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权
你的权利和责任

Simplified ChinesePolice powers



警察拥有许多
可帮助他们
执行工作的权力。
大部分权力
已在法规中
进行了阐述。

下列信息可帮助你了解这些权力，以及�
在不同情况下，你所拥有的权利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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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
谁可以逮捕我及其理由是什么？

警官可以在下列情况下逮捕你，例如：

	■ 你正在实施犯罪

	■ 你已经犯罪，或警官有正当理由怀疑你已
经犯罪

	■ 你正在破坏和平

	■ 你已经违反保释条件

	■ 已经对你发出逮捕令（书面授权），可以逮
捕你

	■ 警官必须向你提出你存在违反暴力禁制令�
(AVO)�的情况，或对你持有逮捕令，因而可
以实施为针对你而提出的�AVO�申请

	■ 在生活中与你有关的某人想要针对你申请
临时（紧急）A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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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民可以在下列情况下逮捕你（实施公民
的逮捕），例如：

	■ 你正在实施犯罪

	■ 你已经犯罪

除了制止某人犯罪并在警察到达之前将其扣留
的情况之外，公民很少会逮捕他人。

他们应如何逮捕我？

逮捕你的人应：

	■ 告知你已经被逮捕

	■ 告知你为何被逮捕

	■ 警官也应告知你他／她的姓名和所属警局。

如果逮捕你的人未向你提供这些详细信息，不
要与他们争论。你可以在事后提起诉讼，参见第�
23�页。

他们是否可以使用武力逮捕我？

警官可以采取必要的武力措施来逮捕你。不合
理的武力是攻击。你被逮捕后，若有如试图逃
脱或警官认为你有逃脱之嫌等情况，他／她可
能会给你戴上手铐。

如果我拒捕将会发生什么？

即使你认为你并未犯罪或不应被逮捕，不做抵
抗地束手就擒也是明智之举。如果你被指控犯
罪，你将有机会在法庭上解释你的案情。

4 



即使你是无辜的，但如果警方有正当理由怀
疑你犯罪，也可能逮捕你。拒捕视同犯罪。

如果你使用暴力，则可能会被控告袭警。

若被逮捕，我是否必须接受搜身？

是的。你被逮捕后并出现在警察局时，警方可
以对你进行搜身。

逮捕 — 在警察局
当警方将你带到警察局时，会给你一份阐明
你所拥有的权利的文件。

如果警方希望你参与他们的调查，例如他们
想要审问你，你不妨首先听取法律建议。你有
权联系律师和朋友或家人。

法律援助律师不会前往警察局向被逮捕者提
供建议，也不提供电话咨询（除了对未满�18�
岁的青少年提供�Youth�Hotline�青少年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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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以外）。如果你有熟识的私人律师，可以
与他们联络并要求他们到场。

若你表示将有律师或你联系的任何其他人士
来到警察局，警方只须等待两个小时。你可能
须要付费请私人律师前往警察局。

如果你没有律师，不妨打电话给：

	■ LawAccess NSW，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
点至下午5�点，电话：1300 888 529。

	■ 原住民法律服务，如果你是原住民或托雷
斯海峡岛民（请访问�www.alsnswact.org.
au�查找当地服务）。警方将会为你提供相
关电话号码。

	■ 未满�18�岁可拨打�1800 10 18 10�联系青少
年热线。

如果我被逮捕了，是否必须回答问题？

在法律程序的每个阶段，你均享有缄默权。但
在某些情况下，你还是必须向警方提供某些
信息，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行使缄默权会成为
警方在法庭上指控你的证据。参见第�19�页，
了解警方可能要求你披露的信息类型详情。

如果你因某一特定犯罪行为被逮捕，不一定
必须接受审问，回答与该项犯罪（或其他任何
犯罪）相关的问题。警方应告知你这一情况，
也应警告你，你对警方所说的任何内容都可
能作为不利于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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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回答警方向你提出的
任何问题，或你要说些什么。如果你不确定，
则应等待获得法律建议后，再接受审问。

对于某些重大犯罪行为，警方可以实施“特别
注意事项”。如果你当时未能或拒绝告诉警方
你后来在法庭辩护时所凭借的事实，那么“特
别注意事项”的作用是可允许法庭以你的缄
默为证据来指控你。警方仅可在以下前提下
实施“特别注意事项”：

	■ 你已经有机会获得律师的法律建议，以及

	■ 你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得到“特别注意事
项”。

如果你不是由律师代表，或如果你的律师在
警方与你谈话时未在场，则警方不能实施“特
别注意事项”。

出于该原因，考虑到你的最佳利益，律师可能
建议在你被拘押期间他们不前往警察局。

如果你因重大犯罪行为被逮捕，则可能被询
问是否想要接受审问，该审问将以声音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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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形式记录。如果你同意这么做，将会收到一
份音频（声音）录音。

我是否必须接受采集指纹或照相？

是的。警方可以对你拍照、采集指纹和掌纹，
以识别你的身份。

我是否必须参与辨认嫌疑犯的队列？

不是，但在此情况下，警方可能会让证人通过
照片辨认出你，以替代前一方法。

保释

如果警方控告你犯罪，他们需要决定是让你
保释出狱还是无保释放，或继续拘留你。若
警方拒绝给予保释，他们必须尽快带你上庭，
以便你可以向法庭申请保释。

在所有地方法院，都有法律援助律师可代表
被警方拒绝保释的人员。如果你有自己的律
师，他们也可以帮你申请保释。

如果你在周末或法定假日被拒绝保释，则可
以通过视听链接出庭。法律援助律师将会在
你出庭前，通过视听链接和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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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员及其财产进行搜查
如果我未被逮捕，警方是否可以对我进
行搜查？

警方可以对你（以及你的汽车、船或其他交通
工具和财产）进行搜查，如果他们有正当理由
怀疑你携带：

	■ 遭窃或非法获得的私人财产，例如毒品销
售所得

	■ 违禁药品

	■ 已经或可能用于重大犯罪的物品，例如闯
入汽车或房屋的工具

	■ 刀具、武器或危险器具，或

	■ 激光指示器

警方也可以对你和你的汽车进行搜查，如果
他们有正当理由怀疑：

	■ 汽车的使用可能与重大犯罪有关

	■ 汽车内有遭窃或非法获得的私人财产

	■ 汽车内有违禁药品

	■ 汽车内有用于犯罪行为的物品

	■ 在汽车所处的公共场所或学校存在可能引
起公共安全严重危险的持续情况，或

	■ 他们怀疑汽车里的人是通缉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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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方对扰乱公共秩序拥有特别警察权时，
如果你或你的汽车位于“目标道路或地区”，
则他们可以对你或你的汽车进行搜查。

搜查涉及哪些内容？

警方可以对你进行搜身、要求你脱下外衣和
鞋子、检查你的衣服和随身物品，并使用电子
金属探测器。他们也可以要求你甩动头发，张
开嘴巴。

只有在警方依据正当怀疑理由认为有必要进
行裸体搜身时，才能执行裸体搜身。裸体搜身
通常应在警察局进行，但若情况严重且紧急，
则可在任何地方进行。但他们必须尽可能保
护你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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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切实可行，警方在搜身时必须由与被搜

身者同性别的警官执行。如需进行裸体搜身，

只要切实可行，应在隐密区域、远离异性的视

线、远离与搜身无关者的视线。

裸体搜身不得包含体腔搜查，或以接触方

式进行身体检查。

如果被搜身者的年龄介于�10�到�17�岁或智力
受损，则适用特别条款。

警方必须提供执行搜身警官的姓名和所属警
局。他们也必须告诉你搜身的理由。如果你
不配合搜身，这可能属于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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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毒犬

警方使用的警犬接受过侦测违禁药品的专门
训练。警方经常在监狱、火车站和公共场所等
地点使用这些警犬。如果警犬的表现表明你
可能藏有毒品，那么警方就拥有“合理怀疑”
的理由，可对你进行搜身。

搜查证

警方可以取得搜查证，对你的住宅或其他场
所进行搜查。他们也可以对这些场所的任何
人进行搜身。如果警方持有搜查证，他们可以
使用正当武力进入相关场所。妨碍或阻止持
搜查证的人员进行搜查属违法行为。

家庭暴力

如果警方进入一个怀疑与家庭暴力犯罪有关
的住宅，他们有义务询问是否持有枪械，并搜
查和带走任何枪械。如果他们怀疑持有枪械
但未被告知，警方可以申请搜查证。他们也可
以搜查并带走任何危险物品，或包括刀具在
内的危险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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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公共秩序
如果出现大规模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或即
将出现大规模扰乱公共秩序的威胁时，警察
局长可授予警方紧急处置权。

这些权力包括：

	■ 隔离区域

	■ 设置路障

	■ 要求身份识别

	■ 发布指示

	■ 对人员和车辆进行搜查

	■ 扣押和扣留包括车辆和手机在内的物品

	■ 宣布无酒精饮料区

	■ 禁止酒精饮料的销售或供应

	■ 疏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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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警方可以在“目标”区域拦截并对人
员及其随身物品和车辆进行搜查，即使这些
人没有任何错误行为，也不必对这些人可能
已犯下的某些错误持任何合理怀疑。

政府也可以针对诸如全球论坛或海外高官访
问等情况授予警方这些特殊权力。

驱散命令
警方是否可以要求我“离场”？

警方可以命令你离开，如果你位于某一公共
场所且他们有正当理由相信你正在：

	■ 妨碍别人

	■ 妨碍交通

	■ 骚扰或恐吓他人

	■ 对他人造成或可能造成恐惧

	■ 非法供应或蓄意非法供应，或诱使他人非
法供应任何违禁药品，或

	■ 试图获得违禁药品

如果你在公共场所呈现酒醉状态（受酒精饮
料或毒品影响），警方可以要求你离开此地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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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6�小时，只要警方有正当理由认为你的行
为：

	■ 对其他任何人有可能造成伤害，或对财产
造成损失，或

	■ 以其他方式对公共安全产生危险；或

	■ 妨碍治安。

只要切实可行，警方必须告诉你他们的姓名、
所属警局以及发出命令的理由。

不遵守命令属于违法行为。在相同或另一个
公共场所呈现酒醉状态，被命令后未在�6�小
时之内离场，而继续在公共场所呈现酒醉状
态并妨碍治安，亦属违法行为。

拘留酒醉人员

警官可以拘留你，如果你在公共场所呈现酒

醉状态（严重受到酒精饮料或药物影响），并

且警官发现你：

	■ 行为不检

	■ 行为方式可能对自己、他人造成伤害，或
对财产造成损失；或

	■ 因为呈酒醉状态而需要人身保护

如果你因酒醉被拘留，警方可能立即释放你，
把你交给愿意立即照顾你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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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警方无法找到这样的人，或你所表现的
行为充满暴力以致负责人可能无法控制你，警
方可以把你带到授权拘留地点（例如警察局
或青少年司法中心）。

当你因酒醉被拘留时，警方必须允许你与负
责人联络，与因犯罪行为被拘留的人员隔离，
并且得到食物、水、寝具和毯子。

如果你因酒醉被拘留，警方可以对你搜身，并
从你的个人随身物品中拿走所发现的任何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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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不再呈现酒醉状态，警方必须释放你并
归还你的个人随身物品。

身份证明
警方是否可以要求身份证明？

在某些情况下，你必须提供自己的姓名和地
址，并提供身份证明。如果警方合法要求你提
供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他们同时也有权力
要求你摘下任何面部遮盖物，让警官可以看
清你的脸。他们必须先得到你的许可，并以合
理隐密、尽可能快速的方式进行检视。如果你
没有特殊的正当理由而不摘下面部遮盖物，
则可能属违法行为。以下审问部分可提供更
多相关信息。

审问
我是否可以因审问需要而被逮捕？

否。警方可以要求你一同前往警察局进行审
问，但你不一定必须前往，除非你已经因某一
犯罪行为被逮捕。你应该在与警方谈话前，先
与律师沟通。你可以在审问期间安排律师或
他人在场。Legal Aid NSW�不会为此目的而
提供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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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确实必须回答某些问题？

正在开车或在路上：

	■ 如果你正在开车或陪伴驾驶学习者，你必
须向警方提供你的姓名和地址（并提供你
的驾照）。

	■ 如果你涉及交通事故，必须将你的姓名和
地址提供给事故涉及的另一方驾驶者。你
也必须将该信息及其他与事故有关的详细
资料提供给警方。

	■ 如果你拥有车辆或为该车辆的负责人，当
该车辆的驾驶者被控交通肇事时，你必须
向警方提供他／她的姓名和地址。

	■ 如果车辆被怀疑用于重大犯罪，则车主、
驾驶者和乘客均必须向警方提供其姓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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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以及彼此的姓名和地址）。如果不知
道完整的姓名和地址，你必须提供对此人
所知的身份相关信息。

你必须提供姓名和地址的情况

	■ 如果你被怀疑在火车上或铁路沿线犯罪

	■ 如果警方怀疑你未满�18�岁且正在公共场
所携带或饮用酒精饮料。他们也可以要求
你提供年龄证明（若你未满�18�岁，他们可
以没收你的酒精饮料）

	■ 如果警方怀疑你位于或接近重大犯罪地
点，且你所拥有的信息可能对他们有帮助

	■ 如果警方正设法开具罚款证明文件

	■ 如果警方拥有应对紧急扰乱公共秩序的权
力而你位于目标区内，并且警方怀疑你已
经或可能涉及大规模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

	■ 如果警方怀疑已对你发布违反暴力禁制令

	■ 当警方命令你“离场”时，如果警方不知道
你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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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提供依法要求你提供的信息 
属于违法行为。处罚因各种情况而有所不同。

如果我被逮捕，我是否必须回答他们的
问题？

参见第� 6�页。

扣押私人财产
警方是否可以拿走我的物品？

如果警方持搜查证正在执行搜查，他们可以
带走所发现的物品。其中包括拿走搜查证未
提及的物品，只要他们合理怀疑这些物品与
犯罪有关联。

如果你处在公共场所，警方可以拿走：

	■ 刀具（包括匕首）

	■ 枪械

	■ 其他任何武器或可作为武器使用的物品

	■ 毒品

	■ 他们合理怀疑遭窃或非法获取的任何物品

	■ 他们合理怀疑可以成为犯罪行为证据的任
何物品。

如果警方从你身上拿走任何此等物品，你将有
可能被指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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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够解释持有此等物品的合法原因，
你可以提出申请拿回这些物品。若警方不
予以归还，你可能必须在案件起诉时要求返
还。

如果你未满�18�岁，警方可以拿走：

	■ 酒精饮料

	■ 喷漆，除非你可以让他们确信，你有合法的
持有目的。

这些也是违法行为，但警方可能在初犯时只
对你予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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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主要的警察权详见于下列法律：

	■ 《2002�年法律（权力和责任）执行法》，
简称�LEPRA�或� LEPAR

	■ 《2013�年保释法》
	■ 《2007年犯罪（家庭和个人暴力）法�
(NSW)》

这些法案阐述了警方可以行使其权力的情
况，以及在行使其权力时所拥有的责任。你可
以在线访问�www.legislation.nsw.gov.au �网
站查阅相关法规�。

投诉
如果你认为警方滥用了权力，可以提出投
诉。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投诉：

	■ 前往当地警察局，要求会见当值警官或当
地警察分局长

	■ 联络警务处处长

	■ 拨打监察专员办公室电话（免费）：�
1800 451 524，或

	■ 拨打执法行为委员会�(Law Enforcement �
Conduct Commissions,�LECC)�电话（免
费）：1800 657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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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方式
LawAccess NSW：可提供免费电话法律信息、
建议和其他服务推荐，包括离您最近的新南威
尔士州法律援助�(Legal Aid NSW )�办事处、社
区法律中心、私人律师和其他可以提供帮助的
组织。
请致电�1300 888 529。
www.lawaccess.nsw.gov.au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的青少年热线 (Legal 
Aid NSW Youth Hotline)：如果您需要紧急建
议且未满�18�岁，您可拨打�1800 10 18 10�联系
青少年热线。该热线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早�9�
点至午夜，周五至周日以及法定假日全天�24�小
时。
Legal Aid NSW：您可以在法庭上从�Legal�Aid�
NSW�获得免费的法律建议和帮助。如欲寻找距
您最近的办事处，请致电�1300 888 529�或访
问�www.legalaid.nsw.gov.au/contact-us。

原住民法律服务有限公司�(Aboriginal Legal 

Service,�ALS)：如果您是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
岛民，您可以从�ALS�获得免费的法律帮助。
请致电�1800 765 767。

如果您是原住民并被带到警察局，您有权
立即联系原住民法律服务处�(Aboriginal 

Legal Service)�的羁押通知服务�(Custody 

Notification Service)�律师。所有警察局都可以
帮您与这项�24�小时开放的服务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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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残障人士权利服务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ights Service, IDRS)：IDRS �的
司法辩护服务�(Justice Advocacy Service,�
JAS)�可以在警察局或法庭为存在认知障碍的
人士提供支持。
请致电�1800 665 908。

新南威尔士州律师协会的律师转介服务
处 (Law Society of NSW Solicitor Referral 
Service)：请致电�9926 0300 �或发送电子邮
件至�ereferral@lawsociety.com.au。

其他有用信息
	■ 交互式网站�www.burn-movie.com.au，
其中包括一部关于青少年卷入犯罪活动的
电影。

	■ Find Legal Answers�网站
(www.legalanswers.sl.nsw.gov.au)�和新
南威尔士州各地的当地公共图书馆均可提
供相关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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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仅为一般性法律指南，请勿将其作为
法律建议使用。对于您个人的情况，我们建议
您寻求律师的帮助。

至发行之日，本刊提供的信息都是确实无疑
的，但不排除情况变动的可能。如果您需要更
多信息，请拨打�1300 888 529�联系��
LawAccess NSW。
This brochure is available in Arabic,  
Simplified Chinese, Spanish, and Vietnamese�

�© Legal Aid Commission of NSW 2022

宣传册在线订购网址：
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更多关于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Legal�Aid�
NSW)�服务的信息：

您在联系我们时需要沟通帮助？
如果您需要口译员，请拨打��
131 450（早9点至晚5点）致电翻
译和口译服务（全国�TIS�服务），
并要求联系�LawAccess NSW。

您的听力或语言能力受损？
有听力或言语障碍的人士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联系我们：拨打�133 677�致电全国
中继服务�(National Relay Service,�NRS)�
并要求联系�LawAccess NSW，或访问��
www.relayservice.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