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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非法院命令。

DV-105 C 子女监护探视令申请表 案件编号：
不得向法院提交

此表随附于 DV-100 表格。（请使用此表为您与第  2  项所述之人的子女申请命令。）

1 您的信息
姓名：
与子女的关系： �	父母 �	法定监护人 �	其他（请说明）：

2	 您想针对谁申请保护令
姓名： 
与子女的关系： �	父母 �	法定监护人 �	其他（请说明）：

3 18 周岁以下子女（请按年龄顺序，由大到小列出）
a. 姓名：  出生日期： 
b. 姓名：  出生日期： 
c. 姓名：  出生日期： 
d. 姓名：  出生日期： 
�	（如果您需要更多纸页，请勾选此框。将标题写为“DV-105，子女”，并将其附于此表。）

4 子女居住地
a. 过去五年内，第  3  项列出的所有子女是否同住？
�	是（请填写第 4b 项。）
�	否（如选否，请勿填写以下信息。请使用 DV-105(A) 表格）。

b. 请列出您的一名/多名子女最近五年内的居住地。请从当前住址开始。

日期（年/月） 市、州和部落土地
子女与以下人员同住（勾选所有适用项）：

我本人 第  2  项所述之人 其他 *

起始时间：  至今
�	如果您想对当前住址保密，请勾选

此框。仅列出州名。

�	 � �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与子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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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涉及您子女的法院案件历史
a. 您是否了解涉及第  3  项所列任何子女的其他任何案件？
�	否
�	是（如果是，请填写以下内容。）

（勾选所有适用选项。若已知，请列出案件的提交地点（市、州或部落）、提交年份和案件编号。）

�	拘留 
�	离婚 
�	青少年法庭（儿童福利或青少年司法） 
�	监护权 
�	刑事 
�	其他（如：子女抚养费案件） 

b. 当前是否存在有效的监护令或探视令？
�	否
�	是（请填写以下内容。）

法官令的内容是什么？（如：谁拥有子女的监护权、探视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如果您持有命令，请随附一份命令副本。)

您想更改命令的原因是什么？

c. 如果有除您以外的另一位家长/其他法定监护人，以及第  2  项所述之人，请填写以下内容。

姓名： �	父母 �	法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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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可下达的子女保护令
如需请求法官保护您的子女，请回答以下问题。

6 您是否希望限制第  2  项所述之人能够与您的子女一起旅行的地点？
�	否
�	是（请填写以下内容）：

我请求法官命令第  2  项所述之人在带我的子女离开以下地方之前，必须获得我的书面同意，或法
院命令：
�	县名（请列出）：
�	加利福尼亚州 
�	其他地点（请列出）：

7 您是否希望第  2  项所述之人有权获取子女的记录或信息？
�	是
�	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a. 我请求法官命令第  2  项所述之人不得获取/有权获取以下人员的记录或信息：
�	第  3  项列出的所有子女。
�	仅在此列出的子女（姓名）：

b. 以下记录或信息（勾选所有适用项）：
�	医疗、牙科和心理健康
�	学校和托儿所
�	夏令营和运动队等课外活动
�	其他（请说明）：

（如果法官下达了该命令，则提供者不能向第  2  项所述之人提供受保护的信息。）

8 您是否认为第  2  项所述之人可能会诱拐（绑架）您的子女？
�	否
�	是（如需申请命令防止诱拐，您必须填写 DV-108 表格《防止儿童诱拐法令申请》，并将其附于此表。）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dv1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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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监护令
您可以请求法官为您的子女下达监护令。加州有两种监护：法定监护和生活监护。
• 法定监护是指监护人对子女的健康、教育和福利做出决定。
• 生活监护是指监护人正常与子女共同生活。
对于这两种监护，父母可同时享有监护权（共同监护），或父母一方可独享监护权（单独监护）。

9 您是否希望法官下达子女监护令？
�	否
�	是（请填写以下内容）：

法定监护（请勾选一项）：
�	我本人单独监护
�	第  2  项所述之人单独监护
�	我本人和第  2  项所述之人共同监护。
�	其他（请说明）：

生活监护（请勾选一项）：
�	我本人单独监护
�	第  2  项所述之人单独监护
�	我本人和第  2  项所述之人共同监护。
�	其他（请说明）：

探视子女（亲子时间）
您可以请求法官决定您的子女何时与第  2  项所述之人相处。该期间称为“亲子时间”或探视。“亲子时间”或探
视是指父母双方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安排和确切时间。某家长未获得监护权，但法官认为该家长与子女享受亲子
时间是安全的，且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的，则该家长可以这样做。请回答以下问题，告知法官您目前想如何安排
第  2  项所述之人的亲子时间。法官下达的任何命令仅在当前具有暂时的效力。该命令将于庭审日期到期（约
三周之后）。法官可在庭审之日更改命令或延长其有效期。

10 您是否希望第  2  项所述之人探视子女（与子女享受亲子时间）？
�	否，我请求法官命令第  2  项所述之人不得进行探视。（到此结束。您已完成此表的填写。）
�	是（请前往  11 。）

11 您是否希望在第三方的监督（监视）下探视子女？
（如需了解受监督的探视，请前往：https://selfhelp.courts.ca.gov/guide-supervised-visitation。）
�	是（请前往  12 。）
�	否（请前往  13 。）

https://selfhelp.courts.ca.gov/guide-supervised-vis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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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受监督（监视）的探视详细信息
（请填写 a 项和 b 项）：
a. 您希望由谁监督探视？

（勾选一项）：
�	非专业人员，如：值得信赖的亲属或朋友（如果知道，请列出姓名）：
�	专业人员（如果知道，请列出姓名）：

专业费用由以下人员支付： 我本人支付  % 第  2  项所述之人支付  %
其他：    %

b. 探视频率以及时长如何？：
（勾选一项）：
�	一周一次，每次（小时数）：
�	一周两次，每次（小时数）： 。
�	其他（请说明）：
�	如果您想使用下表来安排时间，请勾选此框。

受监督的探视时间表
（请列出第  2  项所述之人应当探视子女的日期和时间。）

时间 探视子女接送人 接送地点

星期一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星期二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星期三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星期四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星期五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星期六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星期日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遵循上述时间表（勾选一项）：
�	每周 �	每隔一周 �	其他 

探视开始日期（年/月/日）

 如果您已填写第  12  项，您已完成此表的填写。请勿填写第  1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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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受监督的探视详情
（请填写 a 项和 b 项）：
a. 如果法官允许第  2  项所述之人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探视您的子女，您需要告知法官您希望如何

解决子女接送的问题，也称作“交换子女”。您是否希望在第三方的监督下交换子女？
�	否
�	是（请填写以下内容）：

您希望由谁监督交换？（勾选一项）：
�	非专业人员，如：值得信赖的亲属或朋友（如果知道，请列出姓名）：
�	专业人员（如果知道，请列出姓名）：

专业费用由以下人员支付： 我本人支付  % 第  2  项所述之人支付  %
其他：    %

b. 请描述您希望第  2  项所述之人与子女相处的亲子时间。
（请使用以下行或下表详细说明第  2  项所述之人应当探视子女的日期和时间。详细说明信息，其中包
括何时进行探视、探视频率以及谁将负责运送子女。）

不受监督的探视时间表

时间 探视子女接送人 接送地点

星期一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星期二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星期三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星期四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星期五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星期六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星期日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如适用）：

遵循上述时间表（勾选一项）：
�	每周 �	每隔一周 �	其他 

探视开始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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