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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法院命令。

DV-140 C 《子女监护探视令》
案件编号：

不得向法院提交

本表随附于（单选）： �	DV-110 �	DV-130

1 受保护人姓名: 
与孩子的关系： �	父母 �	法定监护人 �	其他（请说明）：

2 被限制人的姓名: 
与孩子的关系： �	父母 �	法定监护人 �	其他（请说明）：

3 � 18 周岁以下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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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您需要列出更多子女，请勾选此框。在另外的纸页上添加信息，在顶部写明“DV-105，子女”，

然后将其附在本表后面。)

4 � 未经许可，禁止带子女出行
�	第  1  项所述之人 �	第  2  项所述之人 �	他人（姓名）：
必须获得另一方父/母的书面许可或法院命令，方可将子女带离以下地点：
a. � 加利福尼亚州
b. � 美国
c. � 其他地点（列出）：

5 � 停止访问子女的学校、健康和其他信息
a. 第  2  项所述之人不得访问或无权访问以下人员的记录或信息：
�	第  3  项所列子女。
�	仅于此处列出的子女（名字）：

b. 从以下项中进行选择（勾选所有适用项）：
�	医疗、牙科和心理健康服务机构
�	学校和日托机构
�	课外活动机构，包括夏令营和体育队
�	子女的雇主（包括志愿者和无薪职位）
�	其他（请说明）：

如果您是上述机构，不得将第  5  项所列子女相关的信息或记录透露给第  2  项所述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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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法官就《防止儿童诱拐法令申请表》做出的决定（附上 DV-145 表格）

7 � 子女监护权
a. 法定监护权（针对子女的健康、教育和福利做出决定之人）
�	仅归属于第  1  项所述之人
�	仅归属于第  2  项所述之人

�	由第  1  项和第  2  项所述之人和我共享。
�	他人（姓名）：

b. 生活监护权（子女经常一起生活之人。）
�	仅归属于第  1  项所述之人
�	仅归属于第  2  项所述之人

�	由第  1  项和第  2  项所述之人和我共享。
�	他人（姓名）：

c. 如果法官将单独或共同监护权授予第  2  项所述之人，则法官必须解释原因。
（由法官填写。勾选所有适用项）：
�	法官在听证会上给出理由（请参阅简易判决或法院记录。）
�	法官的理由列于此处： 

8 � 在法院发出进一步命令之前，第  2  项所述之人不得探视子女。
（如果本表随附于 DV-110 表格《临时禁制令》，则意味着法官临时停止了您探视子女的权利。如果您不同意
该命令，请参加法院听证会。）

9 � 有监督（监控）的子女探视
a. 受监督之人： �	第  1  项所述之人 �	第  2  项所述之人 监督者：

�	非专业人士（姓名和与子女的关系，如已知）：
�	专业人士（姓名，如已知）：

(1) 费用支付方：第  1  项所述之人  % 第  2  项所述之人  % 其他：  %
(2) 第  1  项所述之人联系机构的截止时间（日期：）

第  2  项所述之人联系机构的截止时间（日期：）

b. 机构联系信息，如已知
地址：  电话： 

c. 有监督的探视时间表
(1) � 一周一次，（时长）：
(2) � 两周一次，（时长）：  每次探视。
(3) � 请遵循第  12  项所述的探视时间表。
(4) � 其他时间表（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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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有监督（监控）的子女交流（使用第  11  项描述探视时间表。）

a. 受监督之人： �	第  1  项所述之人 �	第  2  项所述之人 监督者：

�	非专业人士（姓名和与子女的关系）：
安全的交流地点： 
（有关安全地点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selfhelp.courts.ca.gov/guide-supervised-visitation。）

�	专业人士（列出姓名，如已知）：
(1) 费用支付方：第  1  项所述之人  % 第  2  项所述之人  % 其他：  %
(2) 第  1  项所述之人联系机构的截止时间（日期：）

第  2  项所述之人联系机构的截止时间（日期：）
(3) 交流地点由机构决定。

b. 机构联系信息，如已知：
地址：  电话： 

11 � 无监督（无监控）探视
a. 如果法官向第  2  项所述之人授予无监督的探视权，则法官必须解释原因。

（由法官填写。勾选所有适用项）：
�	法官在听证会上给出理由（请参阅简易判决或法院记录。）
�	法官的理由列于此处： 

b. �	第  1  项所述之人 �	第  2  项所述之人 将按下述规定探视子女：
(1) � 探视时间表如下所述：

(2) � 请遵循第  12  项所述的探视时间表。

https://selfhelp.courts.ca.gov/guide-supervised-vis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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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第  2  项所述之人的探视时间表

时间 带子女往返探视地点之人 接送地点

星期一 开始：
结束（如适用）：

星期二
开始：
结束（如适用）：

星期三
开始：
结束（如适用）：

星期四
开始：
结束（如适用）：

星期五
开始：
结束（如适用）：

星期六
开始：
结束（如适用）：

星期日
开始：
结束（如适用）：

请遵循上述时间表：
�	每周 �	每个月的第 1 周和第 3 周 �	每个月的第 2 周和第 4 周
�	其他 

探视开始日期（年、月、日）

13 � 其他命令
（说明其他命令或参考附件（如 FL-341(C) 子女假日时间安排附件））：

14 惯常居住国家
本案中子女的惯常居住国家为 �	美国
或 �	其他（请说明）： 。

15 管辖权和通知
根据《统一子女监护管辖权和执行法》（《加利福尼亚家庭法》第 3 部分，从第 3400 条开始），本法院有权在本案
中下达子女监护令。回应方将按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收到通知。

16 违反该命令的惩罚
如果违反该命令，则可能会受到民事或刑事处罚，或者民事和刑事处罚。

此为法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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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fl34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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