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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和監護人： 

少年司法制度通常讓人感到困難和混亂，少年保護管束部準備本手

冊，協助您瞭解制度運作。我們明白這段期間您和家人將備感壓

力，因此，我們希望藉由本指南說明，您子女可能必須經歷的少年

法院程序和各階段的行動。當您閱讀本指南時，其中說明許多家長

對制度最常見詢問的問題，以及影響青少年的決定。由於少年司法

制度涉及許多辦公室、機關、組織的職掌業務，本指南將提供許多

有用資訊，說明各機構的職務和合作方式，以及您如何接觸這些機

構並提出您的意見。希望本指南能回答您的問題和紓解您的疑慮。

此外，您隨時可請求保護管束部的人員和少年司法合作夥伴，協助

說明任何可能影響您家人的程序。最後，本人由衷確信與您建立合

作關係，將使少年司法制度運作更加完善。 

 

謹致 

 

觀護人總長 Allen A. Nance 

少年司法中心行政大樓包括保護管束部、地區檢察官及公設辯護人等辦公室和高等法院。 

少年司法中心 
（Juvenile Justice Center）  

少年觀護所 
（Juvenil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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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育院 
（Log Cabin Ranch） 



 

 逮捕並備案後，警察或觀護人將立即通知家長／法定監護人，告知您子女

被拘留之處。 

 您的子女在進入少年觀護所的一小時內，有權撥打至少兩通電話，一通給

家長或監護人，或負責的親屬或雇主完成通話；第二通是跟律師完成通

話。 

 青少年亦可要求撥打其他電話給移民人權顧問和／或兒童照顧者。 

 最初的 24 小時內，您隨時可探訪子女。此 24 小時期間，僅允許家長或

法定監護人探訪。您不需要與任何人聯絡安排探訪。如有疑問，請洽 

(415) 753-7500。您只要到場即可，但必須出示適當附照片的身分證件

（例如，駕照、護照、州身分證或舊金山市身分證）。 

 如果您或您的子女需要口譯員， 請提醒您子女的接案觀護人或少年觀護所

人員，他們將提供口譯服務。 

我的小孩被逮捕拘留。（接下來會怎樣？) 

少年司法程序 類似於 成人司法程序 

起訴（Petition）   公訴（Charge/Indictment） 

拘留聽審（Detention Hearing）   拘留（Detention） 

第 1 次司法聽審 (J1)   傳訊（Arraignment） 

審前會議（Pre-Trial Conference）   訴訟程序延期進行（Continuance） 

第 2 次司法聽審 (J2)   審判（Trial） 

足夠理由起訴（Petition Sustained）   有罪（Guilty） 

處置聽審（Dispositional Hearing）   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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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司法專有名詞  



 

您的子女確實需要一名準備充分的律師。如果您無法負擔聘請私人律師，法院將

指派一位律師代表您的子女。第一次聽審（亦稱為拘留聽審）前將指定律師。請

記住，律師代表您的子女和子女的決定，並非代表家長／法定監護人。如需更多

資訊，請聯絡當地公設辯護人辦公室 ( 415 ) 753-7601。 

我需要找律師嗎 ? 

收案官的任務是調查案件，並根據資訊做出程序決定。他們將儘量向您（家長／

法定監護人）、警察、學校人員、社區機構、顧問和其他相關人士蒐集更多資

訊。與觀護人談話時，請強調您的子女優點，以及您的子女和家人需要協助之

處。此資訊將有助於接案觀護人制定適合您子女的案件計畫。 

白天時段：( 415 ) 753-7530 或 ( 415 ) 753-7630 

下班後請致電值班觀護人：(415) 753-7500 

 

如果您的子女將被控犯罪，地區檢察官必須在逮捕後 48 小時（不包括週末假

日）內提出起訴書*。地區檢察官將審閱警察報告、任何對觀護人的陳述（包括

您子女的陳述），然後決定是否提出公訴。針對某些重罪，地區檢察官可能要求

您的子女，按照成年人方式接受審判和判刑。請務必與子女的律師討論此程序和

其結果。 

 

地區檢察官得自行裁量並使用替代解決程序，包括交通法院、轉向方案、社區機構

轉介、非正式監督（福利與機構法 654）、提出法律建議和結案。 

前 48 小時會發生的事情 

* 起訴書是地區檢察官提交的法律文件，其中將列出您子女被控訴的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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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地區檢察官決定起訴（起訴書）您的子女，接案觀護人員將逕行通知

您。您將透過電話或專人收取有關法院聽審通知。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未收

到通知，請聯絡接案觀護人。 

 若起訴書已提交，您的子女必須在被逮捕後 72 小時（不包括週末假日）

內，出席法院的「拘留聽審」（第一次法院出庭）。該聽審中，法官將決定

是否在特定條件下釋放您的子女，或繼續監管／拘留直至下次開庭。 

法院程序如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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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留聽審期間，法官可能參考下列問題，以判定是否釋放或繼續拘留您的子女： 

 

 家長／監護人能否監督未成年人並「執行控管」？ 

 

 家庭是否穩定，沒有疏忽或受虐風險？ 

 

 為保護未成年人，是否必須繼續拘留？ 

 

 釋放您的子女是否造成公共危險？ 

 

 是否違反任何其他法院命令或其他令狀？ 

 

 未成年人是否有擅離管轄範圍及／或未來不出庭之虞？ 

 

正面報告（學校出席率、良好的工作紀錄、家人描述的優點、在家守規矩、無逃

亡紀錄）有助於讓法院釋放您的子女免於拘留。思考您的子女若想遠離麻煩所需

要的事物 ，然後告知觀護人（例如：治療、藥物治療、社區活動等）。 

 

拘留聽審期間，將告知您下次法院聽審日期。 

 

如果您的子女繼續拘留，下次聽審日期將在五個工作天內。 

第一次法院聽審：拘留聽審（Detention Hearing） 



 

 此會議中，您子女的律師（辯護律師）與地區檢察官將於實際審判日前，討

論可能的解決方式。使辯護律師和地區檢察官有時間協商。 

 

 您的子女可在審前會議認罪或不認罪（起訴罪名） 。起訴可能撤銷，採取法

院監督的非正式緩刑（福利與機構法 654）。 

 

 此會議中可能調整起訴書 （亦即重罪減為輕罪，減少控罪數等） 。 

 

 會議中可能決定維持起訴（查有實據）或撤回起訴。 

 

 審前會議若未達成協議，下次則是法院正式審判。 

 

 如果您的子女承認起訴書內部分罪責且維持起訴，下次的法院聽審則是處置

聽審。 

審前會議（Pre-Tri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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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請記住在少年法庭內不會使用「有罪」或「無罪」等詞彙。您會聽到

「維持起訴」一語，表示查有實據而起訴您的子女。「撤回起訴」則類似訴訟的

「無罪」。若撤回起訴，您的子女出庭後會從少年觀護所釋放。 

 若對您的子女維持起訴（查有實據），下次聽審是處置聽審（判刑），將於 

10 個工作天內 ( 若未成年人拘留中），或 30 天（若未成年人未被拘留）

內舉行。 

 

 處置聽審時，法官得裁定未成年人交付保護管束、家外安置、輔育院（Log 

Cabin Ranch） ，或進入在加州矯治部門的少年司法分部（正式稱為加州少

年矯治局 (CYA)）。 

處置聽審（Dispositional Hearing） 



 

保護管束：您的子女將回家，但依不同保護管束條件接受觀護人的監督。

您子女的案件，將重新指派給監督觀護人。 

 

家外安置：如果法院認為在其他環境安置，比在家更能符合您子女的情況

需求，法院將命保護管束部將未成年人送往「家外安置」處所，包括安置

在其他親屬家中或群體家園。雖然保護管束部將為您的子女搜尋最佳安置

處所，但您的子女可能會繼續被拘留。家外安置期間從 6 個月到 18 個

月不等，可在州內或州外安置。 

您子女的案件將重新指派給安置觀護人。 

 
Log Cabin Ranch（男性少年）：法院得裁定將您的兒子安置在輔育院 (Log 

Cabin Ranch) ，此居住方案適用於提供 14 至 18 歲之間，已獲裁定的男性

少年。 

居住時間長短不定，根據表現進展評估。平均居住時間為 8 至 10 個

月。Log Cabin Ranch (LCR) 位於加州 La Honda、舊金山南端約 50 英

里處。LCR 環境樸實，最多可收容 24 名少年，並提供各式教育服務、心

理健康輔導、藥物濫用諮商、休閒活動、職業教育、康復計畫等方案。家

人參與是 Log Cabin Ranch 系列活動重要基石，瞭解家人互動和齊心團

結重要性，因此提供支援服務，例如，提供每週到 LCR 探視的交通運輸

服務、家庭治療、安排家庭日，以及支援少年獲釋時重返社區的重生規

劃。 

 

少年司法分部：法官就重大案件（通常涉及暴力和嚴重傷害被害人）可能

裁定您的子女，必須進入少年司法分部的矯治場所。您子女在此類場所可

能待到 23 歲。一旦假釋，青少年的監督方式將回到保護管束。 

 

 

附註：如果您的子女被裁定安置在家外安置機構、Log Cabin Ranch、或少年司法

分部，您將無法每日探訪您的子女。但您仍可寫信、打電話，並根據安置處所的規

定進行探訪。 

處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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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子女被裁定保護管束，法官將裁定若干保護管束條件。條件包括宵

禁、復職、參加特定方案、上學、隔離令、支付法庭費用，以及個人搜索（包

括少年住所搜索）。協助您的子女以確保其遵守新規定。我們鼓勵您與子女開

放誠實地溝通他們的需求與問題。  

 

保護管束指導會議：您與子女必須參加少年諮詢委員會 ( JAC ) 舉辦的

保護管束指導會議，該會議將由已順利完成保護管束的年輕成年人主導。

每月的第一個星期六舉行指導會議。其中將詳細說明保護管束規則，您與

子女有機會澄清心中的疑問。 

觀護人：您與子女必須與觀護人維持密切聯繫，這是非常重要的事。確保

您的子女定期與觀護人保持聯繫，最重要的是出席所有會面和未來法庭

日。 

社區服務：許多以協助未成年人及其家人為目標的社區組織。各類宗旨不

同的組織，可協助子女改善其人生選擇。工作、充實學業、課外活動和支

援服務，均有助於向法院和保護管束部證明，您的子女已做出更好的選

擇，並準備好成功終結保護管束。 

保護管束期間，我如何協助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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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觀護所特殊權限探訪

者的探訪時間  
星期六 

12:55pm–1:40pm  單位 2、4、6   

  2:00pm–2:45pm 單位 1、3、5、7  

星期日 

  3:25pm–4:10pm 單位 1、3、5、7  

4:30pm–5:15pm  單位 2、4、6  

晚上（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4:30pm–5:15pm 所有單位  

6:30pm–8:00pm 所有單位（30 分鐘） 

* 如果您遲到 30 分鐘，將不允許探訪 

訪客守則 
1. 訪客必須是家長／法定監護人，且應提出適當的身分證明。 

2. 前 24 小時之後 ，請遵守特定時間定期探訪。 

3. 觀護人將發放探訪證，有效期限為 60 天。探訪證上將註明您子女的居住單

位。 

4. 根據個案特殊情況，可允許晚上探訪。晚上探訪必須取得您子女觀護人和少

觀所主任的簽名。 

5. 僅星期六探訪時，可攜帶一種商店購買的點心和飲料（20 盎司以下）。食物

必須放在透明塑膠袋或手拿。 

6. 不允許攜帶個人物品、錢包、手機、鑰匙、火柴、藥品、金錢、自製食物、

信件或禮物。置物櫃可供暫時儲存物品。絕對不允許攜帶武器進入機構或處

所。 

7. 16 歲以下子女不能無人看管待在等候室。 

8. 違反這些規定將喪失探訪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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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法官認定未成年人犯罪行為，確有實證的法院程序。 

加重刑罰因素－使犯罪更為嚴重的事實或理由，法官因此給予更嚴厲的判決。 

逮捕－執法機關拘留涉嫌違法的未成年人。 

評估－評估未成年人的優點、需求和危險性。 

保釋－少年不能從拘留中被保釋。只有法官可命令釋放少年，或授予觀護人釋放權。 

法院逮捕令－未成年人在聽審未到庭，法院將發出逮捕令。 

備案－執法人員逮捕涉嫌違法的未成年人，並將其移送至安全看守所（少年觀護所）。 

傳訊－令狀，要求在家長／法定監護人監督下的未成年人，於指定的日期和地點會見觀護

人。 

押交令－法院的監管命令，命舊金山少年保護管束部（安置在 Log Cabin Ranch 或家外

安置機構），或加州矯治部少年司法分部機構安置監管未成年人。 

延期審理 －法院延後聽審日期。 

法院判決－法官對未成年人行為後果所下達的命令。成人法院稱為「判刑」。 

拘留－將未成年人收容在少年司法中心（又稱少年監管中心 (Youth Guidance Center) 

或少年觀護所 (Juvenile Hall)）受到安全監護。連續拘留未成年人 72 小時內（或 3 

個工作天）內，必須做出決定。 

拘留聽審－未成年人被逮捕後的第一次聽審。法院決定未成年人是否應釋放在家監管，

或應拘留在少年觀護所等待判決。 

處置聽審－（若未成年人仍在拘留中，通常是拘留聽審後 4 至 5 週內）。處置聽審類似

成人法院的判刑，法院宣布未成年人案件的最終決定。 

少年司法分部 ( DJJ )－州立的矯治機構，收容少年犯及／或假釋犯，最高年齡不超過 

23 歲。 

地區檢察官 ( DA )－在法院代表社區人民起訴犯罪的律師。 

幫派加重刑罰－未成年人若參與幫派活動，地區檢察官可額外控罪，以延長或增加監禁時

間。 

詞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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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派禁制令－法院發出的禁制令，禁止未成年人以幫派成員為名參與特定活動。 

聽證（審前會議）－通常是拘留聽審後一週內。J-1 期間，未成年人將對於起訴罪

狀 表示認罪或不認罪。 

聽審（審判）－證人和被害人在審判階段，將就導致逮捕的事件提出證詞。 

管轄區－法院可對未成年人行使其權力的地理區域（例如，郡縣）。 

移進－居所在舊金山的未成年人，若在其他郡獲得宣判，案件可能會移送

至舊金山處置。 

移出－居所在其他郡的未成年人，若在舊金山獲得宣判，案件可能會移送

至其他郡處置。 

罪行等級－重罪、輕罪或違規行為。重罪是最嚴重等級，輕罪是最低等級。違規行為不應

拘留。 

家外安置－法院判定未成年人應搬離住家，並安置在收容治療機構。 

起訴書－地區檢察官提出的法律文件，陳述未成年人被控的罪狀。 

保護管束－法官裁定未成年人在家中遵守不同的條件，接受觀護人的監督。 

觀護人 ( PO )－被指定調查違法案件，制定計畫協助青少年成功重新進入社會，以及在

保護管束期間監管青少年的執行官員。 

公設辯護人－在法院審理程序中，免費代表未成年人的律師。 

社會（處置）報告－在處置聽審前提出的報告，摘要陳述事件、違反行為、法院

程序、家族史和觀護人對未成年人未來計畫的建議。 

法院監護－法院的合法職權，法院可能擔任未成年人的「家長」或監護人。無論未成年人

在家、在親屬家或離開家庭，法院監護案件均可有效監督。 

福利與機構法 707 條－加州法律，列載特定犯罪類型。非常嚴重犯罪類型，例如強姦、

謀殺或綁架。根據加州 21 號提案，地區檢察官（DA）無須少年法院法官的裁定，即可根

據前述罪行起訴未成年人，並要求該未成年人以成年人身分受審，且可求處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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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聯絡人資訊 
少年保護管束部 

375 Woodside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7  
總機:(415) 753-7800  

www.sfgov.org/juvprobation 

保護管束服務 
接案單位 

Green Intake：(415) 753-7530 
Gold Intake: (415) 753-7630  

 
監督單位 

一般督導：(415) 753-7640 
JCRU / SOP：(415) 753-7660 

 
私人安置單位 
(415) 753-7650 

 

少年觀護所 ( JJC ) 
行政單位：(415) 753-7500 
值班官員：(415) 753-7776 

 
輔育院（Log Cabin Ranch） 

總機：(650) 747-0257 
 

其他少年司法機構 
地區檢察官：(415) 753-7700 

公設辯護人：(415) 753-7601 

行政系統  
觀護人總長：(415) 753-7556 

助理觀護人總長：(415) 753-7558 
觀護所主任：(415) 753-4416 
少觀所主任：(415) 753-7502 

輔育院（Log Cabin Ranch）主任：(650) 747-0257 ext. 1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