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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事務 
 

律師改善房屋委員會 
 

律師改善房屋委員會（Lawyers’ Committee for Better 

Housing, Inc.，簡稱 LCBH）很高興能夠更新芝加哥租客資源指

引，我們希望芝加哥租客可以利用有關資料來明白有關法例，以及

在必要時行使他們的權利。 

 我們相信只有安全而穩定的房屋，才可以讓家庭成功溶入主

流社會。家庭必須有好的地方居住才可以保持穏定的就業，適當地

養兒育女，以致成為鄰舍及社區的積極成員。 

 透過作為法律代表、公眾倡權組織及社區教育，LCBH 極力

爭取更多可負擔房屋，以及協助低收入家庭保留其在自選鄰社內的

合適房屋。 

 本版本的芝加哥租客資源指引之所以能夠付梓印行，實有賴

渣打第一銀行的支持。 

 本指引的英文及西班牙文版本可在 LCBH 的網頁－

www.lcbh.org－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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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及需要留意的地方 

 
 律師改善房屋委員會制訂芝加哥租客資源指引，是為了協助您

明白芝加哥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以下簡稱「法令」）提供的法律

糾正措施。儘管本指引不能代替法律意見，但知識就是力量！越是

知道您的權利和責任，您便可以越快發現潛在的問題，並採取適當

行動。法令提供的糾正措施專為非律師的人士而設，但如果您因租

賃糾紛而涉及訴訟，應立即諮詢律師。（利用本指引背面的資料找

法律服務。） 

 芝加哥市議會一九八六年通過法令，以保護及推廣公共衛生、

芝加哥租客的安全及福利，奠定租住芝加哥公寓的租客及房東的權

利及責任。法令不適用於業主自住的六單位或以下的建築物。法令

詳列了房東對公寓須提供及維護甚麼，若房東不從，又有甚麼糾正

措施可以幫助租客。法令也詳列了租客的責任，若租客不從，又有

甚麼糾正措施可以幫助房東。法令的其他課題包括按金、分租、房

東的入屋權利及違法的租約條款。要索取該法令，可到位於 121 

North LaSalle, Chicago, Illinois 市政廳一零七室的市職員辦事

處，或到位於 400 S. State Street, Chicago, Illinois 哈羅德

華盛頓圖書館五樓的市政資源圖書室。 

 第一章完全轉載了「芝加哥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簡介」。您在

簽署租約或訂立口頭租約時，房東須給您一份法令簡介。在簡介的

每一節之後，我們會指出本指引可以提供法令進一步的解釋、例子

及例外的篇章。這些資料均以縮排及斜體字顯示。 

 其他編章提及法令特別之處：房屋歧視、逼遷程序、房屋選擇

票據計劃（前稱第八節）及租約知多少。 

 欲索取更多的租客資源指引，請致函 220 S. State St., Suite 
1700, Chicago, Illinois 60604，或致電(312) 347-7600，或電
郵 lcbhoffice@sbcglobal.net 律師改善房屋委員會。本指引的英
文及西班牙文版本可在 LCBH 的網頁－www.lcbh.org－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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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自保提示 
每個租客應該知道的事情 

 最初搬進及搬離公寓時，應替公寓拍照，替照片記下拍攝

時間及地點，並將之存放在安全地方。 

 把每件事都寫下來。 

 嘗試取得租約。 

 若房東同意讓您在建築物內工作，以換取減低您的

租金，應取得書面承諾。 

 若房東同意在您搬離公寓前最後一個或兩個月，讓

您以按金「抵租」，應取得書面承諾。 

 若您投訴所住公寓或建築物的狀況，應以書面提

出。 

 若房東同意糾正問題，應取得書面承諾。 

 沒有書面承諾，便沒有保障。 

 切勿丟掉任何房東寄給或送給您的東西，應將之存於文件

夾內。 

 把任何寄給或送給房東的東西備份，並將之存於同一個文

件夾內。 

 切勿僅僅停止付租，應以書面註明理由，並給房東兩個星

期的時間去糾正有關問題。然後小心遵從法例，只扣除減

低了的公寓市值。 

 除非獲得房東書面同意，否則永不能拿按金抵租。 

 絕不以現金付租，應使用私人支票或匯票，並索取收據。

如沒有法庭判令，您的房東不能對您迫遷，把您鎖於屋

外，或把您的東西丟到街上。若房東執意如此，應報警處

理。報警時應要求跟當值指揮官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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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令簡介 

 
芝加哥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簡介 
 推出之初，本法令簡介須附於每份書面租約與續約通知。另

外，本簡介也須在最初訂定口頭租約時提供予租客，不論該租約是

新訂還是續期。除非另外註明，否則，所有條款均從一九八六年十

一月六日起生效。[Mun. Code ch. 5-12-170] 

 

*重要事項：如果您想行使本法令所賦予的權利，應取得

一份完整的法令副本，以決定採取何種恰當的糾正措施及

程序。也忠告大家找律師諮詢。 
〔LCBH 註：請參閱背頁的租客資源名單〕 

 
 以下是「芝加哥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簡介」的複製本。當您租
住公寓時，房東須給您一份本簡介的副本。它概括了芝加哥住宅房
東及租客法令，知會您有關作為租客或房東的權利及責任。在每一
節之後，請參閱我們的注解，可獲知在本指引何處可找到更多有關
特別主題的資料。 
 
法令涵蓋哪些出租單位？ 

[Mun. Code ch. 5-12-010 & 5-12-020] 
 備書面或口頭租約的出租單位（包括所有補助單位如 CHA、

IHDA、房屋選擇票據（Section 8）等），除了： 

 屋主自住而單位不超過六個的建築物的出租單位。 

 酒店、汽車旅舘、寄宿舍等單位，除非租金是按月支付，而

單位被租用超過三十二天。 

 學校宿舍、庇護所、員工宿舍、非住宅用出租物業。 

 屋主自住的共管及共有公寓。 
 
根據法令，租客有哪些一般責任？ 

[Mun. Code ch. 5-12-040] 
 租客、其家人及所邀客人，必須遵守法規特別針對租客的所有

責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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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租客所住公寓內的煙霧及一氧化碳探測器購置及安裝有效

的電池。 

 保持單位安全及清潔。 

 以合理的態度使用所有設備及設施。 

 不損毀單位。 

 不騷擾其他住客。 
 
〔如想找有關持房屋選擇票據租客的資料及其額外的責任，請參閱第十三章。〕 
 
房東的進入權 

[Mun. Code ch. 5-12-050] 

 租客在接到郵遞、電話、書面或其他本著善意提供的兩天通

知後，應容許房東合理進入單位。 

 如須對公共地方或其他或需進入才能施工的單位進行維修

時，房東可能向所有受影響的租客發出一般通知。 

 遇到緊急情況或維修工作突然需要進入時，房東在進入單位

後的兩天內須發予通知。 
 
按金及預繳租金 

[Mun. Code ch. 5-12-080 & 5-12-081] 

 房東在收取租客按金後，須向其發出收據，收據上包括擁有

人姓名、收取日期及有關單位的描述，並由收取按金的人簽

署。 

 房東須就按金及持有超過六個月的預繳租金（1-1-92 生

效）每年支付利息。 

 房東須支付利息的利率，每年均由市司庫釐訂。（7-1-97

生效） 

 房東從按金中扣除損毀所造成的開支前，須在房東搬離有關

單位後的三十天內，向租客提供有關損毀的細項陳述。 

 房東在租客搬離單位後的四十五天內，須退回減去未付租金

及損毀開支的所有按金及，如果有的，該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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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上火警，房東在租客提出終止租約後的七天內，須退回減

去未付租金及損毀開支的所有按金及，如果有的，該付利

息。（1-1-92 生效） 
 
[如想找更多有關租約的資料，請參閱第三章。] 
 
房東的一般責任是甚麼？ 

 給予租客一份列明擁有人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的書面通

知。[Mun. Code ch. 5-12-090] 

 給予新的或續約的租客一份有關以下內容的通知： 

1) 過去十二個月內市政部門發出的違規傳票； 

2) 未決的房屋法庭或行政聆訊行動； 

3) 整個佔住期間建築物遭截斷水、電或煤氣的情況。[Mun. 

Code ch. 5-12-100] 

 維護物業，以符合市政法規所有適用條款。[Mun. Code ch. 

5-12-070] 

 不要在現有租約終止前的九十天之前，催迫租客續約。[Mun. 

Code ch. 5-12-130(i)] 

 如租約不會續期，應給予租客至少三十天的書面通知。若房

東未能給予所需的書面通知，租客可根據現有租約最後一個

月的相同條款及條件留住在有關單位六十天。（1-1-92 生

效）[Mun. Code ch. 5-12-130(j)] 

 不要強行被禁用的租約條款。[Mun Code ch. 5-12-140] 
 
〔如想找更多相關資料，請參閱第四章「房東責任」〕 
 

租客糾正措施 
[Mun. Code ch. 5-12-110] 

 
小型失修 
 若房東未能維護物業以符合法令要求，而租客或其家人或客人

又毋須對有關故障負責，租客可以： 
1) 書面要求房東在十四天內作出維修，若房東不從，租客可從

租金中扣除能合理地反映單位價值下跌的金額。租客可在第

十五天起扣除租金，直至作出維修為止；或 
2) 書面要求房東在十四天內作出維修，若房東不從，租客可代

作維修，然後從租金中扣除最多$500 或月租的一半，兩者

以最高者為準，但不得超過一個月租金。有關維修必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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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要求。維修收據須交予房東，而且不得超過維修成本；

此外，也可以 
3) 控告房東，追討損毀及傷害補償。 

 
大型失修 
 若房東未能維護物業以符合法規，而有關故障令建築物不適合

居住，租客可書面要求房東在十四日內作出維修。若十四天後仍未

作出維修，租客可立即終止租約。租客須交出佔用權，並在三十日

天搬走，否則會被視作撤回租客通知。（1-1-92 生效） 
 
〔第五章題為「租客自助糾正措施」一節，將更詳細解釋當房東未能維護您所住
公寓或建築物時該如何處理。〕 
 
未能提供必需服務（暖氣、自來水或熱水、電、煤氣或排水

設施） 
[Mun. Code ch. 5-12-110(F)] 

 若未能獲得租約答允的必需服務，或房東未能實質遵從法規以

維護建築物，導致有關故障對租客健康及安全構成即時危險，而租

客或其家人或客人又毋須對該等故障負責，租客在發出書面通知

後，可採取以下其中一項行動： 
1) 購買代用服務，並在出示付款收據予房東時，從租金中扣除

有關費用；或 

2) 控告房東，追討所住單位價值下跌所造成的損失；或 

3) 另找地方暫住，並在有關期內暫停付租予房東。租客也可從

房東方面收回最多相當於每月租金或按比例計算的替代住房

費用；或 

4) 要求房東在二十四小時內修妥故障，若房東不從，可從每月

租金中扣除能合理地反映單位價值下跌的金額。但在二十四

小時限期屆滿前，不得扣除租金，而且只適用於超過了二十

四小時等候期的日子；或 

5) 要求房東在七十二小時內解決問題，若房東不從，可終止租

約。若終止租約，租客須交出佔用權，並在三十天內搬走，

否則會被視作撤回終止租約通知。（1-1-92 生效） 
 
註：若故障是因公用服務供應商未能提供有關服務而起，則不可使用 4)及 5)等糾
正措施。僅適用於本環節：租客提供的通知必須是書面，而且是送到房東給予租
客並聲明是收取通知的地址。若房東沒有知會租客有關地址，則租客可把書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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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送到最後一個已知的房東地址，或以其他本著善意的合理方法，向房東提供書
面通知。（1-1-92 生效） 
〔如找更多資料，請參閱第六章「缺乏必需服務」。房屋選擇票據租客，請參閱
第十三章。〕 
 
火警或傷亡損害 

[Mun. Code ch. 5-12-110(G)] 
若火警對單位的損毀程度導致其在物質上無法符合法規，而租

客、其家人或客人又毋須對該宗火警或意外負責，租客可： 
1) 立即搬走，但在搬出後的十四天內，租客須以書面通知房東

其欲終止租約的意圖。 

2) 若是合法，租客可以留在單位，但若決定留下來而又發現單

位有部份因損毀而無法使用，租金可據此減低，以反映單位

價值下跌。 

3) 若租客留下來，但房東未能盡力施工維修，租客在理解到有

關工程不會致力開展後的十四天內，可以書面通知房東其終

止租約的意圖及搬走。 
 
轉租 

[Mun. Code ch. 5-12-120] 
 房東須接納一個由租客提供的合理轉租租客，而不得收取額

外費用。 

 若租客在租約屆滿前搬走，房東須付出真誠的努力以公平的

租金找新的租客。 

 若房東未能把單住再次租出，租客仍須對租約釐訂的租金及

甚至房東所花的廣告費用負責。 
 
〔房屋選擇票據租客不能把其租住的單位轉租。詳情請參閱第十五章。〕 
 
若租客遲付租會怎樣？ 

[Mun. Code Ch. 5-12-140(h)] 
 若租客未能準時付租，房東可據$500.00 或以下的租金收取每月

$10.00 的過期附加費，另對超過$500.00 的租金部份每月加徵百分

之五的費用。（例如，以$450.00 的月租計，其過期附加費是

$10.00；若月租是$700.00，其過期附加費是$10.00，另加$200 的

百分之五，或總數$20.00）（1-1-92 生效） 
〔有關因不付租而需要迫遷的程序的概覽，可參閱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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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租客在終止租約通知所定的限期屆滿後才付租會怎樣？ 
[Mun. Code Ch. 5-12-130(g)] 

 若房東在知道欠租的情況下接納遲付的租金，租客可以留下

來。 
 
房東糾正措施 

[Mun. Code ch. 5-12-130] 
 若租客未能付租，房東以書面通知租客的五天之後，可終止

租約。 
 若租客未能遵守法規或租約，房東以書面通知租客的十天之

後，若發覺租客尚未糾正違規或違約一事，可終止租約。 
 若租客未能遵守法規或租約，房東可以書面要求租客在十四

天內遵守法規，遇事態緊急，更可要求租客在情況許可下盡

快遵守。 
 若違規事未能在指定時間內糾正過來，房東可進入有關單位

進行必要的施工。在此一情況下，全數修整成本會由租客負

責。 
〔在第八章可讀到有關房東在給你五天或十天通知後可展開逼遷的法律程序。〕 
 
關在屋外 

[Mun. Code ch. 5-12-160] 
 本環節適用於芝加哥每個出租住宅單位，並無例外。 

 房東若把租客關在屋外，或更換鎖頭，或拆除出租單位門

戶，或截斷暖氣、公用服務或食水供應，或有任何干擾租客

使用其單位的動作，都屬於違法。 

 所有把租客關在屋外的行為均屬違法，警方會負責執法，打

壓這種違法活動。（1-1-92 生效）（警方特別法令 93-12） 

 若發生關在屋外的行為，或這種行為繼續下去，房東每日將

被罰款$200 至$500。 

 租客可控告房東，以取回有關單位的佔用權，及所受實際損

失的兩倍，或兩個月租金，兩者以最高者為準。 
〔第九章將專門探討關在屋外及違法迫遷等課題．〕 
 
針對房東採取報復性行為的禁令 

[Mun. Code ch. 5-12-150] 
 租客有權就其租住情況向政府機關或官員、警方、傳媒、社

團、租客聯盟或房東投訴或真誠作證，房東被禁止以終止或威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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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租約、加租、減服務、迫遷或威脅會迫遷、或拒絕續約等行為

來報復。 
 
〔詳情請參閱第十章「房東報復」。〕 
 
律師費 

[Mun. Code ch. 5-12-180] 
 除了迫遷行動以外，因本法令的應用而在任何訴訟中勝訴的原

告人，將可獲退回所有堂費及合理的律師費。（1-1-92 生效） 
 
我在哪裏可索取一份法令的副本？ 
 要索取法令副本，可親臨市政廳一零七室市職員辦事處（地

址：Office of City Clerk，Room 107，City Hall，121 North 

LaSalle Street，Chicago，Illinois）索取，或到哈羅德華盛頓

圖書館五樓市政參考圖書室（地址：Municipal Reference 

Library，Harold Washington Library，5th Floor，400 S. State 

Street，Chicago，Illinois）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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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關心 

 

房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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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平房屋 

房屋事務 
引言 
 在任何房地產交易如租賃、出售、租售條款及條件、宣傳廣告

及借貸中出現的歧視，均屬違法。芝加哥有四家主要機構，負責處

理房屋歧視投訴：芝加哥人權委員會〔Chicago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CCHR)〕、庫克縣人權委員會〔Cook County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CCCHR)〕、聯邦屋宇及城市發展局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

及伊州人權部〔Illinois Department of Human Rights 

(IDHR)〕。您也可以根據聯邦公平房屋法入稟聯邦法庭。 

 儘管全都處理房屋歧視投訴，但所涵蓋的歧視種類有些分別，

例如是誰應受到涵蓋（受保護階級），何種物業應受限制，誰會是

投訴對象，以及投訴的入稟時限等。雙親狀況及家庭狀況被視為同

一樣東西。此外，性別歧視包括性騷擾。 
 以下資料可使您對各機構的條款有一般的概念。舉個例子，每

家機構在殘疾人士設施方面均有特別條款。從執法機構或公平房屋

組織方面，可取得完整的資料。有關受到歧視或性騷擾時該如何處

理的資料，請參閱本章末。 
 
政府機構涵蓋的歧視種類 

芝加哥人權委員會 
 

受保護階級： 種族   膚色 
 原國籍   宗教 
 家系   雙親狀況 
 殘疾   年齡 
 性取向   婚姻狀況 
 退伍資料   性別（包括性騷擾） 
 收入來源（包括房屋 

選擇票據計劃－Section 8） 
所涵蓋物業：任何出售、出租或租賃的房屋，並無例外。 

時限：從發生歧視行為計起 18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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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克縣人權委員會 
受保護階級： 種族   膚色 
 原國籍   宗教 
 家系   雙親狀況 
 殘疾   年齡 
 性取向   婚姻狀況 
 退伍資料   房屋狀況 

收入來源   性別（包括性騷擾） 
所涵蓋物業：出售、出租或租賃的住宅物業，並無轄免。 
時限： 從發生歧視行為計起 180 天。 

 
聯邦屋宇及城市發展局 

受保護階級： 種族   膚色 
 原國籍   宗教 
 家庭狀況   殘疾 

性別（包括性騷擾） 
 所涵蓋物業：任何被用作或意圖被用作住宅的建築物，以及供

出售或租賃作為興建這類建築物的空地。雖然有轄免情況，比方是

不超過四個單位而屋主又佔住的建築物，但要符合資格才可獲轄

免，故大多數建築物均受到差不多全部歧視禁令所涵蓋。比方說，

有關豁免不適用於歧視性聲明或廣告，包括性騷擾。應用於多家庭

建築物的不同標準，均受可達性條款所限。 
 時限：從發生歧視行為計起一年。 
 

伊州人權部 
受保護階級： 種族   膚色 
 原國籍   宗教 
 家系   家庭狀況  

殘疾   年齡 
婚姻狀況   從軍狀況 
性別（包括性騷擾） 

所涵蓋物業：住宅建築物。不超過五個單位並由業主自住的建

築物可獲豁免。 
時限：從發生歧視行為計起一年。 
 

你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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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及雙親狀況歧視 
 
公平房屋法禁止以下行為： 

1. 在包括住宅租賃在內的任何房地產交易中，基於家庭狀況如

子女數目或年齡而設定的條款及項目所產生的歧視。 

2. 透過印刷、流通、發行或展示任何通知、廣告、告示或其他

文件，以歧視跟包括住宅租賃在內的任何房地產交易有關的

家庭。 

3. 以家庭狀況為由，拒絶展示任何已掛牌招租或出售的住宅物

業。 

4. 知情地表示欲出售或出租的任宅單位不能供驗屋、出售或租

賃，但事實上有關物業對其他家庭狀況不同的個別人士開

放。 

 

誰受到法律保障，免受家庭狀況歧視？ 
1. 單親 

2. 對未成年或殘疾兒童有合法監護權的人士 

3. 具家長或監護人書面同意的家長代理人或合法監護人 

4. 孕婦 

5. 任何獲十八歲以下兒童合法監護權的人士，包括養父母 

 

如果家庭人數違反市政法令下的入住人數限制，而該等法令是

合理的話，則房東可合法地拒絶讓某家庭入住有關房屋。通常而

言，當事人須作出投訴以決定是否合理。此外，若房屋主要是為每

單位至少住有一名年滿五十五歲人士而設，而至少八成單位住有這

等人士，則這種針對較年長人士的房屋可免受禁止家庭狀況歧視的

法規所限。 
 

租客資源指引註釋： 
1. 房東不能因你有子女而歧視你 
2. 市、縣、州及聯邦政府全都有針對家庭狀

況歧視的法例 
3. 執法機構載列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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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事務 
 
公平房屋法禁止性別歧視 

 當出現跟租用或購買房地產有關的不受歡迎的性訴求或要求，

或與性本質有關的行為，而： 

1. 對這種行為作出讓步，被視作租賃或銷售交易中的明示或暗

示條款。 

2. 對性要求作出讓步或予以拒絶，被利用為可影響個人購買或

租住有關物業的決定的基礎。 

3. 有關行為旨在或具備能大幅干預個人租住或購買物業的機

會，或形成一種與租用或購買該物業有關的威脅、敵意或攻

擊性的環境。 
 
若受到歧視，你可以怎樣做？ 

1. 寫下發生的任何事，所涉及的名字、日期及地點。 

2. 向以下任何一家機構報告有關事件，你可以聯絡私營公平房

屋組織尋求協助，或直接向執法機關求助。 
 

服務芝加哥的私營公平房屋機構 
Access Living    The John Marshall Law School 
（受理殘疾歧視）   Fair Housing Legal Clinic 
614 W. Roosevelt Road   28 E. Jackson Blvd. Suite 500 
Chicago, IL 60607   Chicago, IL 60604 
312-253-7000 語音   312-786-2267 
312-253-7016 電傳打字機 
 
Chicago Lawyers’ Committee For  Leadership Council For Civil 
Rights Under The Law, Inc.  Metropolitan Open Communities 
100 N. LaSalle, Suite 600   111 W. Jackson, 12th Floor 
Chicago, IL 60602   Chicago, IL 60604 
312-630-9744 語音   312-341-5678語音 
312-630-9749 電傳打字機  800-786-6736電傳打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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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機關 
以下機關均設下入稟限期，事主須在每宗事件發生後的若干時間內

提出投訴，而這等限期在本章節之初已詳列。 

Chicago Commission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on Human Relations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 
740 N. Sedgwick, 3rd Floor  77 W. Jackson Blvd. 
Chicago, IL 60610   21st Floor 
312-744-4111 語音   Chicago, IL 60604 
312-744-1088 電傳打字機  800-669-9777  語音 
     800-927-9275 電傳打字機 
 
Cook County Commission  Illinois Dept. of Human Rights on 
Human Relations   100 W. Randolph St., Ste. 10-100 
69 West Washington Street, Suite 2900 Chicago, IL 60601 
Chicago, IL 60602   800-662-3942 
312-603-1100 語音   312-814-6200語音 
312-603-1101 電傳打字機  312-263-1579電傳打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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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事務 

第三章 
租賃協議 

（或稱租約） 
 

 租約是一份包含你與房東之間所作承諾的合約，其形式有二：

書面租約及口頭租約。兩者俱獲法庭承認，並具法律約束力。在簽

署租約或與房東達成口頭協時須瞭解你所同意的條款，這點是非常

重要的。最常見的書面租約是標準格式租約。標準格式租約可能包

含若干在芝加哥被視為不合法的條款，故不能獲法庭頒令執行。此

外，房東在簽署租約前所作的口頭承諾（如進行維修）如不加進書

面租約內，可能不具約束力。 

  

 花時間閱讀租約，準備向房東提問，並拿房東給你的條款與芝

加哥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簡介（以下簡稱「簡介」）作比對。當你

達成或更新租約時，房東須給你這份簡介。雖然租客在商議租約方

面的談判籌碼不高，但閱讀房東給你的法令簡介，可讓你看到你甚

至不知道你應有的權利。你也許跟房東永不會有任何問題，但如果

有，你愈是知道你的權利和租約內容，便愈能處理這些問題。請記

住，知識就是力量！想知道更詳細資料，請繼續細閱下去。 
 
〔有關房屋選擇票據租約的資料，請參閱第十三章。〕 

 
 

租客資源指引註釋： 
1. 口頭協議可執行 
2. 索取書面租約 
3. 若干條款屬於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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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租約 
1. 口頭租約（口頭協議）等同合約 
 口頭租約具合法性。沒有法例要求書面租約，唯一的例外是租

住公寓超過一年的協議。超過一年的租約必須以書面形式訂立。若

你與房東共訂不足一年的租約，則租期可長可短。在芝加哥，有時

可見周租約，但最常見的是月租約。以月租約而言，你同意每月在

所定日期或以前付租，而你的租住權每月會自動繼續，直至你或房

東循正途將之終止。 

 

2. 終止租約或更改條款需要通知 
 如果你作為口頭租約的一方，想終止租約，須給予房東書面通

知。同樣地，若你的房東想終止你的租住權，他必須以書面通知

你。以月租約而言，所需的通知時間至少三十（30）天。法庭對執

行的通知時間方面十分嚴格，法官會認為二十九（29）天的通知時

間不足，並會以此為由而拒批逼遷申請。同樣地，若租客在搬離公

寓前未能給予充分通知，則可能有責任繳付額外租金。 

 若房東想改變口頭協議中任何雙方皆同意的條款或條件，法例

也規定房東在作出任何改變前須給予租客三十（30）天的書面通

知。常見的改變包括加租、儲物地方的使用或付租日期。 

 

3. 須在恰當時間發出通知 
 有關終止或改變口頭租約的通知須在恰當時間內發出，這樣才

具法律效力。以月租約為例，若租金在某個有三十（30）天的月份

的首天到期繳付，而房東想在該月底終止你的租約或加租，則他或

她須在之前一個月的最後一天發出通知。舉個例子，房東如想在六

月底終止租約或加租，則他或她須在不遲於五月份最後一天發出通

知。若房東想在含 31 天的月份的最後一天終止租約或更改其中一

項條款或條件，則法例要求他或她須在該月的首天或以前發出通

知。 

 

4. 租客在終止租約前須給予房東通知 
 法例也規定，若你想終止你的月租約，你必須給予房東至少三

十（30）天的通知。你方若未能提供恰當通知，房東可從你的按金

中扣除一個月租金，或向你提出訴訟以追討一個月額外租金。若你

屬於周租約或月租約的租客，務必保留所有你給予房東通知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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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發出通知日期的紀錄。有可能的話，應以掛號信的形式給房東發

出通知。 

5. 報復屬於違法！ 
 雙方俱毋須就終止月租約而申明理由，但你該分析一下房東想

你搬走或加租的動機。芝加哥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以及伊利諾州

法例，俱把房東以下述情況為由而對你報復的行為視作違法：向市

政府官員投訴所住公寓的狀況，就違反建築法規一事向社區組織尋

求援助，或行使其他合法權利或糾正措施。第十章包含了有關房東

報復的資訊。 

 
 

 

 

書面租約 
1. 租客應細閱書面租約 
 書面租約乃租客與房東所訂的合約（一如其他合約），其目的

是申明雙方對協議的意願。有經驗的租客當知道，租客跟房東討價

還價的能力有限。你在簽署前應細閱租約，因其中包含的條款或具

法律效力。法例倒會令一些住宅租約條款不能執行，而不管你有沒

有簽署租約，但最佳的防衛措施莫過如細閱租約，清楚知道所簽署

的是甚麼。芝加哥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羅列了若干 

不能執行的條款，並會進一步討論。 

 

2. 書面租約可以修改 
 當房東出示租約，亦即提出建議，其中每個條款皆可商議及更

改。你遇到不完全清楚的條款，不要猶豫，應問過明白。若遇到無

法接受的條款，應試圖要求房東將之刪除或更改。請記著，若你發

現租約內含違法條款（你一旦熟讀本小冊子，這便大有可能！），

即使你接受並簽署租約，該條款亦不能執行。 

 

3. 書面租約內不含的承諾或不具約束力 
 若房東口頭作出維修或提供其他服務，或減租以換取你在建築

物內工作或繳付部分建築物公用費用的承諾，務必要將之以書面形

式記錄下來。你大可將之直接寫在租約上，或另外寫在稱為附文或

附錄的紙張上。你一旦簽署租約，則交易完成。法庭不一定會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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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東在你簽署書面租約前作出的任何承諾。你應確保所有協議都寫

在租約上，或任何經雙方簽署並附於租約上的附文。 

 

4. 給書面租約備份 
 你在簽署租約後，將之交回房東前應弄個副本。你有權索取一

份有簽名的租約副本，但很多房東均未能（甚至拒絕）向租客發還

有簽名的租約副本。在這方面你應堅持，這是你的權利。 

 

5. 不能執行的租約條款 
 芝加哥市政法令承認，基於像樣的可負擔房屋稀少，房東在租

賃房屋上的議價能力遠超租客。正如前述，法令禁止房東執行若干

他們放在租約上的條款。你有可能追討因執行被禁條款所造成的實

際損失。若房東試圖執行被禁條款，租客可根據法令追討兩個月租

金以彌補損失。對位於芝加哥市並受芝加哥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管

轄的單位，以下各項租約條款或不能執行： 

a. 棄權條款 

 任何放棄法令賦予的權利、糾正措施或責任的條款俱不能執

行。例如，房東不能放棄其維護物業以符合建築法規的責任。

即使租約說不可，租客也可利用法令提供的糾正措施如維修及

扣租。 

b. 供認條款 

 任何授權任何人可在租約引起的追討中作出供認裁決的條

款，是不能執行的。這種供認裁決容許房東在毋須知會租客的

情況下上法庭，向法官出示租客「承認」房東應該獲得有關裁

決的租約條款，以取得不利租客的租金或佔用裁決。州法例也

申明這些條款在消費者交易中屬於無效。 

c. 有限責任條款 

 任何限制房東或租客法律責任的條款俱不能執行。房東不能

限制因其有意或疏忽以導致租客受傷或財物受損而須承擔的責

任。州法例及本法令皆禁止房東使用這些條款。 

d. 豁免恰當服務條款 

 任何豁免提供法例規定之書面終止租住權通知這種恰當服務

的條款皆不能執行。法例要求，房東在展開逼遷訴訟之前，須

以恰當手段向租客發出書面終止租約通知。房東不得在租約內

加上旨在更改這類必要條件的條款。對於不受法令涵蓋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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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房東可加進一項條款，豁免你獲得法令所述之恰當通知終

止租約的權利。然而，若房東選擇給你通知，他或她仍須緊隨

州法例訂明的法定要求。 

e. 無陪審團審訊條款 

 任何豁免一個人要求陪審團審訊之權利的條款，皆不能執

行。在法庭首次就有關案件開庭審訊當天或以前，租客須提出

需要陪審團審訊的要求，這稱為陪審團要求。若租客未能這樣

做，須面對喪失要求陪審團審訊之權利的風險。 

f. 繳付律師費用條款 

 任何要求租客替房東繳付因租約興訟而產生之律師費的條

款，皆不能執行，除非是由法庭裁決、法例或法令所訂定。房

東利用此一條款使你替其繳付律師費，縱使作為租客的你勝

訴。法令只會把律師費給予為了加強法令所保障的權利和糾正

措施而興訟並獲勝的原訴人。 

g. 不平等取消權條款 

 任何容許你或房東在不同時間或較另一方為短的時間內取消

或終止租約的條款，皆不能執行，除非你以書面形式另備文件

同意。根據法令，房東如不賦予租客同等的取消權，則不能執

行容許他或她取消合約的租約條款。 

 舉個例子，房東或不能使用容許他們在出售物業時終止租約

的條款，除非他們給予租客同等權利，或在另一份書面文件中

清楚及無條件地披露該條款。請留意，若你居於不獲法令涵蓋

的公寓（業主有份佔住而不超過六個公寓單位的建築物），這

種條款或容執行。然而，這種一面倒的條款必須清晰、絕對及

無條件。 

h. 逾期附加費過高條款 

 任何授權房東索取超過法令容許數額之逾期附加費或提早付

款之租金折扣的條款，皆不能執行。法令原先禁止房東每月索

取超過$10.00 的逾期附加費。但有些立心不良的房東企圖鑽空

子，比方是向租客提供$25.00 的折扣，如果他們在該月首天之

前付租，這變相是種隱藏及過高的逾期附加費。法令經修訂以

杜絕此一手法。 

 目前，對每月付租$500.00 或以下的租客而言，逾期附加費

或提早付款折扣每月限額是$10.00；對於每月付租超過$500.00

的租客，逾期附加費限額是$10.00，另加超過$500.00 的月租部

分的 5%。舉個例子，每月付租$600.00 的租客，依法須繳付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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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00 的逾期附加費：首$500.00 是$10.00，加額外$100.00

的 5%或$5.00；$100.00 + 5.00 = $15.00。 

i. 不得轉租條款 

 根據法令，租約上任何不容你把公寓轉租出去的條款皆不能

執行。租客有權在租約有效期內的全部或餘下時間內把公寓轉

租出去，但轉租人須符合適用於所有租客的同樣條件。 

 

6. 租約在訂明的終止日期完結 
 如果你的租約上列出指定終止日期（而非每月自動更新的那一

種），它將會在該日期自動完結，除非發生特別情況，如租約其中

一方違約，這才會觸發租約提早終止。租約到期時，你可以毋須預

早通知房東而搬走，但若你不搬走，房東可以把你視作逾期租客看

待，可能申請對你逼遷。 

 

7. 租約期滿後房東若接受租金即確立新租住權 
 如果你在租約到期後仍然留住，而房東又接受你的租金，新的

月租約隨之確立，若要終止，須依從本章有關口頭租約一節所述之

程序。 

 

8. 房東須給你不予續約通知 
 根據法令，房東如打算不更新現有租約，則須在租約到期前至

少三十（30）天給你書面通知。若房東未能及時提供書面通知，後

來才給你不予續約的書面通知，你便可以繼續留在有關單位，最長

可達六十（60）天。至於這六十天期間的租住條款及條件，一如到

期前的舊有租約。 

 

9. 法令限制續約期 
 法令禁止房東要你在多於現有租約到期前的九十（90）天以前

續約，若房東違反此一條例，則你可追討一個月的租金或實際損

失，以金額最高者為準。 

但不幸，法令沒有規定房東須給你多長時間去接受新租約。在合法

的九十（90）天內，房東仍可逼你盡快簽署新租約，比方是僅給你

一周時間去決定是否接受新租約，逾期一概視為不續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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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房東責任 

 
 
根據芝加哥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房東有責任維護其建築物，以符

合市政法規，並即時進行所有的維修。以下是一些房東須遵守的條

例： 

a. 電器：由房東供應的須得到維護，且在必要時須對之進行維

修。 

b. 土庫及地下室：須保持在安全及衛生的情況，包括搬走會造

成火警的過量物料，並須確保沒有滲漏。 

c. 升降機：十層或以上的建築物須具備及維護升降機。 

d. 太平門：須提供一個從每個公寓安全及無阻地逃生到地面的

方法。 

e. 殺滅蟲鼠：建築物須杜絕老鼠及大多數的昆蟲。 

f. 外部：屋頂須防水。 

g. 滅火器：若建築物超過三層，每層須設置滅火器。 

h. 垃圾：房東須供應及維護收集廢物的設施。 

i. 暖氣：從九月十五日至六月一日期間須提供暖氣予所有公

寓，以下整個公寓須保持的平均溫度： 

  從上午八時三十分至晚上十時三十分是 68 度 

  從晚上十時三十分至上午七時三十分是 63 度 

  從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上午八時三十分是 6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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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熱水：洗滌盆、浴缸及淋浴器須從上午六時至晚上十時三十

分之間提供 120 度的水。 

k. 內部：墻壁、天花及地板須保持在良好狀況。地板須沒有破

損，而天花及墻壁須沒有鬆脫的油漆或灰泥。 

l. 走廊照明：走廊及樓梯須全時間設置適當的照明。 

m. 水管及電氣：須全時間保持在良好的運作狀態，而配電盤及

斷路器須讓租客接觸得到。 

n. 有毒油漆：須杜絕所有含鉛油漆。 

o. 公眾地方：房東須保持建築物所有共用的地方安全、清潔及

衛生。 

p. 紗窗：須在四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期間提供予地下及一

至四樓的所有公寓。 

q. 公寓用保安設施：房東須供應及維護進入公寓每扇門上的門

閂鎖及防盜眼。離地面二十呎之內或離隔壁屋頂、外部樓

梯、防火梯、斜坡或平台逾十呎的窗戶，須裝設通風鎖。 

r. 建築物保安：建築物每個入口須安裝配備門閂鎖的大門。 

s. 煙霧探測器：每一個公寓須安裝至少一個煙霧探測器，而每

個內部樓梯井頂部也須安裝一個。 

t. 死水：所有院子、庭院、過道及建築物所在地段其他部分，

須清除死水。 

u. 樓梯及平台：須保持安全的狀況及良好的維修，這包括平台

及樓梯的扶手。 

v. 水：須保持洗滌盆、廁所、浴缸及淋浴器的冷熱自來水供

應。 

w. 潔具：房東須提供抽水馬桶、廁所洗手盆、浴缸或淋浴器，

以及廚房洗滌盆。 

x. 窗戶：須保持在良好狀況，安裝合度，容易打開及緊密。 

 
〔房屋選擇票據計劃有額外的房東責任，名為房屋質量標準。詳情請參閱第十三
章。〕 
 



第  頁 25

房屋事務 

 
第五章 

租客自助糾正措施 
 

 芝加哥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提供清晰的自助糾正措施，租客如

發現所住公寓有缺憾，應該使用這些措施。使用這些措施是毋須聯

絡律師的，但由於存在房東採取法律行動的可能性，租客應把其活

動紀錄下來及保存文件證明。 

 

 這些糾正措施；建基於類似我們到商店購物時所依賴的理論。

舉個例子，假如你購買一套立體聲音響器材後發現有缺憾，大可將

之退回商店要求換貨，維修或退款。法例隱含了我們購物有保證的

意思，容許我們在發現貨物有缺憾或貨不對辦時採取糾正措施。 

 

 類似的保證也隱含於每份住宅租約。以法律詞彙而言，此一保

證稱為「隱含可居性保證」。這個保證意味你的房東擔保你的公寓

符合芝加哥建築法規所訂的大多數標準，而且適合居住。芝加哥最

高法院把「適合居住」的定義解釋為安全而衛生的公寓。輕微違反

建築法規或表面缺憾被視為不足以保證減租，有關缺憾必須屬於嚴

重。然而，與前述立體聲音響器材有缺憾的例子一樣，若你的公寓

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建築法規的標準，你不會全數取回你所繳付的租

金，只可能獲房東同意維修或減租。 

 

 若你發現公寓有缺憾，首先通知房東，看看他或她會否將之維

修。如果房東的回應未能令人滿意，你應該考慮採取下述其中一項

糾正措施。請記著，保留曾通知房東有關缺憾的證據，若房東未能

予以維修即正確地採取糾正措施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若房東不合

作或不回應，而有關缺憾看似嚴重，你亦應該考慮致電市政府建築

部安排驗屋，電話是(312) 74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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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與扣租 
 
 若你所住公寓只需輕微或不昂貴的維修，「維修與扣租」是個

令維修工作完成的有效方法。維修與扣租糾正措施容許你把維修完

成，然後從租金中扣除維修成本。一如往常，有一些步驟你必須跟

隨，以免日後發生問題。法令訂定了以下步驟： 

1. 列出必須維修的清單，盡可能詳細。這是你告訴房東你想維

修甚麼的機會。 

2. 給房東送一份維修清單，連同一封信函，聲明有關維修如未

能在收信後的十四天內竣工，你將會行使合法權利去支付維

修費用，然後從下一期租金中扣除該數額。維修與扣租須等

到房東收到要求信後的第十五天才能開始。第七章內有這類

信函的例子。 

3. 以掛號信形式把信函送給房東，並要求收信收條，或親手送

交房東。如果你親手把信送交房東，應帶同一名證人，以確

定當天房東確實收了信。此外，自己應保留該信一份副本。 

4. 維修費用不得超過$500 或月租的一半，而兩者又以最大者

為準。若你每月付租少於$500，則你的「維修與扣租」額不

能超過每月所付的租金。 

5. 向你的房東呈交一份由適當的工匠或供應商就維修費用發出

的、而且已經付款的帳單。有關費用不得超過這種服務的合

理水平。記得保留所有帳單和收據的副本。 
 

租客資源指引註釋： 
1. 制訂詳細清單 

2. 附連這清單給予房東十四日通知 

3. 十四天後，若房東不回應，大可自行維

修，然後從租金中扣除有關費用。 

4. 切勿扣除超過$500 或租金總額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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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租金 
 

 如果你的房東未能以建築法規界定

的方式去維護公寓和公用地方，而你

又小心地遵循以下步驟的話，則你可

在房東解決問題前一直扣租。若你不

按步驟行事，你的房東有機會因你不

付租而成功地把你逼遷。 

1. 對公寓每個房間及公用地方必

要的維修做一份詳細清單。可

能的話，給有缺憾的地方照

相，並找證人檢驗這些地方。

租客資源指引 
註釋： 

1. 給予房東十四天的通

知 
2. 扣租額永不超過公寓

減少了的租值 
3. 經常把扣除的租金儲

起來 

2. 把這個清單送一份給房東，並連同一封信函，聲明若房東在

收此信後十四天內尚未進行必要維修的話，你打算扣起部分

租金。在房東收信後的第十五天，你才可以開始扣租。在第

七章可以找到一封樣本信函。你可在信函中註明打算扣起的

金額，而該金額應以公寓因出現缺憾而減少了的租值為基

礎。 

3. 以掛號信形式把信函送給房東，並要求收信收條，或帶同一

名證人親手把信交給房東，以確定當日房東確實收了信。此

外，自己應保留該信一份副本。 

4. 你在扣租金額方面要保守一些！有關金額應以公寓所減租值

為基礎，而後者又須視乎公寓出現的問題及其嚴重性而定。

若法庭裁定你扣除的租金超過合理水平，你便有可能面對逼

遷的後果。（若你居於上址，法庭會假設該公寓有一些價

值。）請記住，你有權因多付租金但又未能透過扣租取回全

數而控告房東。 

5. 保留所扣起的租金，雖然法例沒有規定，但你或想把所扣租

金存進一個名叫「第三者信託」的特殊銀行戶口內。若法庭

裁定你扣起過多租金，你便會有錢退回租金差額，從而避免

逼遷。這些錢在商議維修方面也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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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缺乏必需服務 

 

 如果你的房東未能提供必需的服務，應立即聯絡你的房東。必

需的服務包括暖氣、自來水、熱水、電、煤氣及排水設施。此外，

若情況變得對健康和安全構成即時的危險，你也應立即聯絡房東。

若房東對任何一種情況的回應都沒有幫助，應致電(312) 744-

5000。市政府對必需服務不足的投訴，一向迅速回應。芝加哥住宅

房東及租客法令也向你提供了一些你可以自己做的事，以減輕問

題。比方是，你有權取得數量合理的暖氣、食水等，或找替代住

所，而費用由房東支付。若房東決定嘗試採取法律行動，你可跟隨

這些指引，以保障自己： 

 你必須給房東書面通知，註明所缺乏的必需服務。通知的類

型與送遞的方式，應遵循前述章節提及的指引。送遞的方式

須經過合理計算，以證明房東收到了通知。 

 你可以去買一個小型暖氣機、瓶裝水或其他取代某種必需服

務的合理代用品，然後從租金中扣除有關費用。你必須保留

收據，並在作出扣租時向房東提供收據副本。 

 若情況逼使你往外找暫住房，那你在這段缺乏必需服務的期

間內，可以一直不用交租。此外，你有權興訟，向房東追討

使用暫住房的費用，只要有關金額不超過你的月租。在行使

這個糾正措施前，宜諮詢律師。法令不容你從將來的租金中

扣除暫住房費用，而有關法例要求你減輕損失，意思是要把

費用盡可能減低。 

 若問題沒法在你給予房東通知後的二十四小時內獲得解決，

你有權從租金中扣除可反映公寓減值的金額。（我們給你的

忠告是，把這些估計數字定得保守一點。） 

 若問題沒法在房東收到書面通知後的七十二小時內獲得解

決，你可合法地終止租約。一旦終止租約，你須在三十天內

搬走。 

有關法令提及的其他糾正措施，可參閱前章「租客自助糾正措施」。 
〔有關房屋選擇票據租客缺乏必需服務的詳情，請參閱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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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給房東寫信 

 

 給房東寫信時，應具體描述你遇到的問題，不要誇大或低估問

題的嚴重性。若提出訴訟，房東有可能向法官展示這信。你須確保

有關情況是如實描述，這樣才有最大的勝訴機會。 

 請記住，若你親自向房東遞交信函，須帶同一名證人。若你使

用郵政服務，則應以掛號信形式寄出，以取得房東收信證據。任何

時候給房東寫點甚麼的，都應該保留一份副本 － 以便他日上法庭

作為支持自己證供之用。 

 

有關扣租、維修與扣除的樣本信函 
 

 

 

 

 

 

 

日期 

房東姓名 

房東地址 

 

房東（姓名）先生／女士／太太： 

 以下是我的寓所及建築物需要糾正的問題，而這

些問題違反了芝加哥住宅租客及房東法令以及我的租

約。根據法令，若你不在十四天內糾正這些問題，我

可以代為處理，並會從租金中扣除有關費用，或扣起

部分租金以反映我寓所租值的下跌。 

 需要的維修（盡量按需要列出） 

1. 

2. 

3. 
 
真誠的， 
 
你的姓名 
地址及公寓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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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終止租約的樣本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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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房東姓名 

房東地址 

 

房東（姓名）先生／女士／太太： 

 以下是我的寓所或建築物公共地方存在的問題： 

 1. 

2. 

3. 

4. 

 

 這些嚴重問題實質上並不符合芝加哥住宅租客及房東

法令，並導致我的寓所不合居住。 

 若這些問題在十四天內不予糾正，我據此通知你我打

算終止租約，而這是法令賦予我的權利。我將會在租約終

止後的三十（30）天內搬走。 

  

 （利用本函這部分告訴房東你曾試圖找人修理，也可

提出任何有助解決問題的建議。） 

 

真誠的， 

 

你的姓名 

地址及公寓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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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事務 
 

有關缺乏暖氣的樣本信函： 

 
 

  

日期 

房東姓名 

房東地址 

 

房東（姓名）先生／女士／太太： 

 本函是要通知你有關我的寓所缺乏足夠暖氣一事。從

（寫下最初沒有暖氣供應的日期及時間）起，我整個寓所

（或註明寓所哪個部分沒有暖氣）一直沒有暖氣（或足夠

暖氣），而我想你立即糾正這問題。 

 我曾以電話通知你（或經理、清潔人員等）有關暖氣

的問題，但我以書面向你提出本通知，是行使芝加哥住宅

租客及房東法令賦予我的權利。根據法令，我有權獲得合

理的暖氣供應，並從我的租金中扣除有關費用。若暖氣未

能在收到本通知後的廿四小時內恢復供應，我也有權從我

的月租中扣起可合理地反映我寓所租值下跌的數額。 

 請通知我你會如何糾正這問題。你可以（提供可找到

你的電話號碼、時間及地點）跟我聯繫。 

  

真誠的， 

 

你的姓名 

地址及公寓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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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迫遷過程 

 

租客資源指引註釋： 
1. 房東須給你通知 
2. 你收到通知時可付租或處理問題 
3. 房東如收租則表示放棄迫遷權利 
4. 你有權要求出席具陪審團的聆訊 

 

  

 若房東想把你逐出其物業，必須遵從法律。庫克縣唯一能迫遷

任何人的只有縣治安局，而他們也只能在房東向庫克縣巡迴法庭提

出迫遷申請，而法官給予房東收屋令後才有權這樣做。其他用來把

你逐出公寓的方法，全部屬於「關在屋外」（這參閱隨後章節），

而且都是違法的。 

 迫遷有三個理據：第一及最常見的，是沒有付租；第二是租約

到期；第三是你違反租約條款，比方是有關寵物的限制。不管理據

為何，房東須跟隨一些特定步驟才能合法地對租客迫遷。重要的

是，你要記著你的房東在縣治安官合法地把你逐出公寓前須跟隨所

有步驟行事。 

 

1. 終止租住權通知 
 房東如想在租約到期前收屋，必須通知你將會終止租約。視乎

你所簽租約的種類或房東想你搬走的理由，房東須給你特定的通

知，告訴你租約將在某一日期終止。法庭對這種通知及通知提到的

日期及時間如何被遵從等，有非常嚴格的闡釋。請記著，房東需要

這通知來終止你的租約，以及在法庭上展開迫遷的程序。然而，發

出通知並不表示房東有立即的權利去進行收屋，或有權干預你對公

寓的佔用。請查看以下各種通知，以決定何種適用於你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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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五天通知 

 若房東聲稱你沒有付租，必須給你發通知，具體說明所欠的數

目。若你在收到通知的五天內清付欠租，房東須接受，而迫遷過程

應該隨之結束。五天限期過了，房東有權不接納你的租金，但假如

房東還是收了租，則迫遷過程不該繼續，特別是有關的建築物受法

令所涵蓋。若你在五天內交租但不獲房東接納，請透過本小冊子背

面的參考指引諮詢律師。 
 
b. 十天通知 
 若房東聲稱你違反租約條款，必須給你發通知，指出違約之

處，以及通知你若不在十天內糾正問題，便會終止你的租住權。 

 

c. 七天或三十天通知 

 若無書面租約，房東可在不提供任何理由下叫你搬走。若你按

月付租，房東須給你三十天通知；若按周付租，則必須給你七天通

知。 

 

d. 不更新租約通知 

 若你的租約受法令所涵蓋，而房東不想更新你的書面租約讓你

續租，房東必須在租約到期至少三十（30）天前給你發通知，告訴

你有關決定。若房東未能及時給你通知，法例容許你在收到不更新

租約通知後的六十（60）天內搬走。 

 

2. 通知的發放 
 房東有很多方法給租客發放終止租住權的通知： 

 房東可直接給租客送一份通知。 

 房東可留下一份通知給有關公寓年滿十三歲的住客。 

 若以上方法皆沒法做到，房東可在戴利中心七樓張貼該通

知，並以掛號信和要求回條的形式把通知寄給租客。若使用

了張貼通知的方法，房東須向法庭呈交宣誓書，詳細說明所

有設法聯絡租客的努力。 

 對遭棄置的單位而言，房東可在有關建築物張貼通知。 

 至少有一宗案例曾指出，以上方法並非獨有，如果房東從門

下塞入通知，而租客又承認收到該通知的話，則通知屬於恰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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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迫遷訴訟 
 一旦房東給你恰當通知，迫遷過程的下一步便是提出迫遷訴

訟。若你未能在通知期滿前搬走或糾正通知所提及的違反租約事

項，房東可提出迫遷訴訟。縣治安官會給你一份傳召你出庭的通

知。聆訊會在發出傳召通知至少十四天後舉行。 

 雖然你有權代表自己出庭，諮詢律師往往是個好主意。你在收

到五天、十天或其他形式的通知後，應盡快聯絡律師。請查閱我們

載列法律服務機構的參考指引，這也許對你有幫助。 
 
4. 你有權要求陪審團聆聽你的案件 
 當你首次出庭，告訴法官你想申請陪審團列席。這在你首次出

庭而言是重要的，因你可能喪失日後提出同樣要求的權利。然後

（或之前）到六零二室，到肯特法律學院詢問台，要求他們幫助你

申請陪審團聽審。 

 

5. 判決與逐出 
 若法官判房東勝訴，便會發出收屋令。收屋令授權房東可即時

收屋，也有可能把其收屋時間延後七至二十一天，讓你有時間搬

走。若你在法官指定的日期屆滿時尚未搬出公寓，房東可把收屋令

交給縣治安官，由後者到場強行把你及你的財產逐出公寓。換言

之，在房東付費給縣治安官執行收屋令前，實際迫遷行動不會發

生。按一般慣例，但並非必要，縣治安官會給你發信，忠告你實際

迫遷行動將在廿四小時內發生。只有縣治安官才能對你迫遷。房東

即使手時收屋令也不能對你迫遷，若房東試圖強行對你迫遷，便屬

違法。詳情請參閱第九章「關在屋外」。另外，地方警察也不能對

你迫遷。 

 

6. 房東放棄其終止租約的權利 
 房東在給你發出五天通知後接納你的租金，意味他或她放棄了

尋求終止你的租住權的權利。然而，法官在審理迫遷案件時，可下

令租客就「使用與佔住」付費（租金）。若你的房東在上述五天內

接納部分租金，他或她仍可以繼續迫遷過程。 
〔若你參加了房屋選擇票據計劃，請參閱第十三章。〕 

 

 

 

房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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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非法迫遷－關在屋外 

 

租客資源指引註釋： 
1. 房東不能在不訴諸法庭下對你迫遷 
2. 只有縣治安官在裁決後可以對你迫遷 
3. 若你遭非法迫遷應該報警 
4. 然後找律師 

 

 雖然你的房東是物業主人，你對你的寓所擁有合法佔住權。法

例禁止你的房東強行把你逐離公寓，或阻止你使用有關公寓。若房

東想依法對你迫遷，必須透過發出恰當通知，等候通知內的日期屆

滿，開始迫遷訴訟及取得判令等來終止租住權。房東這才能找縣治

安官來把你的物品從寓所搬走。 

 

 縱使法庭給予房東收屋令，只有縣治安官－並非警局，更加不

是房東－獲授權從寓所搬走你的物品。 

 

 房東試圖非法對你迫遷，稱為「關在屋外」。法令認為以下房

東所採取的行動屬於「關在屋外」： 

1. 堵塞、更換、拆除或加裝任何鎖； 

2. 堵塞入口； 

3. 拆除門或窗； 

4. 干預任何水電煤氣等服務； 

5. 搬走你的財物； 

6. 搬走或弄停電器或必要的固定設備； 

7. 使用或威脅對你或你的財產使用武力；或 

8. 任何令公寓無法進入或不能居住的行動。 

致電九一一以結束關在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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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規定芝加哥警局調查及結束租客報告的關在屋外行為。致

電九一一找警方協助結束關在屋外的行為。向報案室使用「關在屋

外」的字眼，若當值警官沒有幫助－他們有時告訴租客「這是民事

案件」－再致電九一一，並要求與駐局指揮官對話。若警方找到房

東，應會直接叫房東結束關在屋外的行為。若找不到房東，你應到

就近警區總部正式報案。 

 若房東以某種形式把你關在屋外，你可以起訴他或她以重返寓

所，或著他或她停止令公寓不能居住的行為。在這方面如需更多協

助，請諮詢律師，比方是律師改善房屋委員會。若關在屋外的行為

持續，房東可因此每天被罰款$200 至$500。若你能證實關在屋外的

行為真的發生，你有權重返你的寓所，以及取得兩個月的租金或實

際損失的兩倍金額，兩者以最高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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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房東報復 

租客資源指引註釋： 
當你行使你的權利，房東不能以下述方式對

你報復： 
1. 加租 
2. 試圖對你迫遷 
3. 關掉你的水、電、煤氣供應 
4. 或干擾你的租住權 

  為保證法令所提供的權利與糾正措施真的惠及租客，法例禁

止房東在你以租客身分真誠地行使你的權利時對你報復。房東不得

知情地： 

1. 終止租住權； 

2. 加租； 

3. 減少服務（比方是關掉暖氣）； 

4. 提出或威脅會提出迫遷訴訟； 

5. 拒絕更新租約或租住權；或 

6. 以若干方式干擾你的租住權。 

 由於你本於真誠，可以： 

 向有力之政府機關、當選議員或專責執行建築物、房屋、衛

生或類似法規之官員，投訴違規情況； 

 向社區組織或傳媒投訴建築物、房屋、衛生或類似的違規情

況或房東的不法行為； 

 向社區組織或傳媒求助，以糾正違規情況或房東不法行為； 

 要求房東按建築法規、衛生法令、其他條例或租約規定，對

有關建築物進行維修； 

 成為租客協會或類似組織的會員；及／或 

 就建築物狀況向任何法庭或行政聆訊作證； 

 行使法例賦予的任何權利或糾正措施。 

房東報復屬於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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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房東藉試圖對你迫遷而報復，你便有了一個極佳的防衛。有

了對報復的防衛，你一是繼續留在寓所，一是終止租約。不管如

何，你有權向房東追討兩個月的租金或實際損失的兩倍金額作為賠

償，兩者以最高額為準，另加合理的律師費。 

 若你在房東作出所指報復行為的十二月內，行使上述任何權利

或糾正措施，那便有可辯解的假設，認為房東的行為具報復性。這

表示法庭會假設房東是對你進行報復，除非房東能提供一些合法的

商業理由要終止租住權、加租或更改租約。 

 有關終止租約的合法商業理由，比方是你不合理地不交租一段

時間，拖欠房東金錢。另一個可能的理由，是你違反租約，如騷擾

鄰居，飼養寵物，或違反租約其他條款。房東因你行使你的權利而

一怒之下對你進行報復，可能會設法造個合法理由。但房東不會勝

訴，除非有證據證明所指的合法理由真的存在。 

 你應該寫下根據法令行使你的權利的所有行動。租客的日記、

所有通知與寄出信件的副本、照片及證人姓名等，其價值在報復案

件中是無法衡量的。 

 

 

 

 
 
若房東試圖以把你非法關在屋外，或關掉必需的水、電、煤氣供應等手段來對你
進行報復，應報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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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搬走 

 

 搬走可以是個複雜的過程，而知道你的權利是極之重要的。這

知識有助解決所面對的問題，或給予你一定的保護，即使在你搬走

之後。以下是法令涵蓋的一些項目。 

1. 知會房東 
 若你用的是按月租住的口頭租約，你在搬走前須給予房東三十

（30）天的通知。若你不這樣做，你可能要付租至下一個月的月

底。若你用的是訂明你在公寓可住多久的書面租約，你不能就這樣

告訴房東說要搬走而毀約。然而，若你是在租約訂明的租期屆滿時

搬走，你沒有責任知會房東。有關租約的更多資料，請參閱第三章

「租約」。 

2. 利用你的按金作為最後一個月的租金 
 按金不能用最後一個月的租金，除非得到房東同意。你的房東

不一定要接納你的按金作為最後一個月的租金。若你不付最後一個

月的租金，房東可以起訴你，以追討該筆金錢。你可能獲房東同意

把按金作租金，但要確保將之寫在租約上。有關這方面的詳情，請

參閱第十二章。 

3. 房東不能強行把你搬走 
 若無法庭頒令，房東不能把你關在屋外以迫你搬走，或以任何

手段干擾你的寓所（如拆走門戶，截斷水、電、煤氣或搬走你的財

物）。請參閱第九章。 

4. 放棄寓所 
 法例授權你佔用你的寓所，直至法庭另有決定，把佔用權交回

房東手上為止。然而，若出現以下情況，房東可據之認定你已合法

地放棄你的寓所： 

a. 你告訴房東你不會回來；或 

b. 公寓內所有人離開寓所達三十二天而沒有交租；或 

c. 你大部分財物已搬走，有權在公寓內居住的人全都離開達二

十一天（或一個租期，若租金每月交付多於一次）而沒有交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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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的財物遺留在公寓 
 若你搬出公寓或租約到期而你有些財物遺留在公寓內，房東須

讓這些財物留在公寓內或其他安全地方七天，你或須負責儲存費

用。若房東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財物不值得花錢儲存，或該等財物

會毀爛，可以立即將之丟棄。 

 

6. 企圖提早結束租約 
 作為租客，你只能透過與房東達成協議才能提早終止租約，或

根據法令或其他法例而行使你的權利去結束租約。法例規定，在終

止租約前，你要遵從若干程序。若你不依程序，你的租約便不會合

法地結束，而你即使已離開公寓也可能要負責餘下的租金。 

 若你在終止租約時未能提供恰當通知，又或者，若你放棄所住

公寓，房東須本於真誠設法以公平租金另找租客。若房東找到了另

一個租客，你可能仍須負責公寓空置而房東沒有租金收入期間的租

金。若房東無法另找租客，你得負責租約完結前其餘的租金，另加

房東再出租有關公寓涉及的費用。有關租約的更多資料，請參閱第

三章。 

 若房東再出租有關公寓所得的租金少於你一向繳交的，你有需

要支付新舊租金之間的差額。舉個例子，若你的月租是$500，而你

提早三個月搬走，房東另外找到新租客，但其月租是$450，你要負

責的新舊租金之間的差額，亦即$150。 
 
7. 你有權轉租你的公寓 
 若你提早搬走，並已安排轉租有關公寓，你的房東須接納任何

合理的轉租租客而不得收取額外的費用。請記著，若轉租租客不交

租，你仍有責任向房東交租。若你打算搬走後不返回公寓，最好能

取得房東答應提早結束租約的書面同意，這可能稱為「同意與釋

放」。 

 

8. 搬走小提示 

1. 對公寓拍照，並請證人（最好不是親戚）陪同你巡視公寓，

筆錄其狀況。 

2. 嘗試與房東或其雇員一起巡視公寓，作最後的檢查。 

3. 檢查完畢，向房東索取一份具署名的聲稱損毀紀錄副本。

（請參閱第十二章）。 

〔有關房屋選擇票據租客搬走的資料，請參閱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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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你的按金 

 

 當你租住公寓，房東往往會向你索取按金。房東保留這筆錢用

來抵償你居於公寓期間造成的任何損毀。雖然房東持有這筆按金，

但它仍是租客的財產。按金只能用來抵償令公寓無法出租的損毀。

房東不能把按金用來重新裝修有關公寓。扣起按金用於清潔地氈與

電器並不恰當，除非租客造成超過正常耗損的異常損毀。芝加哥住

宅房東及租客法令包括了若干有關按金的條例。相關部分如下： 

1. 收取按金的人必須給你收據，列明按金數目、房東姓名（如

跟收取按金的人不同）、日期及公寓描述。 

2. 房東須把按金存於金融機構有聯邦保險及有利息的帳戶內，

不能與房東的存款混在一起。 

3. 房東須以市政司庫每年所定的利率給你的按金付息，而利息

須在你租住有關公寓每十二個月租期完結後的三十天內付給

你，可以現金形式支付或用於下一個月的租金上。 

4. 房東如因租客損毀公寓而打算扣起部分按金，必須在三十

（30）天內以書面通知租客。房東須在信件中向租客詳列損

毀地方及維修費用（包括已付款收據）或估計維修費用。在

發出本信前，房東或不能從按金中扣起任何數目。在租客搬

走後，房東有四十五天時間退回全部按金或扣除恰當數目以

抵償損毀後的剩餘按金，另加自然增加的利息。換言之，若

房東在你搬走後的第三十天才給你一份損毀清單，他或她只

有十五天時間向你退回按金結餘。 

5. 若建築物擁有權變更，新舊房東均須對你的按金負責，除非

已向租客發出擁有權轉移的通知。 

6. 若房東或房東代理人未能遵守以上任何條件，房東或有責任

退回兩倍按金，另加利息及律師費。在提出訴訟前，應諮詢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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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事務 

第十三章 
房屋選擇票據計劃 

 
 房屋選擇票據（HCV）計劃（前稱第八節 Section 8）是個由聯

邦政府資助的租金補助計劃，要申請這種票據，租客須符合嚴格的

收入標準。 

 HCV 計劃給予租客在私人市場（私人市場包括所有不被視作「公

共房屋」的房屋）租屋時所需的所有資源。HCV 租客可在全國任何

鄰舍、城市或州使用其票據。 

 HCV 租客使用其收入總額的三至四成在租金及煤氣或電力等公用

服務上。本地房屋機構向房東支付租賃單位真正租金與租客向房東

及／或公用服務公司實付金額之間的差額。 

 在芝加哥，CHAC 是管理 HCV 計劃及協助租客找公寓、跟房東商

議及認識正確使用票據的機構。CHAC 並非只取首字母的縮寫詞。

CHAC 是家獲芝加哥屋宇管理局（CHA）聘用來管理 HCV 計劃的私營

公司。 

 

使用房屋選擇票據的步驟 
1. 租客透過本地機構或聯邦屋宇及城市發展局（HUD）的代表申請

房屋選擇票據。在芝加哥，租客向 CHAC 申請，通常會放到輪候

冊上。公共房屋住戶須獲芝加哥屋宇管理局轉介，才可向 CHAC

申請。 

2. HCV 租客在取得票據前，須出席 CHAC 至少一次面談及工作坊。

該票據將列出家庭合資格租用的睡房數目，而這視家庭人數而

定。 

3. 像所有潛在租客一樣，HCV 租客需要找公寓或房屋租住。HCV 需

要以其票據金額為基礎，計算他們能負擔多少於租金上，找出

他們想居住的鄰舍，並應考慮「機會鄰舍」和「例外租住

區」。所謂機會鄰舍，是指貧窮率較低（不足四分之一的人生

活在貧窮線以下，以一家四口為例是$16,700）的區域。CHAC 會

對那些選擇搬到機會鄰舍的 HCV 租客提供特別獎勵如免息按金

貸款。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月為止，芝加哥有六區獲 HUD 指定為例外

租住區。由於持票據租客集中度不高，本計劃須在這些區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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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較高的月租。二零零一年指定的區域為 Edison Park、Forest 

Glen、Lincoln Park、Loop、Near North 及 O’Hare，而有關

名單每年會檢討。請聯絡 CHAC 查詢現行租住標準。 

4. 票據持有人找到出租單位後，CHAC 會派出房屋質量督察前往視

察該單位是否符合政府房屋質量標準（HQS）。除第四章列出的

房東責任外，該單位須： 

 在所有睡房四十呎範圍以內及暖氣源頭各安裝一個一氧化碳

探測器； 

 在每個具可居房間的生活樓層或密封暖氣單位各安裝一個煙

霧探測器； 

 在同一單位內的四個或以上的樓梯或通往公有區域的樓梯裝

設扶手；及 

 具備運作正常的電力固定裝置，如電源插座或開關。 

5. 若房屋質量督察視察過出租單位而該單位通檢後，CHAC 便會與

房東簽署房屋補助（HAP）合約。 

 HAP 合約乃 CHAC 與房東之間的書面協議，保證房東在租期

內每月可直接從 CHAC 及 HCV 計劃租客方面收到租金。 

 若有關房屋或公寓未能通過 CHAC 檢查，房東須作出必要的

維修，再申請重檢。在出租單位通檢及 CHAC 簽署 HAP 合約前，

HCV 租客不能簽署租約或搬進該單位。 

 

公用服務及搬遷費用 
 CHAC 決定 HCV 是否要付水、電、媒氣等公用服務費用。CHAC 及

／或房東可能會把公用服務費用包括在租金之內。在多數情況下，

HCV 租客須負責本身的按金及搬遷費用。 

 除芝加哥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列出的責任外，HCV 租客須完成下

述項目，否則會失去票據： 

 向 CHAC 提供所需的資料及文件。HCV 租客每年在其年度再

認證日期前大約三至四個內會收到通知。 

 HCV 租客須住在 CHAC 批准的出租單位內居住一年，除緊急

醫療情況外，不能終止租約。 

 HCV 租客在收到事先通知後，須讓 CHAC 房屋質量督察視察

其租住單位。 

 HCV 租客在搬離單位前至少三十天，須以書面通知屋主及

CHAC。 

 HCV 租客須以租住單位作為主要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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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V 計劃租客不能把租約給予或轉予其他人。HCV 計劃租客

不能「轉租」其租住單位。 

 

HCV 租客若有以下情況，將會失去票據及可能遭迫遷： 

 租客或其家人承認在 HCV 計劃中有欺騙行為。 

 租客或其家人涉及任何毒品或嚴重暴力活動或非法藏械。 

 租客或其家人恐嚇、辱罵或以暴力對待任何 CHAC 人員。 

 租客或其家人或客人以任何方式損毀單位或建築物的公有區

域，其程度超乎正常耗損。 

 租客或其家人嚴重或重覆違反租約。 

 租客不繳付以其名字登記的公用服務費。 

 租客不提供與維護任何屋主根據租約毋須提供的電器。 

 租客從其他租金補助計劃獲得援助。 

 租客或其家人不在其單位超過九十天，除非家中有人需要醫

療。 

 租客或其家人在不提供書面通知下搬離單位。 

 租客不糾正任何危害生命並違反房屋質量標準的問題。 

 

 像所有租客一樣，房東可以對 HCV 租客迫遷。但 CHAC 會與 HCV

租客一起去解決跟房東之間的衝突和問題。房東如想對 HCV 租客迫

遷，必須廢除與 CHAC 簽署的 HAP 租約。 

 查詢更多有關 HCV 租客權利與責任的資料，請聯絡： 

 

CHAC 

1000 S. Wabash 

Chicago, IL 60605 

電話：(312) 986-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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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參考列表 
 
合法官方機構 
Chicago Dept. of Housing 312-747-9000 
Chicago Dept. of Inspectional Service      
311 
Chicago Commission on Human Relations
 312-744-4111 
Chicago Dept. of Health 312-747-9884 
Cook County Sheriff 312-603-3356 
Dept. of Human Services 312-746-8545 
CHAC 312-986-9400 
CHA 312-742-8500 
HUD 312-353-5682 
 
拉美裔房屋機構 
Latin United Community Housing 
Association 
 773-276-5338 
Latinos United 312-782-7500 
 
 
法律援助 
Cabrini Green Legal Aid 312-266-1345 
Chicago Bar Association Attorney Referral 
Service 312-554-2001 
Illinois Tenants’ Union 773-478-1133 
Kent Law School Help Desk 親臨戴利中

心 六字樓 
Lawyers’ Committee for Better Housing 
 312-347-7600 
Lawyers’ Committee for Civil Rights 
 312-630-9744 
Equip for Equality  312-341-0022 
Center for Disability and Elder Law 
 312-908-4463 
Leadership Council for Open Metropolitan 
Communities 312-341-5678 
Legal Assistance Foundation 312-341-1070 
Uptown Peoples Law Center 773-769-1411 
Chicago Volunteer Legal Services 
 312-332-1624 
  

 
特別服務 
Access Living 312-253-7000 
American Indian Economic Dev. Assoc. 
 773-784-0808 
LIHEAP (Heating Assistance Program) – call 
CEDA 312-795-8844 
Peoples Gas 866-556-6001 
Citizens Utility Board 312-263-4202 
 
租客組織 
Edgewater Community Council 
 773-334-5609 
Kenwood Oakland Community Org. 
 773-548-7500 
Logan Square Neighborhood Assoc. 
 773-384-4371 
N. W. Austin Council 773-379-7822 
Rogers Park Community Council 
 773-338-7722 
South Austin Coalition 773-378-2400 
West Englewood Community and Neighbors 
 773-288-3000 
Rogers Park Community Action Network 
 773-262-5128 
Near Northwest Neighborhood Network 
 773-409-0303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ONE) 
 773-769-3232 
Albany Park Neighborhood Council 
 773-583-1387 
 
熱線 
MTO’s Tenants’ Rights Hotline 
 773-292-4988 
CARPLS Legal Advice and Referral Hotline 
 312-738-9200 
City of Chicago Rents Right Hotline 
 312-742-RENT (7368) 
City of Chicago non-emergency information 
and referral line  311 

  



 
Bernie Kleina 拍攝 

律師改善房屋委員會 
The Lawyers’ Committee For Better Housing 

 

租客倡權計劃。在法庭行動前，向那些與房東有糾紛的租客提供法

律援助。 

當值律師計劃。在迫遷法庭上，作為低收入租客的法律代表。 

保存可負擔房屋計劃。為保存多家庭可負擔房屋提供法律倡權意

見。 

房屋選擇票據計劃。教育及加強執行芝加哥禁止歧視持房屋選擇票

據的家庭。 

支援服務。個案管理服務及向 LCBH 求助案主提供緊急援助轉介服

務。 

共享居所。協助屋主維護其居所與獨立性，同時向有需要人士提供

可負擔房屋。 

政策與倡權。透過法庭監察、研究、訓練與倡權，以確保租客權利

及擴展可負擔房屋。 

訓練與教育。有關房東與租客法例、公平房屋及租客權利的工作

坊、資訊與材料。 
 
Lawyers’ Committee for Better Housing, 220 S. State St., 

Suite 1700, Chicago, IL 60604.  312-347-7600. 
lcbhoffice@sbcglobal.net 

Hablamos españ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