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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地方法院
判决

如果错过出庭怎么办

Simplified ChineseReviewing Local Court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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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地方法院判决
本指南介绍了如何在新南威尔

士州向地方法院申请判决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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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出庭怎么办？

有时候，因为一些差错，您会错过出庭。地方法官可
能会在您缺席的情况下对您的案件作出判决。如果
发生了这种事，您应尽快查明法庭上发生了什么，这
一点很重要。首先要做的是拨打	1300 679 272	联系
法庭服务处	(Court Services)，向法庭工作人员询问
法庭上发生了什么。	

如果您对地方法官的判决不满意，您有权向法院
申请对在您缺席的情况下签发的任何定罪、处罚
或命令进行复审。这被称为判决无效申请。您也许
听说过，该申请也被称为第四节申请	(section 4 

application)。

如果您被保释出庭但错过了开庭日期，应尽快查明
发生了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地方法官可能已经签
发了对您的逮捕令。您应尽快寻求法律帮助。请参阅
第	12	页：在保释期错过出庭会发生什么？

如果您需要出庭，但意识到无法在开庭日期出席（例
如，您发生了车祸或者您患有严重疾病），您应尽快
致电法庭并给出解释。法庭工作人员会告诉您该怎
么办。如果您有关于缺席的医疗证明或其他证据，应
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发送给法庭。您可以在地方法院
网站上查找将您的案件列入清单的地方法院的电子
邮件地址：https://localcourt.nsw.gov.au/

https://localcourt.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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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判决无效？
您可以向地方法院提交判决无效申请表来申请判决
无效。您可以亲自前往或以邮寄方式向任何地方法
院提交申请，但不能通过电子邮件方式申请判决无
效。您的申请会被移交给作出判决的地方法院。在裁
定您的申请时，可能要求您必须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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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判决无效申请”表：

	■ 从地方法院网站下载：	https://localcourt.nsw.
gov.au/ 	

	■ 亲自前往地方法院登记处索取。告诉登记处工作
人员发生了什么以及您想做什么。工作人员会协
助您完成表格的填写。	

	■ 您必须为提交申请支付费用。如果您是低收入者
或是Centrelink的福利领取者，您可以要求登记
员免除或推迟收取这笔费用。如果您想这样做，最
好携带您的财务状况证明前往法院。

何时可以申请判决无效？

您应尽快提交申请。一旦您意识到错过了开庭日期，

最好立即前往法院并提交申请。	

如果法庭作出判决后超过两年，您将无法提交申请。

如果您以提交书面通知的形式进行辩护（书面辩护

通知），您也无法提交判决无效申请。在某些情况下，

您可以向总检察长提出申请，将您的案件发回地方

法院复审。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对于您的案件是否

适用这种情况，您应寻求法律帮助。

https://localcourt.nsw.gov.au/
https://localcourt.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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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辩护通知

在提交书面辩护通知前，最好寻求法律帮助。通
过书面通知进行辩护会带来许多后果。您应咨
询律师，以了解这些后果。提交书面辩护通知的
后果之一是，在您发送书面辩护通知后，您以后
将无法提出定罪或判刑无效申请。

如何填写申请表？
您必须填写您的个人信息：姓名、地址和庭审案件的
详细信息，包括上一次开庭日期。您还需要解释您缺
席出庭的原因，在申请表中附上任何书面证据，并确
保自己留有相应的副本。请参阅：我需要证明什么。

提交申请后会发生什么？
您的申请会被列入法院清单。可能是您提交申请的
同一天，也可能是另一天，需要您返回法院。法院登
记官会向您和其他受判决影响的人员发出通知，告
知审理申请的时间和地点。审理可以在当事人缺席
的情况下、在公开法庭或地方法官办公室进行。	

如果是交通或刑事案件，会通知警方。如果是暴力禁
止令	(AVO)，会通知暴力禁止令涉及的其他各方。他
们有权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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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申请之前会发生什么？
法庭可能会在判决无效申请得到审理之前，暂停执
行在您缺席的情况下签发的命令。除非您申请暂停
暴力禁止令	(AVO)，否则法庭不会暂停在您缺席的
情况下签发的针对您的暴力禁止令	(AVO)。您应与
地方法院的登记官核实，确认您的案件会发生什么。

如果您已保释出庭但没有出庭，您可能会被签发逮
捕令并被捕，法庭将裁定在您的判决无效申请得到
审理之前是否准予对您保释。您可能需要让法庭确
信，如果获准保释，下次您会出庭。如需更多信息，请
参阅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手册《保释指南》
(A guide to bail).

上庭时会发生什么？
出庭时，您需要解释上次缺席出庭的原因。您可能需
要提供证据。您也可以让其他人员为您作证。如果您
提供证据，案件涉及的其他人员（通常是警方公诉人）
可以就您的证据对您进行盘问（质询）。如果您有证
人，他们应在法庭外等候，直到轮到他们作证。案件
涉及的其他人员，如公诉人，也可以就证人提供的证
据对他们进行盘问。

https://publications.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ResourcesService/PublicationImprints/Files/1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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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证明什么？
您必须让地方法院确信：	

	■ 您并不了解诉讼程序，或	

	■ 因事故、疾病、灾难或其他原因，您无法参与诉讼，
或	

	■ 考虑到您的案件情况，为了维护司法公正而应批
准您的申请。

如果您有任何有助于申请获批的证据（证人或文件），
您应将其带到法院。例如，如果您曾住院，您应从医
院获取一份报告，显示您入院出院的时间和病因。如
果您生病去看医生，您应索取一份证明，说明您缺席
出庭的原因和病因。如果证明上只说您无法出庭，可
能不足以让地方法官批准您的申请。

在开庭审理之前，最好将任何证明或报告的副本交
给涉及该案件的其他人员（通常是警方公诉人）。这
样做是为了让他们核实真伪。如果您不这样做，可能
不允许您向地方法官递交证明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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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申请成功会发生什么？
法庭会宣布判决无效。这意味着，在您缺席的情况下

签发的定罪、处罚或命令不再具有任何效力。案件将

继续进行，就像先前没有签发过该命令一样。

如果是刑事或交通案件，您需要告诉法庭您是做有

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如果是暴力禁止令(AVO)申

请，您需要告诉地方法官您是否同意这一命令，如果

同意，需要什么条件。

如果您要做无罪辩护或为任何申请辩护，案件可

能会延期（推迟）到另一日审理，以便证人出庭作

证，或是出于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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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申请失败会发生什么?
在您缺席的情况下签发的定罪、处罚或命令将生效。

可以就驳回判决无效请求提出上诉
吗？

可以。您可以通过向任何地方法院的登记官提交书
面上诉申请的方式，向地区法院	(District Court)	提
出上诉。您应在地方法院作出驳回判决后的	28	天内
提交上诉申请。如果您没有这样做，您可以在判决后
三个月内申请上诉许可。您必须说明您未在	28	天内
提交上诉申请的原因。您将无法在地方法院作出驳
回判决超过三个月后提交上诉申请。除非地方法院
首先驳回了您的申请，否则您不能要求地区法院对
在您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任何定罪、处罚或判刑宣
布无效。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手册《向地区法院上诉》(Appealing to the District 
Court)。

http://publications.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ResourcesService/PublicationImprints/Files/107.pdf
http://publications.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ResourcesService/PublicationImprints/Files/1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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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案件被列入地方法院的清单，请认真
对待，这一点非常重要。 

上庭之前，最好寻求法律帮助。新南威尔士州法
律援助还提供其他出版物，便于您了解更多关
于法院的信息。

请访问	www.legalaid.nsw.gov.au/
publications

在地区法院上诉成功会发生什么？
如果您对地方法院拒绝撤销您的定罪或判刑的决定

上诉成功，地区法院会将您的案件发回地方法院，由

地方法院重新审理。

如果再次错过出庭会发生什么？
一般来说，您只能就同一案件提交一份地方法院判
决无效申请。

如果您提交了申请，但未在审理之日出庭，您的申请

很可能会被驳回。这意味着之前签发的命令将生效。

您可以申请关于提交第二次申请的许可。您必须对

第二次错过出庭的原因给出非常合理的解释。

如果您错过了一次出庭，并（在地方法院或在向地区
法院上诉中）成功申请撤销该命令，但再次缺席出
庭，您可以申请关于提交第二次申请的许可。您必须
对再次错过出庭的原因给出非常合理的解释。

不要第二次错过出庭，这一点非常重要。

您只能就地方法院关于您判决无效申请的驳回判决
向地区法院提出一次上诉。

http://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http://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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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释期错过出庭会发生什么？
如果您被保释出庭但错过了开庭日期，应尽快寻求
法律帮助。您可以从本页末尾所列的任何一处地点
获得帮助。

您应致电法庭，询问发生了什么。	

法庭服务处联系电话：1300 679 272 。

如果您被保释出庭但缺席出庭，法庭可能会签发对

您的逮捕令。这意味着警方可能会随时逮捕您。如果

被警方逮捕，您会被带上法庭，您可以再次申请保

释。您必须对缺席出庭给出解释，并让地方法官相

信，如果获准保释，您下次会出庭。

去警察局“自首”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您这样
做，而不是等到警方持逮捕令逮捕您，您可能会更容
易让地方法官相信您下次会出庭。

如果您有缺席出庭的充分理由以及任何证据，比如
医疗证明，那么最好在前去警察局时随身携带这些
证据。

告诉他人发生了什么，可能会有所帮助。您可能需要
一位“担保人”才能再次获准保释。“担保人”是同意
支付金钱以保证您在获准保释后会出庭的人员。除
非您有充足的理由，否则如果您不出庭，担保人可能
会失去这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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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判决无效能否寻求法律援助？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您就可以获得代理出庭方面的
法律援助：	

	■ 对于地方法院的原始诉讼，本可以获得相应的法
律援助；并且	

	■ 您的申请有成功的合理预期；并且	

	■ 您通过了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的经济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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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帮助

LawAccess NSW
如需了解免费法律信息和转介服务，请拨打		
1300 888 529	联系	LawAccess NSW。

Legal Aid NSW
如需查找离您最近的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办事处，请访问：		
www.legalaid.nsw.gov.au/contact-us

新南威尔士州地方法院
如需查找离您最近的地方法院，请访问：		
www.localcourt.nsw.gov.au/local-court/cl-2.html

私人律师

新南威尔士州律师协会可以将您转介给您所在地区
的私人律师。请拨打	(02) 9926 0300	联系律师协会
律师转介服务处	(Law Society Solicitor Referral 
Service)，或访问			
www.lawsociety.com.au 	

新南威尔士州律师协会	(Law Society of NSW )	的
公益计划	(Pro Bono Scheme)	是一项服务，可帮
助人们联系愿意免费或以优惠价格提供帮助的私人
律师。请访问	www.lawsociety.com.au/for-the-
public/pro-bono-scheme ，或拨打	
(02) 9926 0364。

社区法律中心
社区法律中心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包括电话咨询。如
需查找您附近的法律中心，请拨打	1300 888 529	联
系	LawAccess NSW，或访问		www.clcnsw.org.au

https://www.legalaid.nsw.gov.au/contact-us
https://www.localcourt.nsw.gov.au/local-court/cl-2.html
https://www.lawsociety.com.au/
https://www.lawsociety.com.au/for-the-public/pro-bono-scheme
https://www.lawsociety.com.au/for-the-public/pro-bono-scheme
https://www.clcnsw.org.au/


	 15

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服务
原住民法律服务处 (ALS)：请拨打		1800 765 787	联
系原住民法律服务处	(ALS)	或访问		
www.alsnswact.org.au		

Wirringa Baiya 原住民妇女法律中心 (Wirringa 
Baiya Aboriginal Women’s Legal Centre: 1800 
686 587 	（免费电话）

原住民妇女法律联系热线 (First Nations Women’s 
Legal Contact Line):		
1800 639 784（免费电话）

一些地方法院会常驻原住民客户服务专家，以提供
帮助和信息。请联系您所在的地方法院，查找您附近
原住民服务专家的位置。

司法辩护服务 (Justice Advocacy Service)
司法辩护服务	(JAS)	为与新南威尔士州刑事司法系
统接触的有认知障碍的青年和成年人提供支持，包
括作为受害者、证人和嫌疑人/被告人行使其权利并
充分参与这一过程。司法辩护服务可以安排一名训
练有素的志愿者为有认知障碍的人员提供出庭支
持。如需联系司法辩护服务，请拨打 (02) 9265 6350 
或访问	https://idrs.org.au/jas

https://www.alsnswact.org.au/
https://idrs.org.au/jas/


OCTOBER 2021 / 2021 年 10 月	 				MNLA 60673

本手册仅为一般性法律指南。您不应依赖本手册并将其
作为法律建议，我们建议您就相关情况向律师做进一
步咨询。

上述信息在印制时是正确的，但可能会随时发生变
化。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1300 888 529 联系	
LawAccess NSW。

The brochure is also available in Arabic, 
Chinese (Sim) and Vietnamese.

	©	 Legal Aid Commission of NSW 2021

在线订阅手册，网址为：	
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在社交媒体上找到我们：

在联系我们时，您是否需要语言方面的帮助？ 

如果您需要口译员，请拨打全国翻译和口
译服务处	(TIS National)	的电话	131 450 
（上午	9:00	至下午	5:00），并要求联系	
LawAccess NSW。

您的听力/语言能力受损？

如果您存在听力障碍或言语障碍，请通过
以下方式联系我们：拨打国家电话中转服
务处	(NRS)	的电话	133 677，并要求联系	
LawAccess NSW，或访问网站:	
www.relayservice.gov.au	

http://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http://www.relayservice.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