要对您的家进行改造或需要辅助技术设备或服务来提高您的生活质
量， PA辅助技术基金会（PA Assistive Technology Foundation）可以帮助残障人士和宾
夕法尼亚州老年人获得他们需要的辅助技术，提供低利率和零利率的金融贷款，关于可能
的资金资源的信息和帮助，包括公共和私人赠款，通过各种出版物进行的个人咨询和金融
教育。PA辅助技术基金会帮助所有年龄、所有收入水平和所有残障的宾夕法尼亚人。请访问
www.patf.us

宾夕法尼亚辅助技术基金会 
1004 West 9th Avenue #130  
King of Prussia, PA 19406  
(484) 674-0506（语音） 
(888) 744-1938（免费电话） 
(484) 674-0510（传真） 
patf@patf.us

其他残疾服务 
宾夕法尼亚州的自决住房项目（SDHP）是一个 全州性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为宾夕法
尼亚州的残疾人扩大住房选择。SDHP向残疾人及其家人提供有关住房选择的信息和资
源。SDHP还管理多个全州和/或县范围的住房计划，包括区域住房协调员计划和PA无障碍
住房计划。PA无障碍住房计划是一项用于房屋改造的赠款计划。www.sdhp.org
711 East Lancaster  
Ave.Downingtown, PA 19335 
(610) 873-9595（语音） 
1-877-550-7347（免费电话） 
(610) 873-9597（传真）

全国家庭暴力热线 
1-800-799-7233 (安全)  
1-800-787-3224 (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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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州反家庭暴力联盟
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的服务包括：危机干预；辅导；陪同警察、医疗和法庭设施；受害者及
其受抚养子女的临时紧急避难所。提供预防和教育计划以减少整个社区发生家庭暴力的风
险。
1-800-932-4632（宾夕法尼亚州） 
1-800-537-2238（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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