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院紧急情况关闭和 COVID-19（冠状病毒） 

在目前的紧急情况下，地方法院可以决定关闭某些服务。这可能意味着您无法向法院提交

文件或出庭。 

请查看您所在地法院的网站，了解法院是否发出适用于您的具体命令，例如允许您有更多

时间提交文件、取消您的出庭日或延长您的禁制令。  

禁制令 

如果您遇到紧急情况 

请拨打 911 电话。如果发生家暴或有人伤害您或威胁您的紧急情况，警官可以请求法院

下达紧急情况保护令（EPO），为您提供保护。 

如果您在法院关闭期间需要禁制令，您可以打电话给警察，请求下达紧急情况保护令

（EPO）。 
如果您或您的孩子面临以下紧迫的危险，警察可以请求下达保护您的 EPO： 

● 家庭虐待  
● 跟踪 
● 被绑架 

这包括您担心某人将用枪伤害自己或他人。如果您年满 60 岁，且面临受虐待的危险，您

也可以请求下达 EPO。  
全美反家暴热线电话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服务，可用英语和西班牙语通话或在线聊

天。他们能够向您提供有关地方资源的信息，例如收容所和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请访问

网站 www.thehotline.org，或拨打电话 1-800-799-7233；TTY：1-800-787-3224。  
 
如何请求法院下达禁制令 
 
加州的紧急情况条例规定，法院必须允许您： 
• 在法院或在线申请禁制令，以及  
• 电子签名、亲自签名或请您的律师代您签名。  

 
法院可以提供在线帮助 
请查看自助网站，查看您可以申请的不同类型的禁制令。然后查看您所在地法院的网站，

了解如何申请您需要的禁制令。 
通过免费计划申请禁制令 
该免费计划允许您在线填写法院表格。然后： 
• 打印表格，在法院提交，或者 
• 如果您所在地法院允许“以电子方式提交”，在线提交表格。 

 
延长即将终止的禁制令或保护令 
如果您的禁制令或保护令快要终止，加州的紧急情况条例要求法院必须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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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此类命令，不超过 90 天： 
– 临时禁制令；  
– 禁制令；或 
– 枪支暴力紧急情况保护令；  

• 任何紧急情况保护令，不超过 30 天； 
• 任何刑事犯罪保护令，不超过 90 天，或直至召开听证会，以二者中较早日期为准。  
重要事项！法院可能已经延长了您的命令。请查看您所在法院的网站。如果已经延长，

向法院索取延长命令副本。 
 
很多听证会日期已经重新安排  
请查看您所在法院的网站。法院可能已经推迟您的禁制令听证会日期。如果推迟，请索取

一份新听证会日期通知。 
 
家庭法 
如果提交文件或为您的家庭法案例申请开庭日期 
 
提交文件 
如果您必须在某一特定日期之前提交文件，但法院关闭：  
 

● 向法院询问，了解是否允许您有更多时间提交文件。 
● 法院可以将任何关闭的法院业务日视为法院假日，因此将允许您有更多时间提交文

件。  
 
如何填写和提交法院表格 
大多数法院对公众关闭，但一些法院仍然在接受法院文件。请向法院询问您是否可以：  

● 在线提交表格（称为“以电子方式提交表格”） 
● 用美国邮件提交文件 
● 将文件放入投递箱内（通常位于主入口处附近） 

法院可能许可您在线填写表格，然后将表格打印出来提交或以电子方式提交。请向法院询

问，了解有哪些选择。 

利用免费计划请求下达命令 
该免费计划允许您在线填写法院表格。然后： 
• 打印表格，在法院提交，或者 
• 如果您所在地法院允许“以电子方式提交”，在线提交表格。 

 
开庭日期 
如果在您的开庭日期法院关闭： 

● 向法院询问，了解是否会为您指定新的开庭日期。 
● 如果开庭日期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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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向法院询问，核实他们会将新开庭日期文件发送给您；并且 
o 您是否需要将一份文件副本送达另一方，还是由法院代您送达文件。  

子女监护和探访 

加州和地方“居家避疫”COVID-19 命令可能会影响您的监护和探访命令 
通常，必须遵守子女监护和探访（父母陪伴子女的时间）命令。但是，在这次公共卫生危

机时期，父母遵守目前的命令可能很困难。此外，由于一些县的法院已关闭或仅仅提供有

限的服务，父母可能无法立即获得新的法院命令。 

如果您处于这种情形，您和另一方父母可以：  

1. 了解“居家避疫”命令内容，以便理解该命令对您的家庭的影响。 
2. 如果需要，双方父母合作，达成一项在“居家避疫”期间改变法院命令的临时书面

协议。  
3. 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了解可能有哪些其他法律选择。  

了解“居家避疫”命令对您的家庭的影响。 
加州政府于 2020 年 3 月下达了“居家避疫”命令，以便保护加州人的公众健康和减少

COVID-19 病毒的传播。该命令的目的并非阻止父母带子女外出或阻止父母按照法院命令

陪伴子女。事实上，很多“居家避疫”命令允许人们因看护子女、年长父母或需要帮助的

朋友外出。此外，一些县专门规定，为了遵守监护安排和法院命令，可以进行“重要旅

行”。  

您和另一方父母可阅读以下有关“居家避疫”命令和 COVID-19 的更多资料，以便更好地

理解这些命令对您的家庭的影响： 

● 有关全州范围“居家避疫”命令的常见问题。 
● 有关冠状病毒症状和风险的信息。 
● 有关保持社交距离指南的信息。 
● 有关 COVID-19 测试和治疗的更多信息。  

通过交流和合作找到替代方法 
对于不涉及家暴或任何类型虐待的案例，如果父母认为很难遵守目前的命令，可以共同协

商。父母应当注重子女的健康和安全，讨论鉴于 COVID-19“居家避疫”命令目前是否能

安全地执行子女的监护和探访命令。 

重要事项！如果子女或家中的任何人出现 COVID-19 症状或任何严重疾病迹象，父母应当

立即与医生联系，并认真遵守任何医疗建议。 

父母还应当考虑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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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家庭中是否有任何人有 COVID-19 症状； 
● 是否已知任何人曾接触另一个已被测试 COVID-19 阳性的人；或者 
● 两个家庭中是否有属于易受伤害群体或免疫系统弱的年长者或易受伤害的

人。 

如果对以上任何一个问题回答“是”，父母应当共同制定计划，确定如何通过使用技术手

段远程与子女安全地保持联系（如果这样做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例如，父母可考虑使

用电话探访或视频会议应用程序，例如 FaceTime、Zoom、Skype 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以取代父母亲自探访。 

对于在此期间患病不太严重的子女，父母在决定对正常探访时间作出改动之前，可以考虑

以下因素： 

● 子女的年龄和患病严重程度；   
● 两个家庭住所的距离； 
●  法院命令中已有的有关在子女患病时应当遵守的具体指示； 
● 父母双方照料患病子女的责任和义务；  
● 子女的感受；   
● 父母照料患病子女的能力，包括帮助子女服用处方药；以及 
● 满足子女对关爱、保护和指导、健康饮食、良好的医疗护理和充足的休息的需求。 

请阅读有关以下方面的更多资料： 

●  不同年龄儿童的需求。 
● 制定书面的育儿计划。 
●  在公共健康危机期间您所在地法院可提供的帮助您达成协议的服务。 

如果您所在地法院目前无法提供服务或安排法官签署父母双方达成的协议，并且您和另一

方父母希望对育儿计划作出超越公共健康危机期限的重大改动，那么，当您所在地家庭法

院重新开门后，请务必申请新的法院命令。 

重大改动可能包括： 

● 您的子女与每一方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 父母双方的居住地点； 
● 在子女接交时由谁负责接送；或者 
● 您将如何确保子女的其他需求得到满足。 

法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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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方父母认为继续执行陪伴子女命令会使子女的健康、安全和福祉面临风险，并且无
法与另一方父母达成协议，可以与律师或当地自助中心联系。请点击此处，获得查找律师

的帮助。 

拒绝遵守法院命令的父母可能会面临法律后果。如果一方父母持有法院命令，但另一方父

母拒绝为对方提供陪伴子女的机会，则需要陪伴子女的一方可以请求强制执行法院命令。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如果对方拒绝您按照法院命令陪伴子女，您必须回到法院，您应当保留所有对方违反探访

规定的准确记录。您可以在日记中或日历上做记录，注明另一方父母不遵守命令、没有探

访子女、迟到或造成其他问题的日期和时间。 

强制执行法院命令可能非常复杂。与律师或当地自助中心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情况的解

决方案。请点击此处，获得查找律师的帮助。 

利用免费计划请求下达命令 
该免费计划允许您在线填写法院表格。然后： 
• 打印表格，在法院提交，或者 
• 如果您所在地法院允许“以电子方式提交”，在线提交表格。 

 

家庭法院服务  
 
法院关闭期间家庭法院服务预约  
如果我们需要重新安排您与家庭法院专业服务人员的预约，或者改用电子方式、打电话或

使用视频会议应用程序进行约谈，您会收到通知。如有疑问，请向当地法院咨询。 
 
一些家庭法院服务预约将通过打电话或在线的方式完成  
当地家庭法院服务计划的办公时间和运作会根据当前的情况变化。请向当地法院查询。 
 
监督探访 
 
如何执行由专业人员监督的法院探访命令 
如果无法安全地安排子女与非监护父母会面，可根据法律暂停或终止监督探访和交换服务

提供者。请与您当地的监督探访服务提供者联系，了解他们是否仍然提供当面监督服务，

还是仅仅提供远程服务。您也可以向当地法院查询，了解是否可以提交临时更改监护权和

探访命令的紧急请求。如果您的案例没有律师，请向法院查询是否仍然可以提供自助中心

服务。  

子女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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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因为工作时数减少希望改动子女抚养费命令？ 
如果您需要改动子女抚养费命令，请务必立即行动。 
有两种改动命令的方法： 

● 书面协议 
● 出庭 

 
通过协议改动命令 
如果您和另一方父母同意： 

●  达成书面协议       
您可以使用 FL-350 表 

● 向法院提交协议 
 

了解如何起草和提交协议。 
 
注释：如果地方子女抚养费代理机构参与您的案例，他们也需要批准协议。 
 
请求法院改动命令。 
如果您和另一方父母无法达成协议，您必须请法院改动命令。如需向法院提出请求，您需

要填写和提交两份法院表格。然后会为您指定出庭日期。  
 
了解如何请求法院改动抚养费命令。 
您可以通过免费计划在线填写表格。填妥表格后，您必须打印表格。在某些法院，您可以

在线提交这些表格（称为“以电子方式提交表格”）。 
 
尽早向法院提出请求。 
 
法院只能在您提交文件要求改动的日期开始改动抚养费金额。法院无法改动该日期之前的

抚养费金额。 
 
例如： 

● 您在 3 月 1 日失业 
● 您在 7 月 1 日提出改动抚养费金额的申请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法官只能改动从 7 月 1 日开始的应付抚养费。即使您在三月

份失业，法官也不能改动三月至六月的应付款项。 
 
从哪里获得帮助 
免费帮助：每个县都有家庭法协调员，可以帮助您解释程序，并帮助您填写表格。取决

于您所在的县，协调员可能仍然在提供服务，也可能通过互联网或电话提供帮助。请查找

您当地的县协调员，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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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子女抚养费代理机构：如果当地子女抚养费代理机构参与您的案例，他们可能帮助

您降低抚养费付款，或帮助您解决驾驶执照被吊销之类的其他问题。请查找当地办事处。 

部落和部落法院的资源 

访问 Turtle Talk，了解：  

● 部落法院（州内和州外）紧急命令/声明，以及 
● 儿童福利州法院项目，包括加州部落/《印第安人儿童福利法》（ICWA）代表。   

 
Owens Valley 职业发展中心（OVCDC） 
OVCDC 是一个专门为美洲印第安人服务的机构。OVCDC 提供以下方面的服务： 
 

● 职业教育 
● 家庭识字教育 
● 语言和临时援助计划 

 
该组织在 Fresno、Inyo、Kern、Kings、Tulare、Ventura 和 Mono 设有中心。 
OVCDC 向贫困家庭提供部落临时援助（TANF）。 
如需与 OVCDC 联系或了解详情，请拨打电话 1-800-924-8091；或请访问网站

http://www.ovcdc.com/blog/。 
 
其他资源 

• 儿童与家庭管理局（ACF）美国原住民 COVID-19 资源  
• 冠状病毒（COVID-19）：联邦紧急情况管理署（FEMA）对部落政府的援助  本情

况说明提供了有关 FEMA 在全国 COVID-19 紧急情况期间向部落政府提供援助的信

息，部落政府可作为接受者或附属接受者申请援助。 
• 全国美洲印第安人法官协会（NAICJA）向部落法院提供的疾病大流行资源 

 
住宅 
 
在 COVID-19 紧急情况期间不得驱逐房客 
在全州紧急状况期间，房东不应当驱逐租户。  
 
加州的紧急情况条例规定：  
除非需要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否则法院不会处理驱逐案例。 
 
这意味着如果房东提交驱逐案例： 

• 租户无需在通常的 5 天期限内应答。 
• 租户的通知期限直到加州紧急情况终止后才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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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cf.hhs.gov/ana/news/acf-native-american-covid-19-resources
https://www.acf.hhs.gov/ana/news/acf-native-american-covid-19-resources
https://www.fema.gov/news-release/2020/03/26/coronavirus-covid-19-fema-assistance-tribal-governments
https://www.fema.gov/news-release/2020/03/26/coronavirus-covid-19-fema-assistance-tribal-governments
http://www.naicja.org/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jcc.legistar.com%2FView.ashx%3FM%3DF%26ID%3D8234474%26GUID%3D79611543-6A40-465C-8B8B-D324F5CAE349&data=02%7C01%7CGregory.Tanaka%40jud.ca.gov%7Ce00258cc8d424532aa5808d7dd870277%7C10cfa08a5b174e8fa245139062e839dc%7C0%7C0%7C637221444252074925&sdata=oc2OXx7CMCohQj8cfdFjYK29aCa2iStJLM%2FMygEfm3U%3D&reserved=0
http://jccweb2.jud.ca.gov/11529.htm#Linking_and_Third
http://jccweb2.jud.ca.gov/11529.htm#Linking_and_Third


 
只有在调查显示以下结果时，法院才能对租户下达缺席判决令： 

• 驱逐是出于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目的；并且 
• 租户没有在法定截止日期前应答，包括州长在 COVID-19 紧急情况期间下达的行政

命令允许的任何延长截止日期。 
 
至少 60 天才开始审判 
如果进行审判，则必须在房东提交申请至少 60 天后。 
例外情况：如果需要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审判可更早进行。 
 
重要事项！租户必须仍然支付房租 
新规则在紧急情况期间终止驱逐，但并未停止租户支付房租的责任。 
 
州长行政命令规定： 
– 租户应当尽量按时付房租。 
– 如果由于与COVID-19相关的收入损失无法按时付房租，租户必须： 

• 在七天内或更早通知房东，并且 
• 保存与 COVID-19 相关的收入损失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