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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常识 

 

 仅当您居住在华盛顿州时，请阅读本手册。  

 您可以链接到网站，WashingtonLawHelp.org，找到我们此处的所有资

料介绍。  

我可以离婚吗？  

可以，如果所有以下事实是真的： 

 您合法结婚，或者在其他州或者其他国家通过普通法合法结婚。（华盛顿没有

普通法婚姻。 ） 

 您或您的配偶住在这里且计划留在这里，或者您在军队里服役，并且在您提

交离婚申请后将在这里驻扎至少 90 天。  

 一方配偶认为婚姻破裂（无法复婚）。 

 您开始提交离婚申请（入档）并送达对方（已交付给您的配偶）离婚传票和

离婚申请。  

 自您提交并送达离婚申请和传票后，至少已有 90 天。  

我的配偶不希望离婚。这重要吗？  

没有关系。如果以上都属实，法官无论如何都会批准离婚。但您的配偶仍然可以争论法官

应该如何裁决以下事项：请参阅下面的“离婚、分居或无效判决可以做什么”。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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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合法分居”？  

在合法分居案件中，法官就所有与离婚有关的问题签署法令，包括育儿计划，子女抚养费

以及财产和/或债务分割。以下是合法分居与离婚的不同之处： 

 如果分居人士的宗教信仰不鼓励离婚，他们通常会选择分居。  

 您的婚姻没有结束。  

 除非您将分居令转换（更改）为离婚令，否则您不能合法再婚。 

 社会福利局在计算福利时不会将合法分居考虑在内。  

请参阅合法分居：一般常识 (Legal Separation: General Info)，以了解更多信息。  

如何将分居转变为离婚？ 

我们的“使用将您的法定分居更改为离婚的文件包” (Changing Your Legal Separation 

to a Divorce) 带有执行此操作的表格和说明。  

什么是婚姻废除？ 

也称为婚姻无效，是一种法院行径，使婚姻好像从未发生过。夫妻双方均可提出申请。如

果配偶同时与一个或超过一个的其他人结婚，则较晚婚姻的孩子或其他合法配偶可以提出

婚姻无效要求。  

如果以下所有事实成立，那您就可以让法院宣布您的婚姻无效而不是离婚： 

 配偶双方都还活着 

 至少有一个配偶生活在华盛顿州（或在军队中并驻扎在这里） 

 您可以按华盛顿州法案 RCW 26.09.040(4)(b)中列出的无效原因证明婚姻无效 

(apps.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26.09.040) 

婚姻无效的原因包括：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legal-separation?ref=dxefF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legal-separations-what-if-i-want-a-divorce-or?ref=BBhZq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legal-separations-what-if-i-want-a-divorce-or?ref=BBhZq
http://apps.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26.09.040
https://apps.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26.0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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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一方太年轻而不到结婚年龄 

 配偶之间有血缘关系 

 配偶一方已经与他人结婚 

 配偶一方在结婚时由于精神上无思考能力，或使用酒精或毒品而没有能力同

意婚姻 

 上述情况消失后，配偶不能一起生活。例子：女方结婚时只有十五岁

。 她一直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直至 18 岁以后。法院不会宣布其婚姻无效

。  

离婚、分居或婚姻无效法令可以产生什么结果？  

法官裁定双方婚姻关系已经结束。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也将照章办理： 

 分割婚姻期间的财产和债务 

 下令为配偶一方提供适当的生活费用（抚养费） 

 更改配偶一方的姓名 

 根据需要下达法院限制令或保护令，以保护配偶和/或任何子女免受另一方配

偶的伤害 

 为 18 岁以下的孩子下父母监护令和探视令（育儿计划） 

 命令某方配偶支付子女抚养费 

华盛顿州法院有管辖权来审理我的案件吗？  

这取决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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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和您的配偶现在都住在华盛顿州，这很简单。法院可以裁决您案件中的所有事项。 

即使您的配偶现在不住在这里，如果他们在婚姻期间住在华盛顿并亲自收到离婚文件（您

已将法庭文件交还给他们），法院仍可就某些财务事项作出裁决。  

 华盛顿州法院对其他州或其他国家的财产没有管辖权。  

离婚法庭可以裁定谁监护我们的孩子吗？  

可能可以。有部分取决于您的孩子在华盛顿居住了多长时间。请参阅哪个法院可以下达监

护令？(Which Court Can Enter Custody Orders?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Jurisdiction) 有

关管辖权的问答。  

没有律师我可以离婚吗？ 

可以，但是如果可能的话，通常最好的是去咨询一位律师。您也可能不知道您有未知的权

利。示例：您配偶退休金计划可能有您的一份利益。  

填写离婚文件后，您也许可以雇律师审查，这费用应该值得付出。某些律师会降低对这类

个案的费用。  

我还能得到什么其他帮助？ 

 使用我们网站上的自己动手问答项目，“华盛顿州在线表格”（

WashingtonLawHelp.org ），以填写离婚表格。  

 在我们 WashingtonLawHelp.org 网站上提供的文件包里有表格和说明，可帮

助您自己的离婚或分居。  

 西雅图的法律之音（legalvoice.org）有更多关于离婚问题的信息。  

 法院书记员或调解人还会有其他您可以使用或必需的文件包。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which-court-has-the-right-to-enter-a-custody?ref=oi3HO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
https://www.legalvo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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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志愿律师项目和法律服务办公室通常提供课程，以帮助您填写表格并解

释如何呈送诉讼。  

 如果您和您的配偶有孩子，无法负担律师的费用，并且您打算自己申请，您

可以要求法官任命诉讼监护人（GAL）进行调查，并就孩子的最佳状况向法院

报告。 一些郡县免费提供家庭法院调查员，法院指定的特别辩护人（CASA）

或诉讼监护人（GAL）。在其他郡县，父母必须为提供的服务付费。请参阅“

家庭法案件中的诉讼监护人”( Guardian ad Litems in Family Law Cases)，以

了解更多信息。  

我在哪里可以了解更多信息？  

请参阅终止在华盛顿州有孩子婚姻的离婚和其他选择 (Divorce and Other Options for 

Ending Your Marriage with Children in Washington State)，或参阅终止在华盛顿州无孩子

婚姻的离婚和其他选择 (Divorce and Other Options for Ending Your Marriage without 

Children in Washington State)。  

 

获取法律帮助 

 

 使用 CLEAR*Online 在线申请：nwjustice.org/apply-online 

 在金郡面临法律问题（除驱逐或取消赎回权之外）？请于周日上午 8 时至下

午 6 时之间拨电话 211（或免费电话 1-877-211-9274），其会将您转介到法

律服务机构。  

 在金郡以外面临法律问题（除驱逐或取消赎回权之外）？周日从 9：15 上午

至中午 12：15 ，请致电 CLEAR 热钱号码 1-888-201-1014，或者 

CLEAR*Online 在线申请：nwjustice.org/apply-online 

 面临驱逐？请致电 1-855-657-8387. 

http://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how-to-request-a-guardian-ad-litem-gal-for-di?ref=4OIUk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ending-your-marriage-or-domestic-partnership-1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ending-your-marriage-or-domestic-partnership-1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ending-your-marriage-or-domestic-partnership-1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ending-your-marriage-or-domestic-partnership-1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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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临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请致电 1-800-606-4819。  

 金县以外有法律问题的老年人（60 岁及以上）亦可以致电 1-888-387-7111

来联系 CLEAR * Sr。  

耳聋、听力障碍或有语言障碍的残疾人士可以使用他们选择的中继服务拨打这些

号码中的任何一个。  

将提供口译员。 

  

  

该出版刊物提供关于您权利和责任的一般信息，没有意图取代特定之法律咨询。  

© 2022年西北地区司法项目（NJP）  — 1-888-20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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