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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庭指南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如何为您提供帮助

Simplified ChineseGoing to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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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要出庭
如果您收到刑事犯罪出庭通知
书，并且必须前往新南威尔士
州地方法院出庭，本指南将告
诉您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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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庭之前，您应该……

1.	 尽快寻求法律建议

约见律师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即使您不希望律师代表您出庭，寻求法律建议也很
重要，因为法庭的决定关系到您的未来。

寻求法律建议有助于您了解法庭程序和您的权利。

收到出庭通知书后，请尽快致电1300 888 529联系 
LawAccess NSW。

2.	 如有需要，请求安排口译人员

如果您出庭时需要翻译，请致电1300 679 272 联
系法庭服务处 (Court Services)。告诉法庭服务处 
(Court Services) 您在法庭上需要口译人员以及您
需要翻译的语言。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律师也可
以安排一位口译人员陪同您出庭和约见律师。

约见律师时，记得带上您所有的警方和法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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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可以获得法律帮助和建议？

LawAccess NSW 	
最好一开始就拨打 LawAccess NSW的免费求助热
线，相关人员可以立即为您提供帮助。他们会为您提
供免费信息和转介服务，在一些情况下还会提供法律
建议。请致电 1300 888 529。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L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为符合条
件的客户提供免费法律建议和出庭法律代理。请致电 
1300 888 529 联系 LawAccess NSW 或访问 www.
legalaid.nsw.gov.au/contact-us 联系离您最近的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办事处。

有关资格要求的更多信息，见第 13 页。 

法院工作人员

法院工作人员可以免费提供有关法院如何运作方面
的信息。他们不能提供法律建议或代表您出庭。  

私人律师
新南威尔士州律师协会 (Law Society of NSW) 可以
为您推荐您所在地区的私人律师。该协会还可以告诉
您有关为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服务的私人律师的信息。请致电 (02) 9926 0300 联
系律师协会事务律师转介服务处 (Solicitor Referral 
Service)。 

原住民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Aboriginal Legal 
Service)	
如果您是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您可以联系原
住民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ALS) 寻求免费服务。请致电 
1800 765 767。



 5

查看出庭日期
出庭通知书或保释书上会注明案件的开庭日期，以
及您必须前往的法院地址。

如果您没有出庭通知书或保释书，而且不确定案件
的开庭日期，请致电指控您的警局。

如果案件已上过庭，您可以询问法庭服务处 (Court 
Services)，电话为 1300 679 272。

如果案件将在近日内开庭审理，您可以在新南威尔
士州在线登记处 (NSW Online Registry) 查看。请访
问 https://onlineregistry.lawlink.nsw.gov.au。

如果您不能出庭	

如果不能出庭，您必须致电 1300 679 272 联系法庭
服务处 (Court Services)，向其说明您不能出庭的原
因。请法庭服务处 (Court Services) 转告登记官或
地方法官您不能出庭。

https://onlineregistry.lawlink.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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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因患病而不能出庭，应该请医生出具诊断证
明。诊断证明上应注明您无法出庭的具体原因。

您应该在庭审案件清单上所列的案件开庭日期当
天或之前将证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法院。请访问
新南威尔士州法院案件目录服务处 (Service NSW 
Court Directory)：www.service.nsw.gov.au/
nswgovdirectory/local-courts。

警告：不出庭需要承担相应后果。如果案件开
庭时您没有出庭，即使您没有做有罪辩护，地
方法官也可能会认定您有罪。 

地方法官还可能会对您发出逮捕令。如果法官
签发逮捕令，警察会逮捕并拘留您。	

http://www.service.nsw.gov.au/nswgovdirectory/local-courts
http://www.service.nsw.gov.au/nswgovdirectory/local-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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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庭做好准备

帮助保持法庭安全
法院对于您可携带哪些物品进入法庭有相关规定。
任何可能有危险的物品都不允许被带入法庭。例如，
您不能携带：

	■ 刀具（任何类型） 

	■ 剪刀

	■ 喷雾器

	■ 工具 

	■ 带饰钉的皮带 

	■ 注射器，或 

	■ 摩托车头盔

在大多数法庭，治安官员会要求您在进入之前通过
安全扫描器。任何可能有危险的物品都会被治安官
员收走。当您离开法庭时，这些物品可能会归还给
您。如果您携带了任何非法物品，如刀具，治安官员
会与警方联系。

您可携带手机进入法庭，但必须将其设置为静音，且
不得使用摄像功能或通过音频或视频录制任何内
容。

您必须按照治安官员的要求行事，这一点很重要，否
则会招致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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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您的文件

出庭前，请确保准备好警方提供的所有文件。您应该
携带这些文件出庭。这些文件应包括：

	■ 出庭通知书 

	■ 警方情况说明书，以及 

	■ 保释承诺（如果您已获准保释）

如果您没有这些文件，您的律师可以在案件开庭时

从公诉人那里取一份副本。如果您没有律师，您可以

向指控您的警局索取这些文件。

写下发生的一切

您应该用自己的话写一份陈述，记下与对您的指控

相关的所有信息。其中应包括与警察和证人的任何

对话。您应确保在记忆犹新时做这件事。这是为您出

庭做好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实用的步骤。

书面辩护通知

进行辩护之前，您应该寻求法律建议。做有罪辩护

还是无罪辩护的决定很重要，因为这会给您带来

重大后果。您应该寻求法律建议，从而了解会有什

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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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无需出庭就可以进行辩护。通过书面辩护通知

可以做到这一点。为此，您应该仔细阅读出庭通知书

随附的信息。如果收到了书面辩护通知，您可以在填

妥后将其送交回法庭，不用亲自出庭。

如果送交书面辩护通知，您必须与法庭核实案件

情况。您可以致电 1300 679 272 联系法庭服务处 

(Court Services) 进行核实，也可以前往法庭，与登

记处的工作人员沟通核实。

了解法庭对您的案件作出了哪些决定很重要。您可

能需要回到法庭参加庭审或被判决。或者，如果涉及

交通案件，并且法庭对您作出判决，则可能会取消您

的机动车辆驾驶资格。

您是否被保释？

如果您在保释期内并且必须出庭，您将无法获得书

面辩护通知。如果您被保释出庭，但在规定日期没有

出庭，您就违反了保释规定。法院可能会就此对您发

出逮捕令。您或您的家庭成员交纳的保释金也可能

会被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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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庭……
大多数法院在上午 9:00 开庭。地方法官或登记官通
常会在上午 9:30 才开始审理案件。

您应该在开庭前到达并与您的律师沟通。如果您没
有律师，但想找一名律师，您可以去见新南威尔士州
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当值律师。有关当值律
师的更多信息，见第 12 页。

 
查看您在哪个法庭
所有待审理的案件都会被列入法院清单。清单通常
会在法院大厅或门口附近展示。清单上会注明您
在哪个法庭，并提供案件编号。如果您在清单上找
不到自己的名字，请向法庭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您
也可以在新南威尔士州在线登记处 (NSW Online 
Registry) 网页上搜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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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法院设有登记台。请务必告诉法院工作人员您
前来参加自己的案件庭审。他们随后会告诉您法庭
位置。当您进入法院大楼时，请留意指向登记台的标
志。

何时审理您的案件，以及您应该在哪里等候？
地方法官或登记官审理您的案件的时间取决于地方
法院当天要审理的案件的数量。

有时可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到达法院后，您应该坐在法庭内等候。如果法庭内没
有足够空间，您应该尝试告诉法庭工作人员您在场。
您还可以在法院大楼内靠近法庭的地方等候。当要
审理您的案件时，法庭工作人员会传唤您。因此，您
应该待在一个能够听见别人喊您名字的地方。

如果您在法院大楼内等候了很长时间，但没有听到
传唤，您应该告知法院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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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需要法律援助？
出庭日期之前寻求法律建议
如果您需要持续获得法律帮助，您可以申请法律
援助。

如果您获准得到法律援助，就意味着为新南威尔士
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服务的律师或由新
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支付薪水
的私人律师会代表您处理您的案件。

法律援助不是免费的。大多数人必须为他们的案件
支付部分法律费用。 

因此，在申请法律援助之前，最好先寻求法律建议。
请拨打 LawAccess NSW 的免费法律求助热线 
1300 888 529 寻找法律建议服务或附近的新南威
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办事处位置。

当值律师
当值律师可以提供法律建议，在一些情况下还可以
代表您出庭。如果出现下列情况，您可以会见当值律
师：

	■ 您的案件开庭当天，您想寻求法律建议；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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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想申请由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律师代表您出庭。

您需要在名单上填写自己的姓名，然后在当值律师
的房间附近等候。

轮到与您会见时，当值律师会喊您。

在一些法院，对于未与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律师预约的人，当值律师不会与其
会见。在这些法院，当值律师会要求您为寻求法律建
议进行预约。

当值律师还会告诉您，让您请求法庭延期（推迟）审
理您的案件，以便您有时间寻求法律建议。

值班律师只能代表符合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政策的人。您是否有资格获得新
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律师的代理
取决于： 

	■ 您的案件类型 

	■ 您的收入水平 

	■ 您的银行存款，以及 

	■ 您的财产类型（例如房地产和股票）

如果您想做无罪辩护，则还取决于如果您被认定有
罪，法院可能会对您判处什么样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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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

如果您有律师

如果您有律师，地方法官会与您的律师交谈。您的律
师会代表您讲话。  

如果您没有律师

如果您没有律师，地方法官会问您一些问题。回答
问题时，您应该称呼地方法官为“法官大人 (Your 

Honour)”。

您可能会被问到的第一组问题是：

	■ 您是……（您的姓名）吗？ 

	■ 您有代理律师吗？ 

	■ 您希望今天审理您的案件吗？

地方法官之所以询问上面最后这个问题，是为了确
定您是否准备终结（完结）您的案件，或者您是否需
要延期（推迟）审理。例如，您可能希望延期审理您的
案件，以便寻求法律建议。如果您要求延期，地方法
官通常会准予延期一次。

您做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

地方法官不会就您应该做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提
供任何建议。您需要在出庭之前就此作出决定。如果
您不知道自己应该做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就应
该请求延期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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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做无罪辩护

如果您做无罪辩护，就意味着您不承认自己犯下了
被指控的罪行。

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您做无罪辩护，地方法官会命令
向您或您的律师送达（提供）证据摘要（也称作“摘
要”）。摘要包含警方用以证明案情的证据。

如果您做无罪辩护，法院会规定摘要送达后需要您
返回法院的日期。在这一天，您需要确定自己的辩
护，即告诉法院您是否仍然想做无罪辩护。如果您仍
然想做无罪辩护，地方法官会向您告知庭审日期。 

对于一些不太严重的案件，包括大部分交通案件，不

会向您送达证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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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通过书面形式做
有罪辩护，然后地
方法官会对您作
出判决

您通过书面形式做
无罪辩护，然后会
收到注明开庭日期
的信函

您做无罪辩护，然
后您会收到开庭日
期通知

您做有罪辩护，然后
地方法官会对您作
出判决

案件被延期（推迟）
审理

您前往法院

您什么也不做

您送交书面辩
护通知

地方法官认定您有
罪并对您作出判决

您收到出庭 
通知书

寻求法律
建议

或

或

或

或

或

出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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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程序流程图

您前往法院

您做有罪辩护，然后
地方法官会对您作
出判决

您做无罪辩护

您前往法院

法庭作出判决，并可
能会向您发送处罚
通知书

法庭作出判决，并可
能会向您发送处罚
通知书

法庭作出判决，并可
能会向您发送处罚
通知书

地方法官认定
您无罪，案件被
驳回

地方法官认定您
有罪并对您作
出判决

法庭作出判决，
并可能会向您发
送处罚通知书或

或

行动 法庭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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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被指控犯有家庭暴力罪，则程序会稍有不

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的《您是否被指控犯有家庭暴力

罪？》(Have you been charged with a domestic 

violence offence?) 手册。

您和您的律师都要拿到一份证据摘要，并在您返回

法院确定自己的辩护之前进行相关探讨，这一点很

重要。您还应该尽快约见律师，就这份证据摘要进行

探讨。在赴约之前，您应该仔细阅读摘要，并写下任

何您不同意的内容。此外，最好在事件发生之后尽快

写下您自己对该事件的陈述。如果您需要帮助才能

写下自己关于所发生事件的陈述，请告诉您的律师。

如果您没有律师并想确定做无罪辩护

当您到庭时，如果您没有律师，在您收到证据摘要

后，地方法官会问您一些问题。

地方法官会问：

	■ 您想让多少警方证人出庭 

	■ 您想带多少证人出庭，以及 

	■ 您认为法庭需要花多长时间听取所有证人的证词 

http://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factsheets-and-resources/domestic-violence-offences-information-for-defendants-pamphlet
http://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factsheets-and-resources/domestic-violence-offences-information-for-defendants-pamph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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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多少警方证人出庭这一项决定非常重要。如果

您不要求任何警方证人出庭，您将无法在庭审中询

问这些证人任何问题。

没有出庭的警方证人给出的一些陈述，也可由地方

法官进行宣读。如果您同意提交给地方法官的证人

陈述，那么您将没有机会询问证人任何问题，地方法

官可能会认定证人的陈述内容真实。

地方法官告知您庭审日期后，您必须立即告诉您的

证人。您还应该确认您的任何证人是否需要出庭传

票。传票是法院签发的命令某人出庭作证的文件。有

时，如果雇员没有传票，雇主不会让雇员请假出庭作

证。您可以咨询法院的登记官如何发出传票。

严重的刑事指控

有些罪行无法在地方法院结案。这些罪行非常严重。

如果您被指控犯有严重的罪行，您可能需要前往地

区法院或高级法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新南威尔

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的《您是否被指控

犯有严重罪行？》(Have you been charged with 

a serious offence?) 手册。

https://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factsheets-and-resources/have-you-been-charged-with-a-serious-offence
https://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factsheets-and-resources/have-you-been-charged-with-a-serious-of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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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当天

如果您想要律师在庭审中代表您，您必须尽快做好

安排。如果离庭审日期不到	14	天（包括	14	天），新南

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不会为您提供

代理律师。

在庭审中，警方会首先陈述他们的案情。警方公诉

人会传唤证人出庭作证，例如负责您的案件的警官 

(OIC) 和任何其他证人。在每个证人作证后，您或您

的律师有权对证人进行盘问。

在公诉人传唤完所有警方证人后，您有权提供证据 

（如果您愿意）和传唤证人。一般来说，如果您选择

提供证据，您将是第一个提供证据的辩方证人。公诉

人可能会盘问（质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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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证人和辩方证人在轮到自己作证之前均必须在

法庭外等候。

在所有证人均作证后，公诉人可能会向地方法官呈

递意见，说明为什么您应该被认定有罪。随后您或您

的律师可以呈递自己的意见，即告诉法庭为什么根

据证据您应该被认定“无罪”。 

地方法官在听取警方和辩方的案情陈述后会决定：

	■ 您被认定无罪，在这种情况下，您的案件将被驳

回，您可以自由离开；或 

	■ 您被认定有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地方法官随后

会考虑作出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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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做有罪辩护

如果您做有罪辩护，就意味着您承认自己犯下了被

指控的罪行。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您做有罪辩护，地方法官会阅

读警方的情况说明书，即警方对事件的陈述。您应该

在进行辩护前先阅读该说明书。

如果您承认有罪，但不同意情况说明书中的一些内

容，您应该告诉您的律师或要求与公诉人商讨。也许

可以与公诉人商定一些细微的更改。如果您不能与

公诉人就情况说明书上应说明的内容达成一致，您

可能需要就您不同意的部分进行庭审。这被称作“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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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情况庭审”。与其他庭审一样，双方传唤证人，地方

法官会在听取证据后决定哪些事实已被证实。

地方法官还可能取得其他文件，例如任何证人的陈

述、照片、您的审讯记录以及您的犯罪记录副本（如

果您曾有犯罪记录）。您可以反对向法庭提供其中任

何文件，例如以这些文件对您不公平为由。如果您反

对，请为解释反对理由做好准备。

判决

如果您在庭审后被认定有罪或您已作有罪辩护，法

庭会对您作出判决。

在宣判前，您（如果您自我代理）或您的律师可解释

您如何以及为什么犯罪，以及您当前的经济状况、您

的个人情况和总体品格方面的信息。

特别重要的是，告知法庭您是否意识到错误，以及您

为解决导致您犯罪的问题而采取的任何措施。这被

称作“改造”，可能涉及：

	■ 戒毒咨询 

	■ 酗酒问题咨询 

	■ 您寻求过的心理帮助 

	■ 男性行为改变课程 

	■ 交通违规者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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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可能，您还应该携带心理辅导员或课程协调员

关于您出席情况的信函，以及任何关于您总体健康

状况（包括心理健康）的诊断文件。您也可以向地方

法官提供一些文件，例如您关于自身情况和犯罪原

因的陈述或品格证明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新南

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的《品格证明

信》(Character References) 手册。

https://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factsheets-and-resources/character-references


 25

处罚

如果您认罪或被认定有罪，地方法官会考虑对您作

出适当的处罚。处罚范围从罚款到监禁不等。

如果您认为自己面临入狱服刑，最好尽快寻求法律

建议。

如果地方法官正在考虑判处监禁这样的重刑，或想

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就可能会将您送到社区矫正处 

(Community Corrections)，以获得“量刑评估报

告”(Sentencing Assessment Report)。该报告可以

让法庭了解您的情况以及您适合被判处什么样的处

罚。一些地方法院有社区矫正处的当值人员，可以在

当天准备好量刑评估报告。

如果没有当值人员，或者需要更详细的报告，您的案

件会被延期数周（通常为六周）审理，以便有时间准

备量刑评估报告。您必须出席与社区矫正处相关人

士的预约。如果您不赴约，社区矫正处会通报法院。

一旦地方法官决定了对您的处罚，您务必要了解该

处罚的含义。如果您没有律师，可以要求法院工作人

员向您解释其含义。您也可以约见新南威尔士州法

律援助 (Legal Aid NSW) 律师。如果您在赴约时携

带您被判刑时收到的处罚通知书和任何法庭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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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律师可以

向您解释对您的判决。

无定罪或无处罚

有时，如果罪行非常轻微，而且您先前具有良好的品
格，地方法官可能会决定不做定罪记录或不对您作
出处罚。这被称作第 10 节无罪释放。

罚款

不太严重的罪行通常会判处罚款。如果您被判处罚
款，会同时规定交款期限，通常是 28 天。如果您无法
在规定期限内交纳罚款，可以申请分期交款。有关分
期交款的更多信息，您应该咨询法院登记处的工作
人员。

如果您不在规定期限内交纳罚款，新南威尔士州税
务局 (Revenue NSW) 会对您施以一系列处罚，如吊
销驾驶执照。您还可能会被收取额外费用。

如果新南威尔士州税务局 (Revenue NSW) 对您采

取行动，而您仍然无法交纳罚款，您应该致电  

1300 655 805 联系新南威尔士州税务局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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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W)。您还可以访问新南威尔士州税务局 

(Revenue NSW) 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您没有能力交纳罚款，您或许可以申请以工代

罚令 (Work and Development Order)。如果您符

合以下条件，就可能有资格获得以工代罚令 (WDO)：

	■ 未满 18 岁 

	■ 正在领取 Centrelink 或澳大利亚退伍军人事务

部 (DVA) 的福利金 

	■ 有精神疾病、智力残疾或认知障碍 

	■ 对毒品、酒精或挥发性物质严重上瘾 

	■ 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或 

	■ 无家可归

有关更多信息，请拨打 LawAccess NSW 电话  

1300 888 529 或以工代罚令 (WDO) 热线  

1300 478 879。

基于社区的判决选择	

有两种基于社区的判决选择：

	■ 有条件释放令；和 

	■ 社区矫正令。 

它们在过去被称作“保证书”。这两项命令都可以在

一定条件下作出，这些条件要求您：

	■ 参加改造课程或接受治疗 
	■ 戒酒或/和戒毒，或 
	■ 接受社区矫正官监督 

https://www.revenue.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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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令是比有条件释放令更严重（更严厉）的处

罚。

如果您获得了有条件释放令或社区矫正令，那么了

解并遵守这些条件（即您必须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地方法官会在法庭上告诉您这些条件是什么。这些

条件也将会列在法院工作人员给您的命令上。

如果您不确定这些条件的含义，可以要求法院登记

处的工作人员或您的律师进行解释。

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您就违反（破坏）了有条件释放

令或社区矫正令：

	■ 再次犯罪，或 

	■ 不遵守命令要求的任何条件

如果您违反命令，就会被带回法庭。除非您违反命令

有充分的理由，否则地方法官会对您重新作出判决。

这意味着会根据罪行对您判处另一种处罚。通常这

意味着更严重（严厉）的处罚。

强化矫正令	(Intensive Correction Order)

强化矫正令 (ICO) 是一种在社区内服刑的监禁判

决。这意味着如果您获得了强化矫正令 (ICO)，您就

不会被送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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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获得了强化矫正令 (ICO)，则意味着地方法官

认为入狱服刑对您来说是正确的处罚，但同时有充

分的理由不送您入狱。不送您入狱的一个充分理由

就是您参加改造课程符合社区利益。

如果您被下达强化矫正令 (ICO)，您会受到社区矫正

处 (Community Corrections) 的监督。此外，法院

可能会增加条件，包括：

	■ 社区服务 

	■ 在家监禁，或 

	■ 要求您戒除（不使用）酒精或/和毒品

您不应该违反（破坏）强化矫正令 (ICO)，否则最终可

能会被关进监狱。例如，如果社区矫正官认为您违反

了强化矫正令 (ICO) 的任何条件，他们可以将您送

到假释管理局 (Parole Authority)。假释管理局会确

定您是否有违令行为。如果假释管理局确定您有违

令行为，可能会撤销（取消）强化矫正令 (ICO)。如果

强化矫正令 (ICO) 被撤销，那么您可能需要在监狱

中服完剩余的刑期。

全日监禁

如果法庭认为其他量刑选择都不适合您，法庭可能

会对您判处全日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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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计划

以精神健康和/或认知障碍为由进行分流

如果您有认知障碍或精神健康问题，地方法官可

能会根据新南威尔士州 2020 年《精神健康和认知

障碍（法医鉴定规则）法案》(Mental Health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Forensic Provisions Act) 

第 14 节发出命令。这曾经被称作“第 32 节命令”。

由地方法官决定，与其采用刑事司法系统处理对您

的指控，不如让您获得治疗和帮助。指控随后会被驳

回，前提是您坚持接受这种治疗或帮助。

如果地方法官根据第 14 节作出命令，那么您不会因

您被指控的罪行而被定罪。您无需交纳罚款或入狱。

您可能需要同意接受治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新

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的《什么是

第 14 节？》(What is a section 14?) 手册。

其他分流计划

有时，您可以参加一项计划来帮助自己解决那些让

您陷入困境的问题。这些计划被称作“分流计划”。

如果您完成了一项分流计划，地方法官在决定对您

的判罚时会加以考虑。并非所有法庭都提供分流计

划，因此您需要咨询法院工作人员是否有可以帮助

您的任何计划。

https://publications.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ResourcesService/PublicationImprints/Files/5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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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法庭	(Drug Court)

只有某些地区才有这类法庭。戒毒法庭适用于面临

监禁和有戒毒问题的人。

有关戒毒法庭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

站：www.legalaid.nsw.gov.au/what-we-do/

criminal-law/adult-drug-and-alcohol-court  

地方法官早期转介治疗	(Magistrates Early 
Referral Into Treatment)

地方法官早期转介治疗 (MERIT) 计划适用于已收到

出庭通知书，并且在戒毒和/或戒酒方面有困难的成

人。

地方法官早期转介治疗 (MERIT) 计划是自愿申请的。

申请人在进行有罪辩护或无罪辩护之前，有机会加

入该项计划。该项计划为期 12 周，为参与者提供广

泛的戒毒和戒酒治疗服务。

如果您加入地方法官早期转介治疗 (MERIT) 计划，在

您参与期间，您的案件会延期审理。

当您完成该项计划后：

	■ 您会被要求进行辩护（如果您尚未进行辩护的话） 

	■ 如果您做有罪辩护，将对您进行判决，或 

	■ 如果您做无罪辩护，您的案件会进入庭审 

http://www.legalaid.nsw.gov.au/what-we-do/criminal-law/adult-drug-and-alcohol-court
http://www.legalaid.nsw.gov.au/what-we-do/criminal-law/adult-drug-and-alcohol-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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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南威尔士州 137 个地方法院中有 62 个提供

地方法官早期转介治疗 (MERIT) 计划。如果您所在的

法院有该项计划，法院工作人员会给您一本手册，向

您解释该项计划以及如何加入。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localcourt.
nsw.gov.au/local-court/sentencing--orders-
and-appeals/sentencing-in-criminal-cases/

diversion-programs/the-merit-program.html  

交通违规者干预课程	(Traffic Offender 
Intervention Program)

交通违规者干预课程 (TOIP) 旨在帮助您了解驾驶员

的责任以及与危险驾驶相关的风险。您必须自费参

加交通违规者干预课程 (TOIP)。您应该向法院工作

人员咨询该课程的最近开课时间。

圆桌判决	(Circle sentencing)

圆桌判决适用于在某些情况下认罪或在某些地方

法庭认罪的原住民被告。根据圆桌判决，地方法官

与原住民长者、受害者、受人尊敬的社区成员和罪

犯家人一起确定适当的惩罚。有关圆桌判决的更多

信息，请访问新南威尔士洲司法委员会 (Judicial 

Commission of NSW) 网站：https://www.
judcom.nsw.gov.au/circle-sentencing-in-nsw/

https://localcourt.nsw.gov.au/local-court/sentencing--orders-and-appeals/sentencing-in-criminal-cases/diversion-programs/the-merit-program.html
https://localcourt.nsw.gov.au/local-court/sentencing--orders-and-appeals/sentencing-in-criminal-cases/diversion-programs/the-merit-program.html
https://localcourt.nsw.gov.au/local-court/sentencing--orders-and-appeals/sentencing-in-criminal-cases/diversion-programs/the-merit-program.html
https://localcourt.nsw.gov.au/local-court/sentencing--orders-and-appeals/sentencing-in-criminal-cases/diversion-programs/the-merit-program.html
https://www.judcom.nsw.gov.au/circle-sentencing-in-nsw/
https://www.judcom.nsw.gov.au/circle-sentencing-in-nsw/


 33

庭审/判决后
在您离开地方法院之前，应该前往登记处查看是否
需要支付任何法庭费用或签署任何文件，如有条件
释放令 (Conditional Release Order)、社区矫正
令 (Community Correction Order) 或强化矫正令 
(Intensive Correction Order)。 

上诉

如果您对地方法官的决定不满意，并且想要上诉，请

就此情况向您的律师或向法院工作人员咨询。请记

住：法院工作人员不能为您提供法律建议，也不能告

诉您他们是否认为您上诉会成功。法院工作人员可

以向您提供程序、表格和应付费用等相关信息（包括

如何申请免除费用）。您可以在法院提交上诉表（如

果您被判入狱，可以从监狱提起上诉）。 

您必须在判决日期后	28	天内提起上诉。在一些情况

下，上诉期限可延长至三个月，但必须获得地区法院

的许可。

并非所有来自地方法院的上诉案件都能获得法律援
助。如果您想让针对地方法院的判决或定罪而提出
的上诉获得法律援助，您必须单独提出法律援助申
请。您可以就此情况咨询当值律师或联系离您最近
的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办事
处。

有关上诉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新南威尔士州法
律援助（Legal Aid NSW）的《向地区法院上诉》
(Appealing to the District Court) 手册。

https://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factsheets-and-resources/appealing-to-the-district-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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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帮助
LawAccess NSW

如需免费法律信息和转介服务，请致电 1300 888 529 
联系 LawAccess NSW。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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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Society of NSW) 可以
为您推荐您所在地区的私人律师。请致电  
(02) 9926 0300  联系律师协会事务律师转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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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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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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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致电 1300 888 529 联系 
LawAccess NSW 或访问 www.clcnsw.org.au

http://www.legalaid.nsw.gov.au/contact-us
http://www.legalaid.nsw.gov.au/contact-us
http://www.localcourt.nsw.gov.au/local-court/cl-2.html
http://www.localcourt.nsw.gov.au/local-court/cl-2.html
http://www.lawsociety.com.au
http://www.lawsociety.com.au/for-the-public/pro-bono-scheme
http://www.lawsociety.com.au/for-the-public/pro-bono-scheme
http://www.clcnsw.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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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服务
原住民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ALS)：请致电	1800 765 787	
联系原住民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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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地方法院有常驻原住民客户服务专家，可提供协
助和信息。请联系您所在的地方法院，查找您附近原
住民服务专家所在位置。 

司法维权服务	(Justice Advocacy Service)

司法维权服务 (JAS) 为与新南威尔士州刑事司法系统
打交道的有认知障碍的青年和成人提供支持，包括作
为受害者、证人和嫌疑人/被告行使其权利并充分参与
这一过程。司法维权服务 (JAS) 可以安排一名训练有素
的志愿者为有认知障碍的人提供出庭支持。如需联系
司法维权服务 (JAS)，请致电 (02) 9265 6350 或访问 
https://idrs.org.au/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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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您的律师在法庭上代表您。您的

律师会根据您的指示为您做有罪

或无罪辩护，在庭审中处理您的

案件，并在量刑中向法庭提供有

关您的情况。

法庭工作人员整理法院清单，

并找出谁有律师、谁没有律

师。法庭工作人员传唤相关

人士上庭，并告知他们坐立

的位置。 

在大部分案件中，任何人都可以

进入法庭，因此您可以带上您的

亲友为您提供支持。

公诉人在刑事案件中代表警
方。在重大案件中，公诉人
可能是来自公诉总长办公室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ODPP) 
的律师。 

法庭中的角色

法庭工作人员

公众

公诉人

您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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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被告）可以自我辩护，也可以请律师代

表您。请清楚、响亮地讲话。仔细倾听所有

发言，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可以请地方法

官向您作出解释。

如果您需要在法庭上

就某一案件作证，您

应坐在证人席上。

书记员记录法庭上所

说的一切。

地方法官决定您
有罪或无罪，以及
作出处罚决定。
在法庭上，应该称
呼地方法官为“
法官大人 (Your 

Honour)”。

法庭中各角色的简易说明图

地方法官

您（如果无人代表您）

书记员

证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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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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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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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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信息在付印时是正确的，但情况可能会发生变
化。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 1300 888 529 联系 
LawAccess NSW。

This publication is available in Arabic, Chinese 
(Sim),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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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拨打全国笔译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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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否存在听力障碍或言语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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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