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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托管人信息 

  
供发育障碍人士使用 

 

什么是监护托管人？ 
 

 通常，监护托管人是在发育障碍人士年满18周岁时被任命而成的。成年

后，发育障碍人士的父母不再对其拥有法定决策能力。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的规

定，符合资格的发育障碍人士必须患有与弱智、大脑性瘫痪、自闭症、脊椎裂瘫

痪或普瑞德威利综合症相关的身心机能失调或症状；且该症状在当事人年满18周

岁前仍旧存在；且按照合理推断，该重度残疾状态还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监护托管是发育障碍人士的家庭、看护人员和朋友在无需宣称当事人无行

为能力的情况下即可获得监护权的一种流程。监护托管人的任命适用于佛罗里达

州法律第393.12节。任命监护托管人使得监护人得以为发育障碍人士做出决定。

并非所有发育障碍人士均需要一名法定监护人。但若当事人没有能力就其日常生

活做出必要决定，则必须需要一名监护人。在任何监护托管人任命司法程序中，

法院将为发育障碍人士任命一名代表律师，以确保其最佳利益得到保护。 

 

 监护托管人仅负责法官批准和法院法令中列示的职责。申请成为人身监护

托管人的流程不需要雇佣一名代表律师。但如果除了社会安全福利或其他政府给

付项目以外，还涉及财产监护，则人身和财产监护托管人申请人必须雇佣一名代

表律师。财产权利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未决法律案件、遗产事务、其他与

发育障碍人士相关的收入或财产权利。法院还可通过请愿书和法令的形式扩大对

财产权利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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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调查要求： 

 佛罗里达州法律第744.3135节允许法院要求非职业监护托管人在被任命为

监护托管人前，自费提交一份监护托管人信用记录调查和二级背景筛查文件。监

护托管人必须致电现场扫描服务提供商预约指纹打印服务。各提供商的服务价格

不一，因此监护托管人必须询问每位提供商相关的服务价格。请谨记：必须完成

背景调查后才可安排监护托管人任命聆讯。    

 

成为一名监护托管人的逐步流程： 

 1.填写必要的文件。 

           A. 监护托管人任命申请。表 A 

                    B. 预备监护托管人任命申请。表 B 

           C. 拟定预备监护托管人签署的联合诉讼。表 C 

           D. 人身监护托管人任命请愿书。表 D 

     E. 监护托管人任命、指定和接受宣誓词。表 F 

  F. 监护人教育培训和背景调查要求表。  

  

 2.将所有文件提交给书记员办公室。 

  A.  提交所有文件的人员被称为请愿人。 

B.  请愿人应当在《监护托管人任命请愿书》后附上一份发育障碍人   

士的医疗记录。 

    C.  请愿人必须支付必需的诉讼费用。 

D.  请提交文件原件和三份复印件、两份已经支付充足邮资、贴好邮

戳的信封，以便邮寄所有诉状副本。 

 3.将各方通知《监护托管人任命请愿书》已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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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告知各方请愿书已经提交，且需致电法官司法助理：（407）

836-2229，以确定聆讯日期与时间。表 G 

 4.聆讯。 

  A.  若发育障碍人士行动无障碍，请带领该发育障碍人士上庭。 

  B.  请携带您已经完全填写和打印完毕的拟定法令。 

 

监护托管人任命的详细流程： 

首先：填写所有必要文件。 

 

 监护托管人任命申请： 

  这包括申请作为发育障碍人士人身监护托管人人员的基本信息。 

   

 预备监护托管人任命申请： 

 预备监护人任命的申请为可选项目。若已经任命了预备监护托管人，

则其在已任命的监护托管人因死亡、解雇、辞职或被认定为无行为能力人

而无法履行职责时才可采取行动以维护发育障碍人士的福利。拟定预备监

护托管人必须签署一份联合诉讼，请参见表 C，并将该文件连同《监护托

管人任命请愿书》和《预备监护托管人申请书》一起一并提交。预备监护

人任命法令，表 N。 

 

监护托管人任命请愿书： 

 

 请愿书中必须列明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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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交请愿书人员的姓名、年龄和现居地址，以及该人员与发育障

碍人士之间的关系 

  B. 发育障碍人士的姓名、年龄、现居郡县和现居地址 

  C. 列明为何请愿书提交人认为有必要任命一名监护托管人 

  D. 列明具体事实信息 

  E. 列明该人员缺乏决策能力的具体领域 

  F. 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第393.063(9)节的规定列明法定残疾事项 

  G. 列明拟定监护托管人的姓名及其与发育障碍人士之间的关系 

H. 同时列明拟定监护托管人目前或过去与发育障碍人士的医疗、居

住或其他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关系 

I.   根据遗嘱认证规定第5.649(a) (7)节，请愿书中必须列明请愿人是

否知晓、了解或相信发育障碍人士已经发出提前指示或长期授权书。 

J. 填写《监护人教育培训和背景调查要求表》，并签字。本表格确认

请愿人理解他/她必须在任命前提交一份填写完整的背景筛查文件

（佛罗里达州法律第744.3135节）。本表还确保请愿人理解教育培训

的需求。 

其次：  将所有文件提交给书记员办公室。请提交文件原件和三份复印件、两 

份已经支付充足邮资、贴好邮戳的信封，以便邮寄所有诉状副本。 

  您可以将材料寄往以下地址进行提交： 

  Clerk of the Court, Probate Department, 425 N. Orange Avenue, Suite 

  340, Orlando, FL 32801 

您也可以亲自携带文件并提交给书记员办公室，地址为法院大楼三楼

340号房间。 

  申请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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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监护托管人：235.00美元 

   人身和财产监护托管人：400.00美元 

   （费用可能适时调整） 

   

  提交《监护托管人任命请愿书》后 

 A.  法院将为发育障碍人士任命一名代表律师。请向书记员提

交表 E的原件和三份复印件。 

B.  法院任命的律师需要获得一份表 E的副本，并需要与发育障

碍人士会面，请愿人必须配合法院任命律师的工作。若任命前

10日内仍旧无法联系上律师，请致电其办公室，或联系法院。 

第三：将《监护托管人任命请愿书》的提交信息告知各方。表 G 

    必须向以下人士发送通知： 

   A.  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告知发育障碍人士 

   B.  同时使用英语和该人员所使用的语言 

   C.  发育障碍人士的直系亲属 

   D.  发育障碍人士通过提前指示指定的医疗代理人（如有） 

   E.  发育障碍人士的长期委托代理人（如有） 

 本通知中必须附上一份《监护托管人任命请愿书》副本。 

  本通知必须列明以下事项： 

A.  将召开聆讯以讯问具有发育障碍人士执行请愿书中规定的

权利的能力 

   B.  聆讯日期 

 C.  发育障碍人士有权自行选用代表律师，但法院将首先为其任

命一名代表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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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聆讯。 

 一旦向法院提交了所有必要文件，将可获得指定的案件编号和

法官。请愿人必须致电法官司法助理，确定聆讯日期和时间。请愿事

实将呈交给法官。法官将决定是否任命监护托管人。发育障碍人士有

权在聆讯时出庭。 

 

 聆讯时，法官可能发放《人身监护托管人任命法令》，请使用

表 H。同时，法官还可能发放《监护托管人任命书》，请参见表 I。

您需要携带这些表格出庭，并将您在表 D《人身监护托管人任命请愿

书》中所填写的信息填入这些表中。请填写正文中所有空白位置，包

括发育障碍人士的姓名、案件名称和编号。任命法令和任命书也应采

取上述处理方式。使用您的电脑并填写所有法院法令。 

 

任命监护托管人后： 

 若法官决定发育障碍人士需要一名监护托管人，则法官将发放一份《监护

托管人任命法令》和一份《人身监护托管人任命书》。法令中将列明监护托管人

的权力、职责和责任。 

 发育障碍人士保留所有法律权利，但法院特别授予监护托管人的法律权利

除外。 

 

法院任命发出后针对监护托管人所提出的要求： 

 

教育培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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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罗里达州法律第393.12(10)节和第744.3134节要求每位被任命的监护托管

人均需完成教育培训。一旦法院任命某人为监护托管人，则该人员必须在接受任

命之后四个月内完成必修培训课程。 

  A.  接受任命的每位监护托管人必须完成至少8小时的课程和培训。 

橘子郡的Seniors First公司提供经过批准的监护人教育培训课程。如需注册

该课程，请致电Seniors First公司：(407) 297‐9980。 

 Seniors First公司地址： 

  5393 LB McLeod Rd, Orlando, FL 32801 

 

任命后还须向法院提供的文件 

 监护人需要向法院定期提交某些报告。监护托管人若不按规定提交任一报

告则可能需要出庭、缴纳罚款、被撤职或接受针对监护托管人执行的其他处罚。 

 

规定计划 

 初始计划：表 J ‐ 1 和 2 

  必须在监护托管人接受任命后60日内提交。 

  必须列示以下事项： 

A.  为了受监护人的福利所提供的医疗、心理或个人护理服务

声明 

   B.  为了受监护人的福利所提供的社交和个人服务声明 

   C.  最符合受监护人的需求的居住地址和环境 

D.  申请受监护人可能有权获得的任何医疗和事故保险，及任

何私营或政府福利，从而抵消受监护人接受的医疗、心理健康

或相关服务的部分成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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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判断受监护人的医疗和心理健康治疗需求而必须接受的任何

生理和心理检查。 

 年度计划：表 S 

  必须在接受监护托管人任命后90日内提交 

  报告必须列明以下事项： 

   受监护人住所的相关信息，包括： 

    提交计划时的受监护人的地址。 

过去一年间，受监护人曾经居住过的所有处所的名称和

地址。 

    受监护人在每个处所的逗留时长。 

    描述目前居住环境是否最能符合受监护人的当前需求。 

提交来年计划，以确保受监护人居住在最能满足其需求

的环境中。 

有关受监护人的医疗和心理健康状况、治疗和康复需求，包

括： 

    过去一年间受监护人接受的任何专业医疗服务简介。 

报告期间前90日内曾为受监护人做过检查的医师所提交

的报告。该报告必须包含对受监护人状态的评估和对受

监护人目前行为能力水平的声明。 

提交一份提供医疗、生理健康和康复服务的下一年计

划。 

                               受监护人的社交状况的信息，包括： 

    受监护人目前使用的社交和个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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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监护人的社交技能，包括一份涉及受监护人沟通能力

和维持交际关系的声明。 

    受监护人的社交需求。 

   

            每份计划必须讨论受监护人权利恢复的相关事宜，包括： 

总结过去一年间进行的旨在加强受监护人行为能力的各

项活动。 

    一份受监护人是否能够恢复任何权利的声明。 

    一份是否将会寻求恢复任何权利的声明。 

 

权利恢复： 

 任何有意人士，包括发育障碍人士，可向法院建议恢复权利。此举必须表

明发育障碍人士目前有能力行使部分或全部已经授权给监护托管人的权利。即意

味着该人员已经不再需要监护托管人了。在提交此建议时，必须提交一些证明文

件。这类证明文件包括：医疗医师、心理医生或精神病医生在对发育障碍人士进

行评估后出具的签名声明。若尚无可以评估的证明文件，则请愿人可以提供提出

该建议的合理理由。法院应立即安排聆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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