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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為非監護家長（即沒有與子女同住的家長），並有現行兒童撫養命令或無法償還的兒

童撫養費債務，紐約市兒童撫養法執行機構 (NYC Office of Child Support Enforcement, OCSE) 
可為您提供協助。 

我們理解可能有許多理由導致您背負兒童撫養債務，或者接到的兒童撫養命令內容超出您

收入所能承擔的範圍， 但我們也知道幾乎所有的父親都會願意支付其子女撫養費用，我們

想要協助您達成此心願。父母雙方都負擔撫養費用的子女在學校會有較好的表現，也較不

至於在貧困中成長。支付兒童撫養費用的父親，較可能主動參與子女的生活。 

領取現金援助的家庭會將每月收到的兒童撫養費中，第一筆 $100 （若有 2 名以上子女則

為 $200）存下，此為他們額外的現金援助福利。現金援助個案終結後，所有已收取的現行

撫養費用將會轉交給監護家長（與兒童同住並照顧兒童的家長）。OCSE 所收取的超過 
90% 以上的兒童撫養費會被轉交給監護家長，以滿足其子女的需要。 

兒童撫養部門為提供協助，擬定三套計畫與低收入的非監護家長合作，減輕其兒童撫養命

令內容與對社會服務部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DSS) 積欠的兒童撫養債務。 

修改 DSS 命令 (Modify DSS Order, MDO) 
若低收入非監護家長的兒童撫養命令與其目前收入不合，MDO 可為其提供協助。 若您的

財務情況自命令確定後發生變化，或您之前並沒有在法庭上出示財務資訊，MDO 皆可提

供協助。 

符合資格： 
• 目前的兒童撫養命令規定對至少一名兒童提供現金援助 
• 收入低於紐約州自我供養儲金的金額（2014 年為 $15,755），或 
• 目前接受現金援助、SSI 或 Medicaid 

您的福利： 
可降低兒童撫養命令標準，使其符合紐約州準則。您可簽署協議降低兒童撫養費責任金額

，無須前往家事法庭。 

欠款限額 (Arrears Cap) 方案 
欠款限額 (Arrears Cap) 可為您積欠政府 (DSS) 的累計兒童撫養債務設定上限。 

符合資格： 
• 必須對政府 (DSS) 積欠債務，無需有現行或有效的兒童撫養命令 
• 必須符合非監護家長積欠款項已在逐漸增加，但其收入低於聯邦貧窮線（2014 年

為 $11,670）的條件 

您的福利： 
您對 DSS 的積欠款項可減低至 $500，且無須再回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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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款項信用計畫 (Arrears Credit Program, ACP) 
ACP 能協助您減少對政府的積欠款項金額。 

符合資格： 
• 對 DSS 積欠款項 
• 無收入限制，收入水準無須符合或在貧困線之下 
• 全額支付現行兒童撫養命令一年。若您沒有現行兒童撫養命令，必須全額支付您上

一次法庭命令的責任金額一年 
• 目前或之前執行的兒童撫養命令每月超過貧困線 $25 
• 銀行存款金額低於 $3,000，或所擁有汽車、珠寶、房地產等價值低於 $5,000 
• 無任何家庭暴力或對兒童的犯罪記錄 

您的福利： 
每年可領取高達 $5,000 償還對 DSS 積欠的兒童撫養債務。每項合格個案可利用 ACP 三年

，總金額為 $15,000 。無須前往家事法庭便能申請此計畫。 

欲申請 MDO、欠款限額或積欠款項信用計畫，請至： 
OCSE 客戶服務接待中心 (Customer Service Walk-In Center) 
151 West Broadway, 4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3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的上午 8:00 至晚上 7:00 
請攜帶附照片的身分證 

* 請於下午 5:00 前抵達，方有足夠時間辦理申請手續。 

 
請攜帶以下文件至客戶服務中心： 

• 附照片的身分證 
• 現金援助、SSI、或 Medicaid 的收據證明（如適用） 
• 最近的薪資單三張 
• 最近的聯邦與州稅務申報表 
• 經填寫、簽署、公證完畢的資產淨值切結書 (Affidavit of Net Worth)，可從 

http://on.nyc.gov/1FI1mBs 取得 
• 申請欠款限額者請附過去收入低於聯邦貧困線的證明 
• 監禁日期證明，如監獄或矯正司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信函 

您也可來信申請欠款限額或積欠款項信用計畫 
• 只需將上述文件副本寄至： OCSE, PO Box 830, Canal Street Station, New York, NY 

10013 
  

http://on.nyc.gov/1FI1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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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的兒童撫養資訊，請聯絡 
約州兒童撫養客戶服務協助專線 (New York State Child Support Customer Service 
Helpline) 
客服中心： 週一至週五的上午 8:00 至下午 7:00 
一天  24  小時/一週  7  天提供自動訊息 
888-208-4485 | 866-875-9975(TTY) 

紐約市兒童撫養法執行機構 (New York City Office of Child Support Enforcement, 
OCSE)  
nyc.gov/hra/ocse 

親子關係資訊 
nyc.gov/NYCDADS 

紐約州兒童撫養協助資訊 
www.childsupport.ny.gov 

OCSE 客戶服務接待中心 (Customer Service Walk-In Center)  
151 West Broadway, 4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3 
週一至週五的上午 8 點至晚上 7 點 
請攜附照片的身分證 

 
 
 
 
 
 
 
 
 
 
 
 
 
 
Bill de Blasio 
市長 
 
 
人力資源管理局 (Human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 
社會服務部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Steven Banks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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