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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为法院命令。

DV-110 C 临时禁制令 提交表格时，由书记员在此盖章，并注明日期。

仅供参考
不得向法院提交

填写法院名称和街道地址：
县 加州高等法院

提交表格时，由法院填写案件编号。
案件编号：

不得向法院提交

�	原命令 �	  修改后的命令
说明：申请禁制令之人必须完成项目  1 、  2 以及  3  。法院将填写本
表其余部分。

1 受保护人员（姓名）：

2	 被禁制人
*全名： 
*性别： �	男 �	女 �	非二元性别
*年龄： （年龄未知的，请说明估计年龄。）
出生日期：  身高：  体重： 
头发颜色： 眼睛颜色：
*种族： 
与第  1  项所述之人的关系：
被禁制人所在地址 
市：  州：  邮政编码：
枪械、枪械零件或弹药的类型、数量和位置：

（带星号 (*) 的信息为必填项，只有填写所有必填项，才能将本命令
添加到加州警察数据库中。说明您所了解的所有信息。）

3	 � 其他受保护人员
除了第  1  项所述之人外，下面列出的人还受到第  8  项至第  11  项列出的命令保护。

全名 与第  1  项所述之人的关系 年龄

�	如果您需要列出更多人员，请勾选此框。在单独纸张上列出他们，在顶部写上“DV-110，其他受保护人员”，
并将其附在本表上。

（法院将填写本表其余部分）

4 您的审理日期（开庭日期）

本命令在以下所列听证会结束时失效：
庭审日期：  时间：  �	上午 �	下午

本命令须在美国全境执行。见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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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第  2  项所述之人：
法官已下达临时命令。请参阅第  5  项至第  20  项。如果您不遵守这些命令，您可能会被控犯罪、入狱和/或支付罚
款。违反本命令规定，带走/藏匿子女是重罪。

5	 无枪械（枪支）、枪械零件或弹药
a. 您不得拥有、持有、具有、购买、尝试购买、取得、尝试取得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得 b 中所列的以下任何违

禁物品。

b. 违禁物品有：
(1) 枪械（枪支）；
(2) 枪械零件（如《刑法》第 16531 条定义的机闸、枪架或未完成的机闸或枪架）；以及
(3) 弹药。

c. 在本命令送达后 24 小时内，您必须将您直接持有/管理的任何违禁物品出售给或存放在持照经营的枪
支经销商处，或交给执法机构。

d. 如果执法机构向您索要您的违禁物品，您必须立即上交。

e. 您必须在收到本命令后 48 小时内，向法院提交证明您已上交、出售或存放枪支的收据。（您可使用 
DV-800/JV-270 表格《枪械、枪械零件和弹药收据》。）执法机构向您送达禁制令的，您必须将收据副本
交给该执法机构。

6 � 被禁制人拥有违禁物品
法院认为您拥有以下违禁物品：

a. 枪械和/或枪械零件
描述（如已知，包括序列号） 位置（如已知）

法院已收到的合规
证据

(1) �	（日期）：
(2) �	（日期）：
(3) �	（日期）：
(4) �	（日期）：

b. 弹药

描述 数量（如已知） 位置（如已知）
法院已收到的合规
证据

(1) �	（日期）：
(2) �	（日期）：
(3) �	（日期）：
(4) �	（日期）：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dv800/JV-270.pdf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dv800/JV-27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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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庭审审查枪械（枪支）、枪械零件和弹药的合规情况
除了 DV-109 表格第  3  项所述庭审外，您必须参加下列庭审，证明您已经妥善上交、出售或存储您仍持有或
拥有的所有违禁物品（见第  5 b 项描述），包括第  6  项所述任何物品。如果您为参加下列庭审，法官可认定您
违反禁制令，并将您的违法行为通知执法人员和检察官。

法院名称及地址（如与第 1 页所示法院地
址不同）

日期： 部门： 
时间：  庭审室： 

8	 禁止寻找受保护人
您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寻找受本命令保护的任何人，包括他们的地址或位置。

�	若勾选，则本命令未获批准，因为法官有充分理由不下达本命令。

9 禁止虐待令 �	未申请 �	在听证会之前被拒绝 �	授予情况如下：
您不得对第  1  项所述之人以及第  3  项所列之人实施以下行为：

 • 骚扰、攻击、袭击、威胁、侵犯（性侵犯或其他方式的侵犯）、殴打、跟踪、盯梢、猥亵、破坏个人财产、监视、
冒充（通过互联网、电子方式或其他方式）、妨碍活动、通过电话或其他电子方式骚扰（包括反复接触）或
扰乱安宁。

 • “扰乱安宁”是指破坏某人的精神或情绪平静。可以直接或间接（例如：通过他人）进行。也可以通过任何
方式进行，例如通过电话、短信或在线方式进行。扰乱安宁包括强制管控。

 • “强制控制”是指不合理地限制受该禁制令保护的任何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人权利的一系列行为。示例包
括：将他们与朋友、亲人或其他支持人员隔离开来；使他们无法获得食物或满足基本需求；控制或跟踪
他们，包括他们的动向、联系方式、行动、金钱或获取的服务；以及通过暴力、威胁或恐吓的方式使他们做
某事，包括与实际或疑似的移民身份相关的威胁。强制性控制包括生育强迫，意味着控制某人的生育选
择，如：使用武力、威胁或恐吓来迫使某人怀孕或不怀孕，以及控制或干扰某人的避孕、节育、怀孕或获得
健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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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禁止接触令 �	未申请 �	在听证会之前被拒绝 �	授予情况如下：

a. 您不得通过以下方式接触 �	第  1  项所述之人 �	第  3  项所述之人
包括通过电话、邮件、电子邮件或其他电子方式，直接或间接接触

b. � 第 10a 项的例外情况：
(1) �	只有在根据法院命令探访儿童之时，方可与第  1  项所述之人进行短暂和平的接触。
(2) � 只有在根据法院命令进行接触或探访期间，方可接触您的子女。
(3) � 其他（请说明理由）：

c. 允许通过律师或送达员或送达法院案件相关的法律文书的其他送达人员和平进行书面联系，并不违反
本命令。

11 远离令 �	未申请 �	在听证会之前被拒绝 �	授予情况如下：
a. 您必须远离以下人员至少（勾选所有适用项）： （请说明）码：

�	第  1  项所述之人。
�	第  1  项所述之人的家人。
�	第  1  项所述之人的工位或工作场所。
�	第  1  项所述之人的车辆。

�	第  1  项所述之人的学校。
�	第  3  项所述之人。
�	子女的学校或托儿所。
�	其他（请说明）：

b. � 第 11a 项的例外情况：
远离令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1) � 根据法院命令的探访规定，与子女进行交流。您必须与子女短暂进行和平交流。
(2) � 按照法院命令的接触或探访规定，探访子女。
(3) � 其他（请说明）：

12	 迁出令 �	未申请 �	在听证会之前被拒绝 �	授予情况如下：
您必须只携带听证会前所需的个人衣物和物品，并立即从 （地址）搬出：

13	 其他命令 �	未申请 �	在听证会之前被拒绝 �	授予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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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子女的监护和探视 �	未申请 �	在听证会之前被拒绝 �	授予情况如下：
批准内容见随附的 DV-140 表格《子女监护令和探视令》，以及
�	（请列出其他表格）： 。

15	 保护动物 �	未申请 �	在听证会之前被拒绝 �	授予情况如下：
a. � 您必须远离下列动物至少  码。
b. � 您不得带走、出售、隐藏、骚扰、攻击、袭击、威胁、伤害、处理掉、转移或借走该动物。

c. � 只有第  1  项所述之人可拥有、照顾及管理下列动物。

名称（或识别动物身份的其
他方式） 动物类型 品种（若知道） 颜色

16 不动产管理 �	未申请 �	在听证会之前被拒绝 �	授予情况如下：
在听证会之前，只有第  1  项所述之人可使用、控制及占有以下财产：

17 健康和其他保险 �	未申请 �	在听证会之前被拒绝 �	授予情况如下：

以下人员： �	第  1  项所述之人 �	第  2  项所述之人 对于根据命令对其提供支持的当事人或其子
女（若有），根据命令，不得取消、转让或处置以此当事人或其子女（若有）为受益人所持有的保险等，或变更该
等保险的受益人，对该等保险进行兑现，或利用该等保险进行借贷。

18	 记录通讯内容 �	未申请 �	在听证会之前被拒绝 �	授予情况如下：
如果第  2  项所述之人进行的通讯违反了本命令，第  1  项所述之人可予以记录。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dv1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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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财产限制 �	未申请 �	在听证会之前被拒绝 �	授予情况如下：
以下人员：�	第  1  项所述之人 �	第  2  项所述之人 不得转让、出售、隐藏、处理掉/破坏任何不动产或
利用任何不动产进行借贷，但在日常业务过程中或为了生活所需的情形除外。此外，每个人均须通知对方新/
大金额费用，并向法院说明。（如果法院批准了第  8  项，那么第  2  项所述之人不得联系第  1  项所述之人。
通知第  1  项所述之人新/高额费用时，请派一名送达人向第  1  项所述之人邮寄或当面提供信息，或者联系
其律师（若有）。）

20	 偿付所欠不动产债务 �	未申请 �	在听证会之前被拒绝 �	授予情况如下：
在本命令到期之前，第  2  项所述之人须支付这些款项：
收款人：  付款项目：  金额：$  到期日： 
收款人：  付款项目：  金额：$  到期日： 
收款人：  付款项目：  金额：$  到期日： 

21	 可于听证会日期（开庭日期）下达的命令
如果第   1  项所述之人勾选了 DV-100 表格所载之任一命令，则法官可在您的开庭日期准予这些命令。

 • 子女抚养

 • 配偶赡养费

 • 律师费

 • 支付因虐待行为引起的费用

 • 殴打者干预计划

 • 无线电话账号转让

22	 免缴向被禁制人送达（通知）命令的费用
警长将免费执行此操作。
带上需要提交给警长的所有文书副本。

23	 � 附页（所有附页均为本命令的组成部分。）
a. 本 9 页表格的附页数： 
b. 附件包括以下表格（勾选所有适用项）：
�	DV-140 �	DV-145 �	DV-820 �	其他： 

法官签名

日期： 

法官或司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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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侵害妇女法》合规证明
根据被禁制人的通知，该临时保护令符合《暴力侵害妇女法》18 U.S.C. § 2265 (1994) (VAWA) 的“完全信任”要
求。本院对当事人和主旨事宜具有管辖权；被禁制人已经/将根据该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规定，获得通知以及及时进
行听证的机会。本命令在美国 50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所有部落所在地以及所有美国领土、联邦和属地的每个司
法管辖区中，均有效且可执行，并且应该像该管辖地的命令一样执行。

向第  2  项所述之被禁制人发送的警告和通知

您用于接收法院命令的地址
如果法官在庭审期间（开庭日期）下达了与本临时禁制令相同的禁制令，您将通过邮寄方式，在第 1 页第   2  项载
明的您的最后已知地址，收到本命令的副本。您的地址未列在本表中或者不准确的，请联系法院。如果您未出庭，但
想知道法官是否针对您准予下达禁制令，请联系法院。

子女的监护、探视和抚养费
z	子女的监护和探视：如果您未出庭（开庭日期），法官可在不听取您意见的情况下，为您的子女下达监护令和

探视令。

z	子女抚养：法官可以根据父母双方的收入下达子女抚养令。法官也可以直接从父母的薪水中取出该抚养费。
子女抚养费可能是一大笔钱，通常必须由您支付，直至子女满 18 周岁。如果您希望法官了解有关您经济状况
的信息，请提交并送达 FL-150 表格《收入和费用申报表》或者 FL-155 表格《财务报表》（简洁版）。否则，法
院可能会在不听取您意见的情况下下达抚养令。

z	配偶赡养费：提交并送达 FL-150 表格《收入和费用申报表》，以便法官了解您的经济状况。否则，法院可能会
在不听取您意见的情况下下达抚养令。

枪械（枪支）、枪械零件以及弹药
根据加州法律，您不得持有任何枪械（枪支）、特定枪械零件或弹药。（《家庭法》第 6216 条和第 6389(a) 条）。请咨
询法院，了解有关如何在您所在市或县正确上交、出售或存储这些物品的信息。您也可以联系您当地的警察局获
取说明。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fl150.pdf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fl155.pdf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fl1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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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执法机构的说明

本命令一经下达，即时生效。本命令可由收到本命令的执法机构，命令副本所示的执法机构，或者在加州执法电信
系统 (CLETS) 上验证其存在的执法机构执行。如果执法机构没有收到对被禁制人的送达证明，并且被禁制人未出
席法院听证会，则该机构应将命令条款告知被禁制人，然后必须予以执行。违反本命令可被处以刑罚。

送达本命令的人员的职责
向被禁制人送达本命令的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z	询问被禁制人员是否拥有第  6  项所述任何违禁物品，或者是否保管或控制尚未上交的任何物品。
z	命令被禁制人员立即向您交出所有违禁物品。
z	向被禁制人出具已上交所有违禁物品的收据。
z	填写专人送达证明，并提交法院。为此，您可以使用 DV-200 表格。

在送达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将送达证明直接提交到加州限制与保护令系统 (CARPOS)，包括送达人员
的姓名和执法机构。

如果违反命令，则要求逮捕
如果官员可能有事由相信被禁制人得到命令通知且不遵守命令，则官员必须逮捕此人。（《刑法》第 836(c)(1)13701(b) 
条。）违反本命令可能会违反《刑法》第 166 条或第 273.6 条。

如果受保护人联系被禁制人
即使受保护人员邀请或同意联系被禁制人，本命令也将继续有效，必须执行。不得以邀请或同意联系被禁制人为由
逮捕受保护人员。命令仅可通过其他法院命令更改。（《刑法》 第 13710(b) 条。）

子女的监护和探视
子女监护令和探视令列于 DV-140 表格或其它附表当中。如果法官下达了这些命令，请查看此命令第  10  项和第  11  
项，了解法官是否准予破例与第  1  项所述之人进行短暂和平的接触，以遵守法院下达的探视令。第   2  项所述之
人进行的接触并非短暂和平的接触，即为违反本命令。DV-100 表格和 DV-105 表格不属于命令。此命令无需强制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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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性命令 —— 执行优先次序
如果有下达多项禁制令保护受保护人员，使其免受被禁制人侵害，须根据以下优先级别执行这些命令（见《刑法》
第 136.2 条和《家庭法》第 6383(h)(2)、6405(b) 条）：

1. 紧急保护令 (EPO)：如果其中一份命令是紧急保护令（EPO-001 表格），须执行比其他限制/保护令更严格的
规定（如：远离令）。须执行与 EPO 不冲突的另一份命令的规定。

2. 禁止接触令：如果禁制令/保护令包括禁止接触令，须执行禁止接触令。第  10  项是禁止接触令的示例。

3. 刑事保护令 (CPO)：如果这些命令中不包括 EPO 或禁止接触令，须执行最近的 CPO。（《家庭法》第 6383(c)
(2) 条和第 6405(b) 条。）此外，在涉及家庭暴力指控、《刑法》第 261 条、第 261.5 条或前 262 条的刑事案件中
下达的 CPO，或要求性犯罪者登记的指控，须优先于任何民事法庭命令执行。（《刑法》第 136.2(e)(2) 条。）须
执行民事法庭命令中所有与刑事保护令（CPO）不冲突的规定。

4. 民事禁制令：以上民事禁制令（如：家庭暴力、青少年、虐待老人、民事骚扰等禁制令）的数量超过一个的，须
执行最后下达的命令。须执行与最近民事禁制令不冲突的规定。

（此部分将由书记员填写。）

— 书记员证明 —书记员证明
[公章]

本人证明，本临时禁制令是法院原始档案的真实、准确的副本。

日期：  书记员，签字人 ，助理

此命令为法院命令。
Rev. January 1, 2023

仅提供英语版本的可填写线上表格。
为了您的安全和隐私，请在列印表格后按下“清除此表格”键。

打印此表格 储存此表格 仅提供英语版本的可填写线上表格。 
清除此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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