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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子女撫養計畫

或者子女監護令 

❖ 您可以在網址 WashingtonLawHelp.org 上找到我們鏈接到的所有情況說明

書和“自己動手”的檔包。 

我應該閲讀這份材料嗎？ 

應該, 如果您想更改法院的最終命令, 該命令規定了誰擁有您孩子的監護權以及孩子

與誰一起探望.此命令可能是監護令或法令, 住宿時程表, 子女撫養計畫或未成年人

監護結果和法令. 在此常見問題解答中, 我們將所有這些法令稱為“子女撫養計劃”. 

子女撫養計劃可以是您與前伴侶或一直照顧孩子的親戚之間的計劃。 為了使事情

變得更容易，我們在此常見問題解答中僅提及“另一方家長”。 

❖  本常見問題中的“法官”一詞是指法官或法院專員。 

另一方家長根據我們的最終子女撫養計畫擁有監護權.自從我們得到這

個子女撫養計劃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我現在可以獲得監護權嗎? 

也許.您可以提交更改子女撫養計畫的請願書, 並要求法院提供新的子女撫養計畫，

為您提供監護權。當您在這種類型的請願書中要求改變監護權時, 這被稱為 對您子

女撫養計畫的重大修改。您需要向法院證明，孩子或另一方家長的生活環境發生了

某種實質性的變化。 

以下是根據州法律申請重大修改的一些具體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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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現行子女撫養計畫，擁有監護權的父母已經讓孩子與您一起生活了相當

長的時間。 

• 另一方家長的家對孩子的身體、精神或情感來說都是不安全的。讓孩子們留

在另一方的家比將他們搬到您家更有害。 

• 法院在三年內至少兩次因另一方家長不遵守子女撫養計劃而將其定爲藐視法

令，或將另一方家長定爲刑事上的一級或二級監管幹預。 

我在非父母監護權或未成年人監護權案件中失去了對孩子的監護權。

我可以提交一份改變子女撫養計畫的請願書,試圖讓我的孩子回來嗎？  

可以。您需要能夠向法院證明您的情況已經好轉. 您還必須證明, 重新獲得您的監護

權不會傷害孩子. 請參閲 “更改非父母監護令以讓您的孩子回來”, 以瞭解更多資訊。 

我不想改變監護權.出於其他原因, 我想要一個新的子女撫養計畫. 我該

怎麼辦? 

您仍然可以提交申請更改子女撫養計畫.根據您想要的更改類型, 您的案例類型可能

是對您的子女撫養計劃的微小修改. 以下是您可能需要進行少量修改的一些情況範

例： 

• 家長的工作時程表已更改。在當前子女撫養計畫中，父母不能再探望孩子. 

• 父母希望帶孩子度過比當前子女撫養計畫允許的更長時間的假期.孩子比您

得到現在的子女撫養計劃時要大得多, 他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遠離另一方家

長。 

• 一方家長已經成為宗教信仰的成員, 這要求他們遵守當前撫養計劃未涵蓋的

假期。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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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監護權。另一方家長出現了吸藥品問題。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子

女撫養計劃來限制孩子與另一方家長在一起的時間嗎？  

可以的，您可以為此提交更改子女撫養計畫的請願書。根據您想要對子女撫養計畫

進行何種更改，這可能是一個主要或次要的修改。您需要向法院證明另一方家長的

吸藥品問題以及此問題如何影響孩子。  

另一方家長和我同意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子女撫養計劃，我們也同意該

新的計劃應該怎麽說。我們該怎麼辦？  

您可以提交同意了的請願書以更改子女撫養計畫。這將使您更容易獲得一個新的子

女撫養計畫，不同於如果您和另一個家長不同意您是否需要一個新的子女撫養計

畫，或者一個新的子女撫養計畫應該說什麼。我們的提交請願書以更改子女撫養計

劃、住宿時程表或監護令一文裏有一節關於如何提交商定好的請願書。  

提交更改子女撫養計畫的請願書需要多少錢？ 

如果您在得到子女撫養計劃的同一郡縣提交申請，法院將向您收取不超過 56 美元

的申請費。如果您在其他郡縣或不同的案件編號下提交申請，則申請費可能高達 

260 美元。而且還將有複製成本，也許還會有派送檔案（向其他方交付法庭檔）的

費用。如果您聘請律師，則必須支付律師費和其成本。  

如果我無力支付申請費怎麼辦？ 

如果您的收入很低，您可以嘗試讓法院取消（免除）申請費。請使用我們的要求法

院免除您申請費的檔包或者使用我們的自己動手面試計劃，華盛頓表格在線，到 

網址 WashingtonLawHelp.org 填寫表格。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filing-a-petition-to-modifyadjust-a-parenting-1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filing-a-petition-to-modifyadjust-a-parenting-1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filing-a-motion-for-waiver-of-your-filing-fee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filing-a-motion-for-waiver-of-your-filing-fee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washington-forms-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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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家長不想要新的子女撫養計畫.在我的法庭案件中會有什麼發

生? 

在您提交案件並且另一方家長回復您請願書的時間已經過去後，將會有一個初步聽

證會，稱為充分理由聽證會。 

這次聽證會非常重要。法官將查看您和另一方家長提交的文檔。您將有幾分鐘的時

間告訴法官您提交此案的摘要原因。另一方家長將有幾分鐘的時間來說明為什麼他

們認為您的案件不應該得到審判進行。然後，法官將決定您是否有正當理由（充分

的理由）提起訴訟。如果有正當理由，法官將對案件進行審判。如果沒有，法官將

駁回此案。 

❖ 我們的提交請願書以更改子女撫養計劃，住宿時程表或監護令檔包中, 

包括了有關如何為充分原因聽證會做好準備的建議。  

讓案件進行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您可以繼續嘗試從法院獲得新的最終子女撫養計畫。 

根據您案件的事實，您對新的子女撫養計畫的需求有多迫切，以及您和另一方父母

有多大程度的分歧，您可以選擇制定一個新的最終子女撫養計劃：  

• 和解：您和另一方家長就新的子女撫養計劃應該説的事項達成了談判好的協

定。 

• 審判：您將出庭作證，讓別人為您作證，並且提供證據。法官將決定您是否

需要新的子女撫養計畫，如果需要，應該説明的事項。 

如果您在上庭日期之前需要法令，則可以獲得臨時法令。我們的要求臨時家庭法之

法令：請願更改子女撫養計劃案例檔包裏有您可以使用的表格和說明。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filing-a-petition-to-modifyadjust-a-parenting-1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ask-for-temporary-family-law-orders-petition-to-change-parenting-plan-cases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ask-for-temporary-family-law-orders-petition-to-change-parenting-plan-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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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親父母：如果您案件中涉及的父母一方正在服現役，則適用於特殊規

則。請從家庭法律師那裡獲取諮訊。請參閲兵役和子女撫養計畫修改：

您在華盛頓州的權利，以瞭解更多資訊。  

我不想改變子女撫養計畫。我與另一方家長在子女撫養計劃方面遇到

了其他問題。我該怎麼辦？ 

這取決於是什麼問題。  

如果另一方家長沒有遵循子女撫養計畫，或者您需要更清楚地瞭解其條款，則應該

就藐視法庭或澄清條款向法院提交動議。我們的“藐視法庭動議：家庭法案例”檔

包有表格和說明。我們沒有用於澄清條款動議的檔包。  

如果您想更改子女所得的子女贍養費，則應提交修改子女撫養令的請願書。請參閲

如果您想修改（更改）您的子女贍養費法院命令，以瞭解更多資訊。您的“請願修

改兒童贍養費的法院命令”檔包有表格和說明。  

如果我沒有最終的子女撫養計畫怎麼辦？  

如果法院從未簽署過最終的子女撫養計畫，您需要呈遞一個不同類型的法庭案件而

獲得一個。請參閲子女撫養計畫：一般資訊，以瞭解更多資訊。  

我想和我的孩子一起搬家。我是否提交申請更改子女撫養計畫？ 

請參閲有關華盛頓州搬遷法的問題和解答,以瞭解更多資訊。  

我在哪裡可以閱讀有關更改子女撫養計畫的法律？ 

該法律的某些部分在華盛頓州修訂法典 RCW 26.09 中有所規定。華盛頓州的大多

數公共圖書館都有華盛頓州修訂法典（RCW）的副本供圖書館內使用。您也可以

在網址 apps.leg.wa.gov/rcw 上線閱讀華盛頓州修訂法典（RCW）。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military-service-and-parenting-plan-modificat?ref=deJf4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changing-your-child-support-court-order?ref=TkLoV
about:blank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parenting-plans-court-orders-about-child-cust?ref=IzbEP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questions-and-answers-about-washingtons-reloc?ref=os0cj
https://apps.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26.09
https://apps.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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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看您所在郡縣的法律圖書館，看圖書管理員是否可以幫您找到有關子女撫養計

劃的判例法或法規。您可以使用華盛頓州縣法律圖書館協會的目錄找到一些聯繫資

訊，網址為 bit.ly/39LLkC2。 

獲取法律説明 

• 使用 CLEAR*Online 在線申請 - nwjustice.org/apply-online 

• 在金縣面臨法律問題 (驅逐或取消抵押品贖回權除外)? 請致電 2-1-1(或免費

電話 1-877-211-9274)工作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他們會將您轉介給法律

援助提供者。 

• 面臨金縣以外的法律問題 (驅逐或止贖除外)? 請於工作日上午 9 時 15 分至

下午 12 時 15 分致電 CLEAR 熱線 1-888-201-1014, 或在網址 

nwjustice.org/apply-online 在線申請. 

• 面臨驅逐？ 請致電 1-855-657-8387。 

• 面臨止贖？ 請致電 1-800-606-4819。 

• 在金縣以外有法律問題的老年人（60 歲及 60 歲以上）也可以致電 CLEAR * 

Sr 1-888-387-7111。 

• 失聰、聽力障礙或語言障礙者可以使用您選擇的中繼服務撥打這些號碼中的

任何一個。 

提供口譯員。 

本出版物提供有關您權利和責任的一般資訊。不能替代特定的法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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