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家庭與婚姻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有時候卻

有充份理由迫使你結束你的婚姻。這些理

由包括家庭暴力和兒童虐待事件。如果你

在考慮是否該結束你的婚姻，你不用感到

孤單，有許多人的情況和你一樣，而且你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考慮你的選擇考慮你的選擇考慮你的選擇考慮你的選擇 

 

如果你想要結束你的婚姻，在加州你有四

種合法的選擇: 

 

1. 離婚離婚離婚離婚 (Divorce) 

2. 合合合合法分居法分居法分居法分居 (Legal Separation) 

3. 協議離婚協議離婚協議離婚協議離婚 (Summary Dissolution) 

4. 婚婚婚婚姻無效姻無效姻無效姻無效 (Annulment) 

 
就算你不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即使

你是非法居留，你還是有以上的選擇。 

 
����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如果你還未準備採取任任法律行動，卻卻卻

和配偶分開居住，遠離對方，你是有權利

這 樣 做 的 。 這 叫 做 分 居分 居分 居分 居 (Physical 
Separation)。你無無要配偶的同意或法庭

申令令可逕逕逕離。 

 
移民考慮移民考慮移民考慮移民考慮 

如果你不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那麼

你或你的配偶在考慮結束婚姻時，一定要

先找位移民律師和家庭法律顧問諮詢，尤

其是如果你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身為家

庭暴力的受害者或可申請某些移民補償。

但是離婚或婚姻無效的裁定有可能會影響

你的權益。 

選擇一選擇一選擇一選擇一: 離婚離婚離婚離婚 
 

離婚即即法結束婚姻關關。離婚可以幫助

你處理許多問題，如子女監護權，扶扶權

及探探權，子女及配偶贍扶，與資產及債

務分配。 

 
如果你要在加州離婚，你需要知道某些重

要的事情: 

 

1.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配偶不需要同意離婚配偶不需要同意離婚配偶不需要同意離婚配偶不需要同意離婚. 你只要填寫正

確的文件和依照正確的程序就可以和配偶

離婚。  

 

2. 你你你你不需要有特別的不需要有特別的不需要有特別的不需要有特別的原因原因原因原因才能離婚才能離婚才能離婚才能離婚. 你和你

的配偶不合就是充份理由。 

 
3. 加州居住條件加州居住條件加州居住條件加州居住條件: 如果你或你的配偶身為加

州居民至少六個月，你就可以在加州申請

離婚。有一些縣也有居住條件。譬如，如

果你要在洛杉磯縣申請離婚，你或你的配

偶必須在洛杉磯縣住了至少三個月才能在

當地申請。 

 

4. 六個月規定六個月規定六個月規定六個月規定: 離婚最最生效效是當送

達離婚通通書後的六個月月一效。『送

達』』service）一詞是指對方在法律律收到

你申請的離婚通通書。 
 

譬如譬如譬如譬如:  你在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申請離

婚。你的配偶在二零零七年一月二日在

法律律收到你申請的離婚通通書 (這是

送達送效送)。你送離婚最最生效效效

2007 年七月三日(送達送送六個月月一

效)。  
 

 

離婚問題離婚問題離婚問題離婚問題 

 

A. A. A. A. 子女子女子女子女監監監監護權護權護權護權::::    

如果你和你的配偶有子女但無法同意如何

分擔監護權，你可以請法庭做決定。做決

定時，法庭會以子女的利益子女的利益子女的利益子女的利益來做決定，並

非父母的利益。 

 

子女監護權有兩種形形。父父父父父父父父

慮卻慮慮劃分這兩種監護權。 

1. 法法法法律律律律監監監監護權護權護權護權    (為子女作決定的權利，

如教教、醫醫、宗教及財物方面的決

定。) 

    主要法主要法主要法主要法律律律律監監監監護權護權護權護權: 

  你可以為子女做所有的決定。 

或 

 共同共同共同共同法法法法律律律律監監監監護權護權護權護權:  

  父母雙方一起為子女做決定。 

 

2.  人身人身人身人身監監監監護權護權護權護權 (子女主要與誰住的權利) 

    主要人身主要人身主要人身主要人身監監監監護權護權護權護權: 

   子女主要與你住。 

或 

 共同共同共同共同人身人身人身人身監監監監護權護權護權護權:  

  子女在父母雙方之間來往。 

 
如果你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你也許有法

定權利來取得單方監護權。請與家庭法律

顧問諮詢。 

 

B. 子女子女子女子女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權權權權: 

就算你有單方人身監護權，你的配偶還

是有權利要求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權權權權。如果你是家庭暴

力的受害者，那麼你有權利要求探探時

在第第第監探或督督下進行(監監監監探探探探權權權權)讓
你的配偶無法獨自與你的子女在一起。 

 

 

C.C.C.C. 子女子女子女子女撫養撫養撫養撫養費費費費: 

如果你有單方人身監護權或你比你的配偶

擁有較多的人身監護權，你有權利要求子

女撫養費。你可以得到的撫養費是依照你

的收入、你配偶的收入、與你配偶探望你

們子女的次數來決定。 

 
D. D. D. D. 配偶配偶配偶配偶贍養贍養贍養贍養費費費費::::    

夫妻雙方都可提出配偶贍養費的要求，但

如果剛開始辦離婚時沒有提出要求，你就

會失去這項權益。如果你要得到贍養費，

你必須要對法庭證明你需要那筆贍養費而

你的配偶付得起那贍養費。配偶贍養的金

額及期限是依收入、生活水平、與婚姻長

短等來決定。你的婚姻越久，贍養期限就

可能越久。 

 

E. E. E. E. 資產及資產及資產及資產及債務債務債務債務::::    

加州乃屬夫妻共有資產 (community property) 

的一州。結婚後到分居前，任何一方配偶

努力所得資產(例如薪資)，乃屬共有資產共有資產共有資產共有資產，

而雙方應該婚後劃分。這包括資產及債

務。在結婚前或分居後所得到的資產，禮

物及遺產，則仍屬原所得人的獨獨獨獨有有有有財財財財產產產產，

雙方婚後不應該劃分。不過﹐也有一些特

殊的例子，譬如婚姻期間得到的禮物及遺

產便算是獨有財產。 

 

你與你的配偶雙方都有權利向法庭上訴你

們認為什麼是共有資產，什麼是獨有財

產。你應該把所有的財務，資產及債務文

件蒐集好，讓所有的財產都能夠公平地劃

分。 
 
 
 



如欲如欲如欲如欲索索索索取取取取更更更更更更更更資資資資訊訊訊訊，，，，請請請請洽洽洽洽: 

亞亞亞亞太太太太太太太太法法法法律律律律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213-977-7500 

213-977-7595 (fax) 

www.apalc.org 

選擇二選擇二選擇二選擇二::::    合合合合法分居法分居法分居法分居    

          

有些人因為文化或宗教信仰而不想申請離

婚。合法分居合法分居合法分居合法分居與離婚非常相似。你需要處

理和離婚一樣的問題，可是在法律上你們

還有婚姻的約束。你不能再婚而有可能會

在某些罕見的情況下需要為你的配偶負擔

起財務的責任。與離婚不一樣的是夫妻雙

方都必須同意合法分居。如果有一位要求

離婚，該項申請將視同離婚。 
 

選擇三選擇三選擇三選擇三: 協議離婚協議離婚協議離婚協議離婚 

 
如果你符合條件，協協協協議議議議離婚離婚離婚離婚是一個透透透

易易易易的法庭程程來結束婚姻關關送關

法。條件是你們之間間有子女、結婚不到5

年、很很或間有共有資產及債務、以及夫

妻妻方均不要求對方付贍扶費 。你你你你

卻符合離婚的居住條件。妻方都你你同意

並簽簽。 
 

選擇四選擇四選擇四選擇四: 婚婚婚婚姻無效姻無效姻無效姻無效 
 

婚姻婚姻婚姻婚姻無無無無效效效效即探婚姻從從生效透。你唯一可

以申請婚姻無效送關法效無無你無以無無

你送你你效即你以下其中一個的理由: 詐

騙，重婚，亂亂，不治的精神疾疾，監

禁，或一方在結婚時從達法定年年。 
 

����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如果你不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那麼

你或你的配偶在打算申請婚姻無效之前，

請先找位移民律師諮詢。婚姻無效可能會

影響你的移民身份。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家庭法律家庭法律家庭法律家庭法律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以下是一些特別的家庭法律選擇。申請時

你不需要有合法移民身份。 

 
行行行行使使使使父權父權父權父權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如果你與你子女的父親未婚，你可以選擇

申請行行行行使使使使父權父權父權父權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這讓你處理子女監護

權、子女探視權及子女贍養費。行使父權

也會裁定你的子女法律上的父親是誰。過

程與離婚相似，可是因為雙方並未結婚，

你不能要求配偶贍扶費與資產及債務劃

分。 

 
各各各各種種種種禁禁禁禁制制制制令令令令 

如果你與你的配偶之間的關係存有家庭暴

力而你覺得你有危險，你可以馬上向法庭

訴請禁制禁制禁制禁制令令令令。這這法律文件會命令你的配偶

或伴侶遠離或不准聯聯和騷騷你。如果你

們之間有子女，你可以要求法庭發出臨臨

監護權令。無無你父已經結婚，你可以要

求法庭發出臨臨令來令令你送資產。你以

後可以申請像離婚這些較永久的選擇。 
 

回答法回答法回答法回答法院院院院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假使你的配偶或伴侶率先在家事法庭起訴

你，你要馬上請求幫助。 為了不失去寶貴

的權益，你需要做及時與正確的回應。譬

如，你在法律上收到離離離離婚婚婚婚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後必須在

30 天之內答辯。如果你不及時回應，你的

配偶無需你的同意便可完成離婚。 

 

 

 

 

 

 

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RESOURCES 
法律協助法律協助法律協助法律協助 

Asian Pacific American Legal Center (亞太太法律中心) 

•  語語: 更種亞洲語語   (213) 977-7500 

•  中文熱線                                        (800) 520-2356 
 

Legal Aid Foundation of Los Angeles  

洛洛洛法律律律基基會  

•語語: 西語＆更種亞洲語語  (800) 399-4529 

                                                  

Neighborhood Legal Services             

社區鄰鄰法律律務 

•  語語: 西語＆更種亞洲語語  (800) 433-6251 

 
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專線專線專線專線  
24 小臨小小   (800) 799-7233 

 
家庭暴力庇護所家庭暴力庇護所家庭暴力庇護所家庭暴力庇護所  
Center for the Pacific Asian Family (CPAF) 
亞太家庭中心 

•  語語: 更種亞洲語語 

24 小臨小小   (800) 339-3940 

 

YWCA/WINGS Help Line (YWCA/WINGS救律小小) 

•語語: 西語＆更種亞洲語語 

24 小臨小小               (626) 967- 0658 

 

Asian Pacific Women’s Center (APWC) 
亞太婦女中心 

•  語語: 更種亞洲語語              (213) 250-2977

                 

 
本手冊的列印與翻譯由Verizon所贊助。 

 

 
 

本手冊的目的是提供關於法律的基本知識。請注意法律

是隨時都可以改變。如果你有具體的法律問題﹐你應該

請教你的專業律師。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法律選擇法律選擇法律選擇法律選擇 

 

 
婦女們 

離婚與其他家庭法律 

選擇資訊 
 
 

 
 
 
 
 
 
 
 
 
 
 
 
 
 
 
 

(Chinese – Famil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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