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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東把我鎖在門外 

 
 

 
 

 如果您居住在華盛頓州，請閱讀本手冊 

 您可以在 WashingtonLawHelp.org 網站上找到我們連接到此網站的所

有情況介紹. 

 驅逐房客法律和法院在新冠病毒/ COVID-19大流行期間處理的方式

會迅速改變，且會根據您的居住地而有所不同。請在網站

WashingtonLawHelp.org 上獲取最新信息，瞭解如何在您所屬地區獲

取被驅逐的幫助。 

我應該閲讀這份文件嗎？ 

如果您租用自己居住的公寓或房屋，房東更改了鎖，以致無法進入自己的租房，並

且您沒有搬遷的打算，請閱讀本文。您還應該立即獲得法律咨詢。請參閱下面的

聯繫信息。 

我會學到什麼？ 

 房東是否以及什麽時候可以將您的租房鎖上，將您拒之門外 

 如果房東將您拒之門外您應該怎麼辦 

 在哪裡尋求幫助 

 
房東可以合法地把我鎖在門外嗎？ 
 

僅在以下任一情況屬實時才可以這樣做：看來您已停止支付房租並搬走但沒有告知

房東（稱為“放棄”房租），或者警官已執行法院命令（稱為“歸還令”）驅逐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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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東不能更改鎖、添加鎖或阻止您以任何其他方式進入該租房。無論您是欠了租

金、水電費還是其他費用，都不能這樣做。 

 

 

 致電當地高等法庭書記員，確保房東未對您提起驅逐訴訟。若房東已提

起訴訟，並且您認為房東未將通知送達給你，請立即尋求法律幫助。 

如果房東把您鎖在門外，您可以把房東告上法庭。如果您能證明房東的這一行為違

法，法庭應會判令房東向您支付賠償金並承擔訴訟費。《如何在小額索償法庭提起

訴訟？》載有能幫助您的資訊，具體取決於您的索賠金額大小。   

 

 提起小額索償訴訟並不能獲得可令您重新進入住所的法庭頒令；您必須

提起別的訴訟。請諮詢律師。  

 
房東可以切斷我的水電氣嗎？  
 

僅在修理時才可以這麼做。房東不可以因為您拖欠房租或迫使您搬走而切斷水電

氣。 

 

 如果您使用的水電氣登記在房東的名下，則房東停止支付水電費用以切

斷水電的行為是違法的。請參閱“我的房東切斷我的水電供應”！ 

如果房東切斷您的水電供應，您可以將房東告上法庭。如果您勝訴，法官可裁定您

在無水電氣期間獲得每天最高 100 美元的補償。 

房東呈遞了搬遷法律訴訟，並獲得對我不利的歸還令。我不能在歸還

令截止日期之前把所有東西都搬出來。 

 
若您不在場，房東可在治安官監督下將您的物品搬出去。您可以在收到歸還令後

三天內向房東提出存放物品的書面請求。在這種情況下，房東必須存放您的物品。

還有一種房東必須存放您物品的情況，即房東知道您有殘疾，無法提出存放的請

求。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small-claims-court?ref=6CK9s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small-claims-court?ref=6CK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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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取回物品時，您通常必須支付搬運費和存放費。   

如果您不願讓房東存放，則房東不可以存放您的物品。房東通常會將您的物品放

在人行道或停車地帶。 

 

我外出的時候，我的房東拿走了我的物品，並且不肯歸還。我該怎麼

做？ 

給房東寫信。在您的信中寫下，您尚未放棄該租房（如果情況屬實），並且，您打

算繼續在那里居住（如果情況屬實）。請保留該信件的副本以供記錄。您可以在末

尾使用信件範本。 

確保您可以證明房東收到了這封信。請攜帶非家庭成員的證人一起去寄信，或將信

件以要求提供回執的掛號信或普通信件寄出。 

若您在信件寄出後沒能拿回自己的物品，請報警。若您寄送了索要自己物品的書面

要求，則房東必須歸還這些物品。   

 

 僅在房東一開始就合法地搬走了您的物品之情況下，房東可在您支付合

理的搬運費和存放費後方才歸還物品。 

您也可以去法庭起訴，強迫房東歸還您的物品。法官可裁定您在房東扣留您物品期

間獲得每天最高 500 美元的補償，以 10000 美元為限。 

   

房東可以出售我的物品嗎？ 
 

僅當您放棄您的住所並沒有帶走您的物品，或者房東在歸還令之後將您驅逐出租

房，而您沒有以書面形式要求房東存儲您的物品時。如果您反對房東存放您的物

品，則房東必須將您的物品放在附近的公共物業上。 

 

如果您的物品價值超過 250 美元，則房東必須在出售前 30 天向其所知的您最新

的地址寄送書面通知。如果物品價值低於 250 美元，則房東必須在出售前七天發

出書面通知。  

出售您物品獲得的收入如超過您在房東處的欠款，房東必須在出售之日起一年內為

您留著這筆錢。您可以在此期間要回這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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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存放費和將您的物品搬運至存放處的費用外，房東不能以您支付拖欠的房租或

其他任何費用作為歸還您物品的條件。 

 

房東不能要求以您所欠租金來換取您的東西。但是，出售您物品的房東可以將出

售所得的款項用於充抵您拖欠的房租或其他款項。 

  

 如果您的物品價值二百五十美元或以下，這些物品將可任由房東出售或

處理，但個人文件、家庭照片和紀念品不在此限。  

 
如果我需要法律幫助，該怎麼辦？ 
 

 金縣以外地區：請撥打 1-888-201-1014，於工作日上午 9 時 15 分至中午

12 時 15 分。   

 金縣：請撥打 211 以獲取資訊及轉介給相應的法律服務提供者，服務時間

為工作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 

 年滿 60 歲的長者：年滿 60 歲的長者亦可致電 CLEAR*Sr 專線 1-888-387-

7111（全州通用）。 

您還可以在以下網址申請：www.washingtonlawhel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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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西北地方司法專案(NJP)  — 1-888-201-1014  
 

（公平司法聯盟及個人僅可為非商業目的而複印及分發本出版物。）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


 

 

 
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landlord] [房東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reet address] [房東街道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state, zip] [房東城鎮/城市、州、郵遞區號] 
 

Dea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landlord name]: 

親愛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東姓名]： 

 
I am writing about the apartment/house I rent from you a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your address].         
[冒昧寫信給您是為了我向您租用的位於______[您的地址]的公寓/房屋的相關事宜。]                      

 
On or about _______________[date you were locked out], you and your agents 
excluded me from the rental by:  
[於[您被鎖在門外的日期]或左右，您和您的代理透過以下方式阻止我進入我所租賃的公寓/房屋： ] 

 

[ ]  locking me out  and/or [把我鎖在門外；及/或 ] 
[ ] calling the Sheriff to have me removed and/or [ 叫治安官讓我搬走；及/或]  
[ ] other: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ou have no court order or Writ of Restitution permitting these actions. 
[您的這些行為未獲法庭頒令或歸還令的允許。] 

 
The Residential Landlord-Tenant act, Ch. 59.18 RCW, and the unlawful detainer statute, 
Ch. 59.12 RCW make self-help evictions illegal.  Your conduct violates the law. 
[根據《修訂版華盛頓法典》第 59-18 章「住宅房東-租戶法」、以及《修訂版華盛頓法典》第 59-12

章「非法扣留他人財產者法規」規定，自行驅逐屬於違法行為。您的行為已構成違法。 

 
Please note: 
 [請注意：] 

 

[ ] I have not abandoned the place. [我沒有棄租。] 

[ ] I have no intention of abandoning the place.  [我不打算棄租。] 

 

I have been denied access to my residence since ______________[date].  I am worried 
that you have allowed unauthorized people to enter the place and remove my things.  I 
will consider you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to my property that occurs before 
you return it. 



 

 

[自________[日期]以來，我一直無法進入我的住所。我擔心您已讓他人擅自進入我的住所並搬走了

我的物品。我將追究您歸還我的物品之前造成的任何損失或損害。] 

 
 
Please consider this letter a demand upon you to restore immediate possession of the 
residence to me.  Please call at once at __________________[your phone number] so 
we can work out how you will get the new key to me.   
[請將此信件視為立即為本人恢復住所使用權的請求。請立即致電__________________[您的電話號

碼]，以便我們商量如何把新鑰匙交給我。  ] 

 

If you do not give me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apartment/house, I will seek assistance 
from the County Sheriff and/or the Superior Court to get back possession of the 
apartment/house. 
[若您未能立即讓本人進行公寓/房屋，本人將向縣治安官和/或高等法庭尋求幫助以恢復公寓/房屋

的使用權。]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謝謝您的配合。] 

 
Sincerely, 
[順致敬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