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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安置途径
监护
永久安置支持计划

在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和法律严格保护儿童权益，使他们免受伤害并有安全的生活。确保
儿童能与自己的家人安全地在一起生活是政府部门的首要任务之一。如果儿童在自己家
中生活缺乏安全，我们必须为他们找到另一处安全的地方。
针对缺乏家庭安全的少年儿童，我们正在作出一些改变，调整对他们支持的方式。我们把这一系列改变称为
永久安置支持计划（Permanency Support Program – PSP）。

“永久安置”
（Permanency）是指少年儿童能够在一个安全和永久的家庭中生活并得到照顾和关爱。此外，这
也意味着他们能与朋友、家人、社区和文化保持互动联系。长久安定的环境能够让儿童将来成年之后有更多的
机会拥有快乐以及独立的生活。
我们正在努力工作，支持儿童能够有一个长久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些变化将确保他们不会错过一个充满关爱
和稳固的家庭能够带来的美好经历。FACS的个案管理员（caseworkers）与其他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将为达
到这一目标紧密协作。这项计划旨在满足儿童的个人需求。

对少年儿童的意义

我们要确保少年儿童的安全并让
他们感到快乐。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充
满关爱的家庭，而最好方法是制定
一套计划，让他们得到一个长久安
定的家。我们称这为“永久安置目标”
（permanency goal）。制定永久安
置目标能够为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带
来明确性和稳定性，知道儿童未来将
在何处居住。儿童未来的永久家庭将
因人而异，取决于每一名孩子的不同
需求。
个案管理员将与儿童、家庭和其他疼爱
孩子的人们一起制定永久安置方案。每
一名少年儿童都将有机会参与决策。所
有人都将紧密协作，争取达到最好结果。

永久安置途径

让儿童拥有一个安全和充满关爱的家庭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我们把这些方式称为安置途径（pathways）。
永久安置途径可以是：

家庭维系

家庭重整

这是指在安全的情况下，
让儿童与其亲生父母、
家人或亲属继续在一起
生活。

这是指在安全的情况下，
将儿童返回给亲生家庭，
让他们与家人一起生活。

开放性领养1

监护

这是指一名儿童合法
地成为另一个家庭的
永久成员。

这是一名或多名
儿童亲生父母以外的
人对儿童履行法定
养育责任，直至儿童
成年为止。

长期照顾抚养

这是指对一名儿童作出的长期照顾养育安排
（例如与寄养家庭照顾者或亲属一起居住生活）。

在能确保儿童安全的前提下，家庭维系（preservation）和
家庭重整（restoration）始终是我们首选的安置途径。
我们
将会评估每一名儿童的个人情况，考虑他们的最佳利益，
从而决定最终的安置途径。

领养安置途径不适用
于原住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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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

少年法庭（Children’s Court）在确认一名儿童无法安全地与其亲生父母生活后可以作出监护令。如果儿童的父母
双方都同意，法庭也可以作出监护令。监护令的目的是确保儿童有一个可以安全生活的家，并能够与他们的亲生
家庭以及文化保持联系。

监护令生效后，儿童即由监护人（guardian）照顾抚养。监护人
是指能够在儿童年满18岁之前，为儿童提供一个充满关怀和安
全的家庭的人员。监护人需要目前与少年儿童之间存在积极良
好的关系。家庭成员、家庭朋友或曾是儿童的照顾者都可能有资
格担任监护人。

监护人有权决定与儿童养育有关的所有事务，包括他们的健康
和教育。监护人必须遵照要求，安排儿童与他们的亲生父母见
面。监护人还将确保儿童参与他们的文化和社区活动。

任命监护人的流程
Here’s how guardianship hap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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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个案管理员将与所有
人讨论最有益于儿
童权益的永久安置
方案。

如果需要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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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个案管理员将会
Caseworkers
make
sure
确保每个人都知
everyone
道监护的含义。
knows what
guardianship
means.

7
COURT
法庭命令ORDER

法庭审核所有证据之
The
Court looks at
all
of the evidence
后作出决定。
and makes a
decision.

决定

如果这是最佳选择，
任命监护人则会被列为
If
it is the best option,
guardianship is
set
as the child’s permanency goal.
儿童的永久安置目标。

The
caseworker will 接受
个案管理员将做好准备，
prepare
for the
评估。他们将收集有关儿童、他
assessment. They will
们的家庭以及有愿望成为儿童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the
监护人的候选人资料。他们会
child, their family, and the
查看所有信息，确保任命监护
person who wants to become their
人是适合儿童需求的方案。
guardian.
They will look at all the
information to make sure
guardianship is right for the child.

6
APPLY
申请

如果FACS批准申请监护权，
他们
If
FACS approves the
guardianship
application they
将向新南威尔士州少年法庭
will lodge the
documents
（Children’s
Court）
提交相关 in
the
NSW Children’s Court.
文件。

查询和帮助

了解有关永久安置支持计划以及不同的安置途径的详情，
可向你的个案管理员查询。个案管理员能够提供建议与帮助。
他们的工作是支持儿童、家庭和照顾者。
电邮信箱：permanency.support@facs.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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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一名有资格的授权人员将会：
A
qualified person:
取儿童以及对他们有重要
hear
the views of the
• 听
意义的人员的意见。
child and the people who
are important to the
• 考虑监护候选人是否合适。
child.
• 考虑任命监护人是否是符合
consider if the person
儿童境况的正确选择。
who wants to become
their guardian is suitable.

consider if guardianship
is right for the child.

5
PROGRESS
进展

个案管理员收集并向法庭提交申
Caseworkers collect evidence the
Court needs 供其考虑是否批准
to consider a
请所需的证据，
guardianship
application.
监护权申请。
监护权申请所涉及的
Everyone involved in a
每一名当事人都应该各自获取法
guardianship application should
律建议。
have their own legal help.

了解永久安置支持计划（Permanency Support Program）
的详情可阅读 www.facs.nsw.gov.au/psp

进一步了解监护权的详情可致电1300 623 416查询或发送电邮
至 guardianshipinformation-NSWFACS@facs.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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