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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察早期警告訊號以及尋找其他方法代替止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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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止贖

不到萬不得已，沒有哪位房主會考慮放棄一家人的住宅。不過，如果瞭解
止贖程序及通常引致其發生的原因，您可以更為主動地應對潛在的問題，
以免它們影響您按時支付抵押貸款付款的能力。另外，如果您覺得自己支
付抵押貸款付款有困難，您還可以尋求幫助。

及時察覺財務問題的訊號
有時，生活中的意外變故可能導致房主難以履行責任。
如果您失業、離婚或生病，您或許會有一段時間難以支
付抵押貸款付款。您的抵押貸款付款可能會顯著增加。
如果您預計將來支付抵押貸款付款會有困難，您必須立
刻採取行動，尋找解決方案。

立刻獲得合適的幫助！
止贖是一種法律程序，當貸款違約時，貸款機構可依據
該程序收回被抵押物業（房屋）的產權，並賣出物業。

如果您覺得自己可能無法按時付款，應當盡快打電話聯
絡您的貸款機構（您向他們支付抵押貸款付款的公司）
，並要求與負責違約管理或止損的人員通話。他們是您
求助的最佳人選，可幫助您根據自己的個人情況尋找合
適的解決方案。在與貸款機構討論的時候，應將您的情
況如實相告。您應當說明您遇到的財務問題是暫時性質
還是長期性質。

非營利的住房和信用諮詢機構也是很好的幫手。他們可
與您一起制訂預算，探索對您有幫助的選項。如果想與
專門幫助房主避免止贖的顧問討論問題，請隨時致電房
主HOPETM熱線888-995-HOPE，白天或晚上任何時間
都有人接聽。如果想查找您附近的住宅與城市發展部（
英文簡稱為HUD）認定的諮詢機構，請瀏覽  
http://portal.hud.gov/hudportal/HUD?src=/i_want_ 
to/talk_to_a_housing_counselor.

瞭解您有哪些選項
住宅可負擔計劃
聯邦「住宅可負擔計劃」（Making Home Affordable 
Program) 旨在使房主目前和將來的抵押貸款付款變得
更容易負擔。該計劃包括三個選項：住宅可負擔再融資
計劃（英文簡稱為HARP）、住宅可負擔修正計劃（英
文簡稱為HAMP）以及住宅可負擔止贖替代方案（英文
簡稱為HAFA）。
如果您償還抵押貸款有困難，或者預計今後可能會有困
難，應當首先想到向住宅可負擔計劃求助。立刻行動起
來，看看您是不是數百萬符合資格條件的房主之一。請
瀏覽 www.MakingHomeAffordable.gov 瞭解更多資訊以
及使用網站提供的自我評估工具。

保住房屋的變通選項
如果您不符合資格條件，不能選擇住宅可負擔計劃的再
融資選項或貸款修正選項，您可以與貸款機構一起考慮
其他傳統的變通選項： 

	再融資：如果您的房屋有足夠的淨值，您可以申請新
的抵押貸款來償還舊貸款，以及支付任何延誤費和律
師費。 

	恢復原狀：這個選項允許您在指定日期之前一次性補
足欠款。 

	債務償還期延展：您可以在一段較短的時間內減少抵
押貸款的付款額，但前提是要有其他的變通選項幫助
您付清賬戶的逾期欠款。 

	償還計劃：這個選項允許您稍微增加原來的抵押貸款
每月付款額，從而在一段較短的時間內補足欠款。 

	貸款修改：貸款機構或許可以重組您的抵押貸款，例
如將未付的款項算入抵押貸款的數額、調整您的利
率，甚至延長您的償還年數。

www.MakingHomeAffordable.gov
http://portal.hud.gov/hudportal/HUD?src=/i_want_to/talk_to_a_housing_counselor


如果沒辦法繼續保住房屋
如果您無法保住或者不想保住房屋，抵押貸款公司可
以與您一起想辦法避免止贖。視您的財務狀況而定，
可用的選項包括： 

	短售：如果您可以賣出住房，但賣房收入不足以償
還抵押貸款的欠款總額，貸款機構或許同意短售，
將超過賣房淨收入的那部分抵押貸款注銷。 

	轉讓產權以避免止贖之契據：貸款機構或許允許您
自願將房屋產權轉讓給他們，作為交換條件，他們
則會注銷您的抵押貸款債務。 

	債務讓渡：這個選項允許合格買方接手您的抵押貸
款債務和抵押貸款付款，即使抵押貸款最初不可讓
渡。

不要逃避，不要放棄；避免止贖造成
的負面影響
止贖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您的信用等級分數將大幅下降。如果您的信用記錄
上有止贖歷史，您將來借錢、租公寓，甚至找工作
都會有困難。 

	找到新家可能會有困難。您不僅必須找到負擔得起
的房屋，還需要繳交租賃押金，視您的信用評級而
定，押金數額可能很高。 

	信用卡公司認為您的風險上升，他們可能會上調您
的信用卡利率。 

	如果您的房屋在購買後升值，止贖可能導致您失去
數千美元的淨值。

採取行動見成效
很多家庭都難免經歷嚴重的經濟困難。有時，不起眼
的財務問題可能會變成大麻煩，如果不及時解決，可
能會破壞您的良好信用，甚至造成止贖。承認自己需
要幫助有時難以啟齒，但不要因為自尊或恐懼而放棄
尋找解決方案。如果您支付抵押貸款付款有困難，應
當立即聯絡您的貸款機構或聲譽良好的住房諮詢機
構，並努力尋找適合您的解決方案。

如需更多資訊 
	瀏覽 www.MakingHomeAffordable.gov 詳細瞭解
為面臨止贖風險的房主提供幫助的聯邦計劃。 

	如果需要關於預防止贖的免費諮詢服務，請聯
絡住房所有權保持基金會（Homeownership 
Preservation Foundation）的房主HOPE™熱線 
888-995-HOPE，或瀏覽 www.995hope.org。 

	HOPE NOW聯盟免費提供預防止贖的援助。瀏覽 
FreddieMac.com/avoidforeclosure/workshops.
html 瞭解您所在地區的活動、諮詢與政府資源及其
他資訊。 

	各種變通選項對您信用等級分數的影響不盡相同。
瀏覽 www.myfico.com 詳細瞭解止贖和變通方案對
您信用的影響。 

	謹防騙子！瞭解您所在地區的常見騙局，並在訂立
下一份貸款協議之前獲得建議。詳細瞭解常見的騙
局：FreddieMac.com/avoidfraud。 

	如果想查找您附近的HUD認定的住房諮詢機構，請
瀏覽 http://portal.hud.gov/hudportal/HUD?src=/i_
want_to/talk_to_a_housing_counselor，或致電 
800-569-4287。請他們幫助您尋找能在必要時提供
財務或法律支援的合法當地服務與計劃。 

	「買房需要知道的事情」（About Homeowner
ship）是房地美的一項線上指南，介紹買房流程
以及如何成功地擁有住房。瀏覽「避免止贖」
（Avoiding Foreclosure）版面：FreddieMac.com/
avoidforeclosure。 



	房地美CreditSmart®課程為消費者提供指南，幫助他
們建立更好的信用、合理地管理資金，以及成為負
責任的房主。瀏覽 FreddieMac.com/creditsmart 
下載消費者課程資源，有五種語言可供選擇。

來源
內容根據房地美屢次獲獎的多語言財務教育課程CreditSmart改編，該課程旨在幫助消費者建立和保持更好的信用，作出合理的財務
決定，以及瞭解維持房屋產權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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