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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寄养
在我孩子寄养期间会发生 
什么事情？

What happens when my kids are in care? Simplifie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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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寄养

  在我孩子寄养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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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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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资料，请访问：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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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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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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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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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将我的孩子交托社区服务部

照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的孩子交托给社区服务部时，社区

服务部会找一个安全有保障的安置地。

此安置地可以是亲属或朋友的家；或

寄养人的家；如果你的孩子需要较多

照顾和密切监管，可以安置在集体之

家，或做其他居住安排。

寄养人既可以是单身，也可以是一对

配偶。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孩子，还可

能有其他寄养的孩子和他们住在一起。

有很多寄养人可能来自不同的文化和

宗教背景。

孩子在寄养期间由谁为他们做决定？

凡负有“养育责任”(parental 

responsibility) 的人都可以为孩子 

做决定。

有时，法庭法令会赋予多人养育责任。

因此，你千万要看清判决的具体内容。

在某些案件中，即使将孩子交托寄养，

父母也要在宗教或文化等方面承担养

育责任。

如果法庭将养育责任交给社区服务部

的部长，则由社区服务部的办案员为

孩子做决定。有的寄养人受某一机构

管理，在这种情况下，该机构的工作

人员可代表社区服务部做决定。

寄养人即使无养育责任，仍可对孩子

的日常照顾作出决定。这包括对穿着

和发型（除非这些在文化或宗教上具

有重大意义）、饮食、纪律或行为管

理、参加校外活动、以及小病或急病

治疗等诸多事务的决定权。

如需了解有关养育责任的更多详情，

请参阅《第二册：出席儿童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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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才能了解到自己孩子的情况？

关键在于你要确保社区服务部有你现

在的联系方式，以便他们能够随时与

你取得联系。此外，与负责你孩子个

案的办案员保持联系，关心孩子并主

动打听孩子的成长情况，也十分重要。

你有权了解孩子成长和进步的相关信

息，包括其健康状况和学业。你可以

要求社区服务部向你提供成绩报告单

等文件副本。

你有权参加案情规划会议，并就涉及

孩子的问题发表意见，尤其是所做决

定关乎孩子未来时。

在寄养诉讼结案后，法庭有时可能会

要求社区服务部撰写孩子近况的报告。

除非法庭明令禁止，否则你将收到此

类报告的副本。

如何与孩子保持接触？

除了极少数情况，绝大多数寄养儿童

都与家人有接触。寄养计划中应规定 

了你和孩子的接触安排（请参阅 《第

二册：出席儿童法庭》) 。

如果儿童法庭已下达法令，规定哪些

人可接触孩子，则必须遵循该法令。

对于有多少接触、接触时是否须要监

督，该法令会有明确规定。

有时，法庭并不下达法令，而是进行 

“批注”。批注无强制性，但可为如何

进行接触提供指导，同时带一定灵活

性，以防情况变化。

要记住：接触令与照顾计划通常会对

接触的“最少”次数做出规定。这意

味着法庭下达最终法令后，你可能可

以和孩子多接触些，但必须经孩子养

育责任的承担者同意。

只要事情的确进展顺利，而你的孩子

也受益于和你的接触，则孩子的养

育责任人同意你多接触孩子是完全可

能的。



我多久才能见一次我的孩子？

▲  在法庭诉讼期间，你可经常与孩子接触。若孩子尚为婴儿，可以超过

每周一次（但并不总是如此）；大一些的孩子则为每周一次或每两周

一次。

▲  如果法庭判定你的孩子很快就可以回到你身边，你与孩子接触的机会可

能会增加，直至孩子能够返回家中与你长住。这称为“恢复抚养”。

▲  如果法庭判定你的孩子不回到你身边，则你与孩子的接触机会通常会

逐渐减少。 

▲  你与孩子有多少接触取决于孩子的具体情况——孩子的年龄、健康 

状况、居住地点、生活常规、学校作息时间及其生活中的其他各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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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多接触能让孩子受益，但

孩子养育责任的承担者不同意你多接

触，你应当就提交第 90 条申请（亦

称为最终法令 “更改”或“撤销”申

请）咨询律师。（请参阅《第三册： 

情况已有转变，我希望接回自己的孩

子：我该怎么做？》) 。

有时，你可以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与

孩子联系。接触令和寄养计划对此有

明确规定。

在孩子寄养期间，你常常可以写信给

孩子。通常，你须将信件寄给社区服

务部，然后由其转交给你的孩子。你

随时可以给孩子寄送卡片或信件。如

果你愿意，还可以在其中附上照片。

遇到特殊的日子，如果你因故无法与

孩子见面，可以要求给孩子寄送礼物。

关键在于你要确保此类接触方式写进了

法令或寄养计划。

想和孩子接触，那你就务必让孩子的

养育者知道如何与你取得联系。如果

你搬了家或换了电话号码，必须及时

告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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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寄养
情况已有所转变，我希望

接回自己的

孩子：我该怎么做？

Things have changed and I want my kids back: what can I do?
Simplified Chinese



如期探访孩子非常重要。如果错过了

探访机会，而你又没有法庭的接触令，

则孩子的养育者有可能会减少你探访

孩子的机会。

如果社区服务部拒绝把孩子安置

在我家人身边怎么办？

如果社区服务部部长对你的孩子负有

养育责任，则社区服务部可以决定你

的孩子居住在什么地方。儿童法庭不

可就孩子的安置地点向社区服务部提 

出具体要求。

你的家人可以请求社区服务部授权

其作为孩子的照顾人。如果社区服

务部拒绝，你的家人可以向行政决

议仲裁庭（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Tribunal）申请对社区服务部的决定进

行复核。

如果你的家人或朋友有意抚养你的孩

子，但社区服务部不同意，那就请你

的亲属或朋友咨询律师。

我担心我寄养的孩子的处境：我

应该去找谁？

如果你确实担心孩子的处境不好，则

应当尽早告诉负责孩子的办案员。

如果你在探访孩子时发现了令你担忧

的情况，就要提醒探访监督员注意，

并要求他们做好相关记录。你务必向

办案员跟进你所担心的问题。

如果你感觉孩子有危险，而社区服务

部对你的担忧并无反应，你应当及时

拨打儿童保护救助热线 132 111。

如果你担心孩子，或与社区服务部有

沟通障碍，而你无法通过负责孩子的

办案员或办案经理解决你所担心的问

题，你可以拨打社区服务部投诉热线 

1800 000 164 投诉。

如果你仍有担心，可以在线向新州监

察员专署投诉。网址：  

www.ombo.nsw.gov.au

监察员专署是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

其职责是确保受其监管的机构（包括

社区服务部）能够正确履行职能，并

改进其为公众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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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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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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