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債務人之權利與收債代理 

收債代理是否已經在與您聯絡﹖ 

本出版物旨在幫助您了解債務代收的經營程序﹐以及在與收債代理打交道時您的權利。如果您

被起訴了﹐或者已經有一個對您不利的法庭判決﹐請參閱我們的出版物﹕法律訴訟之債務人權

利﹐或者資料叢書如何答辯法律訴訟或如何訴求個人財產豁免。要獲取以上出版物﹐請來電 1-

888-201-1014或聾啞人士專線(TTY)1-888-201-9737。 

 

甚麼是收債代理﹖ 

收債代理必須遵守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為其經營而制訂的法律條例。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均有法

律﹐以保護已經被收債代理聯絡收債的債務人之權利。在華盛頓州﹐為收債代理制訂的法律

稱為“收債代理條例” (RCW 19.16.100)﹐為保護債務人制訂的法律稱為“消費者保 護條

例” (RCW 19.86.010) 。聯邦法律條例的名稱是“公平收債經營條例” (在 15 U.S.C. 1692)。
您可以在當地圖書館找到以上法律版本。 

聯邦政府法律和州政府法律給收債代理所下的定義是﹕收債是首要經營目的公司或組織。這
不包括某些公司的信用或收債辦公室﹐因為這些公司的主要經營目的不是收債。例如﹐某個

大百貨公司或車行的信用辦公室﹐或者﹐發行信用卡並企圖收回債款的某個銀行﹐按州和聯

邦法的定義都不算“收債代理”﹐因為收回債款並不是他們的主要經營目的。固定代收消費

者債務的律師亦被認為是“托收債款代理人”﹐他們必須遵守聯邦法。 

根據收債條例和債務人財產扣押令法規﹐以下是您的某些權利。 

 

如果您不認為您欠了債﹐怎麼辦﹖ 

當某個收債代理就某債務第一次書面聯絡您時﹐他們必須給您提供一份概括某些事項的書面

通知。如果收債代理第一次聯絡您時用的是電話方式﹐您可以堅持要他們同時以書面方式與

您聯絡。收債代理給您的第一次書面聯絡信件必須包括了﹕ 

* 
* 
* 
* 

* 

* 

收債代理的名字和地址﹔ 
債款數額﹐從原債款額開始﹐分類列出其他費用或利率﹔ 

您所欠債的債權人名字﹔ 

除非您在收到通知書後的 30 天內對所謂債務提出爭議﹐該收債代理將在信中聲明這

債款有效﹔ 

信中說明﹐如果您在 30 天內提出要求﹐該收債代理將會提供原債權人的名字﹐如果

原債權人不是該收債代理﹔ 

信中同時說明﹐如果您 (在收到通知書的 30 天內) 用書面形式通知該收債代理﹐ 您

對該債務有爭議﹐該收債代理應該獲取債務證明並將證明寄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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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收債代理的來信必須清楚地顯示﹐來信目的是代收某債款﹐任何獲取資料將用於此目

的。 

如果您不同意您欠了債或者債款的一部份﹐您必須在以上所說的 30 天期限內用書面通知收債

代理。一旦收債代理收到您對該債款有爭議的書面通知書﹐該代理必須停止代收該債款﹐除非

該代理有您欠債的確切證據並將證據寄給您。保留您寄給該收債代理書信的副本是很重要的。

無論甚麼時候﹐盡可能給收債代理寄掛號信﹐並要求寄回收據。請參閱以下信件樣本 "A” 。 

對債款有爭議的例子有﹕(1) 您不認為您欠了債﹐或者數額不對﹔(2) 您已經還了債﹔ (3) 

您有用來還債的醫藥配給券﹐收債代理應該給州政府送去賬單﹔(4) 您住院了﹐ 並通知醫

院您不能支付醫院費用﹐醫院應該考慮到以慈善政策處理付款﹔或者 (5) 您認為該債款的

收回失去時效 (參閱以下段落)。 

法律上有法定時間限制﹐即﹐法律訴訟必須在法定時間內起訴否則會“失去時效”。確 切

的時間限制將根據債務基礎或者提出訴訟的類型。大多數根據受華盛頓州法律制約之書面合

同或應收帳款的訴訟必須在 6年內起訴﹔大多數根據口頭合同或應收帳款的法律訴訟必須在

3年內起訴。 

  

我如何阻止收債代理與我聯絡﹖ 

根據公平收債經營條例﹐如果您書面通知收債代理﹐要他們停止與您的進一步聯絡﹐他們就

不能再與您聯絡除非﹕ 

* 
* 

* 

* 
* 
* 
* 

通知您他們正在停止代收該債款的過程中﹔或者 

通知您該收債代理準備採取行動﹐比如對您提出法律訴訟。 

無論您是否欠債了﹐這個法律均有效。如果您給收債代理寫如此一封信﹐要保證包括

了以下資料﹕ 

您的姓名和地址﹐以及﹐如果可能的話﹐收債代理寄來帳單的帳戶號碼﹔ 

日期﹔ 

聲明根據公平收債經營條例﹐您在履行您的權利﹔以及 

聲明您要收債代理停止給您打電話或/和寫信。 

 

請參閱信件樣本“B”。確保留有一份信件的副本。將原件寄給收債代理﹐同時給原債權 人

一份副件。  

該信件必須遞送到收債代理。如果在您發出信件之後﹐收債代理為某些非上述的原因再次聯

絡您﹐該收債代理就違反了公平收債經營之條例。根據這個法律條例﹐您有權就金錢損失和

律師費用對該收債代理提出訴訟。這個法律行為將不會停止該收債代理就此債款對您提出的
訴訟。這僅能停止從該收債代理給您打來的電話和發來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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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財產和收入會得到免除收債的保護﹖ 

某些類型的收入和財產不能因收回消費者債務而被拿走。收入的例子有﹕

社會福利金﹑社會福利補貼金﹑家庭困難補助金(TANF)﹑GAU﹑私人退休金﹑聯邦公務員

退休金﹑勞工部殘疾金﹑以及失業補償金﹐以上款項均不能因為收回消費者債務而被拿走。

除此以外﹐免除收債的還有您每週收入的154.50 美元或者您凈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 (總收入

減去稅 務﹑社會福利金以及其他主要扣除款)﹐取兩者中最大數。這類收入通常不能豁免於
支付兒童贍養費或稅務的扣押令。 

如果您的收入豁免於債務扣押﹐您可以通知收債代理這個事實。您可以用書面方式向收債代

理提供此資料﹐並保留一份此信件的副件。例如﹐如果根據聯邦法豁免於債務扣押的社會福

利金是您唯一的收入﹐您就可以這樣寫﹕“我唯一的收入是社會福利金﹐此收入按聯邦法豁

免於債務扣押。” 您同時可以在您與該收債代理的所有來往信件裡﹐比如在給他 們送去一

封“停止來信”的信件裡﹐寫上這段話。雖然這種做法不是對此索賠的答辯﹐這 至少向收

債公司提供了您唯一收入豁免於債務扣押令的信息。如果該收債代理訴勝了並扣押了您帶有

豁免金的銀行帳戶﹐您就會有理由提出對該收債代理不利的法律訴訟。 

在財產方面﹐以下例子均不能拿去作為收取的債務﹕您房屋衡平產權價值的 40,000 美 元﹑

有限價值的車輛以及直至一定金錢數目的個人財產。 

如果要獲取更多資料﹐或者如果某個債權人或收債代理企圖扣押您的收入或財產﹐請參閱我

們的出版物﹕如何訴求個人財產豁免和法律訴訟之債務人權利。 

 
非法經營 

華盛頓州法律的收債代理條例和聯邦法律的公平收債經營條例均禁止收債代理的騷擾行為﹑偽

造或引入歧途的陳述以及不公平經營。如果您認為您被某個收債代理無理騷擾了或引入歧途﹐

您有權利對該收債代理提出法律訴訟。再者﹐如果您勝訴了﹐該法律給您索取損失賠償和律師

費用的權利。以下是違法的例子﹐無一例外﹕ 

1. 該收債代理威脅說要告訴您的僱主或者鄰居關於您債務之事﹐或者已經告訴他們您的 債

務之事﹔ 

2. 該收債代理在不合理時間內給您打電話 (根據聯邦法律﹐晚上 9時至早上 8時被認為不 

合理時間﹔根據州法律﹐晚上 9時至早上 7時半的電話被認為“騷擾”)﹔ 

3. 該收債代理威脅說要採取對您不利的行動﹐而這些行動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 (例 如﹐威

脅要從您的社會福利支票中拿錢﹑要拿去其他受豁免的財產﹐或威脅要逮捕您或送您進

監獄)。 

4. 該收債代理用以下如此態度與債務人或其他任何人通話﹕騷擾﹑恐嚇﹑威脅﹐或者使 債

務人為難。 

5. 該收債代理與債務人或其配偶通話﹐在一個星期內有三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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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該收債代理通過用以下方式來與債務人聯絡﹕模仿政府文件的通知書﹐或者看起來像 電

報或緊急文電的文件。 

7. 該收債代理被禁止到銀行兌現不到期支票﹐預防其用此作為刑事處理來威脅債務人。 不到

期支票在支票上的日期之前不可以存進銀行。除此之外﹐收債人接受不到期支票的表現是

違法的﹐除非在支票存進銀行之前﹐給寫支票的消費者 3至 10 營業天數的通知。 

根據華盛頓州法律收債代理條例﹑消費者保護條例﹑或聯邦法律公平收債經營條例﹐如果您

認為您的權利被侵犯了﹐或者您因一個您認為不存在的債務而被起訴﹐您就應該與律師聯

絡。以下是處理關於違反公平收債經營條例和華盛頓州收債代理條例之投訴的機構﹕ 

• Department of Licensing   執照頒發處 

Collection Agencies Board   收債代理部門 

PO Box 9034   郵件信箱 9034 

Olympia, Washington 98507-9034   華盛頓州奧林匹亞市﹐郵編 98504-9034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聯邦交易委員會 

915 Second Avenue, Room 2806   第二大街 915 號 2806 辦公室 

Seattle, Washington 98174   華盛頓州西雅圖市﹐郵編 98174 

•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司法部長辦公室 

Consumer Protection Division      消費者保護科 

1019 Pacific Avenue, 3rd Floor      太平大道 1019 號三樓 

Olympia, Washington 98402-4411     華盛頓州奧林匹亞市﹐郵編 98402-4411 

 
我可以自己採取甚麼措施﹖ 

在不公平收債經營的訴訟中﹐您的勝訴通常取決於您是否用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違法行為已

經發生。您可以考慮採取一些或所有以下的措施﹕ 

1. 用一個地方來保留所有收債代理寄給您的通知或信件。保留所有您從他們那裡得到的 書

面材料﹐包括信封。 

2. 記錄每一個從收債代理處打來的電話﹐包括日期﹑時間﹑內容以及在電話中所涉及人 士

的姓名。 

3. 如果您知道該收債代理已經聯絡了除您之外的其他任何人﹐作同樣的資料記錄。 
4. 如果在與某個收債代理打交道的過程中﹐因為身心上和精神上的壓力而給您造成了問 

題﹐請根據您的選擇去見一位法律顧問或者一位醫生﹐與他們全面討論這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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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CN 
  

本出版物提供與您權利和義務有關的一般常識。本出版物沒有取代單獨法律咨詢的意圖。 

本出版物於2002年6月出版﹐其提供資料為出版時的最新資料。 

 
© 2003年Northwest Justice項目-- 1-888-201-1014, 聾啞人士專線TTY 1-888-201-9737 

(僅允許非商業性的華盛頓州司法部門﹑有關機構以及個人進行複印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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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樣本“A” 
(如果您對該債務有爭議﹐請在收到收債代理發來信件的30天內寄出此信) 

 
日期          掛號信﹐要求寄回收條 

 

收債公司 

 美國某城鎮 
 
 
關於﹕某人 

      帳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尊敬的先生/女士﹕ 
 
於   日期 ﹐我收到了您寄來的一封信﹐說我欠了Fix It Hospital達3,000美元的醫藥費。我不認為 

我欠了這筆債。我已經給了該醫院醫藥配給券﹐請調查這件事宜﹐並停止代收這筆債款的行為﹐直至您向

我提供我欠債的證明。 

 
 
此致﹐ 
 
 
 
 
您的姓名 
 
 

 
信件樣本“B” 

(如果您對該債務有爭議﹐請在收到收債代理發來信件的30天內寄出此信) 

 
日期          掛號信﹐要求寄回收條 

 

收債公司 

 美國某城鎮 
 
關於﹕ 
 
尊敬的先生/女士﹕ 
 
我根據公平收債條例來履行我的權利。我沒有能力償還這個債務 (或者“我只能每月支付20.00美元”)。 

我唯一的收入是社會福利金﹐我沒有其他財產來償還這個債務。 
 
請停止所有與我的通信往來。 
 
此致﹐ 
 
 
 
您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