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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法院命令。

DV-165 C 请求对未成年人信息保密的命令
递交表格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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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高等法院，县

递交表格时，法院填写案件编号。

案件编号：
不得向法院提交

给书记员的指示：如果第 3 项被勾
选，则使用公开文档递交第 1 页，并
丢弃第 2–6 页。

�	机密资料 �	公开版本（已删减）

1 本案当事人
a. 禁制令请求人（DV-100 表格第 1 项）： 

全名： 
b. 将受到禁制的人（DV-100 表格第 2 项）： 

全名： 

2 保密请求人
全名： 

（如果请求被拒绝，法院将填写第 3 项；如果请求被批准或部分批
准，则将填写第 4 – 13 项。）

3 �	法院拒绝请求，或者需要更多信息
a. �  拒绝。拒绝对未成年人信息予以保密的请求。

(1) �  法院将不就《请求家庭暴力禁制令》（DV‑100 表格）做出决定。除非禁制令请求人同意在不做更改
的情况下递交，否则禁制令请求和提议的命令表格必须交还请求人本人、予以销毁或者从电子文件中
删除，不得向法院递交。

(2) �  法院就《请求家庭暴力禁制令》（DV‑100 表格）做出决定。将使用公开文档递交禁制令请求和任何
随附命令。

b. �  法院判决需要更多信息。您必须在以下日期和时间出庭。就您为何需要请求保密提供更多信息。

庭审日期 日期：  时间：
部门：  庭审室：

法院名称和地址（如与上述内容不同）：

c. 如果 3 勾选，将仅下达本命令表的这一页。可以丢弃所有其他各页。

日期：  
法官（或司法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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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向法院提交

这是法院命令。

如果部分或全部批准请求，法院将填写该表其余部分

4  法院批准请求
a. �  全部批准。全部批准对未成年人信息保密的请求。命令详情写在下面的第 5 – 12 项。
b. �  部分批准。仅部分批准对未成年人信息保密的请求。命令详情写在下面的第 5 – 12 项。

5 判决
�	法院裁定以下所有内容（如果全部或部分批准，必须做出所有这些判决）：
a. 第 6 项所列的未成年人隐私权，胜过公众的知情权；
b. 如果不对信息保密，很有可能损害第 6 项所列的未成年人权益；
c. 命令有严格的针对性；并且
d. 对于保护第 6 项所列的未成年人的隐私不存在限制更少的手段。

6  受本命令保护的未成年人
本命令保护第 7 项所列的以下未成年人的信息：
a. 姓名：
b. 姓名：
c. 姓名：
d. 姓名：
�	 如果有其他未成年人，请勾选此框。随附一张纸并将标题写为 “Attachment 6—Additional Minors”（附件 6—

其他未成年人）。
本命令提及的“未成年人”指此处所列的所有未成年人。

7 对公众保密的信息
警告：除非经法院或法律授权，否则如果您滥用以下信息或将其披露给执法机构以外的任何人，您可能因藐视
法庭被处以 $1,000 以下罚款，或者面临其他制裁。请参阅《家庭法规》条款 6301.5，了解无需法院命令即可进
行披露的有限情况。

以下信息必须保密，不可让公众查看。（勾选所有适用项。）
a. �	未成年人的姓名

第 6 项中未成年人的真实姓名
（保密）

公众可见的缩写  
（用于编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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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法院命令。

b. �	未成年人的地址
第 6 项所列的未成年人的以下信息必须删减，不得让公众查看。

c. �	未成年人相关信息（勾选一项）：
(1) �  随附的 DV-100 表格或其他文件或表格副本中圈出的信息，由本命令设定为机密。
(2) �  下面的信息由本命令设定为机密：

信息的位置
（例如，表格号、页码、段落
号、行号、附件号或附表号）

待删减的信息
（不得让公众查看）

(a)  
 
 
 

(b)  
 
 
 

(c)  
 
 
 

(d)  
 
 
 

�	如果纸页不够写下您的回答，请勾选此框。将您的完整回答写在随附纸页上，标题写
为“Attachment 7c(2)”（附件 7c(2)）。

d.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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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法院命令。

8 对被禁制人保密的信息
被禁制人（全名）  可以查看第 7 项中的勾选信息，以
遵守保护令和准备回应：

a. �	所有信息，未经删减。
b. �	所有信息，以下除外：

�	如果纸页不够写下您的回答，请勾选此框。将您的完整回答写在随附纸页上，标题写为“Attachment 8b” 
（附件 8b）。

9 有权查看未删减法院文档的人员
a. 未成年人的（勾选所有适用项）：

(1) �	学校和课后辅导
(2) � 儿童养育机构
(3) � 监督探视提供者
(4) � 其他（姓名）：

b. 可获得本案未经删减的文档副本，包括以下信息（勾选所有适用项）：
(1) � 未成年人的姓名
(2) � 未成年人的地址
(3) � 第 7c 项所列的未成年人信息。

c.  执法机构可获得执行禁制令所需的本案中的任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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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法院命令。

10 删减所有表格和文件的责任
a. 与保密请求一起提交的所有表格和文件必须经过删减 并在不迟于（开庭日数或日期）  由 以

下人员提交给法院：
(1) � 法院
(2) � 请求人
(3) � 其他

b. 已删减的文件必须使用公开文档递交，未删减的文件必须使用保密文档递交。

11 法院记录和审理
法院不得在以下各项中披露第 7 项中披露的信息：
a. 本案件、加州相同当事人的任何家庭法案件或任何民事案件的诉讼登记、索引、法院日历、法院记录或简易判

决。
b. 本案件、加州相同当事人的任何家庭法案件或任何民事案件的后续庭审，包括庭审期间提出的任何文档。

12 致所有当事人
a. 本案件、加州相同当事人的任何家庭法案件，任何民事案件中经本命令规定的保密信息不得公开。
b. 如果您提交了本案件或上述 12a 条任何案件中包含第 7 项所列信息的文档，则您必须在前面附上 DV-175 

表格《机密信息封面》，且如果案件中还未包含命令副本，则应附上本命令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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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致保密请求人
您必须采取以下行动：
a. �  将下面 (c) 项所列的各表格副本直接送达（交给）被禁制人。

（查阅 DV-200-INFO 表格了解如何满足该要求。如果是受保护人提出该请求，并且 DV-100、DV-109 和 
DV-110 表格尚未送达被禁制人，需要直接送达。）

b. �  将 (c) 项所列的各表格副本寄给：
(1) �	被禁制人
(2) � 受保护人
(3) �	其他：
（查阅 DV-250 表格了解如何满足该要求。)

c. 应送达的表格：
(1)  DV-170 表格《未成年人信息保护令通知》 

（DV‑170 表格应放在第一页，后面钉上所有其他表格。）
(2) �  DV-100 表格《请求家庭暴力禁制令》
(3) �  DV-109 表格《庭审通知》
(4) �  DV-110 表格《临时禁制令》
(5) �  DV-160 表格《请求对未成年人信息保密的命令》

�	 未删减 �	 已删减（如果勾选 DV-165 第 8b 项）
(6)  DV-165 表格《请求对未成年人信息保密的命令》

�	 未删减 �	 已删减（如果勾选 DV-165 第 8b 项）
(7)  DV-175 表格《机密信息封面》（留作空白）
(8) �	其他：

日期：  
法官（或司法官员）

给书记员的指示

1. 包含第 7 项中已勾选信息的所有未删减文档的原件必须保密，不得出现在本案件或加州相同当事人的
任何民事案件的诉讼登记、法院日历、索引、简易判决或法院记录中。

2. 对于包含机密信息的任何副本，请使用《未成年人信息保护令通知》（CH-170 表格）作为每套表格的封
面。

3. 第 8b 项所列的任何信息不得提供给被禁制人，必须使用保密文档递交。

这是法院命令。

Rev. January 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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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2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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