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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诉讼（原告/判决债权人）中判给您钱款了吗？本指南将帮助您从被告/判决债务人处催收

判给您的钱款。

催收判决（对方欠您的钱款）是一件复杂的事。法庭不参与催收钱款。如果债务人不付款

也不制订分期付款计划，为了使用法庭程序催收钱款，您必须：

• 完成并提交更多份表格， 

• 支付申请费（如未免去费用），且 

• 可能再次出庭。

判决中可能加入其他费用。

您可能需要咨询或雇用律师来提供帮助。马里兰州法庭帮助中心免费为没有律师的人员提

供有限的法律服务。请拨打 410-260-1392 联系帮助中心，或通过 mdcourts.gov/courthelp 与
律师在线交流。

前期步骤

如果您胜诉，您所胜诉的法庭将记录判决

结果。在您开始催收之前，有 10 天自动停

留期（等待期）。向债务人发送一份您向法

庭提交、与案件相关的所有动议和信件的副

本。

您可以通过三 (3) 种方式依据判决催收钱

款：

• 扣留债务人的工资；

• 扣留债务人的银行帐户；或

• 扣留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或者不动产。

您需要债务人的相关信息。您知道债务人的银行在哪儿吗？您知道他们的工作地点吗？您

知道债务人拥有哪些财产吗？ 

您可以通过三 (3) 种方式依据判决 
催收钱款：

1. 扣留债务人的工资；

2. 扣留债务人的银行帐户；或

3. 扣留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或者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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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债务人的资产和收入

查找债务人资产的第一步是向其发送一份判决债务人（被告）信息表（表格  
CC-DC-CV-114）。如果债务人没有在法庭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通过返回信息表给出您所

请求的信息，您可 (1) 要求债务人回答书面问题，或 (2) 要债务人出庭宣誓回答问题。

第 1 步
判决债务人信息表 (CC-DC-CV-114)

债务人在判决做出后会收到法庭通知。通知告诉债务人 (1) 您或您的律师会向其发送表

格，请求提供其资产信息， (2) 如果他们按说明返回了表格，给出了您所请求的信息，则

无需出庭提供信息。

您可在判决出台的 10 天后将表格 CC-DC-CV-114 发送给债务人。不能向表格中添加内容，

但可以划掉不需要的信息。除了依据法律授权追债，您必须为所返回的所有信息保密（例

如，债务人的社会安全号码、财务账户或税务信息）。

第 2 步
协助执法的发现（马里兰法规第 2-633 和 3-633 条）

为了采取其他步骤了解债务人的资产和收入，以下三 (3) 个条件中的某一项必须满足：

1) 您决定不使用“判决债务人信息表”；

2) 在邮出“判决债务人信息表”或交过给判决债务人后的 30 天内，判决债务人没有返

回附有您所请求信息的表格；或

3) 判决债务人确实正确完成并返回了“判决债务人信息表”；但

• 自判决下达至少已有一 (1) 年；或 
• 自判决书下达不到一（1）年，但法院已准许您提出质询（问题）或要求听证 

（口头审查）。

如果您符合条件，下一步是协助执行的书面质询或口头审查（听证会）。

协助执行的书面质询

协助执行的质询最多向债务人提出 15 个针对其资产和收入的问题。要求债务人宣誓真实

回答这些问题。 

您可以通过头等邮件向债务人送达质询书。 

在债务人收到法官签署的命令后，他们还有 15 天时间回答您的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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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债务人提供问题后，将书面的服务证明发送给法庭。服务证明可以是向法庭提交的一

封信函，其中包含案件编号、您的姓名和地址，及债务人的姓名和地址。

这些问题旨在帮助指出能供执行判决使用的债务人资产。问题涵盖债务人的银行帐户、工

作状况、个人财产和房产。 

债务人有 15 天回答问题的时间。如果在 15 天后没有收到回答，您可以提交 要求回答质询

以协助执行的动议 （表格 DC-CV-030）。此动议请法官下令要求回答您的问题。 

在债务人收到法官签署的命令后，他们还有 15 天时间回答您的质询。

第 3 步
口头审查协助执行判决

在法庭下达判决 30 天后，您可以申请让债务人出庭并回答您的问题。债务人将进行宣

誓。您可以提问与债务人资产和收入有关的问题。完成申请下令让判决债务人或其他人出

庭接受审查以协助执行判决 （表 CC-DC-CV-032）。法庭将下令通知债务人何时出庭。您

有 30 天的时间向债务人提供此法庭令。

在口头审查时，您可以向债务人询问不动
产、车辆和其他资产、拥有的银行帐户、
收入来源和工资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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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不予配合的债务人

如果已向债务人提供了此法庭令，但其不予配合，不透露自己的资产，您可以提交藐视法庭令
陈述理由申请（表格 DC-CV-033）。该命令将传唤债务人到法院，让其解释为什么他们藐视法
庭且无视您所做的透露请求。只有在债务人出现以下某种情况时才可提交“藐视法庭令陈述理
由申请”：
• 无视书面质询和要求他们回答问题的法官令；或

• 未能出席法庭下令举办的口头审查听证会。

如果债务人未出席陈述理由听证会，法官可下达扣留令。如果法官下令扣留，但没有在听证会
当天下令，您可以提交签发扣留令申请（表格 CC-DC-108）。 

在签发扣留令之前，原告必须提供以下任意一项：
• 证明已向债务人本人提供法庭令（出庭令或陈述理由令，如签发）。

• 如使用指定签收邮件，证明债务人已签收法庭令（出庭令或陈述理由令，如签发）。

或

• 掌握第一手材料人员的宣誓书，指证债务人故意逃避服务。

治安官将拘留债务人，并将此人带到法庭上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出庭。债务人可能必须交纳保
释金才能离开。如果债务人未出席下一次听证会，保证金将被州没收。当事双方均会收到新听
证会的日期。

催收判给您的钱财
一旦掌握了扣留债务人工资、银行账户或债务人财产所需的信息，就可以开始催收程序。

送达服务申请

催收期间要求您提交许多表格，尤其是您选择使用多种方法时更是这样。您可能必须选择送达
服务方法：

• 邮寄通知；

• 通过警长办公室（或警员，但仅限 Baltimore 县）；或

• 私有送达服务人员。

如果您选择某种送达服务方式，应完成送达服务申请（表格 DC-CV-002）。邮局、警长、警员
或私有送达服务人员应将送达服务申请返还法庭，以证实送达服务已经适当完成。

填写案件说明信息 - 提交表格所在法庭的地址、案件编号、当事方姓名。您还必须填写表格左

下角所要求的双方的地址。

DISTRICT COURT OF MARYLAND FOR 

Located at Case No. 

 
REQUEST FOR SERVICE 

Please serve the attached process on the person shown. 
Trial Date:  Type of Paper:  
Issue Date:  Expiration Date: Serve on: ☐ Defendant     ☐ Garnishee/Agent
Received From:            County Garnishee/Agent:  
Special Instructions: Address:  

City, State, Zip:  
☐ Other

ORDER FOR SERVICE 
YOU ARE DIRECTED TO serve the attached process and to make your return promptly on this order. If you are unable to serve THE 
PROCESS, you are to make your return on this order and return the original process to the court no later than ten (10) days following the 
EXPIRATION of the process. 

I certify: PROOF OF SERVICE
☐ I served a summons by delivery of the complaint and all supporting papers, or of a Motion for Order Declaring Judgment Satisfied

(Md. Rule 3-626), by
☐ restricted mail, return card attached
☐ alternative service pursuant to court order and Md. Rule 3-121(c) by
☐ first class mail service authorized by court order in accordance with Md. Rule 3-626
☐ delivery to

on at 

The person I left the papers with acknowledged being: (1) A resident of above listed address; (2) 18 years of age or older; (3) of suitable 
discretion in that relationship to the defendant is and that; (4) the above 
listed address is the defendant’s residence or usual place of abode. The facts upon which I concluded that the individual served is of 
suitable age and discretion are:  

The cost of service is $ . 
Description of the person served: Race Sex Ht Wt Hair Eyes Age 
Other ☐ and left the person served with a copy of the complaint and all
supporting papers. 

☐ I posted the premises at
☐ I ☐ levied ☐ removed the attached goods or property, and furnished a copy of the writ and schedule to any person found in possession
and if the judgment debtor was not the person in possession, I mailed a copy of the writ and schedule to the judgment debtor’s last known
address. (If writ was received from another county, a copy of this return and schedule shall be filed in the county where judgment was
entered.)
☐ I replevied the following goods:

☐ I was unable to ☐ serve ☐ replevy the goods ☐ levy the goods because

☐ I served the: ☐ Writ of Garnishment on Wages/Property on the Garnishee ☐ Show Cause Order ☐ Order to Appear for Oral
Examination in Aid of Enforcement ☐ Other
by ☐ restricted delivery mail, return card attached ☐  delivery to
and promptly after issuance/service mailed a copy of the writ to the judgment debtor’s last known address.
☐ Private Process Service Fee $ .
If return is made by an individual other than a sheriff or constable, I solemnly affirm under the penalties of perjury that the contents of this 
document are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belief and do further affirm I am a competent person over 18 years of age 
and not a party to the case.

DC-CV-002 (Rev. 08/2020)

ATTEMPT 
1.       2. 
3.         4. 
If service is not affected, send refund to: 

City/County 

Court Address 

vs. 
Plaintiff / Judgment Creditor Defendant / Judgment Debtor 

Date Clerk 

Name Title 

Date Time Location 

Plaintiff / Plaintiff’s Attorney 

Address 

City, State, Zip 

Defendant 

Address 

City, State, Zip 

Signature

Print Name / Title if Private Process Server 

Address / Telephone 

Date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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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留债务人的工资

扣留债务人的工资意味着其工资的一部分每月要支付给您，直到达到判决中的金额。

扣留某人工资的第一步是填写工资扣留令申请（表格 DC-CV-065）。您必须知晓债务人
雇主的姓名和地址、判决的金额和任何其他尚欠您的钱款（例如，法庭费用和判决后的利
息）。

如果您已提交了正确的信息： 
• 书记官将签发扣留令。

• 债务人的雇主（“第三债务人”）将收到令状，通知其依据判决截留债务人一部分工

资。 
• 债务人/第三债务人随后有 30 天的时间回应扣留令。 
• 您将收到一份第三方债务人的回复副本，其中列出债务人工资中的任何其他截留或扣

留项。 
如果债务人必须执行其他判决，您的扣留可能不会马上生效，会按照令状到达第三方债务
人的顺序执行扣留。

马里兰法规要求第三方债务人（雇主）在每月债务人的最后一个付薪期结束后的 15 天内
将扣留的工资交给判决债权人。换言之，如果债务人的付薪期在 3 月 26 日结束，您应在 3 
月最迟不迟于 4 月 10 日收到扣留的金额。

只要债务人没有换雇主并且判决的金额未付清，扣留就一直有效。不要求您重新提交。

扣留债务人的银行帐户

扣留债务人的银行帐户意味着从债务人的 银行帐户扣款来支付判决中规定的金额。正常来

说，不能扣留以下帐户的资金：

• 联合持有的帐户（除非判决针对的是两个持有人），

• 退休帐户，

• 代管帐户

金融机构必须遵守联邦法律的某些要求、禁令和限制。法律禁止扣留“受保护的金额”，

如社会保障、退伍军人管理、铁路退休委员会和人事管理办公室（联邦章程 31 C.F.R.第 
212 段和马里兰州法规第 3-645.1 条）。

扣留银行帐户的第一步： 完成工资以外其他财产的扣留令申请（表格 DC-CV-060）。您

需要知晓债务人的金融机构的名称和地址、判决的金额和任何其他尚欠您的钱款（例如，

法庭费用和判决后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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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提供了正确的信息，书记官将签发扣留令。将向债务人的金融机构（“第三方债务
人”）提供令状，和第三方债务人对工资以外财产的告白（表格 DC-CV-061）。第三方债
务人自服务日期起有 30 天的时间向法庭提交资产告白。您将收到一份副本，上面列出债务
人持有的资产。

如果提供了原始非工资财产扣留令申请  30 天后，第三方债务人仍未回答申请的信息，您
可提交判决扣留申请（表格 DC-CV-062）。您必须在提交申请前将一份申请副本邮寄给第
三方债务人和债务人。 

如果在第三方债务人提交回答后的 120 天内您没有寻求强制执行或取消了令状，在对判决
债务人和债权人给出适当通知后，第三方债务人可申请终止令状。 

如果法官做出对您有利的判决，法庭令会指示第三方债务人从债务人的银行帐户向您划拨
指定的金额。

扣留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或者不动产

可以出售财产或不动产来帮助偿付判决的金额。扣留个人财产或不动产是最复杂、最耗时的
催收方式。您可以考虑雇用律师来提供帮助。 

扣留不动产或财产会产生费用。由您负责所有与出售有关的费用。确保出售的收益减去您的
费用后的剩余价值得您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有些东西是不能出售的。如果债务人的财产是共同拥
有的，除非判决针对的是两名拥有者，否则不能将其
出售。

但是，您可以出售财产中属于债务人的份额。例如，
如果债务人和兄弟姐妹共同拥有一处住房，则此住房
不能出售。但是，您可以出售债务人拥有的住房份
额。购买此份额的买家将与债务人的兄弟姐妹共同拥
有这一房产。 

允许债务人申请 执行令背面被告通知下列出的其他特例。

如果您选择扣留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或不动产，提交执行令申请（表格 DC-CV-040）。 
在提交执行令申请前，您可能还需要完成其他步骤。 

不动产
如果您想出售债务人的不动产，在提交执行令前，您必须在房产所在县的巡回法庭中登
记您的判决（ Baltimore 市除外）。如果您在 Baltimore 市的判决获胜，则该判决将做为 
Baltimore 市的房产留置权自动在地区法庭记录。如果您的判决进入任何其他县，您必须呈
递留置权提交通知申请（表格 DC-CV-035）。

您负责扣留不动产或财产发生的所

有费用。确保出售的收益减去您的

费用后的剩余价值得您付出的时间

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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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您在 Prince George 县胜诉，并且知道债务人在该地拥有不动产，则您应完成 
留置权通知并指出会在 Prince George 县出售该房产。填写案件说明信息，包括您的案件编
号和当事双方的姓名与地址。在表格的“判决留置权通知”一节，输入判决日期、判给您
的金额和任何律师费与法庭费用。在为您想出售的不动产与您的宣判地在同一个县，所以
应选中第一个框。在 Prince George 县地区法庭提交完成的留置权通知，它会将该信息转交
给巡回法庭。 

如果您在 Prince George 县胜诉并发现债务人在 Anne Arundel 县拥有不动产，您应完成留
置权通知并指出您有意在 Anne Arundel 县进行出售。因为不动产与您的宣判地不在同一个
县，所以选中第二个框并输入房产所在县的名称。在 Prince George 县地区法庭提交完成的
留置权通知，它会将该信息转交给正确的巡回法庭。

           A judgment in the above case was entered on                                                      in the amount of $
plus attorney's fees of $                                                                 and costs of $                                                                      .

DISTRICT COURT OF MARYLAND FOR

Located at Case No.
City/County

Court Address

REQUEST TO FILE NOTICE OF LIEN
(Md. Rules 3-621 and 3-622)

NOTICE OF LIEN OF ATTACHMENT BEFORE JUDGMENT

To the Clerk of the Circuit Court for                                                                                                                             County:
          I HEREBY CERTIFY that an Attachment Before Judgment on Real Estate was levied in the above case, on real
estate described as

Date Clerk

DC-CV-035 (Rev. 09/2016)

Plaintiff/Judgment Creditor

Address

City, State, Zip

Defendant/Judgment Debtor

Address

City, State, Zip

vs.

Date

Printed NameFax

E-mail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Md. Rule 3-115)

 

City, State, Zip

NOTICE OF LIEN OF JUDGMENT

To the Clerk of the Circuit Court for                                                                                                                             County:
          I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following judgment has been recorded in this Court in the above entitled case:

Date Clerk

(Md. Rule 3-621)

 

      Please file a Notice of Lien in the Circuit Court for the county in which judgment was entered.
      Please file a Notice of Lien of the judgment with the Clerk of the Circuit Court for
                                                                        and transmit a certified copy of judgment to the District Court of that county.
      Please forward to District Court of Maryland for                                                                  to be recorded in that county
     (Md. Rule 3-622).
      Please record the judgment.

NOTICE OF MODIFICATION OR RENEWAL OF LIEN NO.

To the Clerk of the Circuit Court for                                                                                                                              County:
          I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following subsequent action has taken place concerning the above lien:

(Md. Rule 3-622 or Rule 3-115)

 

      Set aside on
      Renewed on

      Dissolved on
      Modified on

Date Clerk

              Signature of Plaintiff/Attorney/Attorney Code CPF No.

Judgment Against:
Judgment in Favor of:
Judgment Ordered On:
Judgment Entry Date:
Amount of Judgment
Principal:
Pre-Judgment Interest:
Appearance Fee:
Filing Fee:

Other Fee:
Service Fee:
Attorney Fee:

Total Judgment:
$
$
$
$

$

$
$
$

Post-judgment interest at the contractual
rate until date of maturity of contract
and legal rate thereafter
Legal rate

✔

           A judgment in the above case was entered on                                                      in the amount of $
plus attorney's fees of $                                                                 and costs of $                                                                      .

DISTRICT COURT OF MARYLAND FOR

Located at Case No.
City/County

Court Address

REQUEST TO FILE NOTICE OF LIEN
(Md. Rules 3-621 and 3-622)

NOTICE OF LIEN OF ATTACHMENT BEFORE JUDGMENT

To the Clerk of the Circuit Court for                                                                                                                             County:
          I HEREBY CERTIFY that an Attachment Before Judgment on Real Estate was levied in the above case, on real
estate described as

Date Clerk

DC-CV-035 (Rev. 09/2016)

Plaintiff/Judgment Creditor

Address

City, State, Zip

Defendant/Judgment Debtor

Address

City, State, Zip

vs.

Date

Printed NameFax

E-mail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Md. Rule 3-115)

 

City, State, Zip

NOTICE OF LIEN OF JUDGMENT

To the Clerk of the Circuit Court for                                                                                                                             County:
          I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following judgment has been recorded in this Court in the above entitled case:

Date Clerk

(Md. Rule 3-621)

 

      Please file a Notice of Lien in the Circuit Court for the county in which judgment was entered.
      Please file a Notice of Lien of the judgment with the Clerk of the Circuit Court for
                                                                        and transmit a certified copy of judgment to the District Court of that county.
      Please forward to District Court of Maryland for                                                                  to be recorded in that county
     (Md. Rule 3-622).
      Please record the judgment.

NOTICE OF MODIFICATION OR RENEWAL OF LIEN NO.

To the Clerk of the Circuit Court for                                                                                                                              County:
          I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following subsequent action has taken place concerning the above lien:

(Md. Rule 3-622 or Rule 3-115)

 

      Set aside on
      Renewed on

      Dissolved on
      Modified on

Date Clerk

              Signature of Plaintiff/Attorney/Attorney Code CPF No.

Judgment Against:
Judgment in Favor of:
Judgment Ordered On:
Judgment Entry Date:
Amount of Judgment
Principal:
Pre-Judgment Interest:
Appearance Fee:
Filing Fee:

Other Fee:
Service Fee:
Attorney Fee:

Total Judgment:
$
$
$
$

$

$
$
$

Post-judgment interest at the contractual
rate until date of maturity of contract
and legal rate thereafter
Legal r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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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试图扣留的不动产不在您的宣判地，请完成“判决移交表” （表格 DC-CV-034）
。包括您希望记录判决的县的名称（在上例中为 Anne Arundel）。 

个人财产

如果您想要扣留的个人财产（例如汽车或船只）不在胜诉所在地， 请完成“判决移交

表” （表格 DC-CV-034）。填表时填入您希望记录判决的县的名称。

执行令

一旦适当记录了您的判决，法庭将向您发送通知。此时，您可提交执行令申请（表格  
DC-CV-040）。您应在有意扣留的财产所在的县提交“执行令”。 

提交此申请时，您请法庭征收或扣留债务人财产来偿付判决的金额。大部分县都是由警长

办公室负责征收或扣留财产。Baltimore 县则由警员负责执行此项工作。

如果您选择扣留债务人的车辆，要求您随同执行令申请提供所有权的副本。需要在提交申

请后的 90 天内提供该副本。联系车管所了解如何获取所有权副本和相关费用信息。

如果您选择扣留债务人的不动产，您必须有契约的副本。契约是公开的记录，可以在不动

产所在县的巡回法庭找到。完成执行令申请时使用契约上的法律描述对财产进行说明。

在 执行令申请的上半部，您应输入： (1) 欠您的钱款金额， (2) 债务人的最新地址，和 

(3) 要征用的财产的位置和详细说明。信息要具体。

下一个问题问及您希望警长对财产采取的措施。 
• 选择“leave the property where found（将财产留在原地）”让警长贴出通知，告诉债务

人财产已被征用。如果您想出售财产，必须将其扣留。

• 选择 “exclude others from access to it or use of it（禁止其他人接触或使用）” 让警长

留下财产，但不许他人接触。例如，可能禁止债务人使用他们的车辆。如果选择此选项，

可能要求您向警长交纳保证金。

• 选择 “remove it from the premises（从所在地取走）” 让警长将财产取走。警长办公

室会使用保证金支付其费用；任何未使用的部分将退还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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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售财产前有 30 天的等待期。债务人可以利用等待期提交动议，申请将财产列为特

例。

如果在 30 天后未提交动议，您必须联系警长开始财产出售流程。如果在 120 天后未启动

出售流程，财产会退给债务人。

判决债权人的月度报告

要求您记录所有付款情况。在收到付款的每个日历月的月末后的 15 天，向债务人和任何

第三方债务人发送“判决债权人的月度报告”。不要向地区法庭提交“判决债权人的月度

报告”。以下网址有表格示例： mdcourts.gov/district/forms/civil/dccv066.pdf

延长您的判决

 马里兰县的判决有效期只有 12 年。如果您未能在该

时段催收到判决中的金额，您必须延长判决期以便

继续催收。完成判决延期申请（表格 DC-CV-023）
并将其提交给法庭。必须在判决的有效期内完成延

期申请表。例如，如果您的判决在 2006 年 2 月 1 
日生效，则其有效期至 2018 年 2 月 1 日。 

如果您在 2018 年 2 月 2 日提交判决延期申请，由于判决已过期，所以申请无效。

结清通知

如果您判决中的金额已全额付清，您必须提交结清通知（表格 DC-CV-031）。书记官将处

理法庭命令并通知记录判决的每个法庭。

如果您没有提交结清通知且债务人提交了声明判决结清命令动议 （表格 DC-CV-051），

法庭可下令您补偿债务人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

判决的有效期为 12 年，但是可
以通过向法庭提交申请延长有效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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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单

您可使用以下有帮助的检查单。采取每个步骤时通过输入日期跟踪进度。页码告诉您每个

步骤的具体说明。

债务人的姓名   案件编号  

地址    判决金额  

   发布日期  
  
查找债务人的资产

判决债务人（被告）信息表 （第 2 页）：  
发送的书面问题/质询（第 2 页）：  

提交的要求回答动议（如需要，参见第 3 页）：  

提交的让判决债务人或其他人出庭接受审查以协助执 
行判决命令申请 （口头审查）（第  3 页）：  

应对不予配合的债务人

提交的陈述理由命令申请（第 4 页）：  
提交的签发扣留令申请（第 4 页）：  

催收判给您的钱财

提交的扣留工资申请（第 5 页）  
签发的扣留令（第 5 页）  
提交的第三方债务人回答（第 5 页）：   

提交的非工资财产扣留令申请（第 5 页）  
签发的扣留令（第 6 页）  
提交的第三方债务人资产告白（第 6）页：  
提交的判决扣留申请（第 6 页）  

不动产或个人财产

呈递的留置权提交通知申请（如需要，参见第 6 页）  
判决移交申请（如需要，参见第 8 页）   
收到的已适当记录判决通知（第 8 页）  
提交的执行令申请（第 8 页）  

结清通知（第 9 页）：  





注



马里兰州地区法院的使命是向参与法院诉讼程序的所有人提供 

平等和真正的司法公正。

mdcourts.gov

马里兰州法庭帮助中心免费为没有律师的人员提供有限的法律
服务。
参见： mdcourts.gov/courthelp

要更多了解马里兰司法系统和地区法院，请访问其网站，网址
为：

本手册中包含的信息旨在向公众提供信息，并非法律咨询。手册可能随时修订，恕不提前通知。对本资料的任何复制
必须获得马里兰州地区法院首席书记官办公室的授权。

DC-CV-060BRCH (Rev. 03/16/2021) (TR 04/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