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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OF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HEALTH SERVICES 
 DIVISION OF CHILD SUPPORT (DCS) 
 
  

为不领取公共补助者提供的儿童抚养义务强制执行服务有关情况资料 
Nonassistance Support Enforcement Information 

（华盛顿州修正法规RCW第26.18章、26.23章、34.05章和74.20章华盛顿州修正法规RCW 74.20A） 
 

请保存好此表格，其中含有有关您的儿童抚养个案之重要信息。 

您的抚养令涉及的各方 

儿童抚养令涉及的双方为无监护权家长以及有监护权家长或实际监护人。无监护权家长系指必须支付抚养费者。有监护权

家长或实际监护人系指在正常情况下儿童与之居住在一起的人。有监护权家长或者无监护权家长均必须为子女提供健康保

险，并（或）为其支付医疗费用支付义务付款。 

• 如果未提供健康保险，而您的抚养令有此规定，医疗费用支付义务则包括承保范围以外的医疗费用比例份额以及医疗保

险费份额（以现金方式支付）。 

儿童抚养处 

儿童抚养处(DCS)在全州各地都设有地区办事处。DCS管理并强制执行儿童抚养个案规定的义务。如需请DCS为您提供儿

童抚养义务强制执行服务，抚养令有关各方中须有一方以书面形式提出儿童抚养义务强制执行服务请求。 

如果您的个案必须经由华盛顿州府抚养登记处支付抚养费（请阅下一部分的内容），但DCS并未接获服务请求，DCS则将

为您建立一个仅限抚养费付款服务(PSO)个案。DCS为仅限抚养费付款服务(PSO)个案所提供的服务项目仅限于付款手续及

付款记录备存。 

华盛顿州府抚养登记处 

华盛顿州抚养登记处(WSSR)是DCS的一个组成部分，该部门负责记录备存和抚养费付款分配。若出现以下情况之一，DCS
将把您的抚养令转入华盛顿州抚养登记处(WSSR)。 

1. 抚养令涉及的双方中有一方请DCS提供抚养义务强制执行服务。 

2. 您的抚养令要求无监护权家长通过华盛顿州抚养登记处(WSSR)来支付抚养费。 

您必须采取的行动 

您请DCS提供强制执行儿童抚养义务服务后，您必须： 

1. 把您从无监护权家长那里直接收到的所有抚养费付款都寄给DCS。DCS必须获得所有抚养费付款的有关记录，才能办

理您的个案。如果您在请DCS提供上述服务之前收到抚养费付款，则须向DCS提交一份列明此类付款的声明书。在您

向DCS寄送您从无监护权家长那里直接收到的抚养费付款后，DCS将把该付款金额存入您的DCS借记卡，或者把该付

款金额存入您的直接存储账户。 

2. 如果您变更地址或电话号码，应立即通知DCS。DCS需要这一信息，以便就个案问题与您联系。DCS可采用美国国内

平信方式向您送达裁决通知书。 

3. 如果您与无监护权家长重新团聚或者您的子女已到其它地方居住，您应立即告知DCS。如果DCS请您提供其它信息，

您必须按要求提供。 

4. 如果您聘请律师或私人机构来征收抚养费，应告知DCS。您必须把上述律师或私人机构的姓名或名称以及地址告诉

DCS。您必须告诉DCS上述律师或私人机构将处理哪些有关事宜。 

 a. 在律师或私人机构设法征收抚养费期间，DCS可能无法同时为您征收抚养费。 

 b. 如果您聘请律师来修改您的抚养令，您或您的律师必须向无监护权家长和DCS送达有关通知。 

5. 请向DCS提交或者协助该处获得为您的个案所颁发的全部抚养令之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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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为不领取公共补助者提供的儿童抚养义务强制执行服务之条件要求 

如果您对有关儿童没有法定监护权，但却为其申请儿童抚养义务强制执行服务，则您必须声明自己未采用非法手段阻止这

些儿童接受法定监护。  
若您从未为任何儿童领取过贫困家庭临时辅助计划(TANF)补助金、部落贫困家庭临时辅助计划(TANF)补助金或者有抚养子

女家庭之补助金(AFDC)，那么在DCS向您寄送$550儿童抚养费的每一联邦财政年度内，DCS将收取一笔$35的年费。联邦

财政年度的起止日期为每年10月1日至9月30日。DCS在向您寄送首笔$550抚养费后，DCS将从抚养费征收款中扣留$35，
作为向您收取的年费。如果由于您的子女有不止一位父亲，因而您有不止一项个案，那么向您收取的年费有可能不止一

笔。若您曾经从其它州领取过贫困家庭临时辅助计划(TANF)补助金、部落贫困家庭临时辅助计划(TANF)补助金或者有抚养

子女家庭之补助金(AFDC)，则您必须向DCS提交凭证，例如来自其它州公共补助金颁发机构的立誓书或者经过鉴证的公共

补助金记录之副本。DCS将向您收取年费，直至收到上述凭证为止。如果支付$35会让您的家庭陷入困境，您可以向会议委

员会申请要求DCS采取例外情况处理。 

儿童抚养义务强制执行服务 

如果您的抚养令已经确定抚养费金额，DCS则将设法按照规定金额来征收抚养费。一般情况下，DCS不计算或征收与抚养

令有关的累计利息。在某些情况下，DCS必须在开始征收抚养费之前向抚养令涉及的双方送达一份通知书。 

如果您无抚养令，或者您的抚养令未规定儿童抚养义务和医疗费用支付义务，DCS则向抚养令涉及的双方送达一份通知书。 

1. 在此通知书中，DCS将根据需要而规定儿童抚养义务和医疗费用支付义务之金额。DCS将根据抚养令双方的收入之和

以及有关儿童的人数来确定儿童抚养费金额。 

2. 如果家长的雇主或工会提供健康保险，而且保险费不超过相关家长的基本儿童抚养义务份额之25%，您的抚养令则须要

求每一位有抚养义务的家长为其子女提供健康保险。 

3. 如果有抚养义务的家长未提供医疗保险，该抚养令可能会包括一项医疗费用支付义务，用于支付由您或州政府承担的保

险费。 

如果您的抚养令未规定固定的抚养费金额，但列明确定抚养费金额的计算公式，DCS将向抚养令涉及的双方送达一份抚养

费欠款通知书。 

1. 在此通知书中，DCS将规定固定的抚养费金额。抚养令涉及的任何一方均可提出听证申请，借以对DCS规定的抚养费

金额提出置疑。 
2. DCS可以设法与抚养令涉及的双方就抚养费金额达成一项协议。 

抚养费金额确定后，如果DCS知道无监护权家长的雇主，DCS可向其雇主颁发一份通知函，称为“从收入中扣缴抚养费之颁

令”通知函。本裁决通知要求雇主从无监护权家长的收入或工资中扣缴抚养费。如果DCS不知道无监护权家长的雇主，DCS
将设法寻找其工资或收入来源，并设法征收抚养费。 

如果您的抚养令中包括为子女承担医疗费用支付义务之条款，DCS将设法强制执行此类条款。DCS采取的措施将取决于您

的抚养令具体条款规定。 

1. 如果您的抚养令要求让无监护权家长为子女提供提供健康保险、为其支付承保范围以外的医疗费用比例份额、自付额、

共付额；或者在无监护权家长没有健康保险的情况下，要求支付额外金额的付款；DCS将强制执行任何此类医疗费用

支付义务之要求。 
2. 如果您的抚养令并未规定让无监护权家长为您的子女提供健康保险，DCS将尝试诉请修改您的抚养令。 
3. 如果您的抚养令要求您为子女提供健康保险，为其支付承保范围以外的医疗费用比例份额、共付额、自付额；或者在您

没有健康保险的情况下，要您求支付家长双方中另一方家长的健康保险之保险费份额；如果无监护权家长申请抚养义务

强制执行服务，DCS可能会强制执行此类要求。 

如果您为子女提供健康保险，您应向DCS提交有关保险之凭证。随函附寄“有监护权家长健康保险情况”表格。您可以填妥并

寄还此表格，作为保险凭证。 

如果您有健康保险，而且不想让DCS强制执行抚养令规定的医疗费用支付义务，您必须向DCS提交有关保险之凭证，并以

书面形式通知DCS您不想让其强制执行医疗费用支付义务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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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儿童的母亲和父亲未曾结婚，而且： 

1. 儿童的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未曾签署父子关系确认书，州或部落法庭则必须确定儿童的法定父亲。儿童抚养处(DCS)将
把您的个案转呈给检察官、部落法庭或州司法部办公处，以备起诉。 

2. 父母双方均已签署并提交父子关系确认书，儿童抚养处(DCS)则可颁发一项抚养令，而不必向法庭提出诉讼。 
如果抚养令涉及的另一方请儿童抚养处(DCS)采取此项措施，儿童抚养处(DCS)则可提供儿童抚养义务强制执行之全套

服务，即使您不想让我们提供此类服务。 

在抚养令涉及的双方均不在华盛顿州居住之情况下，若下列情况属实，儿童抚养处(DCS)则将提供儿童抚养义务强制执行服

务。 

1. 抚养令涉及的双方均未获得由其它州提供的儿童抚养义务强制执行服务。 
2. 无监护权家长与华盛顿州有关系。此类接触包括从华盛顿州境内营业的雇主那里挣取工资，在华盛顿州境内拥有资产，

等等。 仅在无监护权家长与华盛顿州有充分接触的前提下，儿童抚养处(DCS)方可征收抚养费。 

如果无监护权家长居住在其它州并与华盛顿州无接触，而您居住在华盛顿州，则儿童抚养处(DCS)不可采取下列任何行动。 

1. 依据华盛顿州法律而对个案确立司法管辖权并征收抚养费。 
2. 请无监护权家长所居住的州征收抚养费。有关的其它州将依据该州法律行事。 

儿童抚养处(DCS)将做出安排，以便无监护权家长按月支付逾期未付的抚养费。儿童抚养处(DCS)在确定上述付款金额时，

依据抚养令中规定的抚养费支付义务以及此对个案所欠的逾期未付之抚养费总金额。  

如果您的抚养令允许儿童抚养处(DCS)颁发“从收入中扣缴抚养费之颁令”，儿童抚养处(DCS)将把表格送达无监护权家长的

雇主（若知道雇主是谁）。 

如果您的抚养令不允许儿童抚养处(DCS)颁发“从收入中扣缴抚养费之颁令”，儿童抚养处(DCS)将把“儿童抚养费欠款与索

债通知函”送达无监护权家长。“儿童抚养费欠款与索债通知函”中列有抚养费金额，并赋予儿童抚养处(DCS)颁发“从收入中

扣缴抚养费之颁令”的权限。 

1. 如果您是法庭裁定的受款人，儿童抚养处(DCS)将把列有抚养费金额的通知函寄送给您。如果您收到通知的副本，而且

您不同意通知函中所列的抚养费金额，您有权提出听证申请。 

2. 无监护权家长可以申请一次协商会议（一种非正式的听证方式），借以对列有抚养费金额的通知函条款提出争议。您可

以参加该协商会议。 

3. 如果您提出听证申请，而无监护权家长提出举行协商会议，您可决定是举行听证会，还是举行协商会议。 

在制定、执行或修改某项抚养令的过程中，儿童抚养处(DCS)可采用美国国内平信方式向抚养令有关各方送达裁决通知书。

儿童抚养处(DCS)可按照最新获知的各当事方地址送达此类裁决通知。如果儿童抚养处(DCS)向您送达此类裁决通知，该裁

决通知可成为最终裁决令，而不必另行通知您。法庭或行政听证法官(ALJ)可在某个当事方未出席抚养令修改诉讼程序的情

况下，对修改儿童抚养令之诉请书进行缺席批准。即使儿童抚养处(DCS)无法证实缺席当事方的确收到了按照最新获知的当

事方地址而采用国内平信方式邮寄的裁决通知，上述缺席批准仍然适用。 

儿童抚养处(DCS)无法为您的子女确立或强制执行监护权或探视规定。 
代表 

儿童抚养处(DCS)以及与儿童抚养处(DCS)合作的州司法部各办公处及各检察官办公处代表社会福利服务部。上述机构不代

表您的抚养命令涉及的任何一方。 

听证会 

华盛顿州修正法规RCW第34.05章允许抚养令涉及的双方参加就您的抚养令而举行的听证会。任何一个当事方均可亲自出席

听证会或以电话方式参加听证会。听证将会影响您的抚养费金额。如果您未参加听证会，行政法法官则可批准儿童抚养处

(DCS)或您的抚养令涉及的另一方提出的请求，而不必另行通知您。您可以请律师在听证会上做您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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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 

华盛顿州法律规定，如果无监护权家长被关在监狱或教养所或被判刑至少六个月，并且没有能力支付子女抚养费，则可以

暂时减少子女抚养费。此程序被称为减免。您、无监护权家长，或DCS可以申请减免。如果减免适用于您的个案，您将收

到DCS的通知，解释减免的条款，如果个人不同意，他们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会。 

征款服务 
DCS将设法： 

1. 征收目前应付的和逾期未付的（若有的话）抚养费。 

• 在有限的情况下，DCS可能会签署一项临时协议。根据此协议，无监护权家长支付的抚养费可低于抚养令所规定的

目前每月抚养费支付金额。抚养费付款金额将逐渐增加，以便DCS收回目前应付的及逾期未付的全部抚养费。 
2. 对逾期未付的抚养费收取利息。只有在您的抚养令或者州或部落法庭裁决中列明累计利息总额的前提下，DCS才能对逾

期未付的抚养费收取利息。 
3. 征收托儿费用，若您的抚养令中有此规定。 
4. 征收配偶抚养费（供养费），若您的抚养令中有此规定。DCS 不负责规定配偶抚养费的金额。 

5. 强制执行医疗费用支付义务。DCS将依据华盛顿州修正法规RCW第74.20章及华盛顿州修正法规RCW 74.20A所规定之

可行的补救措施，设法为抚养令涉及的儿童而征收尚未补偿的医疗费用（例如共付额、自付额和保险费）。华盛顿州行

政法规WAC 388-14A-1020对承保范围以外的医疗费用有具体定义。DCS可能会颁发一份“医疗费用支付义务全国统一
通告”，借以强制执行健康保险支付义务，或者强制执行现金医疗费用支付义务；金额不超有抚养义务家长对医疗费用

的比例份额，并且不超过该位家长的基本儿童抚养义务份额之25%。 

6. 为完成高中学业后继续其学业的子女强制执行大专教育费用支付义务。只有州或部落法庭才有权下达此类抚养令。DCS
无权确立此类抚养令。 

您不必请DCS采取本节所列的措施。DCS将根据您的个案规定而行事。然而，您可能会发现有助于DCS征收抚养费的新情

况资料，若是如此，您必须告知DCS。在您与DCS的所有来往信件中都应包括以下情况资料。 

1. 您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个案号码。 
2. 无监护权家长的姓名和社会安全号码（若知道则请写明）。 

停止DCS的服务 

如果您希望请DCS停止提供儿童抚养义务强制执行之全套服务，您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DCS。如果您的抚养令要求无监护

权家长经由华盛顿州抚养登记处(WSSR)来支付抚养费，DCS将停止提供全套征款服务，将您的个案改为仅提供抚养费付款

服务，并通知无监护权家长。如果您的抚养令不要求经由华盛顿州抚养登记处(WSSR)来支付抚养费，DCS将结束您的个

案。 
如果您或您的子女与无监护权家长重新团聚，DCS 将停止征收目前应付的抚养费。若为您提供的服务类型有任何改变，

DCS 将通知您。 

联邦所得税退税款抵欠，行政颁令抵欠，及拒发护照 

如果DCS知道无监护权家长的社会安全号码，而且您的个案符合以下所有要求标准，DCS将把无监护权家长拖欠逾期抚养

费的情况通知国税局(IRS)： 

1. DCS知道无监护权家长的社会安全号码。 
2. 根据抚养令规定，存在逾期抚养费债务。 
3. 无监护权家长拖欠的逾期抚养费债务总额为$500.00或以上。如果DCS无法确定所拖欠的逾期抚养费总额，DCS将把欠

款额限为自从DCS受理您的个案以来所累计的抚养费金额。 
国税局将把无监护权家长的退税款寄给DCS，用于偿还收到退税款时所拖欠的逾期未付儿童抚养费拖欠款。 
如果无监护权家长采用联合申报的方式报税，DCS 在把退税款汇给您之前，可以暂扣退税款，为期可达六个月。DCS 暂扣

退税款，以便退税款收款人中的另一联合报税人有机会申领其份内应得的退税款。 

联邦政府应向无监护权家长支付的其它拖欠款项也可用于抵欠逾期未付的抚养费。 

如果无监护权家长的拖欠款金额至少达到$2,500.00，联邦政府则可拒绝向无监护权家长颁发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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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费付款分配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对抚养费付款之分配定有严格的条例。DCS根据付款收讫日期来决定如何分配抚养费付款。抚养令涉及

的任何一方均无权选择抚养费付款应该用于支付哪个时期的抚养费。 

1. DCS将把每月收到的一切付款（从国税局收到的退税款除外）首先用于偿付当月应付的抚养费。从国税局收到的退税

付款仅用于偿还逾期未付的儿童抚养费。 

2. 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如果您从未领取过贫困家庭临时辅助计划(TANF)补助金、部落贫困家庭临时辅助计划

(TANF)补助金或者有抚养子女家庭之补助金(AFDC)，DCS可能会扣留$35的付款手续费。DCS将于每一财政年度内

（起止日期为10月1日至9月30日）就您的个案向您支付$550抚养费后，收取这一手续费。 

3. 如果DCS收到的付款额超过目前的每月抚养费应付款金额，DCS将用附加金额来支付逾期未付的抚养费。 

4. 如果无监护权家长对不止一个家庭拖欠目前应付的抚养费，在把付款用于支付逾期未付的抚养费之前，DCS将用抚养

费付款来支付所有有关个案的目前应付抚养费。您与无监护权家长均无权指定DCS应如何分配抚养费付款。 

• 上述规则有一个例外。无监护权家长可指明将抚养费付款用于支付仅限抚养费付款服务(PSO)的个案。仅限抚养费

付款服务系指DCS提供付款记录备存和付款分配服务，但不提供儿童抚养令强制执行服务的个案。 

DCS将把目前应付的抚养费付款寄送给您。如果您已登记参加直接存储计划，DCS将利用电子资金转账(EFT)系统把抚养费

付款直接存入您的银行账户。 

请注意： 若您不授权将付款直接存入您的账户，DCS 将自动向您寄送一张称为 DCS 借记卡的 Stored-Value Visa 借记

卡。如果您有 DCS 借记卡，DCS 将把您的儿童抚养费付款存入此卡，而非您的银行账户。在大多数情况下，在

DCS 把儿童抚养费付款记入您的个案账户后，这些付款将于三个办公日内存入您的银行账户或您的 DCS 借记

卡。您可在接受 VISA 卡的任何地点使用 DCS 借记卡，您也可用此卡在自动取款机提款。如果您需要详细了解关

于电子方式付款的情况资料，或者寻找接获付款的其它方式，可以打电话询问，电话号码是 1-800-468-7422；您

也可以在网上查询，网址是 www.dshs.wa.gov/dcs。 

逾期未付的抚养费付款有可能寄送给您，也有可能不寄送给您。 

1. 如果您与您的子女从未领取过公共补助金，DCS将把上述付款寄送给您。 

2. 如果您与您的子女曾领取过公共补助金，而且没有任何债款指派给任何司法管辖区，DCS则将把上述付款寄送给您。 

3. 如果您过去曾领取过公共补助金，DCS将分配在您停止领取公共补助金后该处从以下来源收到的逾期未付的抚养费付

款： 

a. 首先，用于支付欠您的任何逾期未付抚养费，而这些拖欠款从未转让给州府。 

b. 其次，用于支付于1997年10月1日或之后以及2008年10月1日以前以转让方式临时转让给州府的任何逾期未付抚养

费，而且该转让款不属于下面(3)条中所述的永久转让逾期未付抚养费的一部分。 

c. 第三，用于支付尚欠您的逾期未付子女医疗费用支付义务付款。 

d. 第四，用于支付于1997年10月1日之前，或由于曾在该月向您支付公共补助金而于此日期之后，以公共补助金转让

方式永久转让给州府的任何逾期未付抚养费。 

e. 第五，用于支付转让给州府的任何儿童逾期未付医疗费用支付义务。 

f. 从国税局收到的退税付款将首先用于支付转让给州府的逾期未付抚养费和逾期未付医疗费用支付义务付款，之后再

用于支付尚欠您的任何逾期未付抚养费。 

4. 如果无监护权家长对不止一个家庭拖欠逾期未付的抚养费，DCS将把所征收的抚养费付款按照比例分别支付给有关的

家庭。 

http://www.dshs.wa.gov/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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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追缴 
按照RCW 26.23.035(3)和74.20A.270，DSC会追缴错发给您的溢付款和付款。 
1. 如果为以下情况，您必须退回DCS发给您的付款： 

a. DCS误将付款寄给您。 

b. DCS寄给您的钱款超过无监护权家长尚欠费用，也称为溢付款。 

2. 如果您有“仅付款服务”(PSO)个案，DCS会先扣留今后代您收取的抚养费付款来追缴错寄给您的溢付款和付款。RCW 
26.23.035(3)允许采取此项措施，而无需通知您。 
a. DCS可自动扣留今后代收的目前应付抚养费付款的 10%。 

b. DCS可自动扣留今后代收的逾期未付抚养费付款的 100%。 

3. DCS可能采取RCW 74.20A.270允许的其他征款措施，以追缴错寄给您的付款和/或溢付款。即使在您停止通过DCS接受

抚养费之后，这点同样适用。如果DCS选择此项,DCS会发送通知给您。如未收到任何异议，DCS可以： 
a. 将“从收入中扣缴抚养费之颁令”寄送给您的雇主或持有您资产之其他人士或组织机构。颁令/通知要求您的雇主或其他

人士或组织机构从您的收益、收入和资产中扣留错寄的溢付款和付款。 

b. 对您的不动产和个人财产提出留置权。 

c. 采取RCW第26.09、26.18、26.23和74.20章所规定之任何可行的DCS征款补救措施。 

部落情况资料 
本表格中所列的DCS强制执行与征款程序不适用于受雇于印第安部落、部落企业或印地安人保留地内之印第安人企业的雇

员，除非DCS与部落已签订此类协议。如果无监护权家长受雇于印第安部落、部落企业或位于某个印地安人保留地内并由

印第安人拥有的企业，DCS可以： 
1. 请部落执行为您下达的儿童抚养令。如果华盛顿州和部落定有有关规程，DCS则采取这一行动。 
2.  向部落法庭提出诉讼，以确立或强制执行您的抚养令。如果DCS向部落法庭提出诉讼，DCS可遵行华盛顿州与印第安

部落协议中开列的程序，或者使用部落法庭现有的程序。 
如果下列情况之一适用于您的个案，DCS则可把您的个案转交给部落抚养义务强制执行组处理。 
1. 您的子女或者抚养令涉及的双方中有任何一方是印第安部落成员。 

2. 无监护权家长受雇于印第安部落、部落企业或位于某个印地安人保留地或托管地内并由印第安人拥有的企业。 
3.    抚养令涉及的任何一方属于儿童抚养合作规程或协议服务范围。 
4.    抚养令涉及的任何一方接受部落贫困家庭临时辅助计划(TANF)或部落儿童抚养服务计划的服务。 

5.    您的个案涉及其它的部落问题。 

对儿童抚养义务有有影响的法律及政策 

华盛顿州修订法规(RCW)及华盛顿州行政法规(WAC)中的下列章节对DCS提供的服务具有约束力。 

华盛顿州修正法规RCW第26.09章 华盛顿州行政法规WAC第388-14A章 
华盛顿州修正法规RCW第26.18章 
华盛顿州修正法规RCW第26.21A章 
华盛顿州修正法规RCW第26.23章 
华盛顿州修正法规RCW第74.20章 
华盛顿州修正法规RCW第74.20A章 

时效法规可应用于儿童抚养费债务。在该法规适用的情况下，无监护权家长可用时效法规为自己辩护，证明他们不再全额或

部分拖欠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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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联系 

请使用"KIDS"自动电话系统来获得有关您个案的情况资料，电话号码是800-442-5437。请尽量使用此电话系统。如果

"KIDS"自动电话系统无法处理您的问题，请打电话联系负责处理您个案的DCS办事处。请记住，接接听电话会占用有关您

个案的其它抚养费征收工作所需的时间。减少打电话的次数将有助于DCS更有效地为您服务。 

当您有必要与DCS联系时，请使用下列电话号码。免费电话号码仅供打长途电话时使用。为有语言或听力障碍者提供

TTY/TDD专线服务。 

Seattle:        (206) 341-7000或(800) 526-8658  Vancouver: (360) 696-6100或(800) 345-9984 
Tacoma: (253) 597-3700或(800) 345-9976  Wenatchee: (509) 886-6800或(800) 535-1113 
Everett: (425) 438-4800或(800) 729-7580  Yakima: (509) 249-6000或(800) 441-0859 
Spokane: (509) 363-5000或(800) 345-9982  Olympia: (360) 664-6900或(800) 345-9964 
Kennewick: (509) 374-2000或(800) 345-9981 
 

如需了解关于电子方式付款的情况资料，请拨1-800-468-7422；您也可以在DCS的网站上查询，网址是

www.dshs.wa.gov/dcs。您可登记在网上查看有关您个案付款的以往记录，网址是 https://secureaccess.wa.gov。 
 
禁止在就业、服务或计划活动的任何方面，以种族、肤色、原国籍、信仰、宗教、性别、年龄或残障为由，而对任何人进

行歧视。备有此表格的其它版本格式，可供索取。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secureaccess.wa.gov%2F&data=04%7C01%7Cmillie.brombacher%40dshs.wa.gov%7C68ea13e9b8864fa8fe5208d9f667f8c1%7C11d0e217264e400a8ba057dcc127d72d%7C0%7C0%7C637811748678330117%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x%2B9aBqClF6EnHdmrOFMdXFLyCXgETVu1Fjs5NVwZm1Y%3D&reserve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