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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养照顾者申请程序
申请将如何评估？

评估要进行一系列家访，与你讨论你的申请，并回答你
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
我们要认识一下你，了解你为什么想要成为寄养照顾
者。
你还需要提供有关你本人的以下信息。

健康检查

你需要填写一份健康检查表，以便我们知道你没有任
何医疗问题让你难以照顾孩子。

你的医生也要填一份关于你的健康状况的医疗问卷。
我们会问到你以下情况：
•• 身体健康
•• 情绪健康

•• 喝酒和/或使用药物（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 吸烟

犯罪记录检查和与儿童工作检查

我们要确保儿童和青少年与照顾他们的人在一起是安
全的，因此这些检查非常重要。
有犯罪记录并不一定意
味着不能成为照顾者，但申请人需要通过与儿童工作
检查。

证明人检查

必须提供两份证明信，由与你没有亲属关系、并且至少
认识你两年的人提供。
这些人可能是同事、朋友或社区
成员，如足球教练。
我们会请他们告诉我们你的品格、可靠性以及对照顾
孩子和青少年的承诺。

历史记录检查

我们会进行历史记录检查，查看之前是否有人曾向社
区服务部门报告过你。
如果记录显示你可能无法安全
地照顾儿童或青少年，你可能无法成为照顾者。

之前的寄养照顾者检查

适用于曾经是寄养照顾者或曾申请成为另一个机构的
寄养照顾者的人。

准备家居

你需要确保你的家安全且适合儿童和青少年。
评估人
员会为你提供更多信息。

Kidsafe NSW家庭安全检查表是确保家庭安全的一个

很好的起点。
请查看网站：

www.kidsafe.com.au/home-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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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成为照顾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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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在心里留有一个地方，在家中留有一个地方，可以为某个孩
子的生活带来真正的改变？

无论孩子和你在一起生活多久，作为一名寄养照顾者，
你都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而且这种改变可能伴随
他们一生。
寄养家庭多种多样，有大有小。
在许多方面，这些家庭
与“其他”家庭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提供爱、关怀、支
持、稳定、家庭结构和归属感。

对于照顾者和孩子来说，寄养可能具有非凡的意义，但
与任何子女养育一样，也可能会带来挑战。

目前，在全新州范围内没有足够的寄养照顾者来照顾
有需要的儿童。
简言之，我们需要更多各种类型的照顾
者。

如何成为照顾者？

联系My Forever Family（我永远的家）
首先要做的是与照顾者支持小组联系，
电话是：1300 782 975，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enquiries@ myforeverfamily.org.au

总有一种照顾类型适合你的家庭。

我们将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并与你讨论你的情况。

一个特别的社区在等着你。

如果决定采取下一步骤，我们会将你转介至你所在地
区的寄养机构。
然后，他们的代表会与你联系启动申请
程序。

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照顾者──寄养者、近亲、紧急情
况、暂息、养父母和监护人。
孩子可能需要一个晚上、一
周、几个月或多年的照顾。
我们邀请你加入新州这个很特别的照顾者社区，在这
里你可以获得培训，而且在申请成为寄养照顾者的过
程中得到支持，还可以建立联系，结交朋友。

还可以访问网站myforeverfamily.org.au查找有关成
为寄养照顾者、监护人或通过‘家外照顾’收养孩子的信
息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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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时光：支持儿童与家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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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需要保持他们的重要关系，在成长过程中保
持对自己的身份和文化的强烈认识。
作为寄养照顾者，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支持你照顾的孩
子与他们的家人共度时光。

家庭时光过去被称为“联络”。
家庭时光是儿童和青少年
在‘家外照顾’、监护或被收养时，有机会可以与父母、兄
弟姐妹和其他重要的人共度时光。
帮助被照顾的儿童和青少年与他们的家人度过愉快时
光，是你可以为他们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对于儿
童或青少年来说，家庭时光可以帮助他们：

作为照顾者、监护人或养父母，家庭时光可以帮助你更
深入地了解你照顾的儿童或青少年。
这也是你与他们
的出生家庭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

家庭时光涉及什么？

家庭时光的最佳方式取决于每个孩子的情况。
家庭时
光可能是：
•• 面对面见面

•• 建立归属感

•• 在监督之下面对面见面。
根据情况，监督者可以是
孩子的寄养照顾者，也可以是个案工作者

•• 与不能生活在一起兄弟姐妹共度时光

•• 交换信件、卡片或电子邮件、照片和视频

•• 适应失去

•• 与家人和文化保持联系

•• 帮助他们可以轻松地去爱并关心他们的出生家庭
和寄养或养父母家庭
•• 对他们的家庭和自己的生活有现实的了解

•• 电话或Skype对话

寄养机构在你接受培训时会提供更多信息，并在儿童
或青少年开始与你一起生活之后对安排家庭时光提供
持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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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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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语言多样化（CALD）的照顾者和儿童

新州需要来自各种文化和语言背景的照顾者来照顾孩子，以帮助文
化和语言多样化（CALD）的儿童和青少年与他们的家庭、
社区、
语
言、
宗教和文化保持联系。
在可能的情况下，文化和语言多元化的儿童和青少年
会被安置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照顾者家里。
支持儿
童与他们的文化、宗教和语言保持联系，对他们的成长
会更加有利。

如果你是来自文化和语言多元化背景，有一颗爱心，并
承诺让孩子与他们的家人、社区和文化保持联系，我们
希望你能联系我们！
My Forever Family NSW可以提供：
•• 持续的培训和支持
•• 口译服务*

•• 转介到能够提供适合特定文化的支持的寄养机构。
*如果需要口译员，请拨打131 450致电TIS National，请他们拨打
1300 782 975联系My Forever Family。办公时间是上午9:30至
下午4:30。

照顾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

My Forever Family NSW还帮助与所照顾的孩子没
有共同文化背景的照顾者。

照顾者可以做很多事情，让孩子与社区保持联系，培养
认同感。

文化支持计划

如果照顾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或青少年，寄
养机构会帮助制定文化支持计划，以帮助他们与自己
的文化和语言保持联系。
计划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 上语言课

•• 与来自同一文化的家人和朋友共度时光
•• 参加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或寺庙活动
•• 参加文化节日和活动

•• 体验他们文化的食物、舞蹈、音乐、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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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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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意成为一名照顾者或想了解更多有关寄养
的信息，该怎么办？
请致电1300 782 975联系照顾者支持小组或发电子邮
件与我们联系。
他们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并与你讨论
你的情况。
如果你决定采取下一步骤，他们会将你转介至你所在
地区的寄养机构。
之后，他们的代表会与你联系启动申
请程序。

你们要找什么样的寄养照顾者以及需要哪些
检查？

我们最看重的品质是寄养照顾者与孩子分享生活的能
力。
我们需要有空闲时间而且家里有空间的人，并且能
够养育从小生活并不顺遂的孩子。
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筛查，确保寄养照顾者是合适的人
选，能够承诺需要多久就能照顾多久。
潜在照顾者必须
提供证明信、体检和无犯罪记录证明，并在评估过程中
多次接受面试。
有犯罪记录并不一定意味着不能成为
照顾者。
家居也需要通过某些安全标准，但在申请过程中，我们
会提供机会让你的家变得对儿童来说是安全的。

同性伴侣和单身人士可以成为寄养照顾者吗？
是否需要全职在家？如果从未有过自己的孩子
怎么办？
照顾者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包括单身人士和同
性伴侣。
比如，一个单身专业人士，每个月有一个空闲
周末可以提供暂息照顾；可以提供紧急照顾的空巢老
人；或者也许是一对有小孩的夫妇，欢迎有个孩子可以
长期给他们的孩子作伴。
照顾者不需要有自己的孩子，尽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
有些帮助，但不是必需的。

成为照顾者需要多长时间？

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但通常可能需要几个月。

例如，紧急和短期照顾者提供较短时间的照顾。
对于紧
急照顾者，可能是几天、几周或几个月，对于短期照顾
者，可能长达一年或两年。
暂息照顾者提供非经常性照顾──可能是每周一次或
每月一个周末──给孩子通常的照顾者暂时休息一
下。
我们会为无法返回家中生活的儿童寻找永久性替代安
排，包括长期照顾者、监护人或养父母。

需要寄养的孩子一般都经历过某种类型的创伤
──为照顾者提供了哪些支持和培训，来帮助
他们应对？
寄养机构会为所有寄养照顾者安排一位个案经理，来
提供建议和实际的支持。
对于需要额外支持的儿童和
照顾者，个案经理可能会将你转介至心理学家、儿科医
生和言语病理学家等专业人士。
政府为额外支持提供
一定经济资助。

My Forever Family NSW和你的寄养机构提供的培训
涉及治疗性养育、了解创伤和管理具有挑战性的情况
等。
My Forever Family NSW也可以为从‘家外照顾’中
收养孩子的监护人和父母提供培训。
My Forever Family NSW为新州所有寄养照顾者、监
护人和养父母提供额外的电话和在线支持。
我们还鼓
励照顾者与当地照顾者社区建立联系，他们能够提供
丰富的信息和实用的建议和见解。

寄养父母对照顾什么样的孩子有发言权吗？

有的。
一旦获批为照顾者，寄养机构就会知道你能照顾
什么样的孩子。

例如，你可能决定长期照顾两名小学儿童。
当有这样的
孩子需要安置时，寄养机构就会与你联系并提供一些
信息（例如‘Billy希望留在他通常的周六足球队，距离你
家半小时，而你必须每周带Jane去接受言语治疗’）
，
而且你可以说行或不行。

要成为寄养照顾者，是否必须准备好无限期地
照顾孩子？

不是。
在申请成为照顾者时，我们会问你准备照顾多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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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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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需要自己的卧室吗？

在许多情况下是的，但并非总是如此。
例如，婴儿可能不
需要单独的房间。

是否需要与孩子的出生家庭建立关系？

儿童需要能够对他们的出生家庭持积极态度的照顾者，
能够帮助他们与出生家庭保持经常性联系。
虽然他们无
法与出生家庭共同生活，但这可能只是暂时的。
即使孩
子不能回家，他们也需要得到支持，以维系与他们家人
的关系。
寄养的目的是为了给儿童提供一个延展社区。
当然，情
况会因照顾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是否允许寄养照顾者拥抱孩子？

就像任何孩子一样，寄养儿童需要有尊重的关爱。

寄养机构会向你说明一下孩子的情况，并告诉你哪种亲
密举动和碰触是合适的。
听听孩子的意愿也很重要。
有些孩子可能不喜欢身体碰
触，特别是在一开始时，而对某些孩子来说，身体碰触可
能根本不适当。

如果孩子喜欢寄养家庭，而后又不得不回到出
生家庭怎么办？

通常，如果孩子将会回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在你开始

照顾孩子时就应该已经告诉了你这种可能性。
在新系统
中，儿童或青少年会有一个个案计划，目标是在两年内
为他们提供永久性安排。
个案计划将侧重于与家庭合作，让孩子留在家中，或通
过监护或公开收养找到稳定安全的选择。

寄养父母如果想收养孩子容易吗？是否有人将
其作为收养途径？

在新州，人们认识到儿童需要永久性安排。
因此，当孩子
无法与家人一起生活时，可以考虑收养。
这是一个非常
严格的程序，但对于无法回家的孩子来说，收养正在成
为一种更受欢迎的选择。

My Forever Family NSW会做些什么？

My Forever Family NSW为所有对寄养、近亲照顾、监
护或公开收养感兴趣的或目前正在提供照顾的人提供
支持。
我们会接收新的照顾者，为他们提供培训、专业支
持、同伴支持和代言服务。
My Forever Family NSW可以
帮助解决与你所照顾的儿童、个案工作支持、儿童的家
庭联系、指称和需要报告的行为等相关的问题。

在哪里可以查看培训日历？

培训日历可以在我们网站上的培训和活动日历部分
查看。www.myforeverfamily.org.au/page/77/
training-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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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顾者的支持
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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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可能包括：

对寄养照顾者的经济支持

•• 非工作时间和危机支持

寄养照顾者将获得照顾者津贴，以确保所照顾的孩子：

•• 照顾者支持小组

寄养照顾者津贴

•• 拥有所需要的一切（衣物、书籍、食物、所有学校要
求的物品等）

•• 可以参加他们喜欢的活动（体育活动报名和装备购
买、看电影、郊游、音乐课程等）

澳大利亚税务局、Centrelink和金融机构不会将此项津
贴视为收入。

政府福利

寄养照顾者有资格获得Centrelink提供的所有家庭可
获得的相同的经济资助。
可以获得的金额取决于工作
和财务状况。
Centrelink可以提供有关你有权获得哪些
福利的信息。

为寄养儿童提供的经济支持

所有‘家外照顾’的儿童和青少年都会收到由寄养机构
管理的一揽子拨款。

这笔资金用于满足儿童所需的额外需求和目标，且是
寄养照顾津贴无法支付的。
例如，孩子可能需要牙套，
或定期看心理学家。

培训和活动

My Forever Family NSW为所有寄养照顾者提供培训
与支持。
我们在新州各地开展培训和活动，包括：

•• 与照顾者相关的主题培训，帮助他们为儿童提供高
质量的照顾
•• 同伴支持小组

•• 为有意成为照顾者的人举办的信息说明会
•• 其他机构举办的与寄养照顾者相关的活动

#还有在线培训选择，成为授权照顾者后可以获得在线
培训。

实际的支持和建议
你的寄养机构

寄养机构（包括家庭和社区服务部）为寄养和近亲照顾
者提供一系列支持、培训和帮助。

•• 培训、资源和照顾者连接活动
•• 暂息照顾和托儿服务
•• 心理学家

•• 照顾者代言支持
•• 经济支持

•• 根据需要转介至专家支持

My Forever Family照顾者支持小组

照顾者支持小组具备相应资格，可提供额外的电话或
在线支持和指导，并帮你在与寄养机构沟通时提供代
言支持。
照顾者支持小组可以提供以下方面的建议：
•• 在你家附近安排适当的培训和课程
•• 照顾孩子的挑战

•• 个案支持方面的问题

•• 帮助孩子与其家人保持联系

•• 将你与同伴支持小组和前辈指导联系起来

•• 有关成为寄养照顾者（暂息、交还照顾、紧急、短期、
长期）或近亲照顾者的信息
•• 了解你所照顾的孩子的永久性计划

•• 在成为授权寄养照顾者的整个过程中提供支持

请在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晚上7点之间致电
1300 782 975联系My Forever Family 照顾者支持小
组，也可以发电邮至：
enquiries@myforeverfamily.org.au

来自其他照顾者的支持

如果想与其他寄养家庭联系，可能需要考虑加入当地
照顾者支持小组。
同伴支持小组是由照顾者、监护人和养父母组成的非
正式小组，小组成员定期会面，互相给予理解、建议和
情感支持。
有专门针对土著照顾者和儿童的小组，还有面向来自
特定文化或讲特定语言的人的小组。

一旦获批成为照顾者，My Forever Family可以将你与附
近的小组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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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性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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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经历过创伤的孩子

许多有意成为照顾者的人担心，是否有能力帮助有创伤背景的孩子。

寄养照顾者需要大量耐心和理解。
让孩子感到舒适，学会信任新的人并在新环境中感到安全是需要时
间的。
对于许多寄养儿童来说，他们的发育和建立健康关系的能力受到了他们经历的影响。

My Forever Family NSW可以提供帮助。

寄养照顾者会获得很多照顾者都觉得很有用的培训和资源。

寄养机构和个案工作者是你的主要支持和资源，他们会帮助你成为最棒的父母。

培训

除了寄养机构提供的培训外，My Forever Family NSW还提供养育培训，着重于应对创伤和治疗性照顾的
情况。
我们在全新州范围内为My Forever Family授权照顾者提供面对面培训以及免费在线培训。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myforeverfamily.org.au/events

资源

欲了解更多有关养育经历过创伤的孩子的信息，请访问My Forever Family NSW网站：
www. myforeverfamily.org.au/page/86/therapeu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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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养照顾的类型

未来
照顾者

亲属和近亲照顾

强化治疗过渡性照顾

寄养

休养照顾

首选方案是让儿童和青少年与亲属和近亲一起生活，
特别是在孩子已经有亲戚关系和联系的情况下。
亲属和
近亲照顾者也可以申请成为被照顾儿童的合法监护人。
儿童如果没有能够照顾他们的家庭成员时，我们会为
他们寻找一个合适的寄养家庭一起生活。

紧急照顾

当对儿童的当前安全有担心时，将安排儿童和青少年
获得紧急照顾(也称为即刻或危机照顾）。

可能会要求紧急照顾者在很短的通知时间内为各年龄
段的儿童提供照顾，包括婴幼儿。
而且可能会是在非办
公时间和周末。

短期和中期照顾

有时，儿童和青少年需要暂时寄养，因为他们的父母或
家人正在努力做出一些改变，以便孩子可以归还给他
们。
我们称之为交还照顾。
这种安置最长可能会持续六
个月。

长期照顾

如果儿童和青少年无法回家，而监护或收养又不是一
个选择，那么就会为该儿童寻找合适的寄养照顾者。

暂息照顾

所有照顾者都不时需要从照顾工作中短暂休息一下，
去充充电，享受他们应得的放松时间。
暂息照顾者可以
提供短时间照顾，例如周末、每月一次或学校假期期
间。

许多被照顾的孩子都有过创伤经历。
强化治疗过渡性
照顾（ITTC）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照顾，最长13周，帮助青
少年之后可以获得不那么强化型的照顾。
这种照顾是为了帮助儿童从治疗性住院护理过渡到寄
养照顾。

监护和收养
监护

如果儿童法院做出决定，儿童不能与父母在一起生活，
则监护令就成为一种选择，可以为儿童或青少年提供
稳定安全的家庭，哺育他们成长，而不会切断他们与家
人的法律联系。
监护人对儿童或青少年负有全部养育责任，直到他们
年满18岁。
按照照顾或个案计划或法院命令的规定，儿
童仍然可以与他们的父母、家人和对他们来说重要的
人联系，

儿童的亲属或近亲可以申请成为监护人。
已经与儿童
或青少年建立起一定关系的其他人，例如寄养照顾者，
也可以申请成为监护人。

收养

收养是一个法律程序，永久性地将所有养育权利和责
任从亲生父母转移至养父母。
当儿童和青少年无法安
全回家与他们的家人一起生活时，收养为他们提供了
一个安全稳定的家。
被收养的儿童和青少年仍会和他
们的亲生父母、家人和对他们重要的人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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