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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不是法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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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延」的含義是什麼？

•	 這是法官使您目前的禁制令有效時間超過目前
的失效期的方法。

•	 如果法官「續延」您的「聽證會後下達的禁制
令」（DV-130表），則會有一個新的失效期。

我何時要求續延？

在您目前的命令終止日期前三個月內的任何時

間（請參閱DV-130表）。

新命令可延續多長時間？

命令可延續五年或永久有效。

法官需要瞭解哪些情況？

法官可能在自從最初命令下達以來沒有顯示任

何虐待證據的情況下續延禁制令。但是，您必

須顯示對今後會受到虐待感到擔心的理由。

需要繳納多少費用？

不需要繳納任何費用。

我是否必須出庭？

是，在書記員通知您的日期出庭。如果您不出

庭，您的禁制令將會終止。

需要採取哪些步驟？

•	 填寫：
	 DV-700表（「請求續延禁制令」）

	 DV-710表（「續延禁制令聽證會通知」）

•	 在DV-700表上隨附一份您目前的「聽證會後下
達的禁制令」（DV-130表）。

•	 將所有的表格至少複印三份。
•	 將表格交給法院書記員。
•	 書記員會將表格交給法官簽字。有時，法官需
要與您交談。如果這樣做，書記員會通知您。

如果法官簽署DV-710表，法院會替您將表格送

交給執法機構或CLETS。CLETS是全州範圍

供執法機構查閱法院命令的電腦系統。

書記員或法官會確定聽證會日期

您必須出席聽證會。DV-710表會顯示聽證會召

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請一位年滿18歲或以上的人親自將以下表格
副本送交給受禁制人：

•	 DV-700表（「請求續延禁制令」）
•	 DV-710表（「續延禁制令聽證會通知」）
•	 您當前的DV-130表（「聽證會後下達的
禁制令」）

•	 DV-720表（「對請求續延禁制令作出的
回應」）--	不要填寫，由受禁制人回答。

如需瞭解有關「送達」的資訊，請查閱DV-200-

INFO表（「什麼是「專人送達證明」？」）。

年滿18歲或以上的人	--	不得是您本人或受禁制令

保護的任何人	--	可送達命令。送達命令的人必須

填寫「專人送達證明」（DV-200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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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rk stamps date here when form is filed. 

DRAFT  
Not Approved by the  
Judicial Council  

Fill in court name and street address: 

Superior Court of California, County of  

Fill in case number: 

Case Number:  

Sex:  M  F   Height:  Weight:   Hair Color:   Eye Color:  
Race: Age: Date of Birth: 
Mailing Address (if known):  
City: 
Relationship to protected person:  

State:  

Court will fill in the rest of this form.  

Zip:  

To the person in      :  2  

DV- 710  Notice of Hearing to Renew  
Restraining Order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www.courts.
ca.gov Rev. January 1, 2012, Mandatory Form 
Family Code, § 6345 et seq.  

This is a Court Order. 
Notice of Hearing to Renew Restraining Order  

(CLETS)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DV- 710, Page 1 of 2  

3  

1  

2  

The restraining order (Order of Protection) stays in effect until the hearing date. 
                                                                                           Name and address of court if differ ent from above:  

New  
Hearing 

Date  

Date: 
Dept.:  

Time: 
Rm.:  

Name of Protected Person:  

Your lawyer in this case (if you have one): 
Name: State Bar No.:  
Firm Name:  
Address (If you have a lawyer for this case, give your lawyer’s  
information. If you do not have a lawyer and want to keep your home  
address private, give a different mailing address instead. You do not  
have to give your telephone, fax, or e-mail.): 
Address:  
City:  State:  
Telephone: Fax:   
E-Mail Address:  

Name of Restrained Person:  

Description of restrained person:   

Court Hearing  
The judge has set a court hearing date.  

Zip:  

At the hearing, the judge can renew the current restraining order for another 5 years or permanently. Before the  
hearing, you can file a response on form DV-720. You must continue to obey the current restraining orders until the  
hearing.  At the hearing, you can tell the judge why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request to renew the orders.  If  
the restraining orders are renewed, you must obey the orders even if you do not attend the h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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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交「專人送達證明」

•	「專人送達證明」（DV-200表）向法官顯示
受禁制人已經知道聽證會日期。

•	 將「專人送達證明」原件複印三份副本。
•	 在聽證會召開前至少提前兩天將「專人送達
證明」原件和副本送交給法院書記員。書記

員會送交原件，並將加蓋「存檔」章的副本

交回給您。

•	 書記員會替您將「專人送達證明」送交給執
法機構或CLETS。CLETS是全州範圍供警

察查閱法院命令的電腦系統。

出席法院聽證會

在聽證會上，法官將決定是否續延命令。請攜

帶一份「專人送達證明」（DV-200表）副本。

如果法官在聽證會上續延命令⋯⋯

•	 需要填寫「續延家庭暴力禁制令的命令」
（DV-730表）。有些法院會為您填寫該

表。另一些法院會要求您自己填表。請向法

院書記員瞭解有關地方程序的資訊。法官將

在填妥的DV-730表中簽名。

•	 書記員將送交表格原件，將三份蓋章的表格
副本交回給您。

•	 法院會替您將DV-730表送交給執法機構或
CLETS。CLETS是全州範圍供執法機構查

閱法院命令的電腦系統。

送達文件

您必須用郵寄或親自遞送的方式送達DV-730表。

•	 在以下情況下您可以僅用郵寄方式送達
DV-730表：

	 1.	受禁制人出席聽證會，或者

	 2.	受禁制人未出席聽證會，但續延的命令與	

	 DV-130表中的命令相同（除終止日期外）。

	 請送達人填寫DV-250表（「郵件送達證

明」），並將填妥的表格交給您。

•	 在以下情況下您必須親自送達DV-730表：
	 受禁制人未出席聽證會，續延的命令與

DV-130表中的命令不同（除終止日期外）。

	 請送達人填寫DV-200表（「專人送達證

明」），並將填妥的表格交給您。

提交「送達證明」

•	 將填妥的「送達證明」（DV-200表或
DV-250表）複印三份。

•	 將原件和副本郵寄給法院書記員或送給法院
書記員。書記員會將原件存檔。

•	 自己保存一份副本，將另一份副本保存在安
全的地點，在需要時向警察出示。

•	 法院或治安官（如果治安官可送達命令）會
替您將「送達證明」送交給C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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