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350-INFO C 在少年法庭成为孩子的监护人
在孩子的少年法庭案件结束时，如果孩子不能回家或被领养，请填写
此表以便成为孩子的监护人。
该表格规定：
•
•
•
•

谁能成为监护人；
如何在少年法庭上要求成为监护人；
寄养父母、监护人和养父母之间的差异；以及
监护人的合法权利、义务和获得经济援助的资格。

要成为没有少年法庭案件孩子的监护
人，您必须向缓刑法庭提出申请。阅
读司法委员会表GC-205、GC-505和
GC-510，了解更多关于缓刑监护权的
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登陆加州法院网站www.courts.ca.gov/1206.htm或与具有少年法庭经验的律师交谈。了解如
何在网站上找到律师，可登陆www.courts.ca.gov/selfhelp-findlawyer.htm。
1 什么是监护人？
监护人是指除父母外，对孩子具有合法和实际监护权的人，他们可以就孩子的照顾和管教、起居、教育和医
疗等做出父母可以做出的决定。
2 谁能在少年法庭上成为监护人？
要成为孩子的法庭指定监护人，您必须：
• 是一名成年人（18岁或以上）；
• 不是孩子的父母；以及
• 经县立儿童福利机构或青少年缓刑部门批准。
3 亲属可以被指定为监护人吗？
可以。少年法庭可以任命任何经批准的成年人，包括除孩子父母外的任何亲属。
6 寄养父母和监护人一样吗？

4 少年法庭案件如何开始？
由社会工作者或检察官提交请愿书，要求法
庭下令保护孩子和社区的安全。有时，法庭
判定孩子无法安全地生活在父母的家里。除
非家是安全的，否则法庭不能让孩子回家。
5 如果孩子不能安全地住在家里，会发生什么？
如果法庭不让孩子回家，社会工作者或缓刑官
会为孩子找一个可以居住的安全的家。他们会
设法找个亲属来照顾孩子。如果他们找不到亲
属，会找一位无亲缘关系的人来照顾孩子。如
果被批准为备选家庭，最初的照顾者通常会成
为寄养父母。
如果您想成为孩子的寄养父母，马上告诉社会工
作者或缓刑官。询问如何获准成为备选家庭。寄
养父母通常被指定为监护人。等待太久会使孩子
无法安置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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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寄养父母不是监护人，但法庭可以而且通
常会指定寄养父母作为监护人。寄养父母拥有
合法权利，包括：
• 有权接收儿童法庭听证通知并参加听证；
以及
• 有权向法庭提供有关孩子需的求信息。
7 监护人和寄养父母有什么不同？
寄养父母和监护人都要负责照顾别人的孩子，
但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
• 永久性。寄养是暂时的，可以随时结束。监
护权给孩子一个稳定、持久的住家和关系。
• 法庭监督。法庭每六个月为寄养儿童举行一次
复审听证会。社会工作者或缓刑官定期探访寄
养家庭。在监护中，除非法庭保持青少年案件
开放，否则不需要定期听证或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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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责。寄养父母需要在社会工作者或缓刑官的
监督下，为孩子提供提物、衣服、住房和情感
支持。监护人对孩子有更多的权利和义务，但
可能得到更少的服务和个人支持。
8

还有谁能参与儿童法庭案件？
孩子的亲属。如果您是亲属，即使不是孩子的
寄养父母或照顾者，您仍然可以书面向法庭提
供重要信息。

9

12 成为监护人的步骤是什么？
在少年法庭上，成为儿童监护人的几个步骤：
a. 社会工作者或缓刑官会采访您并拜访您的家，
以确保您、您的家以及住在家里的每个人对孩
子都是安全的。
b. 社会工作者或缓刑官将向法庭提交一份报告，为
孩子推荐一项永久性计划。

注： 如果您不被推荐为监护人，可询问社会工
作者或缓刑官是否能指定您为潜在继任监护人。
如果第一个被指定的监护人不能继续履行监护职
责，您可能会被评估并任命为继任监护人。

孩子会被送回父母家吗？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工作者或缓刑官会与家
人合作，向他们提供服务，以便使孩子能够回
到家中生活。
有时法庭判定孩子不能安全回家。如果发生这
种情况，法庭将拒绝或停止为父母提供服务。
社会工作者或缓刑官将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法
庭推荐一项孩子的永久计划。

c. 将举行法庭听证会来决定孩子的永久计划。您将
会得到通知，告诉您听证会的时间和地点。
d. 去参加听证会并和法官谈谈。孩子的父母和其
他对案件感兴趣的人也可以去听证，告诉法官
他们对您成为孩子监护人的看法。
13 法庭如何决定是否指定我为监护人？

10 监护权是永久性的计划吗？
是。监护权是三项授权的永久性计划之一，将
持续到孩子年满18岁。如果孩子不能回家，领
养是首选的永久性计划，因为它更稳定和安
全。（稍后，此表单将进一步讨论领养。）但
如果领养不是法律上可行的选择，法庭将尝试
为孩子指定监护人。

法庭将考虑：
•
•
•
•

孩子是否可以被领养；
机构报告中的建议；
您和其他人在听证会上说的话；以及
指定您为监护人或不指定您为监护人的其他原因。

如果法庭认为以下条件符合，将会指定您为监护人：
• 监护最适合孩子；以及
• 您会是个出色的监护人。

我怎样才能成为孩子的监护人？
11 我要如何申请成为监护人？
如果您希望法庭指定您为孩子的监护人，
您应该：
• 立即通知社会工作者或缓刑官；以及
• 尽快向法官提出请求。

14 如果法庭任命我为监护人，我该怎么办？
如果法庭任命您为监护人，请将该判决交给书记
员，并要求提供一份经过认证的《监护书》副本
（表JV-330）。这张表格证明您是孩子的监护
人。复印该表格，并妥善保管经认证副本。

三思而行！如果法庭指定您，监护权将持续到
孩子年满18岁。法庭不会“撤销”或终止监护，
除非：
• 指定您为监护人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以及
• 结束监护权符合孩子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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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情况下，随身携带一份表格副本：
• 带孩子去看医生、牙医或治疗师；
• 为孩子报名上学或参加学校会议；或
• 和孩子一起旅行。
15 我作为监护人，会受到法庭监督吗？
当法庭指定您时，会给您其他命令，例如，如
果您搬家、让父母或兄弟姐妹登门拜访并与孩
子共度一段时间，必须通知法庭。您必须服从
法庭的命令。
在指定您之后，少年法庭可以监督您的监护权，
以确保您履行职责。您通常不必上法庭，除非法
庭让青少年案件继续审理，或者有人要求法庭更
改命令或做出新的命令。

注：即使在青少年案件结束后，任何人，包括
您，都可以使用《请求变更法庭命令》（表JV180），请求少年法庭给予您指导，复核您的计
划或作为监护人的行为，更改法庭先前的命
令，或终止监护。
社会工作者或缓刑官也可能为孩子提供永久安
置服务。如果您与孩子没有亲属关系，社会工
作者会每六个月拜访您一次，并更新一份自愿
案例计划。如果您不按照案例计划去做，他们
可能会要求法庭命令您去做。
16 监护什么时候结束？
监护权持续到孩子18岁，除非：
• 孩子在这之前死亡；
• 孩子被（您或其他成年人）领养；或
• 孩子通过结婚、服现役或取得法庭命令而
获得解脱（或脱离您的控制）。
法庭可以命令监护权在孩子18岁之前结束，但前
提是拟议的替代方案符合孩子的最大利益；也就
是说，对孩子来说，取消监护比继续监护更好。

注：如果孩子在18岁以后继续和您一起生活，如
果孩子有资格获得KinGAP或延长寄养，并且您
符合其他条件，您可以获得经济资助。有关财务
支持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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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法庭能代替我做监护人吗？
可以。如应以下人员要求，法庭将考虑找人取代
您成为监护人：
• 您，监护人；
• 任何其他感兴趣的成年人；或
• 孩子，如果他/她年满14岁或以上。
只有当情况发生变化并且符合孩子的最大利益
时，法官才会替换您。
18 监护与领养有何区别？
监护人和养父母均可以代替亲生父母对儿童进
行法律和实际监护，但是有很多不同之处。
永久性。在监护中，孩子亲生父母的权利只是被
暂时停止。如果符合孩子的最大利益，法庭可以
终止监护权，并将权利归还亲生父母。在领养
中，父母的权利被永久终止。养父母是孩子的合
法父母。亲生父母不能收回他们的权利。
探访。在监护中，法庭可以做出裁定，允许父
母或其他亲属探视孩子。监护人必须遵守探视
令以及所有其他法庭命令。在领养中，父母及
其他亲属丧失探视子女的权利，除非法庭和养
父母同意领养后他们可以保持与孩子的联系。
持续时间。监护权一直持续到孩子18岁，除非
在此之前发生了某事导致监护权终止。（如果
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法庭可以命令终止监
护。）领养的目的是永远持续下去。法庭只能
通过在新的青少年或家庭法律案件中终止养父
母权利，才能终止领养。
法庭监督。法庭控制监护权，并可以做出命
令，包括更换监护人或终止监护权，如果有人
提出要求，并且请求符合儿童的最佳利益。一
旦领养是最终的，法庭就不会监督。
继承。如果父母无遗嘱死亡，监护中的子女可继
承父母的财产。如果法庭知道孩子可能继承财
产，可以指定“财产监护人”管理财产。领养子女
通常无权继承亲生父母的遗产，但可以根据亲生
父母的遗嘱或信托获得遗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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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

23 同意孩子的婚姻

根据法庭的命令，由法庭指定的监护人拥有与父母一
样的合法和实际监护权。一般来说，您必须像父母一
样照顾和管教孩子。具体来说，这意味着：
19 为孩子安排住处
如果您把孩子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地址，您必须
书面通知法庭。要把孩子搬出加利福尼亚州，您必
须先得到法庭的批准。使用表JV-180请求法庭批
准。其他州有不同的监护法。如果您打算搬到另一
个州，请了解您在该州的合法权利和义务。

您可以允许孩子结婚，但是必须先得到法庭的许可。
孩子一旦结婚，监护权就结束了。
24 同意孩子服兵役
您可以让孩子入伍美国军队。一旦孩子进入现役，
监护权就结束了。
25 同意孩子的驾驶执照
没有您的书面许可，孩子不能拿到驾驶执照。
（见下文所述职责。）
26 为孩子驾驶造成的伤害承担费用

20 安排孩子的医疗保健
您可以允许（同意）对孩子进行大部分医疗或
牙科治疗。但如果孩子已年满14岁，不想做非
紧急手术，您必须先得到法庭的许可。

您必须为孩子在开车时造成的任何损害负责。法
律规定了您可能必须支付的上限。如果您担心这
个责任，您应该找律师谈谈。

该法律还允许年龄较大和更成熟的孩子在未经您
批准的情况下自行接受一些医疗治疗，包括：

您必须为孩子开车买保险。（未经您的书面许
可，孩子无法获得驾驶执照。）如果您稍后改变
主意，可以在DMV签署一份表格，取消孩子的
驾驶执照。

• 门诊心理健康治疗；
• 生殖保健；以及
• 药物和酒精治疗。

27 为孩子其他行为造成的伤害承担费用

21 为孩子提供教育
您可以像亲生父母那样为孩子选择学校和学习项
目。在特殊情况下，法庭也可能参与这些决定。
注意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并与孩子的老师见面。
如果孩子需要特殊教育或其他专业服务，您也可
以向学校或其他提供者咨询这些服务。

您可以从其他计划中获得帮助，例如：
HeadStart（启蒙计划）；
发育迟缓或残疾人士区域中心；
医疗保健服务；以及
课后托管服务。

Revised September 1, 2019

疏忽行为。您可能被要求赔偿由于孩子的疏忽行
为而造成的伤害。如果您担心这个责任，您应该
找律师谈谈。
28 支付孩子的需要

22 接受社会服务
•
•
•
•

故意不当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监护人可能要因
孩子的故意不当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负责。您需
要支付的金额通常有上限。

父母仍然对孩子的抚养负有法律责任，但您也可
以担起这一责任。您可以获得资助，以帮助您抚
养孩子。更多信息请参见第5页。
29 服从所有法庭判令
法庭可能会要求您接受其他责任。例如，法官
可以命令您带孩子去探望孩子的父母或其他亲
属。您必须按法庭的命令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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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得到什么经济帮助？

您可以从县、州或联邦政府获得经济援助。帮助
的类型取决于孩子的资格以及他们与您的关系。

重要事项！在您成为孩子的监护人之前，一定要向
孩子的社会工作者或缓刑官或律师咨询您是否有资
格获得经济帮助。

如果孩子和您有亲缘关系
如果您成为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孩子的监护人，您
可能有资格获得以下计划的经济援助：
• KinGAP计划：如果在后备家庭批准后孩子与您一
起生活了至少六个月，您签署一份书面协议，并
且法庭驳回了案件，您就有资格获得KinGAP付
款。KinGAP为您提供与抚养子女的寄养父母相同
的月付款，包括该县为照顾孩子的特殊需要而支
付的任何费用。
您可以在任何县或州接收KinGAP，但金额可能会
根据您居住的地方而变化。在加利福尼亚州，支付
的金额与寄养费相同。
• 批准的亲缘照顾者（ARC）或寄养计划：如果法
庭在指定您为监护人后继续审理青少年人案件，您
可以收到ARC或寄养费，而不是KinGAP。
• CalWORKS（现金援助）：在极少数情况下，您
可能没有资格获得KinGAP、寄养或ARC资助。在
这些情况下，您仍有资格获得CalWORKS资助。如
果您的收入很低，您可以得到全额CalWORKS补助
金。如果您的收入太高，不符合全额补助的条件，
您仍然可以获得“仅限儿童”的CalWORKS补助。

在您搬家之前，务必咨询一下资助金额是否会改变！
如果您收到这些付款，案件工作人员每六个月会拜访
您一次。
• 医疗保健：符合寄养金条件的孩子可以通过
Medi-Cal获得医疗保健。
• 独立生活计划（ILP）：从16岁开始，大多数孩子
都可以获得ILP基金和服务，帮助他们成为成功的
成年人。

如果您在孩子18岁以后继续抚养
如果您继续照顾和抚养已年满18岁的孩子，且孩子符
合所有其他资格要求，并且双方都签署了书面协议，
则您可以在孩子年满18岁后继续获得资助。
通常情况下，KinGAP资助在孩子满18岁时结束，除
非付款是在孩子年满16岁后才开始（资助可持续到孩
子21岁），或孩子有精神或身体残疾（资助持续到21
岁），或孩子在上高中（资助持续到19岁或毕业）。

重要事项！在孩子年满18岁前的几个月，与孩子的社
会工作者、缓刑官或律师交谈，确保孩子不会错过任
何资助。

其他经济援助
如果您没有资格获得KinGAP或寄养金，您可以获得社
会安全、补充收入（SSI）、Medi-Cal或其他经济援助。
您还可以从[列出当地机构及其联系方式]获得帮助
和信息：

• 医疗保健：符合KinGAP条件的孩子可以通过
Medi-Cal获得医疗保健。
• 独立生活计划（ILP）：从16岁开始，大多数孩子
都可以获得ILP基金和服务，帮助他们成为成功的
成年人。提供的服务取决于KinGAP付款开始时孩
子的年龄。

如果孩子与您无亲缘关系
在加利福尼亚州，与孩子无亲缘关系的监护人有资格
从州获得寄养费。您可以在任何县或州收到这些资助
款，但金额可能会根据您居住的地方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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