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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子女抚养计划或者

子女监护令 

❖ 您可以在网址 WashingtonLawHelp.org 上找到我们链接到的所有情况说明

书和“自己动手”的文件包。  

我应该阅读这份材料吗？  

应该, 如果您想更改法院的最终命令, 该命令规定了谁拥有您孩子的监护权以及孩子

与谁一起探望. 此命令可能是监护令或法令, 住宿时间表, 子女抚养计划或未成年人

监护结果和法令. 在此常见问题解答中, 我们将所有这些法令称为 “子女抚养计划”。  

子女抚养计划可以是您与前伴侣或一直照顾孩子的亲戚之间的计划。为了使事情变

得更容易，我们在此常见问题解答中仅提及“另一方家长”。  

❖  本常见问题中的“法官”一词是指法官或法院专员。  

另一方家长根据我们的最终子女抚养计划拥有监护权。自从我们得到

这个子女抚养计划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现在可以获得监护权吗? 

也许。您可以提交更改子女抚养计划的请愿书，并要求法院提供新的子女抚养计

划，为您提供监护权。 

当您在这种类型的请愿书中要求改变监护权时，这被称为 对您子女抚养计划的重

大修改。您需要向法院证明，孩子或另一方家长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某种实质性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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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根据州法律申请重大修改的一些具体原因： 

• 根据现行子女抚养计划，拥有监护权的父母已经让孩子与您一起生活了相当

长的时间。  

• 另一方家长的家对孩子的身体、精神或情感来说都是不安全的。让孩子们留

在另一方的家比将他们搬到您家更有害。  

• 法院在三年内至少两次因另一方家长不遵守子女抚养计划而将其定为藐视法

令，或将另一方家长定为刑事上的一级或二级监管干预。  

我在非父母监护权或未成年人监护权案件中失去了对孩子的监护权。 

我可以提交一份改变子女抚养计划的请愿书, 试图让我的孩子回来吗？  

可以. 您需要能够向法院证明您的情况已经好转. 您还必须证明, 重新获得您的监护

权不会伤害孩子. 请参阅 "更改非父母监护令以让您的孩子回来”, 以了解更多信息。  

我不想改变监护权。出于其他原因，我想要一个新的子女抚养计划。 

我该怎么办? 

您仍然可以提交申请更改子女抚养计划。根据您想要的更改类型，您的案例类型可

能是对您的子女抚养计划的微小修改。  

以下是您可能需要进行少量修改的一些情况示例： 

• 家长的工作时时间表已更改。在当前子女抚养计划中, 父母不能再探望孩子。  

• 父母希望带孩子度过比当前子女抚养计划允许的更长时间的假期. 孩子比您得

到现在的子女抚养计划时要大得多, 他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远离另一方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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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家长已经成为宗教信仰的成员, 这要求他们遵守当前抚养计划未涵盖的假

期。  

我有监护权。另一方家长出现了吸药品问题。我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子

女抚养计划来限制孩子与另一方家长在一起的时间吗？  

可以的，您可以为此提交更改子女抚养计划的请愿书。根据您想要对子女抚养计划

进行何种更改，这可能是一个主要或次要的修改。您需要向法院证明另一方家长的

吸药品问题以及此问题如何影响孩子。  

另一方家长和我同意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子女抚养计划，我们也同意该

新的计划应该怎么说。我们该怎么办？  

您可以提交同意了的请愿书以更改子女抚养计划。这将使您更容易获得一个新的子

女抚养计划，不同于如果您和另一个家长不同意您是否需要一个新的 子女抚养计

划，或者一个新的子女抚养计划应该说什么。我们的提交请愿书以更改子女抚养计

划, 住宿时间表或监护令一文里有一节关于如何提交商定好的请愿书. 

提交更改子女抚养计划的请愿书需要多少钱？  

如果您在得到子女抚养计划的同一郡县提交申请，法院将向您收取不超过 56 美元

的申请费。如果您在其他郡县或不同的案件编号下提交申请，则申请费可能高达 

260 美元。而且还将有复制成本，也许还会有派送档案（向其他方交付法庭文件）

的费用。如果您聘请律师，则必须支付律师费和其成本。  

如果我无力支付申请费怎么办？ 

如果您的收入很低，您可以尝试让法院取消（免除）申请费。请使用我们的要求法

院免除您申请费的文件包或者使用我们的自己动手面试计划，华盛顿表格在线，到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filing-a-petition-to-modifyadjust-a-parenting-1?lang=ES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filing-a-petition-to-modifyadjust-a-parenting-1?l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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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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ashingtonLawHelp.org 填写表格。  

另一方家长不想要新的子女抚养计划.在我的法庭案件中会有什么发生

?  

在您提交案件并且另一方家长回复您请愿书的时间已经过去后，将会有一个初步听

证会，称为充分理由听证会。  

这次听证会非常重要。法官将查看您和另一方家长提交的文档。您将有几分钟的时

间告诉法官您提交此案的摘要原因。 另一方家长将有几分钟的时间来说明为什么

他们认为您的案件不应该得到审判进行。然后，法官将决定您是否有正当理由（充

分的理由）提起诉讼。如果有正当理由，法官将对案件进行审判。如果没有，法官

将驳回此案。  

❖ 我们的提交请愿书以更改子女抚养计划, 住宿时间表或监护令文件包中，

包括了有关如何为充分原因听证会做好准备的建议。  

让案件进行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您可以继续尝试从法院获得新的最终子女抚养计划。根据您案件的事实，

您对新的子女抚养计划的需求有多迫切，以及您和另一方父母有多大程度的分歧，

您可以选择制定一个新的最终子女抚养计划：  

• 和解：您和另一方家长就新的子女抚养计划应该说的事项达成了谈判好的协

议。  

• 审判：您将出庭作证，让别人为您作证，并且提供证据。法官将决定您是否

需要新的子女抚养计划，如果需要，应该说明的事项。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filing-a-petition-to-modifyadjust-a-parenting-1?l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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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上庭日期之前需要法令，则可以获得临时法令。我们的要求临时家庭法之

法令:  请愿更改子女抚养计划案例文件包里有您可以使用的表格和说明。  

❖ 单亲父母：如果您案件中涉及的父母一方正在服现役，则适用于特殊规

则。请从家庭法律师那里获取咨讯。请参阅兵役和子女抚养计划修改: 

您在华盛顿州的权利以了解更多信息。  

我不想改变子女抚养计划。我与另一方家长在子女抚养计划方面遇到

了其他问题。我该怎么办？  

这取决于是什么问题。  

如果另一方家长没有遵循子女抚养计划，或者您需要更清楚地了解其条款，则应该

就藐视法庭或澄清条款向法院提交动议。我们的“藐视法庭动议：家庭法案例”文

件包有表格和说明。我们没有用于澄清条款动议的文件包。  

如果您想更改子女所得的子女赡养费，则应提交修改子女抚养令的请愿书。请参阅

如果您想修改(更改)您的子女赡养费法院命令, 以了解更多信息。您的“请愿修改

儿童赡养费的法院命令”文件包有表格和说明.  

如果我没有最终的子女抚养计划怎么办？  

如果法院从未签署过最终的子女抚养计划，您需要呈递一个不同类型的法庭案件而

获得一个。请参阅子女抚养计划: 一般信息,以了解更多信息。  

我想和我的孩子一起搬家。我是否提交申请更改子女抚养计划？  

请参阅有关华盛顿州搬迁法的问题和解答, 以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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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military-service-and-parenting-plan-modificat?ref=deJf4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military-service-and-parenting-plan-modificat?ref=deJf4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military-service-and-parenting-plan-modificat?ref=deJf4
about:blank
about:blank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changing-your-child-support-court-order?ref=TkL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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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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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哪里可以阅读有关更改子女抚养计划的法律？  

该法律的某些部分在华盛顿州修订法典 RCW 26.09 中有所规定。华盛顿州的大多

数公共图书馆都有华盛顿州修订法典（RCW）的副本供图书馆内使用。您也可以

在网址 apps.leg.wa.gov/rcw 上线阅读华盛顿州修订法典 (RCW). 

请查看您所在郡县的法律图书馆，看图书管理员是否可以帮您找到有关子女抚养计

划的判例法或法规。您可以使用华盛顿州县法律图书馆协会的目录找到一些联系信

息 ，网址为 bit.ly/39LLkC2. 

  

https://apps.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26.09
https://apps.leg.wa.gov/rcw/
https://wacll.weebly.com/directory.html


 

3104CHS “Modify parenting plan or child custody 

order” (Chinese Simplified) | July 2022 
 

 
p. 7 

 

获取法律援助 

• 面临被驱逐？请致电 1-855-657-8387。 

• 可在网站 CLEAR*Online - nwjustice.org/apply-online 进行在线申请  

• 遇到房屋止赎？请致电 1-800-606-4819。 

• 在 King 县面临法律问题（除外驱逐或止赎情况）？请于工作日上午 8:00-

下午 6:00,拨打 2-1-1（或免费电话 1-877-211-9274). 他们会将您转介至法

律援助机构。 

• 在 King 县以外地区面临法律问题（除外驱逐或止赎情况）？请于工作日上

午 9:15-中午 12:15，拨打 CLEAR 热线 1-888-201-1014；或者登录 

nwjustice.org/apply-online 进行在线申请。  

• 在 King 县以外地区面临法律问题的老年人（年满 60 岁）也可拨打电话 

1-888-387-7111 联系 CLEAR*Sr。 

• 失聪、听力障碍或语言障碍者，可拨打以上任一号码使用所选的中继服务。 

CLEAR 和 2-1-1 将提供口译服务。 

本出版物提供有关您权利和责任的一般信息。 不能替代特定的法律建议。  

© 2022 西北司法项目 — 1-888-201-1014. 

（复制和分发的许可仅授予用于非商业性的平等公正联盟和个人.）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