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確定親子關係 
 

每個子女都渴望擁有父親 
 

 
 
確定親子關係 
 
確定親子關係指的是非婚生子女父親的法律身分。如果您是未婚父母，或即將是父母，請

閱讀下列關於親子關係的資訊。 
 
哪些人應該確定親子關係 
 
 未婚親生父母 
 在子女出生後結婚的父母 
 未成年父母(他們不需要獲得自己父母的同意) 
 具有移民身分的父母，包括非公民以及無文件記錄者，即使他們其中之一或雙方

都沒有有效的社會安全號碼。他們不會被問及與其移民狀態有關的問題，而且為確

定親子關係及/或兒童撫養費所獲得的任何資訊都不會被分享給美國移民與公民服

務局 (U.S.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Services) 
 
確定親子關係的優點 
 
對於母親 
 有另一方分擔為人父母的責任 
 家庭可獲得更多的經濟保障 

 
對於父親 
 依法確定父母的權利與責任 
 姓名可出現在子女的出生證明上 
 有權尋求法院命令的探視及/或監護 
 在關於子女的收養或其他法律程序上有權受到諮詢 
 

對於子女 
 關於父親身分的合法記錄 
 在出生證明上登記父親姓名 
 關於家族病史的資訊 
 從父母雙方獲得財務支援 
 有權從父親一方獲得醫療保險、社會安全、退伍軍人福利以及軍人補貼 
 如果父親身故，擁有繼承權 

 



如何確定親子關係 
 
有兩種方法可以確定親子關係。親子關係可以透過簽署親子關係確認書 (Acknowledgment 
of Paternity, AOP)的自願程序確認，或透過法律程序出庭確認。 

 
自願確定親子關係 

 
對於新生兒 
 

如果父母雙方同意，他們可以在嬰兒出生後儘快簽署親子關係確認書 
(Acknowledgment of Paternity, AOP)。AOP 表格可以從您進行產前檢查的醫療機

構或診所取得，也可從嬰兒出生的醫院或分娩中心取得。母親與父親不必在同一時

間或相同地點簽署此表格。 
 
嬰兒出院後 

 
親子關係可以在嬰兒出院後的任何時間進行確定。直到子女滿 21 歲前都

可以。 
 
您可以使用嬰兒出生所在之醫院所提供給您的 AOP 表格。您也可以從紐約市健康

與心理衛生局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DOHMH)或紐約市人力資

源管理局 (Human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 HRA)兒童撫養法執行機構 (Office of 
Child Support Enforcement) 取得一份表格。這些表格也可以從網上取得： 
childsupport.ny.gov/dcse/aop_forms.html 
  
填寫完成、簽署並經過公證的 AOP 必須寄送或親自攜帶到：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Office of Vital Records/Corrections Unit – Room 144 
125 Worth Street, Box 4 
New York, NY 10013 

 
 
切勿將填寫好的表格送回嬰兒出生的醫院。當健康與心理衛生局發出原始出生證明之後，

他們就不能對其進行處理。 
 
 
如有下列情況，不要簽署親子關係確認書： 
 嬰兒尚未出生 
 父母任一方不確定嬰兒的父親是誰 
 嬰兒的父母彼此結婚 
 母親與不是父親的某人有合法婚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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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確定親子關係 
 
如有下列情況，可以在家事法庭確定親子關係： 
 
 未簽署親子關係確認書 
 
 母親與不是嬰兒親生父親的某人結婚。即使母親並未與其丈夫聯繫，且知道其並非子

女的父親，仍必須舉行法庭聽證會，以將其排除，並確定親生父親為法定父親 
 
 父母在法庭舉行兒童撫養費聽證會，且尚未確定親子關係 
 
父親是誰的問題 
 
如果父母任一方對於父親是誰有任何懷疑，切勿簽署親子關係確認書。 
 
您可能要求進行平價 DNA 檢測，此項服務適用於已婚和未婚家長。請詢問醫院的出生登

記人員或聯絡兒童撫養法執行機構 (OCSE) (電話：929-221-5008) 以轉介至紐約州認證的

實驗室。如果 DNA 檢測可以判斷父親，則未婚家長仍然需要簽署 AOP 或召開法庭聽證會

來確定親子關係。雖然 DNA 檢測可判斷生父的身份，但無法確定合法的親子關係。 
 
親子關係與紐約市健康與心理衛生局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確定親子關係時，便會將 AOP 或親子關係鑒定命令 (確定親子關係的法院命令) 寄送至紐

約市健康與心理衛生局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DOHMH) 以進行登記。

該部門之後會為家長提供子女出生證明和 AOP 的認證副本。如果是在登記出生證明之後

才確定親子關係，則會修改出生證明以加入父親的姓名。 
 
確定親子關係時，DOHMH 會將資訊寄送到紐約州指認生父登記處 (New York State 
Putative Father Registry, PFR)(「指認」代表「宣稱」或「假設」)。PFR 是已經在紐約州

內確定親子關係的父親清單。該資訊用於需要通知兒童父親之繼承與領養以及任何其他法

律問題。 
 
您將需要的文件 
 
在孩子出生的醫院或分娩中心，員工會詢問您關於婚姻狀態的問題，以決定您是否能藉由

填寫親子關係確認書來確定親子關係。您將需要攜帶目前的結婚證書或離婚證書 (若有的

話)。此外，請準備好出示附相片的身份證件，因為我們必須檢視您在 AOP 上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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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親子關係確認書 
 
• 如果父親或母親在向 DOHMH 提出申請之後，想要取消 AOP，則需要召開法庭聽證會。 

任一位家長都可以提出申訴，以便向法庭撤銷 AOP。 
如果家長在簽署 AOP 時已滿 18 歲，則他/她必須在 
o 簽署 AOP 後 60 天內之前，或是 
o 在必須回答關於兒童的任何法庭申訴後 60 天提出申請。 
如果家長在簽署 AOP 時未滿 18 歲，則他/她必須在 
o 年滿 18 歲後 60 天內之前；或是 
o 在必須回答關於兒童的任何法庭申訴之後 60 天提出申請 (如果已經向家長告知在

與兒童相關的訴訟內取消 AOP 的權利)。 
在這些時間限制之後，提出申訴的家長都必須出示詐欺、監禁或重大事實錯誤的證據。 

 
 撫養裁判官會決定是否應根據聽證會上所呈現的事實和兒童的最佳權益來取消親子關

係確認書。某人可能不是生父，但可能持續具有支付兒童撫養費的法定義務。這是您

為何應該先確定父親的身份，然後才確定親子關係的原因。 
 
一些有待考量的事實 
 
根據美國健康與民眾服務部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兩個相關的家

長會直接影響子女有更理想的學校表現、降低藥物濫用、減少犯罪和青少年犯罪、減少情

緒和其他行為問題、降低濫用和忽視風險，以及降低青少年自殺的風險。雖然在子女出生

時確定親子關係並不能保證父親與孩子之間的終生關係，但它卻是一個好的開始。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 
 
 子女出生的醫院或分娩機構的出生登記人員 
 
 HRA 兒童撫養法執行機構 (Office of Child Support Enforcement) 外展服務部門 

(Outreach Services) 929-221-5008 
 
 紐約市健康與心理衛生辦公室 (Office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212-788-4500 
 
 HRA 網站：www.nyc.gov/hra/ocse 
 
 
 

紐約市 
Bill de Blasio，市長 
 
人力資源管理局 
局長 Steven Banks 
 
W-549E-C 
1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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