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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民事法院            信用問題 

 

〔 錄音帶開始 〕 

 

MR. ALEXANDER LEVINE : 大家好，正如 Fay 剛剛說的，我是 Alexander 

Levine。 由於題目為信用問題，我想有些事是你們應該知道的，有些重點範圍

是律師應該知道的，聯邦法例對這些範圍作出了嚴格的管控，尤其是當你存在著

信用問題的時候。 

 

 其中之一，便是公平債務收取法。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法案，規範著債權人

關於如何向負債人收取債務的行為。舉例而言，那是容許債權人可以在時限內與

你進行聯絡的法律主體。容許債權人以書信，電話聯絡，不過只限於法律規定的

上午９時至下午８時的時間範圍。過了時間他們便不許再與你進行聯絡了。另

外，例如你發信要他們停上與你聯絡，他們亦會遭受約束。 

 

  另外的情形是他們必須在與你進行聯絡的五天內向你提供有關債務的債權

人資料, 欠款多少, 你如何作出反對。除此之外，在你第一次告訴他們你對全部

或部份債項有爭議時，他們隨之必須停止與你聯絡。這並不代表他們不能於日後

對你提出法律控訴，只不過，如果你仍然受到滋擾，或者你明知有人不斷地打電

話，寄信給你時，這都是你可以使之停止的。明顯地，如果你是有律師代表時，

他們便完全不許與你進行聯絡了。 

書信，電話，絕對不可以任何方式與你聯絡。 

 

 在此情形下要保持警覺。許多時當你正處於被債權人聯絡的情況時，多數並

非由你所欠債的原本債權人和你聯絡的。大部份都是由一些亂七八糟的討債公司

出面向你追債的。這些人若非向原債權人買下了你的債務，便是經已受到委託了。 

基本上，很多時當有人將這些債務撇賬時，便將之進行委託，讓這些大多來自

Nebraska, South Dakota 或一些並非與你鄰近的，操著口音的討債公司致電給你，

聲稱你們欠他們錢，要求償還。他們的論點便只是向你恐嚇。令你覺得驚慌及進

行恐嚇，這就是他們取得錢財的方法。 

 

 在這情形下，我首先會做的便是與債務的原本債權人聯絡。倘若你與討債公

司聯絡上或是受到討債公司的滋擾時，請與原債權人聯絡。你便可查出一些你需

求量知道的事，例如此信用卡的最後一次使用日期？當然，不一定是你自己的。

身份被盜用的情況下，可能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甚至你自己亦已忘記是否是你

自己了。可能不是你，但我們需要向原債權人查問清楚。原債權人對你的態度當

然會較討債公司有禮貌。 



 

 你要記著，討債公司只想令你驚慌而得以向你收到款項，他們是無意聆聽你

的故事，無意停止行動的。這是他們的謀生技倆。 

 

不過，你很可能會發現他們所追討的債項是可能已超逾了紐約的法定限期

的。這是經常有的事，只是人們不知道紐約的法定時限是為期六年而矣。 債務

在最後使用信用卡的六年後便不能索取了。所以，當你與原債權人接觸時，你便

可能發覺到此信用卡最後一次的使用日期是１９９９年的二月，然而此討債公司

仍然向你追討。他們可以滋擾著你，並試圖因此對你作出恐嚇。不過，這並不代

表在法律上你要繳付這些錢。因此，再次聲明，許多人會因為這些電話而感到驚

慌。我不知道為甚麼。若然你不喜歡，只要收線，這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再次

聲明，這公平債務收取法與及你處理及保障自己的方法，不要因那些電話感到驚

怕，這是第一步。而且，記著還有法律時限的。 

 

再一次，緊記著你是不必全額支付的。你可以和他們達致他們收取遠低於百

分百的金額的。通常他們會立即提出半數，你甚至有機會降至百分之三十。所以，

只要你不懼恐嚇，不會覺得害怕，而又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你便可能以最佳的注

碼處理信用問題了。 

 

其次便是被稱為一個 － 規範著誰可以閱覽你的信用報告的法律主體，這

便是那公平債務收取法了。再次提醒大家，基本上只有在有限的情形下他人才可

以看到你的信用報告的。這是一件十分私人的事。很明顯，如果你申請貸款，他

們便可看到了。如果你正準備租住一間公寓時，他們是可以看到的。但是，當然，

其他人都是不可以看的。任何人不能當作有趣而說想看鄰居的信用報告是怎樣

的。他們是不可以作出這種行為的。所以，是受到法律所規範的。 

 

亦有一項你需要知道名為貸款實情的法案。假如你曾經購買一幢房屋或類似

物件，這可能是你在成交時所看到最令人驚怕的文件。那一段講到今天你正在借

款中，但從今天起計的３０年內，這是你將要付還給我們的款項。因此，你今天

借了２０萬元，到了３０年屆滿，你要償還一百萬元。所以，再一次，貸款實情

是為何他們要交此文件給你？因為法律對他們作出了規定。你應知道任何時間你

訂立了 － 任何時間你負上合約上的責任於某一時限內償還款項，債權人必須

向你提供稱為貸款實情法案的文件。事實上，它是貸款事實的帳單，告知你今天

所借的金額為若干，在合約期滿時，你償還的款項為多少。 

 

當然，另一件事是信用有問題的人所關注的。當我的信用不良時應怎辦？記

著，你的信用報告中最壞的情況便是有了一份判決書。若你曾遭受控告而被判敗

訴，便是你的信用報告上最壞的情況了。判決書會在你的信用報告上留達七年的 



 

紀錄。其壞處很明顯就是，如果有人控告你並取得勝訴，即代表從現在起，他們

可憑著判決書有權將你的銀行帳戶予以凍結，扣押你的薪金。因此，如果你向別

人申請貸款時，他們便會查看你的信用報告而看到了判決書，從而得悉有其他人

將會凍結你的銀行帳戶及扣押你的薪金。當有其他債權人有可能會凍結你的銀行

帳戶時，我為何還要貸款給你，而你又如何可以還款給我？判決書是最壞的情況。 

 

 但是你是可以有其他的狀況的，例如逾期付款。你應最少每年一次，有些人

較為勤奮，一年二次索取信用報告。如果你曾經申請貸款而遭到拒絕，根據該拒

絕事項，你有六十天的時間去取得一份免費的信用報告。你應善為利用。若然，

當你看到自己的信用報告載有不準確或你不知道而相信與你無關的事項時，有了

電腦，事情就好辦多了。你只需上網辦理。全美國共有三家信用報告機構，名為

TransUnion, Experian 及 Equifax。 Experian 以前是 TRW。所有人通常都使用 TRW，

但現已名為 Experian。就是只有三家這麼多了。你應向全部三家查核你的信用報

告。很可能不一樣的，因為，事實上，所有的報告都是向一家或全部三家提供的。

有些可能只報告予一家。所以，如果你只索取其中的一份信用報告，你不一定知

道其他到底是怎樣的。 

 

 如今，如果你上網便容易得多了。你可以個別地每家聯絡，你需付費用大概

為８元。再說，你是有機會免費獲得的。市面上有許多其他機構可以為你取得一

份綜合報告。他們並不隸屬那三家主力信用報告機構，不過，他們所提供的服務

是與全部三家聯絡，然後向你提供一份綜合報告，亦並非壞事。 

 

 你看到了報告後，可以就其所載提出爭議。你要做的就是在網上填具表格，

以電郵發出。該信用報告機構有約３０天的時間就你的爭議，你所不認同的債務

展開調查。實際上，他們只會與原來的債權人聯絡，試圖證實是否正確。如獲證

實乃閣下本人，而金額亦正確時，他們必須在３０天內給你答覆。如果他們查出

你所說屬實，事伴並不屬於該處時，他們會馬上將其刪除。 

 

 所以這就是為何要跟進自己的信用報告，尤其是當你們之間有些人辦理了破

產登記，或者並非如此，你要確保信用報告可顯示實在的情況，尤其是你已辦理

了破產登記。因為你若已辦理了破產登記，所有這些債項都已一筆勾銷。你要肯

定你的信用報告是如此說的。 

 

 仍有一些所謂查詢紀錄是你需要註銷的。 查詢紀錄是每次當你申請借貸,

工作或其他類似行為時, 每當有人閱覽你的信用報告, 都會在你的信報告上加以

註明的。 當然, 如果是可能貸出款項的人士看到有許多的查詢紀錄時, 他們會認

為你到處在尋求借貸的, 這樣便會讓他們感到有點害怕了。 查詢紀錄是最容易 



 

註銷的。 所以, 再次提醒大家, 就那些查詢紀錄加以辯解之。 

 

 法律上是容許閣下將一份你個人的聲明書置入你的信用報告中的。 舉例, 

你可能因暫時失業而導致曾經有不良的信用報告; 或者, 你所知道的, 你的家中

曾經發生火警或一些緊急狀況, 不管怎樣, 令到你無所依靠。 正如你所知道, 在

當時的緊急狀況下令你逾期繳付帳單, 但你現已穩定下來。 你是可以將你個人

的聲明書置入你的信用報告中, 以便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你為何會在當時的環 

境下產生了困難。 因此, 再一次說明, 這是你應該善加利用的一些行動。 

 

 很明顯, 另一要告誡你們的重點是, 假如你第一次發覺有人在控告你, 已獲

得判你敗訴的判決書而身處惶恐之中, 該第一次必然是你收到了銀行來信, 通知

你,某某先生太太, 你的帳戶已被凍結。 你的反應是, 為什麼? 發生了什麼事? 你

聯絡銀行, 他們會說, 有一判你敗訴的判決書。 你的債權人現已凍結了你的銀行

戶口。 你從未經歷過訴訟, 從未有人與你聯絡過, 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在

這情形下. 最好的便是保持警覺。 只由於有人取得判你敗訴的判決書而你並不

知情, 這代表了他們取得了閣下敗訴的缺席判決。 

 

 願主保佑, 在美國相信每人都有權前往法院的法律體制, 你是可以將缺席判

決取消的。 你曾被剝削了出庭的機會。 這通常都是他人以舊的借貸提出控訴, 

人是會時常改變的。 所以, 他們只不過是嘗試派送至你的舊地址, 而且他們確實

是這樣做的。 他們請了送遞人員, 可能只釘貼於門上或送往那裡, 當然, 你是不

可能收到的。 結果是, 因為他並沒有就他們的傳票和訴狀書 - 即他們的官司, 

得到答辯, 他們便有權動議當作缺席, 而這就是他們的所為。 他們只不過登記了

一套文件, 提出缺席的動議, 他們便得到了。 如今他們根據該判決書, 就如其他

的判決書一樣有效, 他們可以凍結你的銀行戶口, 扣押你的薪金, 當然是給你發

現得到。 

 

 你應該採取的行動便是前往你當區的法院 – 很可能是你所居住的地區, 

正如皇后區, 就在此處。 你應前往區書記辦公室。 通常你可以自銀行處取得此

官司的案件編號。 取出檔案, 隨後應辦理及派送一份名為陳述原因令的文件。 

它其實是一份動議, 但被稱為撤銷判決書的陳述原因令。 不過, 現在你要記得, 

比如說你被控告五千元, 但他們把你的銀行帳戶封鎖了。 

 

 如果你立即與債權人的律師聯絡, 他們不一定會和你商量的, 因為他們已獲

得了勝訴判決書。 因此, 如果你打電話給他們說, 好吧, 你們抓到了我。 我對

此官司並不知情, 但是我願意付錢, 他們就會想得到全額了。 他們是不會接受, 

好吧, 我現在只可以付還半數, 或是採取分期付款方式。 如果他們接受你分期付 



 

款, 他們便必定會要你分期還清全額了。 因此, 辦理陳述原因令是有利於你的。 

 

儘快去提動議把缺席判決撤銷吧, 因為將會有事情發生的。 這樣, 你就促使

了律師第一次要做事了, 他因此要來法庭。 通常他們都知道法官將會傾向將缺

席判決撤銷, 因為你未有前來法庭作出抗爭。 所以, 在法庭將會出現以下的情況, 

要不他們會嘗試與你力爭而缺席判決得以撤銷。 如得到撤銷, 你便有機會在法

庭和他們爭辯了, 而他們是不希望如此的。 到了這個階段, 他們便會在法院內與

你妥協出一個少於全數的還款計劃了。 

 

再次提醒大家, 反擊是有利於你的。 若然你沒有辦理陳述原因令, 由於他們

有了勝訴的判決, 他們是不會傾向於協助你解決問題或接受較低款額的。 他們

只會繼續扣押你的薪金, 並確定你沒有銀行帳戶。 他們不會傾向於接受, 甚至 

如果他們接受了一個還款計劃時, 都只是會收足全數的。 他們會說, 如果你願意

在二年內每月還款 100 元, 為何不能在五年內每月還款 100 元而還清全數呢?  但

是, 如果你辦了陳述原因令, 便等於增加了手上的籌碼而可以迫使他們以低於全

數作出和解了。 所以再次要說, 勿看輕了陳述原因令。 

 

 如果你付不起聘請律師的費用時, 而且多數在此情況的人都是付不起的, 法

院在這方面已經作出了簡化。 實際上, 如果你上網, 我所告訴你的一切, 法院都

會向你提供指示。 甚至, 有些法院更專門設有陳述原因令櫃位, 讓你可直接前往

該櫃位填寫表格, 查間派送方法等等事宜。 因此, 請記著, 大部份人可能最為害

怕的便是發現第一次遭到控告, 有了你敗訴的判決而銀行帳戶遭到凍結的時候。 

 

 另一件要提醒大家的事, 不論是否覺得有趣, 便是有信用卡保險這回事的。 

你信不信可以買保險來承擔繳付信用卡債務的。 我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 我覺得

有趣的是, 如果你有錢繳付信用卡保險費時, 你應只需要付錢給你的信用卡便好

了。 我不清楚保單的費用是多少, 你可以向你的信用卡公司查詢, 我只想你們知

道是有此事的。 

 

 舉例而言, 有些人會購買一種名為信用卡壽險的。 這其實是, 你的信用卡月

結單上之未付餘額將由此保單償還而並非向你擁有的財產進行追討。 因此, 這

算是在你身故後保障財產的一種方法。 

 

 另一可供購買的是, 另外一款你可購買純粹為萬一發生了意外而暫時失業

的信用卡保單。 當你遇到了意外而不能工作或失業時, 保單便會生效, 將你於生

病或失業或類似情況期間的信用卡欠款付清。 

 



  

所以, 再一次補充, 只為了提醒大家, 要記著, 是有方法在信用卡的事情上 

為將來保障自己的。 的的意思是, 保障自己的最佳方法, 很明顯便是不要支出大

於收入。 但是, 許多時是會有緊急狀況的。 這便是你要警惕自己的地方, 是可

以利用信用卡保險來保障你自己的。 

 

 我的意思是, 要記著, 我不知道保單的費用是多少, 不過, 如果你是的話, 

你要清楚自己的處境。 如果你知道你是一個喜歡藉信用卡為生者, 買保險是值

得的。 或者你打算留下一些財產給你的兒女, 那信用卡保險可能便是你最佳的

投注了。 因為你要知道, 一旦你身故後, 那些信用卡的債務仍然繼續存在而向你

追索的。 

 

在幾分鐘內我們便將到達尾聲了, 另一項要提醒大家的便是 - 破產。 這是

最徹底的答案, 知道嗎? 已經有作出了修改的新法例, 不過, 不用因新法例而驚

怕。 破產是可以消除信用卡債務的, 但仍有某些方法可以合乎資格的。 就算有

新的法例, 仍然是有許多人符合資格的。 尤其當你年的收入少於約四萬元時, 你

便可符合破產的資格了。 這是屬於破產法之第七章的。 

 

所以, 有些事是你應緊記於心的。 記著, 很多人會督促你尋求信用輔導服務, 

從而試圖為你就債務和還款進行合併處理。 我個人經驗認為這並非幫助很大。 

通常當你到了這地步, 如果你可以符合資格的話, 第七章及破產可能是對你最好

的方法。 再說一次, 新的法例經已修訂了, 而且到如今已經生效約一年半的時間

了。 你從傳媒上或即將從債權人處所得悉的宣傳差不多是你必定不合資格的, 

第七章已取消, 如果你申請破產, 紀錄將永留於你的信用報告中, 沒有人會和你

接觸。 這都是謊言, 這些宣傳都只是一片謊言而矣。 

 

第一, 破產紀錄將會停留在你的信用報告為期十年是真的, 你在申請破產時

要記得這點了。 這樣做的目的是給人一個在財政上重新開始, 而且確實如此, 因

為第七章規定, 你的無抵押債務將一掃而清。 所謂無抵押債務很明顯地莫如信

用卡的問題, 醫療帳單, 一切置人於麻煩的東西。 水電費單, 電話單, 一切一切。 

 

一旦得到第七章將之掃清後, 你便不欠任何人的債了。 所以, 當你破產獲得

批准, 你便成為了向你提供貸款的最佳人選了。 首先, 你只能每八年辦理一次第

七章。 因此, 貸款人馬上會知道你在八年內不可再辦理第七章, 他們便會認定了

你為對象。 

 

其次, 你並不欠任何人錢, 因此不會有其他債權人恐嚇將你的薪金進行扣押

或掠奪你銀行帳戶內的款項。 你成為了最佳的貸款目標。 破產人士通常都發現 



 

可以獲發信用卡, 汽車貸款, 甚至幾乎可以馬上得到一切。 我曾經在我的客戶群

中目睹這一切。 

 

 記著, 你唯一需要等待的, 你可能要等約兩年的時間才可得房屋貸款。 銀行

在房屋貸款上通常都對破產置諸不理的。 所以, 破產其實是一個相當有用的工

具, 這是你對付信用卡最終使用的核子彈。 

 

 另外, 如果你被控告和已有判決書時, 破產便自動廢除了該判決, 不再存有

效了。 意思為辦理了破產後, 債權人的所有行動便需立即完全停止。 如果他們 

凍結了你的銀行帳戶, 便要馬上解凍; 如果他們正在扣押你的薪金, 亦酬立即停

止。 這是屬於自動生效的第 362 章, 是一項破產法, 禁止債權人向負債人作出任

何的追債行動。 

 

 這是辦理了破產後生效的, 之後所發生的任何事故都是無關的。 一旦某人

辦理了破產後, 債權人的一切行動都必須停止。 如果沒有停止的話, 負債人有權

於破產法庭控告債權人違反第 362 章的規定。 所以, 破產是一項非常有力的行

動。 這等於聯邦政府的勢力在負債人的背後作出支持, 保護了負債人, 而其整體

目的為給予某人一個財務上重新的開始。 

 

 所以, 沒有律師的話, 不要涉入第七章破產法。 在新的法例經已生效下, 你

需要在此題目上得到輔導。 就算你不增添一字, 空白的書面文件已經約 30 頁之

多了。 而且, 加上他們所附帶的不常見的新法例, 新規條, 沒有律師是很難全部

理解的。 

 

 例如, 你在可入表申請前的 180 天內需要接受信用輔導服務, 這是新的規

定。 你需要呈交你的報稅表及類似事項。 所以, 再一次, 你是有選擇的。 有予

合信用報告, 有些事情是需要作出處理的, 所有需要處理的信用問題, 破產, 如

何應付追債公司等等。 多謝大家。 

 

     (錄音帶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