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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贍養是非常重要的
兒童需要父母雙方來贍養。當父母不與兒童住在一 
起時，兒童贍養費是為滿足兒童之基本需求所支付 
的金錢。
¡	兒童的基本需求包括衣、食和住
¡	亦可包括日間照護和醫療保險
¡	兒童贍養不僅僅是父母付出的時間、愛和情感支持
¡	照顧孩子的需求可為他們提供更為健康和安全 

的生活
¡	我們對兒童贍養費的收繳或支付不作保證

兒童贍養處
社會福利服務部轄下的兒童贍養處 (DCS) 負責為那些父
母一方或雙方不在家中居住的兒童收繳兒童贍 
養費，包括獲得公共援助金的那些兒童。
父母和照護者可要求 DCS 幫助收繳兒童贍養費及強制
參加醫療保險。 

若您尚未有兒童贍養令，則 DCS 可建立行政兒童贍 
養令。DCS 亦可轉介個案以確立親子關係。
欲知 DCS 之詳情，請：
¡	撥打我們的號碼 800-457-6202

¡	或造訪我們的網站 www.childsupportonline.wa.gov

www.childsupportonline.w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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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 可幫助您... 
¡	為您的孩子獲得兒童贍養令
¡	確立親子關係
¡	收繳目前和以往的兒童贍養費
¡	強制執行醫療贍養義務
¡	修改您的兒童贍養令

¡	與其他州合作來代您收繳贍養費

DCS 無法幫助您...
¡	解決兒童監護或探視糾紛
¡	強制執行共有財產清算
¡	收繳律師費

¡	解決其他與兒童贍養不相關的債務

申請 DCS 服務
父母或照護者可於下方下載表格：

www.childsupportonline.wa.gov
（按一下兒童贍養費表格）

- 或者致電 - 
800-442-KIDS (800-442-5437) 

 索取申請表。

將填妥的申請表寄送至： 

DCS
PO Box 11520

Tacoma, WA 98411

獲得公共援助金的父母或照護者無需申請表，因為社區
服務部可向 DCS 提供所需資訊。

公共援助
父母或照護者難以擔負起滿足兒童所有需求的全部 
責任。有時，父母和照護者必須透過現金公共援助來獲
得納稅人的幫助，從而支付兒童的住房、食品和醫療 
需求。該援助被稱為貧困家庭臨時援助 (TANF)。
¡	當父母或照護者為其家中的兒童或被寄養的兒童獲

得公共援助金時，州政府會保留任何收繳的兒童贍養
費。

¡	當該家庭不再需要公共援助時，DCS 會收繳兒童贍養
費並發送給父母或照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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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該家庭不再獲得公共援助時，州政府可保留部份的
兒童贍養費。

欲知公共援助之詳情，請撥打社區服務部的電話  
800-865-7801。

或造訪網站 www.washingtonconnection.org 進行申請、更新
或報告變更。

親子關係
當未婚父母中的母親和
父親自願同意男方是父
親並雙方簽署了親子 
關係確認書時，未婚父 
母可確立親子關係 
（父親身份）。在某些個
案中，DCS 亦提供基因檢
測來確認父親身份。 
其他個案會被轉介到最
高法院採取措施。確立親
子關係可促使簽發用於
解決兒童贍養義務的 
命令。它亦可幫助兒童 
獲得醫療保險、退伍 
軍人福利金或社保福 
利金。

合法確立親子關係有三種方法：
¡	在兒童出生前結婚。
¡	簽署一份叫作親子關係確認書的法律表格並提交 

給衛生廳。若父母雙方均同意簽署此表格，則出生證
明將確認父親的姓名。

¡	獲得法院令。

欲知詳細資訊，請透過以下方式聯絡我們：
¡	致電 1-800-442-5437

¡	或造訪我們的親子關係確立網站  
www.childsupportonline.wa.gov（按一下確立親子關係） 

法院令
在華盛頓州，最高法院和部落法院可建立命令並決定誰
應支付兒童贍養費。法院令可針對離婚、監護、親子關
係及/或其他兒童贍養相關問題。惟有法院方能修改法
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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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 無法變更法院令中的措辭。州法律規定，DCS 應嚴
格遵照法院令的內容。當 DCS 建立兒童贍養令時，我們
包含了一條醫療贍養條款，要求父母雙方均提供醫療保
險（當可透過僱主或工會獲得時）。

拖欠債務
¡	DCS 和法院可使用華盛頓州兒童贍養費明細表並依據父母

的支付能力來設定每月兒童贍養費付款金額。
¡	未付的兒童贍養費會變成被稱為拖欠債務的欠債。
¡	欠監護父母的以往兒童贍養費或欠 DSHS 給予兒童的 TANF 

援助金都是拖欠債務。

變更兒童贍養令（修改）
若您想要 DCS 覆審您的贍養令，請致電 DCS 要求進行修
改覆審。父母亦可自行，或在家庭法協辦員或私人律師
的幫助下修改兒童贍養令。協辦員可能能夠幫助進行代
表自己（親自）修改流程。即是說，在不求助律師的情況
下親自出庭。有時，代表自己流程是較快的變更兒童贍
養令的方式。
要找到您縣書記官辦公室中的協辦員，請致電  
800-933-6772。
¡	或造訪 www.courts.wa.gov 或 www.mrsc.org。

向 DCS 付款
有些命令容許付款人將款項直接發送給監護父母。其他
命令則容許付款人透過私人支票、網路或電子資金轉賬 
(EFT) 將款項發送給 DCS。關於 EFT 和網路付款之資訊，
請致電 800-468-7422 或流覽 DCS 網站  
www.childsupportonline.wa.gov。
大多數贍養令都提供收入扣繳，即是說，要求僱主從非
監護父母的淨收入（合法扣除必要款項後餘下的金額）
中扣繳贍養費，然後將錢款發送至華盛頓州贍養登記系
統 (WSSR)。DCS 在大多數情況下皆可採取扣繳措施，即
便是非監護父母未拖延付款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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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支票或匯票寄送至：

WSSR 
PO Box 45868 

Olympia, WA 98504-5868
為確保準確辦理，請務必在付款時清晰註 

明您的姓名和社保號

向父母和照護者付款
監護父母可透過直接存款或被稱為 DCS 卡的預付借記
卡來接收兒童贍養費。該等方法可讓 DCS 透過電子方
式來存款。DCS 卡上有 VISA 標誌並容許 DCS 存款，從而 
ATM 機或接受 VISA 卡的銷售點可分發兒童贍養費。
直接存款和 DCS 卡授權表位於 DCS 網站  
www.childsupportonline.wa.gov（按一下兒童贍養處表格）。 
欲知詳情，請致電 1-800-468-7422。

可延遲個案活動的原因
¡	DCS 需花些時間從最高法院接收法院令並建立案例
¡	有時，DCS 找不到非監護父母來接收法律文書、扣押工資或

其他資產
¡	有時，非監護父母會申請聆訊來對兒童贍養費或拖欠債務進

行質疑
¡	若非監護父母正獲得公共援助或是失業，DCS 可能無法收繳

贍養費

¡	若監護父母未提供目前地址，付款或會延遲

強制執行
州和聯邦法律為 DCS 提供了許多工具來收繳兒童贍 
養費。當使用收繳工具時，我們稱之為「強制執行」。 
我們用於收繳兒童贍養費的些許工具包括：
¡	扣押工資和其他收入，如失業金和退休金
¡	吊銷駕駛、釣魚、狩獵和其他執照
¡	扣押並出售汽車、船艇和其他交通工具
¡	查封投資、儲蓄和支票賬戶
¡	扣押 IRS 退稅、遺產和彩票獎金
¡	拒絕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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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州
當父母住在其他州時，州和聯邦法律容許各州協作。DCS 
可要求其他州幫助確立、修改和收繳兒童 
贍養費，同時其他州可要求 DCS 幫助它們。

由於所有的州法律並不是相同的，因此當兩個或更多個
州共同處理一個兒童贍養個案時，可能難以收繳 
定期付款。發生這種情況時，DCS 會試著找到並扣押 
工資。有些州會收取服務費，而有些州會對未付的拖欠
債務餘額收取利息。若您從未為家裡的兒童領取過貧困
家庭臨時援助計畫 (TANF) 補助金、部落貧困家庭臨時
援助計畫 (TANF) 補助金或者有贍養子女家庭之補助金 
(AFDC)，則華盛頓州將收取 25.00 美元的年費。華盛頓州
將對其他州收取利息。

部落個案
有些美國土著部落擁有自己的兒童贍養項目。當父母是
部落成員、住在保留地或為部落工作時，其他部落可能
擁有自己的兒童贍養法律和流程來確立和強制執行兒
童贍養個案。DCS 與部落合作來確立和強制執行兒童贍
養個案。

關於部落兒童贍養之資訊，請致電 DCS 或流覽我們的網
站 www.childsupportonline.wa.gov（按一下部落關係）。

當發生下列情況時，父母雙方均應告知 DCS：
¡	兒童遷入或遷出家庭
¡	您搬遷至新地址
¡	您變更了自己的姓名
¡	有新的法院令
¡	您或兒童繼續獲得公共援助金、社保殘障 (SSD) 福利

金或安全收入津貼 (SSI)

DCS 會聯絡父母和照護者，詢問他們是否有資訊來 
幫助收繳兒童贍養費。若非監護父母出現下列情況， 
請告知我們：
¡	變更工作、失業或受傷
¡	使用其他的姓名和社保號
¡	擁有汽車、住房或投資或銀行賬戶
¡	有可能瞭解資訊的家人和朋友
¡	正被關押、坐牢或工作假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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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 
若您或您的孩子處於危險之中，您可以求助。身體虐待
是犯罪行為。
¡	報警
¡	撥打家庭暴力求助熱線 800-562-6025
¡	撥打兒童保護服務處 (CPS) 的電話 800-562-5624  

或 866-ENDHARM
¡	撥打地址保密計畫 (ACP) 的電話 800-822-1065
¡	告知您的贍養義務執行官或公共援助工作人員。 

州法律要求我們在認為兒童成為暴力或忽視的受 
害者時進行舉報。

殘障人士 
DCS 為聽障人士提供幫助。 
¡	撥打我們的 TDD 熱線 360-664-5011

我們亦可安排手語譯員和口譯員。
¡	撥打我們的號碼 800-820-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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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您希望照顧您的孩子。
讓我們來幫助您。

Everett: 800-729-7580 everett-dcs@dshs.wa.gov 
 425-438-4800

Kennewick: 800-345-9981 ken-imail@dshs.wa.gov 
 509-374-2000

Olympia: 800-345-9964 oly-imail@dshs.wa.gov 
 360-664-6900

Seattle: 800-526-8658 seattle-dcs@dshs.wa.gov 
 206-341-7000

Spokane: 800-345-9982 spomail@dshs.wa.gov 
 509-363-5000

Tacoma: 800-345-9976 tacoma-dcs@dshs.wa.gov 
 253-597-3700

Vancouver: 800-345-9984 vancouver-dcs@dshs.wa.gov 
 360-696-6100

Wenatchee: 800-535-1113 wenatchee-dcs@dshs.wa.gov 
 509-886-6800

Yakima: 800-441-0859 yak-imail@dshs.wa.gov 
 509-249-6000

Headquarters: 800-457-6202 dcs-cru@dshs.wa.gov 
 360-664-5000

城市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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