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薩默維爾住房穩定
辦事處 

市長卡蒂婭娜·巴蘭坦 
薩默維爾市，2022 年 6 月

如果您沒有收到住房穩定通知法案 (HSNA) 要求的文件：請致電 311 報告違規行為。 
告訴他們您需要向檢查服務署提出投訴。如果您需要幫助，請致電住房穩定辦事處OHS， 
電話 617-625-6600，分機號碼 2581 ，或到訪 somervillema.gov/ohs， 
 並點擊「提出轉介 (MAKE A REFERRAL)」。

P 適用於所有口頭或書面租約，無論租約長短。 

P 必須在租約開始後的五天內，透過親身或通過掛號信和電子郵件（如果知道）的方
式將其提供予租戶。

P 如果你知道租客的主要語言是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海地克里奧爾語、尼泊爾語或
中文，則必須以租戶的主要語言提供。

P 新的通知和翻譯版本將可會在 7 月 13 日前在somervillema.gov/ohs 找到。

了解暫停驅逐令之外，您的住房權利和資源

重要的住房資料更新

薩默維爾住房穩定通知法案
新修訂 –  於2022 年 7 月 13 日生效 

2019 年的住房穩定通知法案 (HSNA) 保障了居民了解自己的
權利以及尋求幫助的渠道。法案要求房東和斷贖業主在租約
結束時，需提供基本住房權利和資源的通知。在住房穩定辦
事處 (OHS) 的網站somervillema.gov/ohs 可找到翻譯
成多種語言的通知。

住房穩定通知法案 (HSNA) 經市議會修訂，並於 2022 年 4 月 
28 日由巴蘭坦市長簽署成為法案。從 7 月 13 日開始，房
東亦必須在租約開始時向新租戶提供有關租戶權利和資源的
通知：

新的保護令



如果您的房東試圖或威脅要驅逐您，請致電住房穩定辦事處 OHS，電話 617-625-6600， 
分機號碼 2581， 或到訪 somervillema.gov/ohs ，並點擊「提出轉介 (MAKE A 
REFERRAL)」。我們可以提供法律幫助 - 請參閱「獲取法律援助」。

了解你的權益：驅逐和斷贖
在新冠疫情 (COVID) 其間，政府提供了不同的臨時住房保護
措施，但許多措施已經結束或更變。基於政策可能會迅速改
變，請在 somervillema.gov/alerts 上註冊以獲取最
新情況。

重要提示：只有法院可以下令驅逐您

  薩默維爾暫停強制驅逐令

•	 將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結束。

•	 即使法院允許進行驅逐，在大多數情況下仍然禁止對薩默
維爾居民進行實際逼遷。

  暫停強制驅逐令結束後  

•	 暫停強制驅逐令結束後，房東仍需要向法庭申請驅逐令，並需要獲得法院的許可
（「執行令」）才能實際驅逐住客。

•	 只有警員或縣治安官可以實際驅逐住客，他們亦必須提前 48 小時發出書面通知
（「徵收通知」）

  麻州新冠疫情 (COVID) 驅逐保護令已延長至 2023 年 3 月

•	 如果租客已申請租金援助並等待批准，麻州法律要求法院推遲因未能繳付租金而進行
的驅逐。

•	 更多信息，請參見 mass.gov/noticetoquit。

  馬薩諸塞州屋主援助基金 (Mass HAF) 的斷贖保護

•	 聯邦資助的貸款減免計劃 - mass.gov/HAF（請參閱「獲得租金或貸款援助」）。

•	 如果您的貸款服務商參與 Mass HAF ，而您通知了他們您已申請此計劃，他們則必須
停止斷贖程序。

•	 到訪 mhp.net/news/2022/attention-mortgage-servicers-sign-
up-for-mass-haf 以查看您的貸款提供商是否參與在計劃內。

保持消息靈通



獲得租金或貸款援助

儘管薩默維爾禁止在 6 月 30 日暫停強制驅逐令結束之前進
行實際驅逐，但您必須繼續繳付房租或貸款。 無論您的移民
身份如何，均可透過以下列出的機構獲得經濟援助。 經濟援
助有可能會因應您的收入或其他條件而有所限制。

現在立即申請。 租金和貸款援助申請需時，並視情況而定。

  租金援助

•	 薩默維爾無家可歸者聯盟 (Somerville 
Homeless Coalition), 617-623-6111 在
somervillehomelesscoalition. 
org/rapid-response申請。

•	 薩默維爾社區行動局 (Community Action 
Agency of Somerville), 617-623-7370。
在caasomerville.org/hap-  
application 申請。

•	 波士頓都會住房 - 聯邦租金救濟基金 
(Metro Housing Boston – RAFT 
Assistance) 在 metrohousing 
boston.org 申請。

  貸款援助和避免斷贖

•	 馬薩諸塞州屋主援助基金 (Massachusetts 
Homeowner Assistance Fund , Mass 
HAF) 是一項新的聯邦政府資助的貸款減
免計劃—— 請參見 mass.gov/HAF。 
符合條件的房主將可獲得補助金，以支
付貸款欠款和其他與房屋相關的開支。 
要查看您是否符合資格並在線申請，請 

 
到訪 mahahome.org/Homeowner-  
Assistance-Fund 或致電 617-265-1982，
分機號碼 313。馬薩諸塞州可負擔房屋
聯盟 (Massachusetts Affordable Housing 
Alliance, MAHA) 是一家覆涵蓋默維爾的
非營利住房諮詢機構。致電 833-270-2953 
尋求更多幫助，包括語言翻譯援助。

•	 如果您需要貸款援助但不符合馬薩諸塞
州屋主援助基金 (Mass HAF)  的資格，
請致電住房穩定辦事處 OHS，電話 
617-625-6600，分機號碼 2581， 或到
訪 somervillema.gov/ohs ，並點
擊「提出轉介 (MAKE A REFERRAL)」。

•	 城市邊緣 (Urban Edge) 
非營利社區發展機構，提供個性化諮
詢，通過寬容、修改貸款內容和其他方
式來避免斷贖– 請參閱 urbanedge.
org。可致電 617-989-9320 或發送電
子郵件予 Bob Credle，bcredle@
urbanedge.org。

尋求協助

如果您需要租金或貸款方面的幫助，但又不知從何入手？ 請撥打 617-625-6600，分機號碼
2581與住房穩定辦事處 OHS 聯繫，或到訪 somervillema.gov/ohs ，並點擊提出轉介 
(MAKE A REFERRAL)」。



免費法律服務
如果您的房東對你進行驅逐，或者您面臨斷贖而城市邊緣 
(Urban Edge) 無法提供援助（請參閱「獲得租金或貸款援
助」），請盡快尋求法律緩助。 不論移民身份如何，低收入
租戶和屋主都可以獲得免費的法律緩助。

  驅逐

•	 劍橋和薩默維爾法律服務 (Cambridge & Somerville Legal 
Services), 617-603-2700

•	 De Novo, 617-661-1010
•	 哈佛法律援助局 (Harvard Legal Aid Bureau), 617-495-4408

  避免斷贖

如果城市邊緣 (Urban Edge) 無法提供援助，請聯絡大波士頓
法律服務部 (Greater Boston Legal Services) 客戶部，電話 
617-603-1671或電郵至 consumer-intake@gbls.org.

如果您需要房租或貸款援助，或正面臨驅逐，我們可以提供不同語言的幫助。 請致電 
617-625-6600，分機號碼2581，聯繫住房穩定辦事處。 或到訪 somervillema.gov/
ohs ，並點擊「提出轉介 (MAKE A REFERRAL)」。

關於薩默維爾市住房穩定辦事處
住房穩定辦事處 (OHS) 提供住房信息、建議、轉介和倡議。
服務包括：

•	 協助解決房東/租戶事務，包括驅逐
•	 法律服務轉介
•	 協助申請租房援助
•	 協助預防斷贖 
•	 協助入住緊急避護所
•	 協助申請可負擔房屋
•	 租戶外展和教育

關於我們

獲取法律援助

如需獲得更多資訊或取得住房穩定辦事處 (OHS) 的服務，請致電 617-625-6600，分機號碼 
2581， 或到訪 somervillema.gov/ohs ，並點擊「提出轉介 (MAKE A REFERRAL)」。 
住房穩定辦事處工作人員會說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印地語，並會使用翻譯專線來翻
譯其他所有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