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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法律援助中心(Legal Aid NSW)提供五套有关儿童寄养的翻译版小册子。

1 社区服务部想找我谈谈有关我孩子的问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2 出席儿童法庭

3  情况已有转变，我希望接回自己的孩子：我该怎么做？

4  我不服儿童法庭的判决：我该怎么做？

5 在我孩子寄养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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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出版物仅为一般性法律指南，不应视作法律建议而依此行事 。建议你就自己的具体情况向
律师咨询。本系列出版物中的信息在印刷时正确无误，但日后可能会更新。

Order publications online at 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or email publications@legalaid.nsw.gov.au or call 9219 5028

订阅本系列出版物，请访问：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或发电邮至：publications@legalaid.nsw.gov.au  或致电：9219 5028

  如果你有听力/语言障碍，可以致电全国中转服务(NRS)热线133 677与我们联系。

 电话传译服务：131 450

在编写本系列出版物时，新州法律援助中心参阅了此前由 Shoalcoast 社区法律中心（Shoalcoast 
Community Legal Centre）出版的手册《儿童法庭、抚养、我的孩子和我》（The Children’s 
Court, Care, My Child and Me），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如需了解有关新州法律援助中心服务项目的更多详情，请在以下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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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部是一个什么样的	

机构？

社区服务部是新州政府保护儿童 

的主要机构，先前简称为 “DOCS”，

现已更名为家庭与社区服务部 

 (简称“社区服务部”) 。

为什么社区服务部要介入我	

的家庭事务？

任何人只要担心你的孩子有受严

重伤害的风险，均可拨打“儿童

保护救助热线”(Child Protection 

Helpline)，向社区服务部举报。 

依据法律规定，从事教师、医生 

等职业的人士必须履行这一举报 

义务。此类人士称为“强制性举 

报人”。

“有受严重伤害的风险”是什么意思？

社区服务部可因各种原因认为你的孩子有受严重伤害的风险，原因不

一，包括身体虐待或性虐待、疏于照顾、抚养者吸毒或酗酒、或存在

家庭暴力。社区服务部可能认为你的孩子已遭受上述一种或多种伤

害，或日后有受上述伤害的风险。

除非社区服务部对举报进行调查，

否则你不会知道是否有人把你的家

庭情况上报社区服务部，且社区服

务部也不会对所有举报都进行调查。

举报匿名且内容保密。你无权知道

举报人是谁。

被举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社区服务部决定调查举报之事，

办案员可能会：

▲  与你本人取得联系。办案员有时

会家访 (可能预约，也可能不预

约) ，或要求你前往其办公室。

▲  在孩子的学校或其他地方和你的

孩子谈话。办案员和你的孩子谈

话无需事先经你同意。

▲  向医生、医院、警署、老师、亲

戚等人或机构了解你的家庭情况。

办案员这样做无需事先经你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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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部能带走我的孩子吗？

社区服务部介入你的家庭事务并不

意味着你的孩子一定会被带走。若

条件允许，社区服务部会协助你，

让你在继续照管孩子，同时保证孩

子安全及得到良好照顾。

有时，办案员会要求你采取一些措

施来确保孩子安全。例如，他们可

能会要求你不让你的伴侣与你本人

及孩子住在一起。如果你决定不遵

守这些要求，则可能导致孩子被带

走，不再由你照顾。

如果社区服务部认为你的孩子即刻

有受严重伤害的风险，他们可能会

带走你的孩子。如出现这种情况，

你必须出席儿童法庭。

社区服务部会要求我做些什么？

每个家庭情况不同，社区服务部可

能会尝试采取多种措施，以确保孩

子与你一起生活安全有保障，并得

良好照顾。此类措施包括：

▲ 早期干预计划

你的家庭可能会被转介参加某项早

期干预计划，例如“光明的前途”

计划 (Brighter Futures) 或由非政府

机构提供的家庭援助服务。此类服

务机构将与你的家庭合作，协助解

决具体存在的问题，并助你恢复正

常生活。

是否采用此类服务视你个人意愿。

如果你不愿意，也无人强迫。但若

得到转介机会，那你就应当认真考

虑与这些组织合作，因为他们的工

作就是帮你阻止情况恶化，而情况

恶化很可能导致孩子被带走，不再

由你照顾。

▲  个案计划/安全计划/协议

就孩子的抚养问题以及你须采取的

行动，社区服务部可能会与你一起

制定一份书面计划，其中可能包含

一份清单，明列你同意做与不做的

事项。

例如，双方商定你今后不得吸毒，

且必须参加毒品检测。

遵守相关个案计划、安全计划以及

你与社区服务部达成的其他协议极

为重要。如果不遵守，则你的孩子

有可能被带走，同时儿童法庭将就

你的孩子展开相关的诉讼程序。

你所签署的任何协议均需呈交一份

给儿童法庭。如果你不履行你同意

履行的事项，法庭在就你孩子的问

题下达法令时，会将这一因素考虑

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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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责任合同

父母责任合同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Contract) 是你与社区服务部签署的

一份书面协议。你务必做到其中所列

诸事，以提升自身养育孩子的能力，

同时确保孩子安全并得到良好照顾。

父母责任合同中要求你履行的事项

是你已同意履行的与你家庭具体相

关的事项。该合同可以要求你履行

社区服务部认为保证孩子安全你必

须履行的任何事项，例如：

▲ 参加戒药/毒品与戒酒辅导；

▲  进行尿检或其他形式的药/毒品 

检测；

▲  参加学习，提升养育孩子的能力；

▲  参加辅导，帮助自己处理生活中

存在的问题，例如接受家庭暴力

方面的心理辅导。

签署父母责任合同之前，你应当咨

询律师。

签署合同之前，社区服务部必须让

你过目所拟合同的内容，并给你留

出一定时间，让你咨询律师。最终

合同可在儿童法庭登记备案。

违反父母责任合同

如果你不履行你在父母责任合同中同意履行的事项，社区服务部可

能会向儿童法庭提交一份违约通知，通报你涉嫌的违约行为。

一旦你违约，社区服务部还很可能会提交一份寄养申请，指称你的

孩子“亟需照顾与保护”，并请求儿童法庭为你的孩子下达法令。

例如，社区服务部可能会申请将孩子从你身边带走并送去寄养。

因此，签署合同之前，你要确切理解合同条款，并能做到答应做的

事情，遵守合同的各项条款规定，这两点极为重要。

每次签署父母责任合同之前，你都应当咨询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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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寄养协议

临时寄养协议为书面协议。协议中，

你同意为让孩子回到身边，改过自

新，并同意在自新期间将孩子寄养

在别处。此协议有效期最多三个月，

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三个月。

如果你对签署临时寄养协议存在任

何疑问，可在签署前咨询律师。

签署临时寄养协议之时，你可就孩

子的寄住处 (如一位家人那里) 与社区

服务部沟通，但在协议期间究竟寄

住何处，则由社区服务部最终决定。

如果没有合适的家人，社区服务部

将安排你的孩子接受寄养。

▲ 备选的孩子教养计划

如果你的孩子已年满 12 周岁，因家

庭冲突无法继续住在家里，社区服

务部则有可能提出一项备选孩子教

养计划。该计划会明确规定孩子的

居所，孩子与你和其他家人的联系

方式及时间，以及孩子教育和医疗

的决策人。在接受该计划之前，你

和孩子必须有机会咨询不同的律师。

▲ 剥夺抚养权与寄养申请

如果社区服务部认为上述方案均无

法保障孩子的安全、福利和身心健

康，或者尝试一项或多项方案后，

仍然认为你的孩子处于危险之中，

则社区服务部有可能诉诸法律，剥

夺你的抚养权。

终止临时寄养协议

签署临时寄养协议后，你有权随时终止它，但对此要务必慎重，

因为一旦你要求终止协议，而社区服务部认为孩子回到你身边不

安全，则可能会在儿童法庭启动诉讼程序。因此，在提前终止临

时寄养协议之前，你应当咨询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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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办案员交谈，以了解社区服务

部介入你家庭事务的原因。

▲  尽量与办案员融洽相处，即使你

并不认同其介入你家庭事务的理

由。如果你无法与办案员一起解

决难题，可以要求跟办案员的经

理交谈。

▲  请记住：你向社区服务部工作人

员说的任何话均非机密。通常，

他们会将所有对话记录下来。如

果你的情况最终须走司法程序，

那么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均有

可能作为不利于你的证据呈堂。

▲  如果社区服务部介入你的家庭事

务，你应当尽快咨询律师，寻求

帮助。 

▲  当社区服务部介入你的生活时， 

你可能会感到害怕和生气，这是 

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一味地叫

嚷、咒骂、辱骂或威胁办案员，

则只会加重事态。 

▲  办案员的工作是为了确保你的孩

子获得尽可能好的照顾——牢记

这一点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  如果办案员要求你接受某项服务或

援助，以提升你教养孩子的能力，

保障孩子安全，那么你应当依从，

并坚持到底。任何家庭有时都需要

帮助。获取此类服务可防止事态恶

化和将孩子从你身边带走。

▲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可以在会见

办案员时安排一人到场协助你。

你所选的人应能帮你保持冷静，

并能在事后记住谈话的内容。

 ▲  要求社区服务部就你参加的所有

会谈提供一份完整的会谈记录副

本，以及所有你签署的协议副本，

然后加以妥善保存。 

▲  养成写日记或日志的习惯。记下

你与律师、办案员、法庭人员、

医生、辅导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的

会谈与约见内容，以免事后遗忘。

▲  记下你与律师及办案员的所有通

话，哪怕有时你只留下讯息而未 

能与他们对话。尽可能记下接待 

员或信息传达者的姓名，并将其 

记录在日记中。

▲  记下所有你参加的课程及接触过

的服务机构。

与社区服务部办案员交涉时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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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向社区服务部举报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如果有

如果有

或者

或者

社区服务部提供服务转介

结案 (事情到此结束) 

社区服务部介入家庭的处理流程

社区服务部展开调查，并判定孩子是否有“受严
重伤害的风险”。

社区服务部不采取任何行动 
或提供服务转介。 
举报内容存档。

社区服务部决定是否有必要为保护孩子
或确保其受到良好照顾而采取行动。

社区服务部与涉事家庭就保护孩子的
措施达成协议

社区服务部带走孩子，并且/或者请求
儿童法庭下达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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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法律建议

▲  新州法律援助中心 
(Legal Aid NSW): 
电话：1800 551 589  
网址：www.legalaid.nsw.gov.au 

▲  新州法律服务 
(LawAccess NSW): 
电话：1300 888 529  
网址：www.lawaccess.nsw.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