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介绍
Chinese

扣押及您的权利
Garnishment and Your Rights

扣押发生于他人在您的银行账户或您的薪水支票中冻结钱款，以获取法院判决您应给付他
们的相应数额。除非法院做出了不利于您的判决或者对让提起诉讼但您未应诉，否则他们
不能扣押。在扣押发生前您可能不会收到警告。
有时，您的财产被保护——这被称为“豁免”。本事实说明书将帮助您了解您的钱款和财产
何时被豁免。
有两种自动豁免的情况：
• 如果您周薪少于 290 美元，您的雇主不能从您的薪水支票中扣押。如果您的周薪
多于 290 美元，您税后收入的至少 75%将被自动豁免。
•

如果您有社会保障的自动存款（RSDI），SSI，或者
其他联邦豁免收益，且您的账户余额小于 2 个月
社会保障收益的价值，您的银行账户将不能被扣
押。

本事实说明书中的其他豁免非自动。您可以签“豁免声明”
来保护您的钱款。此表格将会被邮寄给您。您也可以登录
www.mncourts.gov 索取。
→
→
→
→

在主菜单点击 Get Form
在列表中点击 Judgment Enforcement
点击 Exemption
在列表中点击 Exemption Notice

如果您的钱款没有被豁免，试着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他们或许可以接受按期还款协
议，或者接受一个少于判决总额的一次性给付。如果你们达成了协议，请写成书面形式并
双方签字。请自己保留一份签字协议。
公益债务咨询机构可以帮助您。请拨打 1-(800)388-2227 致电国家信用咨询基金会
（NFCC）并咨询当地办公室。提防收费“修复”您的信用或者让您停止支付扣押款的公司。
许多这样的公司是诈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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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收益可以被扣押吗？
通常情况下，基于必需的政府援助不能被债权人扣押。基于必需的援助包括如下项目等：
•
•
•
•
•
•
•
•
•
•
•
•

明州家庭投资项目（MFIP）
紧急援助（EA）
县危机基金
医药援助（MA）
常规援助（GA）
MinnesotaCare
食物券（SNAP）
明州补充援助（MSA）
SSI
能源援助
医疗保险 B 部分保险费
医疗保险 D 部分额外帮助

注意：以上列表不包括所有基于必须的援助。法院也判决 EITC（所得税积分）在大部分
扣押中被豁免。
其他基于必需的项目可能使你做出豁免声明。例如学校午餐计划和明州家庭计划项目。
如果你对你的豁免有疑问，请致电当地法律援助办公室。
社会保障项目（退休，幸存或残障保险）和退役军人收益项目
等同样豁免于扣押。如果您的账户余额小于 2 个月收益款的价
值，这些钱款被自动保护。如果您的账户余额大于 2 个月收益
款的价值，大于的部分将被冻结——如果你做出豁免声明来解
除冻结，则这部分钱款仍会被豁免。如果您不确定您的救济款
是否可被豁免，请联系律师或当地法律援助办公室。
但是，有时这些钱款并不安全。如果有人威胁您要拿走您的收益，请寻求律师建议。
例如：
•

社会保障收益可以被冻结来给付例如抚养费，学生贷款，所得税等债务。这发生之
前您会收到美国财务部签发的警告。

同样，您的收益可以被减少或终止如果您所在的县决定您得到了本不该得到的收益。详情
参阅我们的情况说明书 MFIP, GA, MSA and SNAP Overpayments。(只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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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从我的银行账户扣款吗？
若以下所有事项真实，您的银行账户不能被冻结且银行不能向您收取冻结费用：
1. 如果您得到：社会保障，SSI，退役军人离休金，联邦铁路退休金，行政部门退休
金，或者联邦雇员退休金
2. 如果这些收益是自动存入您的银行账户的
3. 您没有把这些收益转移到其他账户
4. 账户余额小于月收益的两倍。（例如，如果
您的月收益是 1000 美元，(2*1000=2000)，
则 2000 美元自动被保护）。
如果以上事项不适用，则扣押令可能冻结您银行账户的钱款。在扣押发生前您可能不会受
到通知。如果您证明这些钱款被豁免，但是账户冻结时您不能使用这些钱款，您仍可以把
这部分钱款要回来。
如果债权人拿到了不利于您的判决，则他们在扣押您账户时不需要通知您。银行将会在钱
款被冻结后发给您通知。这则通知知会您您关于豁免的权利以及您用来声明豁免的表格。
请阅读第一页以查看得到表格的其他方式。
如果你没有回应传票或应诉，债权人可以在他们拿到判决前做扣押。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
在扣押之前通知您。如果您再扣押发生前得到了通知，您可以在扣押前声明豁免来避免扣
押。如果您有抗辩理由（您并不欠钱的理由），您也可以应诉饼解释您为什么不对债务负
责。
请参阅事实说明书 What to Do if You Are Sued. (只用英文)
如果您已经签了支票或者如果您安排了自动还款计划——如果您的账号被冻结，它们可能
被撤销！！您需要支付手续费！
银行放款需要一些时间。告诉您签发支票的对方并告诉他们这个问题。如果您设置了自动
支付计划，它也会被撤销。取消您的自动支付！知会您的银行管理人员。他们也许会同意
取消手续费。
•

您银行账户的大部分钱款可以被豁免于大部分债务，如果您的钱款来自于：
− 政府基于必需的援助和大部分其他公共收益（详情参考上一部分）
− 人寿保险
− 退役军人收益
− 因未成年人子女产生的收益
− 失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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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工伤赔偿金
（大部分）退休金
支付给您的抚养费
对被豁免财产的保险赔偿金
残障保险收益

•

明尼苏达法院也判决 EITC（所得税积分）在大部分扣押中被豁免。

•

学生贷款通常被豁免，但是其他贷款或许不能被豁免。

•

有时通常被保护的钱款不能被豁免如果它们包含债务例如：
− 抚养费
− 扶养费
− 学生贷款，或
− 税务

•

赠与和他人的钱款如果置于您的账户则不能免于扣押。但是如果您有关联账户，如
果他人不对债务负责则其钱款可被保护。详情请咨询律师。

•

可被豁免的收入仅在您将它存入银行的 20 天或 60 天内被豁免。参见下文“他们可
以从我的薪水支票中扣款吗？”部分。

我怎样声明银行账户豁免？
如果债权人发给您扣押通知，请立刻按通知上的指
南做。如果您的收入被豁免，请发送证据给您的债
权人。请保留您发送的证据的复印件。致电债权人
不足以满足条件。
银行在钱款从您的账户冻结后必须发送给您一份书
面通知和豁免表格。如果您的钱款被豁免（如
上），填写两份豁免声明。一份发送给发起扣押的
当事人，一份发送给您的银行。请保留一份复印
件。
您必须在给您的债权人发送豁免声明的同时发送一份您过去 60 天以内的银行流水。如果
银行流水没有列出存款来源，您应对同时发送一份存款单或其他可以证明钱款来源可被豁
免的证明。
如果债权人在 6 个工作日内没有反驳您的生命，银行应将钱款返还您的账户。如果银行
没有在 14 天内收到您的豁免声明，它将保管钱款或打款给债权人。您仍可以在 14 天过
后甚至在钱款转给债权人后声明豁免，但是这会花费更长时间退回您的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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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从我的薪水支票中拿走钱吗？
您的薪水支票应当完全被豁免，如果：
•

在过去的 6 个月中，您正在获取或曾经获取政府基于必需的援助（参见上文“收益”
部分）

•

在过去的 6 个月中，您曾经在监狱或者矫正机构服刑

这两种情况可对您将薪水支票存入银行的 60 天内进行豁免

我没有以上可被豁免的情形。他们可以拿走多少钱？
您大部分的薪水支票受到保护——即使您没有得到政府援助。通常，他们最多可以拿走您
税后收入的 25%，如果您的税后周薪大于 290 美元。
•

仅 20 天：以上“25%限制”将同样适用于您将薪水
支票存入银行的情况——但是仅在 20 天内有效。
例如：如果您将 1000 美元的薪水支票存入银行，
250 美元将马上被扣押，剩余 750 美元将在 20 天
后被扣押。

•

但是——如果被扣押的是对孩子的抚养费，那么
最多您收入的 65%可被保留。

•

注意：如果您拥有自己的生意或者您是独立合同人，那么这些薪水豁免可能不适用。
请与律师详谈。

我怎样声明薪水支票豁免？
您应当在第一次扣押您薪水支票前至少 10 天内收到书面通知。查明您的钱款是否可被豁
免（参见上文）。如果您的收入可被豁免，填写与书面通知同时寄到的豁免声明。将豁免
声明发送一份给扣押您钱款的个人或公司，一份给您的雇主，一份自己存留。请尽快完成
这些事项。如果您在 10 天内没有做这些，您仍然可以声明豁免，但是这将花费更长时间
阻止扣押并返还您的钱款。仅致电不足以满足条件。

我声明豁免后会发生什么？
您可以致电债权人并询问他们是否会返还您的钱款。债权人可以让您提供更多信息或者证
据，比如收益清单。如果您按照债权人的要求提供证据，您可能会尽早收到返还的钱款。
您或许需要与律师详谈以让他们帮助您证明您的豁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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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债权人反对的话？
如果债权人需要更多信息或者不同意您的豁免声明，他们需要请求法院在 6 个工作日内开
听证会求证您的钱款是否被豁免。他们会给您发送一份文件告知您他们反对的理由以及开
听证会的时间。如果您有更多的证据，您可以再次发送它们。在听证会之前有可能和解。
如果您必须要出庭，请带上所有可以帮助您证明豁免的文
件。如果他们冻结了您银行账户的钱款，请在听证时带上
您过去 60 天的银行流水。请同时带上一份证明被扣押钱款
来源的证据以证明豁免。
如果您必须要出庭但不能在设定好的时间出庭，您需要请
求法院将听证会改期——您必须在听证会之前要求。请在
您知道您需要改期后尽快与法院联系。注意：是否同意改
期由法院决定。他们可能不会更改日期。

重要提示：如果您没有及时声明您的豁免或申请听证会，您在这之后仍可以声明或申请。
您永远不会丧失您要求停止扣押或者返还您被扣押的钱款的权利。永远不要依赖债权人或
者收债人的建议。

这些实用信息简介只是提供法律信息，不是专业法律意见。要获得专业法律建议，请咨询律师。
如果这个实用信息简介有效期已经超过一年，请不要继续使用。请要求更新的版本，实用信息简介的目录，或者其他备选版本。
© 2019 Minnesota Legal Services Coalition。本文档只能被复制和用于非商业的个人和教育的目的。保留所有其他权利。这个声明适用于所有副本。
复制，分发和其他任何用于商业目的的使用是严格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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