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解：替代方法

地区法院替代争议解决计划（ADR）免费

提供调解。这种方法没有出庭正式，花

费时间和费用较少。一位接受过培训的

调解员将与双方合作，尝试达成双方同

意的解决方案。如果调解不成功，您仍

然可以请求法院作出判决。

DC-CV-082T-BRC (Rev. 01/2014) (TR 01/2017)

如需了解有关马里兰州法院和程序的进一步信息，
请与任何州或县法院书记官联系，或访问马里兰州司
法系统网站:

www.mdcourts.gov

马里兰州地区法院的使命是向
参与法院诉讼程序的所有人提
供平等和真正的司法公正。

本手册中包含的信息旨在向公众提供信息，并非法律
咨询。本手册可能随时修订，恕不事先通知。对本资
料的任何复制必须获得马里兰州地区法院首席书记官
办公室的授权。

我需要聘请律师吗?

在某些情况下，公司和一些其他企业
实体必须由律师担任代理。在其他情
况下，尽管律师可能会对您有帮助，
但并不要求您必须聘请律师。

在法庭上会出现什么情况?

当双方出庭时： 

法庭将听取案例双方的陈述，并作出
决定。如果房东胜诉，法庭将作出占
有判决，如果曾由专人向租户送达文
件，法庭还可能作出相当于租金和欠
付数额的金钱给付判决。

如果房东未出庭： 

法庭很可能驳回该案件。

如果租户未出庭： 

法庭很可能作出对房东有利的判决。

我应当携带什么出庭? 

您应当携带所有的证据，即您认为可
能支持您的索赔或答辩的任何证据。

我如何请求延期? 

您应当在开庭日之前提交书面申请，
将一份申请副本送给另一方，并证明
您已经这样做。但是，您也可以在审
判日在法庭上请求延期。

驱逐程序如何运作?

如需开始驱逐程序，房东须申请 
归还令。

如果租户没有支付法庭裁决应付的所
有租金和费用，租户会被驱逐。通
常，租户可通过在驱逐前任何时间支
付所有租金和费用的方法避免驱逐。
这称为租户偿还权。

例外情况：阻止行使偿还权：

如果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有三次财产
占有判决（巴尔的摩市为四次），法
庭可能阻止（拒绝）偿还权。

我是否享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陪审团审判在巡回法院进行，不在
地区法院进行。如果索赔数额超过 
$15,000，或者租户的租赁权益超过 
$15,000，任何一方均可要求进行陪审
团审判。必须提交陪审团审判书面申
请。如果是民宅租赁，必须在双方在
地区法院首次出庭之前提交陪审团审
判申请。

我如何提交住宅歧视索赔?

住宅歧视申诉由美国住宅与城市发展
部（HUD）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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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提出上诉?

每一方均有权填写 DC-CV-037 表提
出上诉。如果是不付房租案件，必
须在判决日期后四个业务日内提出
上诉。在所有其他占有诉讼中，必
须在判决日期后 10 个日历日内提
出上诉。上诉是新审判还是记录在
案审判取决于有争议的数额。提出
上诉不会自动暂停驱逐。缴纳法院
命令的保金将暂停驱逐，直至巡回
法院对上诉作出裁决。



HOW DO I FILE AN APPEAL?
Each party has the right to appeal by filing an ap-
peal on form DC/CV 37.  In failure to pay rent cases, 
the appeal must be filed no later than 4 business 
days after the date of judgment.  In all other actions 
for possession, the appeal must be filed no later 
than 10 calendar days after the date of judgment.  
Whether the appeal is de novo (a new trial) or on 
the record depends on the amount in controversy.  
The filing of an appeal does not automatically stay 
the eviction.  Posting the bond ordered by the court 
will stay the eviction until the Circuit Court decides 
the appeal.    

租户的权利
和救助方法 

向法院提交申请：

请核实您的书面文件准确和清晰易
读。提交最初申请后与法院的所有通
讯应当包括案件编号和您已经将副本
送达房东的证明。应当在财产所在县
提交申请。 

特定问题和法院 
救助方法

严重健康或安全问题

提交什么： 

《租金托管行动诉状》（DC-CV-083 
表）。注释：如果您的房东因您不付
房租提出诉讼。以下有关通知和您必
须提出证明的信息仍然适用。

包括哪些方面? 

构成火灾危害或对居住者生命、健康
或安全构成严重和重大威胁的状况和
缺陷，包括但不限于： 

(1) 缺乏取暖、照明、电力或冷热
水，但由租户负责付费、缺乏此类服
务是因租户未付费直接导致的后果的
情况除外,
(2) 缺乏适当的污水处理,
(3) 在两套或多套居住单元内有啮齿
动物, 
(4) 对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和重大威胁
的结构缺陷,或
(5) 对居住单元构成健康或火灾危害
的状况。  

小缺陷 不构成健康或安全危害的小缺
陷不在本条款涵盖范围内。

我是否需要在提交申请之前采取任何
行动?

是，您必须用以下方法向房东发出缺
陷或状况通知：
(1) 列出状况或缺陷的挂号信, 
(2) 缺陷或状况的实际通知,或
(3) 政府机构发出的陈述指称状况或
缺陷的通知。

我必须提交哪些证明?

(1) 存在本条款涵盖的状况或缺陷, 
(2) 向房东发出的通知, 
(3) 给予房东合理的时间修理 [根据
法律规定，超过 30 天被假定为不合
理]，并且 
(4) 房东没有这样做。

法院可以采取哪些行动?

如果租户胜诉，法院可能采取以下一
项或多项措施： 
(1) 命令房东修理, 
(2) 降低应缴纳的租金数额, 
(3) 命令将租金支付给法院托管，而
不是交给房东，或者 
(4) 终止租约。

房东不归还您的押金

提交什么：

《地区法院申诉（DC-CV-001 表）。 
注释：您必须亲自将该表送交给房
东。

我是否需要在提交申请之前采取任何
行动?

不需要。

我必须提交哪些证明?

(1) 租约已终止,并且 

(2) 房东没有任何合理的依据在终止
租约 45 天内未归还部分押金，外加
累计的利息。

租户的权利：

(1) 您有权在检查物业损坏时在场，
但您至少要提前 15 天用挂号信发出
通知，说明您打算搬家、搬家日期和
您的新地址。 

(2) 房东必须在租约终止后 45 天内
用普通邮件向您发出通知，通知应寄
往租户最后已知地址，通知中应列出
索赔的损坏和实际产生的费用。

我可以获得哪些赔偿? 
最高达不正当地扣留数额三倍的款
项，外加合理的律师费。

房东未支付公用事业账单
如果您的租约要求房东支付煤气或电
费账单，但您向公共服务提供者支付
此类公用事业和/或押金或开启新账户
的费用，您可以从应缴纳的租金中扣
除此类付款。 
 

违反《安静享受契约》

提交什么： 
《禁制令诉状》（DC-CV-083 表） 
[请求法院命令房东服从。]  

《安静享受契约》表示房东必须控制
您对房东有能力和权利控制的租赁物
业的平静享受造成的干扰。

注释： 

法院可能要求您以前曾将问题通知房
东，并给房东合理的纠正问题的机
会。  

房东非法进入、将租户锁在
门外或减少服务

1. 如果房东未获得法律授权进入租
赁物业，租户可以：

(a) 因违反《安静享受契约》提交 
《禁制令诉状》（DC-CV-083-CH 
表），或

(b) 提交《和平令诉状》 
（DC-PO-001 表、DC-PO-001A 表、 
DC-PO-001S 表；详情请查阅手册 
CC-DC-DV-PO-001BR），或

(c) 提出非法侵入指控。

2. 如果房东非法将租户锁在门外或
以其他方式非法造成对租户的服务减
少，租户可能有权重新占有物业，或
取决于具体情形被判获得实际金钱赔
偿、律师费和其他费用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