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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组装房屋/移动房屋停车场

的房东刚刚给了我一个 14天

的付款或搬迁通知 

 

  

 仅当您住在华盛顿州时才阅读此文。  

 您可以在 WashingtonLawHelp.org 网站上找到我们链接到的所有现实说明文

本。  

 驱逐法在继续修改。请在以下网站参阅有关法律的最新修改：

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eviction 

我住在华盛顿州，我应该读这文章吗？  

是的，如果您住在组装房屋/移动房屋停车场，并且您刚刚收到房东的通知，说您欠了租

金，并且必须在 14 天内支付欠款或者搬走。  

不需要，如果您收到房东的通知，说您违反了停车场的规定或租金上涨。请参阅文本我

的组装房屋/移动房屋停车场的房东给了我 20 天的通知要求我遵守规定或迁出停车场，

或者请参阅文本我住在组装房屋/移动房屋停车场， 停车场所有者/房东可以上涨租金

吗？  

 组装房屋/移动房屋停车场是为两个或更多个组装房屋/移动房屋以及/或者为

永久性 安装好的房车或拖车而出租的任何土地。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eviction?lang=zh%2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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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本文您会学到什么？  

 本通知是什么样的通知 

 如果您从房东那里收到此通知，该怎么办 

 房东是否正确地向您发出通知 

 从哪里获取法律帮助 

什么是 14 天支付租金或搬迁通知？  

这是您房东的书面警告，表明您在租金以及/或者定金分期付款计划方面落后了。如果您

的房东因您未支付租金或分期付款而希望驱逐您，您的房东必须给您一个 14天支付租金

或搬迁通知。  

该通知必须准确地告诉您您欠了多少钱。然后，您必须在 14天结束时支付您所欠的款

项。如果您不这样做，房东会对您提出驱逐诉讼。  

如果我在华盛顿州暂停驱逐令结束后收到了 14 天通知，怎么办？  

华盛顿州的暂停驱逐令已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结束。但是，如果您在 2020 年 2 月 29

日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期间拖欠租金，且您所在郡县有驱逐决议试点计划（ERPP）和租

金援助计划，则您的房东只能开始向法庭呈递驱逐案件。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之前都是

如此 您可以参阅此处或 resolutionwa.org/erpp-status，查看您所在的郡县是否有驱逐决

议试点计划（ERPP）和租金援助计划的其中之一，或者查看 WashingtonLawHelp.org's 

Eviction Help by county（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eviction#content），获取有

关您所在郡县的驱逐决议试点计划（ERPP）和租金援助计划和其它驱逐信息。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
https://www.resolutionwa.org/erpp-status
https://www.resolutionwa.org/erpp-status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eviction?lang=zh%2DCN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eviction?lang=zh%2DCN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eviction?lang=zh%2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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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之后仍然欠租金，怎么办？  

根据州法律，房东必须为您提供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底之间的合理租金还款计

划。然后，您有 14 天的时间接受或拒绝这个合理还款计划。合理还款计划是这样一个计

划，即要求您除了支付租金之外，再支付不超过每月租金 1/3 的金额款项。  

还款计划必须在房东提供这个计划后 30 天内开始，不能立即开始。还款计划不能包括滞

纳金或其它非租金费用，不能增加额外的要求，例如放弃您的任何权利。还款计划不能说

不允许通过非营利组织或教会接受援助。  

如果您不接受合理付款计划，房东可以向驱逐法庭提起诉讼。如果您的房东没有向您提供

还款计划，这可能是驱逐的辩护理由。请参阅文本新冠病毒（COVID-19）：我的房东现

在可以驱逐我吗？以了解更多信息。  

取决于您居住的郡县，您的房东可能需要在向法庭提交驱逐案件之前提供调解。您可以浏

览此处或 resolutionwa.org/erpp-status, 查看您所在的郡县是否要求房东首先为您提供调

解服务。  

租约终止通知是否必须以某种方式发送给我？  

是的。您的房东（或其雇员或其它成年人）可以到您家中提供"个人服务"，将通知亲自交

给您。房东不能向您移动房屋中的其它人提供通知副本。如果您不在家，房东可以把通知

贴在您的门上，但他们也必须邮寄一份副本给您。房东不能通过短信、电子邮件或口头

方式向您发出此通知。  

 租约终止通知无需经过公证。  

房东可以仅通过给我这个通知来驱逐我吗？  

不可以。华盛顿州不允许房东在未遵循适当法院驱逐程序的情况下驱逐租户。在开始驱

逐诉讼之前，房东必须给您一份适当的书面"终止"通知。14 天支付租金或搬迁通知是一

种租约终止通知。  

如果您在 14 天后仍然住在该地方，并且您仍然欠租金，那么房东可能会提起驱逐诉讼。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can-my-landlord-evict-me-now?lang=zh%2DCN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can-my-landlord-evict-me-now?lang=zh%2DCN
https://www.resolutionwa.org/erpp-status
https://www.resolutionwa.org/erpp-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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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必须赢得驱逐诉讼，并让法官签署命令指示警官驱逐您。  

一个例外是，如果您在 12 个月内收到三份或更多的 14 天付款或搬迁通知，即使您支付

了所有租金，您的房东也可以驱逐您。  

我不认为我欠那笔租金，我可以在法庭上反驳驱逐吗？  
 

可以。如果您想对抗驱逐诉讼，请立即与律师交谈。您必须能够在法庭上证明您对抗驱

逐案子的原因，这意味着提供证据证明您并不欠租金，这也可能意味着让对事实有个人了

解的证人作证。律师可以帮助您解决这些问题。请参阅下面的联系信息。  

 请参阅文本为法庭听证会或审判做好准备，以了解您需要做什么才能在法庭

上与驱逐作争辩。参阅文本驱逐和你的辩护也可能有所帮助。  

即使我欠房租，我可以上法庭向法官要求付款计划吗？ 

可以。您可以向法官索取付款计划，以便有更多时间付款。请准备好向法官解释为什么您

在押金分期付款计划中拖欠租金或付款，您多久可以支付欠款，如果您以前拖欠过，以及

如果您被驱逐，您将遭受多少困难。请立即与律师交谈，寻求帮助准备出庭。  

 如果家人或朋友可以帮助您，请接受帮助。能够支付租金会阻止被驱逐。  

您或许可以获得其它支付租金或付款计划的帮助。 

 请浏览以下任一网站：nlihc.org/rental-assistance, Washington Immigrant 

Solidarity Network, 或者

deptofcommerce.app.box.com/s/wmkasqaygg221ridbjyvo8ge25w5x7h7 

 尝试拨打 2-1-1 或浏览网站 wa211.org  

 社保福利局（DSHS）有您可能有资格参加的计划。 请到网站

washingtonconnection.org 进行在线申请，或致电社保福利局（DSHS）客户服务

联络中心号码（877）501-2233。  

 到网站 wapartnership.org/List-of-CAPs-in-WA.pdf 在线查看您附近的社区执行机构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basic-tips-on-how-to-prepare-for-a-court-hear?ref=M2iit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eviction-and-your-defense?ref=wElHi
https://nlihc.org/rental-assistance
https://waisn.herokuapp.com/
https://waisn.herokuapp.com/
https://deptofcommerce.app.box.com/s/wmkasqaygg221ridbjyvo8ge25w5x7h7
https://wa211.org/
http://www.washingtonconnection.org/
https://wapartnership.org/List-of-CAPs-in-W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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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查询您附近的合作经济发展组织 (ADO): commerce.wa.gov/growing-the-

economy/local-economic-partnerships 

获取法律帮助 

 面临被驱逐？ 请致电 1-855-657-8387。  

 面临止赎？请致电 1-800-606-4819。  

 在金郡面临法律问题（驱逐或止赎除外）？请在工作日上午 8 时至下午 6 时拨打

2-1-1（或免费电话 1-877-211-9274）。他们会将您转介给法律援助提供商。  

 在金郡以外面临法律问题（驱逐或止赎除外）？请在工作日上午 9 时 15 分至下午

12 时 15 分之间拨打 CLEAR 热线 1-888-201-1014，或者在网站 

nwjustice.org/apply-online 进行在线申请。  

 在金县以外有法律问题的老年人（60 岁以及 60 岁以上）亦可以拨打 CLEAR*Sr

的 1-888-387-7111 。  

 耳聋、听力障碍或语言障碍者可以使用您选择的中继服务拨打这些号码中的任何

一个。  

CLEAR 和 2-1-1 将提供口译员。  

 

本出版物提供有关您的权利和责任的一般信息，不能替代特定法律建议。  

© 2021  Northwest Justice Project — 1-888-201-1014。  

（公平司法联盟和个人仅允许出于非商业目的进行复制和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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