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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庭審理或審判做好準備 
  

 

 

 

我需要律師嗎？ 

如果您能負擔得起請律師代表您，您應該請。 如果可能的話，致電您的縣律師介

紹服務處，請求介紹，或在黃頁“律師”項目中，查看名列在不同法律領域的律師。 

向朋友或親戚詢問他們與特定律師的經歷。 另一個更便宜的可能性是和律師見面

，只是談論您的案件審判前的處理或審判的準備。 您可以聘請律師幫助您準備好

代表您自己。 

 準備參加審判或聽證是很複雜的。 這裡只有幾個重點。 我們不解釋

你在法庭上必須遵守的所有規則和程序。 

關於證人我應該了解什麼？ 

審理可以決定臨時的，雙方同意的或一些程序的問題。 審判是雙方當事人提出證

據和理由供法官作出最後的決定。 

法庭通常不允許證人在審判前出庭。 在審理上，法院依賴書面聲明和您的理由。 

找出對方將用來作為證人的人：除非您的縣有案件時間表，否則找出另一方會找

來的證人的最好方法是打電話詢問對方的律師/當事人。 如果他們提交“審判日的通

知”或類似文件，他們必須列出他們計劃找來作證人的數目，但不包括姓名。 

在一些縣，雙方必須遵循排定的案件時間表。案件時間表為雙方互相交換證人名單

設定了一個日期。您應該在案件時間表安排的日期前收到另一方的證人名單。 

您必須向另一方提供您打算找來作證的證人名單。如果您已經提供了您的名單，但

沒有從另一方獲得證人名單，請寫信給向另一方，要求提供他們的名單。如果他們

不給，在審判時您可以出示您要求對方提供證人名單的信件副本，並且可以要求法

官禁止對方找任何證人。 
 

您應該用的證人：在監護或探視問題上，您的證人之一應該是對案件進行調查的

評估員（來自家庭法庭服務部門或 CASA，有時稱為“訴訟監護人”或“GAL”），以

及任何已經接觸處理過該兒童的輔導員或 CPS 工作人員， 他們會支持您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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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您和他們談過之後，並且對於他們會告訴法院的事情有助於您的案件，您覺

得安心，您才找這些人作證人。 

您也將成為你案件的證人。 

其他有用的證人是熟悉您如何照顧那些孩子的人，如果可能的話，是也照顧那些孩

子的其他父母。証人可能是學校教師，照顧幼兒的工作者或鄰居。親友也可以成為

好證人。 
 

 法庭可能期望親友支持您的故事。 

 

確定您的證人於審判時出庭：盡可能提早將審判日通知您的證人。 然後您應該向

您不確定會出現的證人發送傳票。 

傳票允許法院要求證人出席。 如果您傳喚的人不出庭，法院可以下令逮捕他們。 

您不需要向法庭提交傳票副本，但是開庭時可以帶著去，以防證人不出庭。 

我需要交給法院任何表格嗎？ 

要。 在審判之前，您必須填寫一些。 審判時到法庭，您將它們交給法官，並將

副本交給另一方。 

在許多縣，如果有任何關於子女撫養費，生活費（贍養費）或財產分配的問題，您

必須填寫財務聲明。 從法院書記處索取此表格。 在表格上，您填入您的收入和開

支的信息。 您應該附上報稅表和工資單。 如果您要求更改子女撫養費，您還必須

提供支票登記表和銀行對賬單。 

如果子女撫養費，撫養權或探視權是問題，您還必須攜帶擬議的子女撫養費工作單

（worksheets）和/或擬議的撫養計劃。 帶著四份您提議的法庭命令。 

 每當您向法庭提交文件時，您必須給對方一份副本。 

我還應該帶什麼上法庭？ 

您的證人名單 - 提交原件。給法官和另一方各一份副本。 

附件 –如果您使用任何附件，請帶上您希望法官考慮的每份文件/紙張/照片的原件

和三份副本。提前把它們帶到法庭，以便書記可以在上面作標記。作一份附件清單

以便追踪。 

如果您的審判是關於子女撫養費 - 帶上您最近的工資單和 W-2，以及去年的報稅

單。利用您的收入和另一位家長的收入填寫子女撫養工作表。準備子女撫養令。所

有東西（文件或表格），都帶上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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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審判是關於贍養費 - 請帶上您最近的工資單和 W-2，去年的報稅單以及完

整的財務聲明。帶上您認為支持是否法院應下令支付贍養費的立場的任何其他文件

。所有的文件都請帶上四份。 

寫一份審判備忘錄 - 如果可以的話，寫一份您想要的和為什麼想要的簡短摘要。將

其分成幾部分：育兒計劃，子女撫養和贍養，財產分割。和債務。 

在法庭上我應該如何自處並質問證人？ 

這是有壓力的。盡您所能保持冷靜。法官可以給您選擇如何提出自己的證詞。您可

以： 

 問自己的問題，然後回答自問的問題 · 或者 

 講一個關於您的情況的簡短故事 

選擇一個計劃。關於您的案件中的重點, 為您自己寫下註解。法官們並不喜歡長的

證詞，特別是如果它們不符合案件的主題。如果您能簡單清楚地說明您想要什麼，

以及為什麼您認為您應該擁有，法官會很感激。總結您的要點，然後給出更多解釋

。 

您必須詢問您的證人問題。您也有機會質問對方的證人。 

寫下您認為重要的問題，以免忘記。列出您想要提交給法官的要點，以便在您交出

時能檢查它們。 

您可以提前與您的證人一起練習。對證人強調說出真相的重要性。 

在法庭上，您首先向證人詢問他們的姓名和地址。如果您的證人是輔導員或其他專

業人員，請問： 

 他們的工作是什麼 

 他們的學歷是什麼 

 他們工作多久 

然後詢問關於他們對您的案件的信息的具體問題。 

關於對方的證人，對方會首先質問他們。 法官會給您一個“反詰問（盤問）”他們

的機會（問他們有關您自己的問題）。 永遠不要問您不知道答案的問題。 答案可

能會傷害您的案件，而不是幫助您。 

如果您認為他們會重複他們的直接證詞，您可以選擇不反詰問（盤問）證人。 最

好等待他們的回答與他們自己的證詞相抵觸，這可以或者用您自己的證詞或者您的

其中一個證人的證詞。 

如果我需要更多幫助怎麼辦？ 

致電西北正義項目了解您的縣是否提供任何免費法律服務，或上訪華盛頓 LawHelp

網站 www.washingtonlawhelp.org。 在景縣，您可以預約與其中一家社區法律診所

的律師進行免費的半小時諮詢。 您也可以聯繫您當地的律師協會以獲取更多資源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


3210CH Getting Ready for a Hearing or Trial (Chinese) | March 2020 

 

4 
 

。 在預約前填寫所有文件。 這樣，律師可以更好地回答您的問題。 我們的出版物

稱為“準備好您的文書工作，這樣您可以獲得家庭法案件的幫助 Getting Your 

Paperwork Ready so you can Get Help with Your Family Law Case，可以幫助您為約

談做好準備。 

 

法庭行為提示 

 至少在審判開始前 15 分鐘到達法庭。永遠不要遲到。 

 當法庭通知您的案件要開庭，您的證人必須準備好去。如果您不需要證人出

庭數 小時，請確保通過快速的電話聯繫, 他們可以在 10 到 15 分鐘內到法庭

。 

 計劃整個上午留在法庭。您的案件可能不是第一個。 

 不要帶孩子去。如果您的孩子會與法官談話，他們應該在審判期間在法庭

外等候  

 您可以帶一位朋友來提供道義上的支持。一旦法庭宣告處理您的案件，那個

人一 定不可以說話。 

 進入法庭安靜地坐著，等待他們宣告處理您的案件。 

 在法庭内，不要：咀嚼口香糖，吃，喝，讀報紙，睡覺，戴帽子，聽耳

機，使用 手機，相機，照相手機，或攜帶武器。 

 在審訊前審閱您的文件。瞭解您的文件。如果您或您的證人之一已在案件中

提交 了聲明，則該人的證詞必須與他在聲明中所說的相同。在審訊期間，

您可以使用書面註解或大綱。 

 法官進入法庭時請起立。聽法庭工作人員的指示，他們可能會宣布您需要在

其他時間站立。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tips-on-how-to-get-your-paperwork-ready-so-yo?ref=z5nix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tips-on-how-to-get-your-paperwork-ready-so-yo?ref=z5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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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輪到您到法官面前： 

 

 輪到您的案子開庭時，書記或法官可能會讀出安排當時審理的所有案件。

當他們叫到您的名字時，您必須回答，如果被問到，告訴法官你的案件是否

是雙方當事人已同意的，一方缺席的，或者是否會有爭議的。 

 當他們要審理您的案件時，律師走到法官面前的桌子或講台前。面對法官

站著。法官會告訴當事人何時發言。只對著法官發言，並且只有在輪到時，

您才發言。  

 開始的陳述和結束的陳述：您可以在審判開始和結束時向法官發言。您應

該總結你想要的和為什麼要。簡潔。清楚。盡可能具體。 

 仔細聽。  

 不要打斷對方，也不要與對方談話，即使他們打斷了您的談話，或與您談

話。您要表現出禮貌和明理。即使對方無禮或謊言會給法官留下深刻的印

象，保持冷靜。你會輪到證明對方是錯的。  

 如果您需要解釋對方說的話，等待輪到您的時候才發言或要求再次發言。   

 當您與法官談話時，首先說出“法官閣下”。 

 大聲說話并且要清楚，以便法官可以聽到您的聲音。使用您理解的單詞，

短語和術語。手離開嘴邊。控制您的情緒。保持冷靜。  

 在提供證據支持您這方的故事時，不要不經心漫談。您可能有不到五分鐘

的時間發言。在處理您想說的內容之前，打電話給法院書記以查明您所在縣

的時間限制。 

 堅持事實。  

 不要談論不支持您的案子的問題。 

 提到法庭上的任何人，盡量不要只用名。  

 一次只能有一個人說話。法庭速記員在記錄法庭上所說的一切。他們一次

只能記錄一個人講話。 

 法官會提問。如果您不明白這個問題，就說不明白。在您完全理解這個問

題之前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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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答問題時花點時間。對這些問題，您需要盡量多花時間思考，以至於

了解它們並能提出您的答案。如果需要，解釋您的答案。 

 您可以承認您不知道某個問題的答案。 

 如果您要陳述日期，時間和地點，請準確無誤。如果您不能準確的說出， 

就說您衹是估計。 

 要有禮貌。   

 如果對方反對某件事，直到他們說明原因為止之前，請不要打斷，。 法院

將允許您答覆。然後法院將會對異議作出裁決。在異議未解決期間，不要與

另一方說話。 

 不要在法院的走廊或洗手間裡笑或談論案件。法官，對方或其律師或證人可

能會看到或聽到。 

 

 

 

當法官作出決定時： 

 控制您的情緒。 

 不要表達任何感激或異議。不要做鬼臉。  

 裁決後保持對法官的禮貌。詢問法官是您或另一方應該書寫法庭命令（判決

）。（法官不會寫下命令。）法官必須在命令生效前簽署。 

 在離開法庭之前，請確保您了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您需要回來再次進行法

庭審理嗎？你需要寫一個書面的法律論證或建議的法庭命令嗎？你需要做其

他事情嗎？法官是否會因審理的結果而頒發命令？有時候，命令在您等候的

時間馬上寫好 -。或者法官可能會考慮案件，稍後再寫命令，並寄給當事人

。如果您不明白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有禮貌地問。 

 不要在法庭上宣布您計劃上訴。上訴是您的權利。但是您的上訴決定與審判

法庭無關。  

本出版物提供有關您的權利和責任的一般信息。它並非旨在取代具體的法律建議。 

© 2020 Northwest Justice Project — 1-888-201-1014. 

（許可平等正義聯盟和個人用於非商業目的的複制和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