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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诉讨债诉讼。

介绍
若您收到讨债诉讼案件起诉书，并希望避免法院对您作出不弃权判
决，可使用本书面资料。
 本书面数据不能替代律师代理。在提交答辩状前，请尽量咨询或聘请
律师。
 如果您居住在华盛顿州，请阅读本手册。
您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在线访谈服务，对债务讨债诉讼的答复。该服务设置必要的法
庭表格。若不愿手动填表，可用该服务代替本书面资料。预约访谈的 URL：
WashingtonLawHelp.org。

我应当应诉吗？
是的，如果您想抗辩的话。如果您未提交答辩状，法庭将对您作出弃权判决。

我必须应诉吗？
不一定，但是如果您没有提交答辩状，法庭将对您作出弃权判决。

如果不应诉会怎么样？
原告将自动胜诉。原告将获得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

我提议支付小额欠款，或者告诉原告我会尽快全额付款。原告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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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我吗？
是的。他们会提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法庭会在您的欠款中加入诉讼费用。债权人
不一定接受少于您所欠款项的付款。

我无法偿还债务，他们还可以起诉我吗？
是的。那不属于抗辩。

收入与资产豁免声明是什么？
声明为誓词。透过《收入与资产豁免声明》，可以让债权人知道您拥有法律规定他们
无法从您那里拿走的收入及/或资产。即使您认为自己的收入受到保护或免于扣
押，仍必须应诉，但您也应咨询律师。
 如果确切地知道自己的收入及/或资产受保护或可免于扣押，您还应
该提交豁免收入和资产声明并提供原告律师一份声明。请参阅我何时
应该提交豁免收入和资产声明。

什麽是传票和诉状？
提起诉讼的人必须准备一份书面陈述，告知法官问题是什么以及诉讼请求。该陈述
书为诉状。
提出诉讼者为原告。
如您被起诉，则您为被告。如果诉讼指明您为被告，则您必须应诉，即使您认为自
己并非债务人！
您及 JOHN DOE 或 JANE DOE 可能是该诉讼的被告。原告试图起诉您和您的配偶。
原告认为您已婚，但不知道您配偶的姓名。如果您已婚并且诉状上有您配偶的姓名
（他们的真实姓名或 JOHN 或 JANE DOE），则您夫妇二人均须应诉。
原告必须提供向您提供一份诉状，以便您了解诉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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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在诉状中对您以及原告认为您所欠的债务作出陈述。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关
于您的一切并非就是事实。借助应诉，您将有机会告知法庭：原告的哪些陈述是事
实并应当予以承认，哪些不是事实而应予以否认，以及哪些陈述是您不知情或不了
解的，或不记得是否属实（应因信息不足而予以否认的）。
您还会收到传票。 传票内容为： 。


您有权以书面形式对诉状提出异议。



应诉期时长：您有 20 天的时间应诉，自诉状交给您或您家人之日算起，而
并非传票与诉状上加盖的日期起 20 天。



答辩状提交至何处。
 传票不是法庭聆讯日期的通知。 传票是有关如何回应投诉的说明。

如果您未以书面形式告知法庭对诉状中陈述的异议，法官将认为您同意该陈述，并
且通常会满足原告的诉讼要求。如果您没有应诉，原告可因您的弃权而胜诉。如果
法庭对您作出弃权判决，而您只要未提交出庭通知，则您将不会收到判决通知。
一旦原告胜诉，则原告将可从您的银行账户或薪水中拿走资金，或者拿走您的部份
财产来支付判决的欠款。
您必须在传票上的期限内提交书面应诉。该期限通常是从送达者将文书交至您或您
家人之日起 20 天。请仔细阅读传票上的截止日期。
您可以通过向签署传票和诉状的人士提供以下任一文档来应诉：


出庭通知。



答辩状。

出庭通知表明您将在诉讼中出席。提交出庭通知可防止法庭在未经庭审的情况下对
您作出弃权判决。您无需在出庭通知中说明您的诉讼立场。答辩状中才需说明诉讼
立场。

8

0205CHS How Do I Answer a Lawsuit for Debt Collection (Simplified Chinese) | 2020 年 7 月

请使用本书面资料中的出庭通知。请尽量同时提交出庭通知和答辩状。 您至少必须
提交出庭通知。如果您在原告出庭前提交了出庭通知，则原告必须告知您今后所有
的庭审。
请使用本书面资料中的答辩状。填写答辩状的说明如下。

什麽是答辩状？
这是您针对诉状中陈述的书面应诉。您是被告。
请在答辩状中。


说明您对原告的每项申诉是否承认、否认，或对之不知情。除非您认为原告
所作陈述 100%属实，否则请勿承认。请勿猜测！ 若您不知道所列账号是否
为自己的信用卡号，或者原告声称的您的欠款金额是否正确，请否认该陈
述。如果您不明白原告所陈述的内容，请说明自己不知情。



请打字或正楷整洁书写的方式填写答辩状。答辩状必须清晰可读。

通过及时提交答辩状，您可保留自己在法庭上就此事项进行辩论并获得未来庭审通
知的权利。
您可能会因欠债而感到尴尬或内疚;您可能只想结束这一切。尽管如此，您仍应提交
答辩状。 这并不意味着您在试图躲避债务。您可能不同意原告在诉状中主张的金
额。您可能希望保留收到未来庭审通知的权利。如果不提交答辩状，您可能会失去
机会，从而无法说出自己所认为的欠款金额。
如果您提交了答辩状并且败诉，您可能会欠原告更多的诉讼费和律师费。
您需要准备一份答辩状原件和两份副本。原件提交给法庭，一份副本交给原告，另
一份副本由您自己留存。以下部份「答辩状撰写说明」中有相关说明。

 COVID-19 警告：在提交文件之前，请联系法院书记员。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每个法院都有各自关于公众进入法院的时间表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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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填写答辩状？
A.标题。
看一下传票及诉状。二者均有一个提供案件信息的题目，这个题目即为「标题」。传
票、诉状和您的答辩状等所有法庭文书均为诉辩状。所有诉辩状均使用一个标题。
标题如下所示：
华盛顿州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县。
___________________法庭。

（对方姓名）
编号________ 。
原告
答辩状。

诉。
（您的姓名）
被告



首行填写州、县和法庭名称。例如：华盛顿州皮尔斯县区法庭;位于且管辖皮
尔斯县的华盛顿州高等法庭。



左侧列明原告和被告之姓名。这里可能会列出您的姓名，以及 JANE DOE 或
JOHNDOE。 如果您已婚，债权人将同时起诉您及您的配偶。 如果债权人不知
道您是否已婚或者没有您配偶的真实姓名，则债权人会填写 JANE DOE 或
JOHNDOE。



如果您及您的配偶均被起诉（您配偶的真实名字被列出或者诉状上有"JOHN
DOE」或「JANE DOE」字样），则你们二人均须应诉，并须签署出庭通知和答
辩状并注明日期。



右侧列明法庭书记员分给此案件的编号和诉辩状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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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 7 月 28 日开始，传票和投诉必须有一个案件编号。如果您在此之前获
得了没有案件编号的诉讼，请立即与律师联系。您仍然受到传票的时间限制，但您
可能还没有必向法院提交答案。
填写答辩状时，请在页面顶部填写标题。可从传票和诉状中复制所需信息。复制原
告与被告姓名，与传票和诉状保持一致，即使您的姓名存在拼写错误，或您本人或
您的配偶被称作”JohnDoe”。

B.承认/否认/不知情。
在页面中间部分对诉状中的陈述进行答复。诉状中的段落通常都有编号。您应当列
出这些编号，并针对诉状的各个段落表述三种意见中的一种：
1. 您承认陈述属实。 （例如：您住在皮尔斯县。您并非武装部队的一员。 ）请
仅在同意陈述的每个部份的情况下承认该陈述。否则，请予以否认。
2. 您否认陈述属实。（例如：您欠上述人士一定数额的款项。 ）请勿假设自己
的欠款为某一金额！请勿猜测！
3. 您不知情。 您不知道该陈述是否属实。（示例 1：起诉您的收债机构声称其
持有执照且有担保。您可能认为该机构确是如此，但您没有证据。您从未见
过他们的执照。 ）（示例 2：原告使用了「审判地」、「管辖权」或「分派」等词
语。您不知道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 ）请勿猜测！
请仔细阅读诉状。您必须在「承认」、 「否认」或「不知情」的旁边输入段落编号，以对
诉状中的所有陈述作出答复。

C.辩护。
您可能会从技术或法律层面针对诉状进行辩护。本书面资料中的答辩状列出了一些
可行的辩护思路。部分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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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时效已过：追讨债务的诉讼有时间限制，我们称之为诉讼时效。该时效从
债权人有权起诉您之时（例如：您未按时还款之时）算起。一旦过了时效，债
权人将不再可以向您收债。

-

未送达：传票和诉状未以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给您。传票和诉状应交给您或与
您同住的适龄人士。

-

具备慈善医疗资格：此次索赔的是医药费。 这些费用应当由社会健康服务部
（DSHS））支付，或者应纳入慈善医疗计划的给付范围。

如您为低收入者，并需要关于可行辩护思路的更多信息，请致电法律咨询及转介协
调服务（（CLEAR）专线（1-888-201-1014，周一至周五，上午 9:15 至中午
12:15）。
 您可以进行多次积极抗辩;应勾选答辩状表格上适用的所有核取方块。
如果您在提交答辩状时未作说明，则您可能会失去积极抗辩的机会。

D.签名和地址。
请在最后一页填上您签名的日期。接着在下方签名，须采用您的法定签名（即您在
支票上采用的签名）。在您签名的正下方，正楷书写您的姓名或打字。字迹应清晰
易读。再在下方填写地址。至此，答辩状填写完成。
 请谨记：如果债权人同时起诉您和您的配偶（诉状将您的配偶列为
被告，或提及「JOHN DOE」或「JANE DOE」），则你们两人均须签名并
注明日期。

我已经填妥该文件（出庭通知及/或答辩状）。接下来该做什么？
1. 在每份表格上签名并注明日期。
2. 每份表格一式两份——原告（或原告律师，如有）与您自己各执一份。
3. 请将每份表格亲自递交或邮寄（请勿传真）给原告或原告律师（如有）。您
可以亲自递交，无需他人代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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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亲自递交表格，则必须在截止日期前（从传票和诉状交给您或您的家人之
日起 20 天）送到原告律师的手中。请律师或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您的副本上
加盖日戳。
如邮寄表格，则必须比截止日期至少提前三天进行邮寄。请向邮局查询以获
取追踪信息及投递确认。
4. 填写送达回证：
填写标题。填写邮寄文件或向原告或原告律师亲自递交文件的日期。
列明邮寄或亲自递交的文件有哪些。（例如：出庭通知、答辩状） 。
列明原告律师的姓名和地址。
在底部填写您填写送达回证的日期和地点（城市及州）。在送达回证上签
名。自行留存一份。
5. 请将所有原始文件（您已签署的文件）带至法庭书记员处并提交。在您持有
的副本上加盖日戳以证明文件已被提交。
6. 自行保留副本。
 您必须在传票中列明的时限内提交答辩状（通常为二十天）。若您及
时提交了答辩状并将副本送交原告律师，则您应当收到庭审通知。若
您已超过时间限制，仍应提交答辩状。 迟交可能比不交好。如果为时
已晚，法庭已对您作出判决，请立即与律师联络。
 COVID-19 警告：在提交文件之前，请联系法院书记员。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每个法院都有各自关于公众进入法院的时间表和规则。
本出版物提供了有關您的權利及責任的大致資訊，
不可代替具體法律意見。
© 2020 Northwest Justice Project — 1-888-201-1014。
（公平司法联盟及个人仅可为非商业目的而复印及分发本出版物。 )

8

1
2
3
4
5
6
7
8

COURT OF WASHINGTON
COUNTY OF
No.

9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SWER AND AFFIRMATIVE
DEFENSES

Plaintiff(s),
11
vs.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Defendant(s).
14
I. ANSWER
15

Defendant(s) answers the complaint as follows:

16
17

1. I admit the statements in paragraph numbers
following statements:

18
19
20
21

ANSWER AND AFFIRMATIVE DEFENSES
Page 3 of 3

except for the

1
2
3

2. I deny the statements in paragraph numbers
following statements:

except for the

4
5
6

3. I lack knowledge about the truth and so deny the statements in paragraph number(s)
.

7
8

II. AFFIRMATIVE DEFENSES
Defendant(s) other defenses are:

9
10
11
12
13
14

 General Denial: I deny the allegations in the Complaint
 Plaintiff lacks standing and does not have authority to bring this lawsuit.
 Plaintiff is a ”collection agency” or “debt buyer” who is prohibited from recovering
damages in excess of the principal balance of the alleged obligation for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RCW 19.16.110., .250, and/or .260.
 I am eligible for Charity Care for my hospital debt.
 I was on Washington Apple Health (Medicaid) at the time I received some or all of the
medical services at issue in this lawsuit and the medical provider improperly billed me.
See WAC 182-502-0160.
 I did not receive a copy of the Summons and Complaint.

15
16

 I received the Summons and Complaint, but service was not correct as required by law.
 I do not owe this debt.
 I am a victim of identity theft or mistaken identity. I am not responsible for this debt.

17
18

 I have paid all or part of the debt.
 I disagree with the amount of the debt. The amount is incorrect.
 Statute of Limitations (the time has passed to sue on this debt).

19
20
21

 This debt was discharged in bankruptcy.
ANSWER AND AFFIRMATIVE DEFENSES
Page 3 of 3

1

 The collateral (property) was not sold at a commercially reasonable price.
 Unjust enrichment (the amount demanded is excessive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debt).

2
3

 Violation of the duty of 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Unconscionability (the contract is unfair).
 Laches (Plaintiff has excessively delayed in bringing this lawsuit to my disadvantage).

4
5
6

 Defendant is in the military.
 The Complaint fails to state a claim upon which relief can be granted.
 I lacked capacity to enter into a contract because I was under the age of 18 when the
contract was created.
 Someone else should have paid this debt (fault of nonparty).

7
8

 I did not receive the product or services I was billed for or the product or services were
defective or unacceptable (failure of consideration).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10

Defendant(s) request that the court dismiss this case and enter a judgment against the plaintiff(s)
for any costs or attorney fees.

11

DATED this _________ day of ________________, 20____.

12
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14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16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18
19
20
21

ANSWER AND AFFIRMATIVE DEFENSES
Page 3 of 3

1
2
3
4
5
COURT OF WASHINGTON
6
7
8
9
10

COUNTY OF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aintiff(s),

NOTICE OF APPEARANCE

v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fendant(s).

11
12
13
14

T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ttorney for Plaintiff
AND TO: Clerk of the Court
The undersigned enters an appearance in this action, and demands notice of all further
proceedings. The Clerk of the Court and the opposing party will be informed of any change in
address. Any notices may be sent t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ou may list an address that is not your residential address where you agree to accept legal
documents.]

15

Service Address:

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19
20
21

Dated: __________
Signature of Defend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 or Type Name
NOTICE OF APPEARANCE
Page 1 of 1

1
2
3
4
5
6

COURT OF WASHINGTON
COUNTY OF

7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

CERTIFICATE OF SERVICE
9
10
11

Plaintiff(s),
v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fendant(s).

12

CERTIFICATE OF SERVICE
13

I certify under penalty of perjury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that, on the date
stated below, I did the following:

14

16

On the
day of
, 20
, I [strike out what doesn’t
apply] mailed with delivery confirmation / hand delivered a true copy of the
[name of paper(s) served] in the
above-entitled matter to
[Name of Plaintiff or
Plaintiff’s Attorney]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

17

Dated this
and state].

15

18

day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19
20
21

CERTIFICATE OF SERVICE – PAGE 1 OF 1

, 20

, in

,

[city

1
2

不要提交翻译。

3
4
5
6
7

法庭。

华盛顿
____________县。

8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答辩状及积极抗辩。

原告。

11
12

编号。

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告。
14
I.答辩状。

15
16

被告对诉状答复如下：

17
18
19
20
21

1. 我承认编号为的段落中的陈述，但以下陈述除外： 。

ANSWER AND AFFIRMATIVE DEFENSES。应诉及积极抗辩。
第3

页，共。3 頁

1
2
3

2. 我否认编号为的段落中的陈述，但以下陈述除外： 。

4
5
6
7

3. 我对事实不知情，所以否认编号为的段落中的陈述。

8
9

II. 积极抗辩。
被告的其他辩护为：

10

 概括否认：我否认诉状中的指控。

11

 原告没有起诉资格，无权提起诉讼。

12

 原告是“讨债公司”或“债务购买者”，因未遵守 RCW19.16.110., .250 和/或
RCW260 的要求，而被禁止追讨超出未履行的所称义务本金余额以外的赔偿。

13

 我符合慈善医疗计划给付所欠医药费的条件。
 在接受本次诉讼争议中的部份或全部医疗服务时，我享有 Washington Apple

14

Health （Medicaid），且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费存在不当之处。 参见 WAC 182502-0160。

15

 我没有收到传票和诉状。

16

 我收到了传票和诉状，但送达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
17

 我没有欠这笔债务。

18
19
20
21

 我是身份失窃或身份错认的受害者。 我并非这笔债务的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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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偿还了全部或部份债务。

1

 我不同意债务金额。 金额不正确。

2

 诉讼时效（这笔债务的诉讼时效性已过）。
3

 这笔债务在破产时已被解除。

4

 抵押品（财产）没有以商业上合理的价格出售。

5

 不当得利（与原始债务相比，要求的金额过高）。
 违反诚信及公平交易的责任。

6

 显失公平（合同不公平）。
7

 懈怠（原告过分延迟提起此诉讼以置我于劣势）。

8

 被告为军人。

9

 诉状未说明可以给予救济的索赔。
 我没有能力签订合同，因为合同达成时我未满 18 岁。

10

 本应由其他人偿还这笔欠款（非合同任一方的过错）。

11

 我没有收到与所欠款项对应的产品或服务，或产品或服务。

12

 存在缺陷或无法让人接受（缺乏对价）。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3
14

被告要求法庭驳回此案，并对原告作出由其承担任何费用或律师费的判决。

15

日期：20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17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8
19
20
21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ANSWER AND AFFIRMATIVE DEFENSES。应诉及积极抗辩。
第3

页，共。3 頁

1

不要提交翻译。

2
3
4

法庭。

华盛顿

縣

5

编号。

6
7
8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原告。
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被告。

10
11
12
13
14
15

致：原告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及：法庭书记员。
下方簽名者將出席此次訴訟，並要求獲取所有進一步訴訟的通知。如有任何地址變
更，將會通知法庭書記員與對方。通知可寄送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可以列出您同意接受法律文件的住址以外的地址。 ]
送达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日期：

__________ 。
被告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書寫姓名或打字

18
19
20
21

出庭通知。

NOTICE OF APPEARANCE。出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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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不要提交翻译。

3
4
5
华盛顿
6

法庭。
縣

7
8
9
10
11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15
16
17
18
19
20
21

送达回证。

原告
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被告

送达回证。

13
14

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证明，本人于下述日期完成了以下事项，如有不实依照华盛顿州法律甘受伪证罪之
罚：
本人于 20__年__月__日向[删去不适用的内容] [原告或原告律师之姓名]的以下地址邮寄
（并获得投递确认）/亲自递交了上述事项的 [送达文书之名称]之真实副本： 。
20__年__月__日于[城市和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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